
一起享受学习英语的乐趣!
全家人都可以在美丽的

温哥华市区中心学英语

一起成长

同一个时间

 同一个地区

 同样的课表

www.studysslc.com info@studysslc.com 604.678.8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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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哥华,加拿大

七月 - 八月, 2022

温哥华
亲子

儿童: 6-12岁的儿童在课程中将得到个人的关注，我们的师资都
有TESL Canada的 认证

青少年: 年龄 13- 17

成年人:  妈妈、爸爸、哥哥姐姐、阿姨、叔叔或爷爷奶奶

（任何监护人）在 SSLC 的成人课程中提高他们的英语水平。

对于青少年和成人英语课程，请咨询 SSLC 顾问了解更多详情。

游学

http://www.studysslc.com


基斯兰奴海滩
天文馆

朗士提码头

科学世界
不列颠省

体育馆

斯坦利公园 / 水族馆
SSLC 校区

格兰威尔岛

每周儿童 ESL 课程表表示例 

▶以情境式教学增加课程强度

▶通过实际操作和不同实验加强学习效果

▶探索在温哥华令人兴奋的教育场地

周一 周二 周三 周四 周五

9:00 - 10:00 语法 阅读理解 语法 阅读理解 每周回顾

10:00-10:50 单词/ 拼写 写作重点 单词/拼读 写作重点 语法/ 拼写

11:00-11:30 互动学习 互动学习 大考/ 小测

11:30 - 12:00 听力 &口语 课本/ 多媒体内容 听力 &口语 课本/ 多媒体内容 听力 &口语 

12:00-1:00 中午休息
强制在SSLC校区用午餐*

1:00-1:20 文学/语言艺术 文学/语言艺术 

户外旅游/ 实践/研究
或者活动1:20-1:50 学术主题介绍 & 单词 学术主题 (写作) 学术主题 (听力) 主题回顾/ 小测

2:00 - 3:00 主题发展 艺术或者科学  
(主题)

学术主题项目 项目演讲 

*SSLC 将在 2022 年夏季为儿童英语课程的学生提供强制性的午餐时间监督，并且不允许家长在午休时间来访。 感谢您的理解。

课程目标:

该课程为儿童的提供全面的英语基础技能提升。它强调在词汇表达和语法结构中，理解和使用基本的沟通技巧。学生将学习
各种适合年龄和相关的主题，以在各种情境中建立基本的流利程度、语法准确性、听力和阅读理解以及自然发音。还将向学
生介绍文化差异的概念，包括语言、习俗、传统、思维和管理。

实地考察和活动

ECF下午课程提供主题研究项目、实验和/或实地考察。

 实地考察示例

文学/语言艺术 文学/语言艺术 

互动学习 互动学习 



每周学费 2-4 周 5-8 周

$400 $375

材料费用 1-4 周 5-8 周

$100 $150

注册费用 1st 孩子 2nd孩子 3rd 孩子

$165 $120 $100

寄宿家庭放置费用 $220

机场接 / 送费用 接 送

$110 $90

医疗保险 $2.50 / 天

(以下币别皆为加币，以每人费用计算）

- 所有6 - 12岁的学生在温哥华必须有一名监护人，负责接送、住宿和照顾孩子。所有儿童都必须有
覆盖Covid-19的保险。

www.studysslc.com info@studysslc.com 604.678.8148

*根据省/联邦政府的健康和安全指南和限制，在课程交付时，任何或所有 SSLC 地点都可能实施 Covid 协议和措施。协议和措施可能会更改，恕不另行通
知。学生必须完全接种 Covid-19 疫苗才能参加这些计划。请访问我们的网站以获取有关我们 Covid 措施的最新信息，或与我们的代表交谈。

加拿大政府 Covid 相关信息和资源：冠状病毒病 (COVID-19)

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政府 Covid 指南和限制：BC 省对 COVID-19 的回应

以上课程有可能调整。恕不另行通知，最后更新:2022年3月11日

费用

ECF 开始 & 结束日期

课程强调重点

▶ 和世界各地的孩子一起加入沉浸式英语学习

▶ 建立自信

▶ 学术英文课程

▶  友好、乐于助人、经验丰富的 TESL Canada 认证教师

▶交流式多媒体学习工具

▶ 每周下午活动实地考察

▶与加拿大课程相关的每周学术主题

开始日期 2 周 
截止日期

3 周 
截止日期

4 周 
截止日期

5 周 
截止日期

6 周 
截止日期

7 周 
截止日期

8 周 
截止日期

七月 4日 七月15日 七月22日 七月29日 八月5日 八月 12日 八月19日 八月26日

七月11日 七月22日 七月29日 八月5日 八月12日 八月19日 八月26日 --

七月18日 七月29日 八月5日 八月12日 八月19日 八月26日 -- --

七月25日 八月5日 八月12日 八月19日 八月26日 -- -- --

八月2日 八月12日 八月19日 八月26日 -- -- -- --

八月8日 八月19日 八月26日 -- -- -- -- --

八月15日 八月26日 -- -- -- -- -- --

https://www2.gov.bc.ca/gov/content/covid-19/info/response
http://www.studysslc.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