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TUDY ENGLISH  
IN LONDON (T ti)
LEADING THE CHANGE



發覺
多元種族、宗教與文化
的共榮共存，富含層次
的人文之美。

感受
四大世界級的大都市之
一，經濟、政治、科技
的先進成就。

閱歷
探究歷史的悠長洪流，領
略各大建築的雄偉壯麗。

眺望
引領潮流的時尚之
都，觀賞流行的每
個趨勢

倫敦 一窺日不落帝國的風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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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身異鄉的第二個家

TopUp Learning London成立於1998年，歷史悠久且教學生動活潑，至今已有三萬多
個學生從這裡畢業！除了專業的學校課程，還有充沛的實地走訪，兼具知識與樂趣，帶
你一起走入不列顛的繁華。

學校座落於 EL Gazette 認定
的學生區，學校旁就是地鐵
站，到市中心也只需10分鐘
的地鐵車程！生活機能也非
常好，還提供學生優質實惠
且可步行到校的住宿。

我們的學生多來自歐美地區，
國際化的學生組成，讓你在這
裡就能與不同國家相遇。
自1998年開始，有超過三萬名
以上的學生選擇我們。

通過 British Council 的認證，
且為 English UK 的一員，教
師團隊皆具有 CELTA 證照，
不但友善且富含教學熱忱，宛
若家人相伴左右。

課表彈性豐富 社交活動充裕硬體設備完善

除了學校內的專業課程外，老
師也會帶學生實地走訪市集、
博物館等地，了解更全面的英
國社會與環境，也將英文融入
生活，讓學生學到更貼近生活
的詞彙、用法等。

我們提供舒適的環境、寬敞的
教室，不僅有學習區、電腦教
室、圖書館可自由使用，還有
頂樓的露天花園、免費的咖啡
與茶，讓學生在悠哉的午後時
光可以放鬆身心。

我們是一所獨立的學校，致力
於提供每個學生無微不至的照
顧，因此我們的課程豐富且可
自由搭配，除了專業領域課程
之外，亦可選擇英國文化、藝
術時尚等課程。

09:00 AM 10:00 AM 11:00 AM 12:00 PM 01:00 PM 02:00 PM 03:00 PM 04:00 PM 5:00PM+

20 lessons (9:00 - 12:40pm)
30 lessons (9am - 4:10pm)

PLUS MODULE 2
5 lessons

(1:30 - 2:20pm)

PLUS MODULE 1
5 lessons

(12:30 - 1:20pm)

15 lessons (1:30 - 4:10pm)

20 lessons (12:30 - 4:10pm)

20 lessons (12:30 - 4:10pm)

15 lessons (9:00 - 11:50am)
5 lessons

(1:30 - 2:20pm) 10 lessons (2:30 - 4:10pm)

Every Mon & Wed 
(7:00 - 9:00pm)

*For more details, 
please refers to the 

website

One-to-one Lesson can be booked at a time that suits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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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課程

課程說明 每週堂數 課程長度/堂

劍橋考試 

商業英語 

雅思考試 

節慶課程 

一對一課程

遊學團課程

VIP 英語

30+ 成人英語

一般英語 

30+ VIP英語

劍橋考試各部分準備 

加強學生在商業領域的單字、
提升口語流暢度

雅思考試各部分準備 

與聖誕節、 跨年相關等生

活化課程內容

專注特定領域、 量身打造

的課程

符合學生需求訂製的團體

課程

加強學生聽、說、讀、寫

的技巧 & 專注特定領域以

一對一方式上課 

加強學生聽、說、讀、寫

的技巧 

加強學生聽、說、讀、寫

的技巧 

加強學生聽、說、讀、寫

的技巧 & 專注特定領域以

一對一方式上課 

50 分鐘15 / 20 / 25 / 30 / 35

50 分鐘15 / 20 / 25 / 30 / 35

50 分鐘15 / 20 / 25 / 30 / 35

50 分鐘12/16/28

50 分鐘依學生需求

50 分鐘依學生需求

50 分鐘15 / 20 / 25 / 30 / 35

50 分鐘15 / 20 / 25 / 30 / 35

50 分鐘15 / 20 / 25 / 30 / 35

50 分鐘15 / 20 / 25 / 30 /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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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班最多人數 開課日期 程度每班平均人數 年齡限制

16+ 15 10 每週一 初學到高級 
共六級 

30+ 12 9 每週一 初學到高級 
共六級 

16+ 15 10 每週一 初學到高級 
共六級 

30+ 12 9 每週一 初學到高級 
共六級 

16+ 12 9 一年三次 中級到高級 

16+ 12 9 一年三次 中級到高級 

中級到高級 16+ 12 9 每週一 

6+1 1 隨時 不分等級 

15 10 16+ 每年變動 不分等級 

6+12 9 隨時 不分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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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修課程

每週皆有五堂團體課程，結合一般的英語課程，涵蓋相當多元的
特定語言練習。

劍橋考試技巧

※在上這堂課之前，學生必須先完成程度測驗。
劍橋考試是全球認證的一項考試，同時這也是一個普遍被認可
的英語能力證書，是進入千百種的全球商業公司、教育機構和
政府部門的重要門檻，而且在英國還有澳洲也可以當作進入大
學的條件或申請學生簽證！

這項課程學生將會專注在劍橋的B2跟C1的認證資格。加強更多
考試技巧跟知識，有益於學生在面對考試時的自信，也能學習
清楚的策略，去回答不同的問題。

藉由參與頻繁的考試和完整的模擬考，以及運用作業、個人的
電子讀書計畫、和常規教程去補充課堂學習內容。

學生們藉由學習英國文化，更進一步地增進自身的英語技巧。

英國文化包含的主題相當廣泛，除了英國歷史、君主政治、音
樂美術、運動，還有在英國的日常生活中的休閒活動、社會習
俗以及英式幽默等等。

了解更多英國現代話題，有助於增加學生跟英國人溝通時的自
信，同時也能提升英語的流利度。

英國文化

商業英語

課程主要目的是幫助學生提前了解、練習他們所需使用的商業
用句。學生會加強練習在工作場合所需要的特定用字、語句及
技巧，例如：參加商業會議、上台報告、商業談判、e-mail以
及書信等。

增加更多商業英語技巧，有助於增進學生在職場時的自信，同
時提升與主管和同事溝通的流暢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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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寫作技巧

教師訓練

會話

藝術與時尚

學生們有機會練習以學術為目的的寫作技巧。這適用在各種不
同科目與學術形式，除了增進寫作技巧，同時可以在規劃、結
構與編輯上更有效率！使學生不僅可以更精確地運用詞彙與文
法，更可以在寫作上完整地表達自身想法。

這項課程是設計給來自世界各地的英語教師們，教師訓練的課
程不僅引人入勝，而且提供完整的教學技巧，讓教學兼顧內容
性與趣味性，更能幫助教師們獲得更多的自信，拓展他們的經
驗與技巧，有助於教師與學生互動時更生動與活潑。

課程主要目的是加強學生們的溝通能力，包含在基本的說話技
巧，像是同意與否、給予回應和意見，以及說話時的發音與流
暢度。我們也專注在建立學生的自信心，使學生更加精確表達
自己的想法，藉此增強學生的參與程度及表達能力。讓學生們
可以更加融入對話之外，也更有自信主動與他人進行對話。

這項課程是為了那些喜歡藝術與時尚領域的學生所設計，能夠
幫助他們日後在進修相關科系時奠定基礎。除了可以幫助他們
學會特定主題的詞彙，也可以進一步訓練他們在此項專業領域
的對話技巧與流暢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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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成人英語

成人英語採小班制，一班至多12位學生。
這是成人專屬（16歲以上)的課程，和你溝通課程大綱後，創造一個專屬於你的客
製化課表。
每週的校外教學，我們充滿熱情的教師會與你一同拜訪倫敦的博物館、公園或是
其他你有興趣的地方。
還有定期的演講，而這些講者可能是博物館的館長、專欄作家、演員跟企業家等
社會人士。
透過QA時間與講者的真實互動，一起探究不同領域的面貌。

一般英語課程採小班制，一班至多15位學生。
除了專注在單字文法和發音上、練習聽說讀寫的技巧、可供自學的導覽書，
還有活潑有趣的課堂體驗以及當地文化的校外參訪
你可以選擇半天或一天的課程，創造學習與休息之間的完美平衡，
在有限的時間之內，我們的老師會去啟發你最棒的一面。

一般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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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慶課程

選擇在倫敦渡過聖誕佳節，是一個相當完美
的時機。
此刻的倫敦會變得非常有活力，整座城市都
會添上美麗的裝飾，有著濃厚的節慶氛圍。
跟著我們的聖誕節課程，讓你一邊增進你的
英語技巧，一邊享受著節慶活動。
例如：逛逛聖誕市集、品嚐餐酒館的熱紅酒
、拜訪世界著名的harrods, liberty’s, 
fortnum & mason等百貨,
欣賞特拉法加(Trafalagar square)的聖誕樹
和牛津街上的燈飾，
同時我們會安排特別的課後社交活動，引領
你走入倫敦這個魔幻之都。

遊學團

2020年就像是人生被按下了暫停鍵，但這不意味
著你不能幻想著探索英國。
俯瞰美麗的鄉村景色、漫遊在午後的沙岸上，或
是發覺充滿歷史的地標等等。
英國莊嚴的家、傳統的酒吧，和閃閃發光的花園
，現在都重新開啟了，再次準備好要給你一個最
溫暖的英式歡迎。
與此同時，你仍然可以鑽研歷史遺跡，重現文化
之美，放縱在英語的國度和挖掘遠方美食的樂趣
現在就報名我們的四季探險者課程，一次滿足你
所有對英國的想像。

TTI在管理和成功的傳授特製的團體課程有非常豐
富的經驗，
除了有訓練有素的教師團隊、相當有競爭力的價
格等等，

      富含彈性的團體課程，不論日期、時間表和課
      程內容都是依照團體的需求設計而成。
      多種選擇的住宿，像是宿舍、套房和寄宿家庭
      任你們挑選。
      混合著各種不同國籍的學生，相當國籍化的社                      
      交環境。

這裡是一個非常完美的地方，讓你們一同去發現
和探索一個生動的新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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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選擇

全年開放的大學宿舍

提供單人套房、獨立衛浴、共享的廚
房。座落於HollowayRd.，一個交
通方便且熱鬧的區域，便利商店、酒
吧、咖啡廳應有盡有，距離學校只需
搭公車15分鐘或是走路30分鐘。

高級學生宿舍

2-9月開放。提供單人套房、獨立衛
浴、共享的廚房。高級宿舍除了健身
房、遊戲室、舒適的沙發區和精緻的
讀書空間之外，也有一個投幣式的洗
衣區，生活機能相當便利。位於住宿
區，在Tufnell公園，距離學校只需搭
地鐵10分鐘或是走路30分鐘。

夏天開放的大學宿舍

提供單人套房、獨立衛浴、共享的廚
房。這裡對學生來說是一個乾淨且舒
適的空間，而且還有室外的庭院，可
以享受午後時光。位於Kings cross
和Lsington 之間，距離學校只需搭
公車15分鐘或是走路30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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寬闊的套房提供現代、明亮的傢俱，
有著獨立衛浴和私人的廚房設備。座
落在安靜的住宿區Kentish 鎮，且靠
近商店、咖啡廳和繁榮的街道。只要
走路就可以到CamdenMarket。在這
裡可以盡情享受嶄新的倫敦生活。

學生套房 寄宿家庭

所有的寄宿家庭都經過嚴格的篩選並
符合英國文化協會的要求，我們會盡
最大的努力去提供最優質且適合你的
寄宿家庭，以確保你在倫敦的時光是
快樂且安全無虞的。
寄宿家庭對想加強英語的人來說是非
常理想的選項，除了每天可與以英語
為母語的人進行溝通、互動，還可以
學習更多英國文化與生活風格。

*若需要獨立衛浴，每週需額外支付
40英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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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8 Camden High Street, London
NW1 0NE, UK

info@ttischool.com

www.ttischool.com

+44 (0) 20 7419 23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