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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去這一年，全人類共同面臨了嚴峻的考驗。超乎想像的衝擊，使得人們生活陷
入一場混亂。儘管如此，Kaplan 依然堅毅挺過危機，因為現在我們比以往更確切
體認到，實現您遠大的語言學習抱負，對於您未來的學術與職涯目標而言，至關
緊要。

Kaplan 英語、法語和德語分校網絡遍布全球九國。眾多據點的無限美好，靜待您
親自發掘探索。紐約的流金浮華、雪梨的黃金海灘，或是瑞士蒙特勒的湖光山色，
都在選項之列 —— 無論您尋求何種語言學習體驗，Kaplan 包辦一切。

Kaplan 身為世界一流的教育機構，首要任務即是提供優質的語言教育。Kaplan 
無與倫比的教學法，整合了完全沉浸式學習的力量、現代化教學法的優勢、以及精
心準備的課程內容，所有的付出，只為協助您邁向目標。在 Kaplan 學習的您，將
能受益於我們的「升級保證」承諾，獲得最顯著快速的進步。

若您希望申請海外學校進修，Kaplan 能夠自豪地在這趟學術之旅助您一臂之
力。Kaplan 已與英國、美國和澳洲著名大學院校建立了合作夥伴關係；並在法
國、德國和瑞士開設了升學銜接課程。另外，我們擅長的學術和考試預備課程，將
為您在日常真實的學術環境中做好長期準備，從容應對未來的學術挑戰，同時幫
助您掌握學習、職業生涯和其他方面出類拔萃的必備技能。若您修畢 Kaplan 語
言學習課程後，有意繼續在學術領域深造，不妨考慮善用 Kaplan 大家庭的其他升
學管道，包括 Kaplan 醫療執照課程、Kaplan 金融證照課程和 Kaplan 商學院。

選擇在 Kaplan 學習，就等同選擇了一所對語言教學懷有無比熱忱的學
校。Kaplan 已累積超過 80 年的語言教學經驗，深知如何協助學生達成個人與專
業目標，並且格外珍惜與學生相處的分分秒秒。我們將盡一切所能，為您創造畢
生難忘的海外生活與留學體驗。凡是您有任何需要協助之處，無論是申請流程、
簽證、住宿、或是升學諮詢，Kaplan 都與您同在，給予有力支援。

Kaplan 擁有母公司「格雷厄姆控股」（Graham Holdings，原名華盛頓郵報公司 
[Washington Post Company]）作為堅強後盾，即使身處當今充滿不確定的時
代，您永遠可以放一百個心，將海外求學的重要規劃託付給 Kaplan。無論世界如
何動盪變遷，Kaplan 各間分校始終為學生提供安全宜人的避風港。期許 Kaplan 
有此榮幸，向您展現身為 Kaplan 一份子的非凡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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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心展開學習之旅 
縱使世界局勢變化多端，報名 Kaplan 語言課
程的您，依然能夠安然自得。學習語言，是您
對人生、職涯和自我發展所做出最具影響力的
決定之一，Kaplan 也將全力為您排除語言學
習之路上的種種阻礙。

多年來外界不斷變動，難以捉摸，Kaplan 卻仍能挺
立不搖，致力為學生獻上精采絕倫的語言教學課程。
此前 Kaplan 遭遇疫情挑戰，使得學生往來各國時
面臨極大不便。今年，Kaplan 推出幾項全新措施，確
保學生享有安全無虞、自在愜意的語言學習體驗。 

加強清潔
Kaplan 各分校對清潔工作更加嚴謹把關。Kaplan 
為全體師生提供乾洗手，並且執行深層徹底清潔，
確保維護學校安全整潔，並特別仔細清理重複使用
的物品。 

防護裝備 
師生的人身安全，是 Kaplan 置於首位的最重要任
務，因此 Kaplan 務必確保人人皆配戴必要的防護
裝備。凡有需要，教職人員必定配戴面部防護用具。
老師將在課堂上配戴防護面罩，學生仍可見到老師
的嘴型，以利理解正在學習的新語言。教職人員在校
園中將隨時視需要配戴面部防護用具，Kaplan 亦已
在需特別防護之處安裝隔板。 

社交距離
既希望人人感到舒適安全，同時也希望營造沉浸
式學習體驗。我們改換了教室配置，以利眾人保持
社交距離，並且錯開班表，提供不同的開課期程供
學生選擇。我們備有單一動線規劃，必要時可派上
用場；校園各處張貼警語，時時提醒眾人校方安全
守則。Kaplan 社交課程將安排更多戶外郊遊，與 
Kaplan 合作的旅遊行程業者將遵守當地政府的規
範，設計可保持社交距離的安全活動。

線上課程
Kaplan 今年首度推出線上課程，讓您擁有比照 
Kaplan 真人課程的優質學習經驗。課程由 Kaplan 
優良教師用心教導，並搭配獨一無二的成套學習社
團與線上資源，以及視訊社交課程。若發生出乎意
料的狀況令您無法前往 Kaplan 任一分校，在您能
夠親自到校就讀之前，Kaplan 將持續為您提供線
上課程。

靈活彈性
Kaplan 明白這是一場異常艱險的難關，因此我們盡
力維持學習的靈活彈性。雖然 Kaplan 無法預知特
定事件的發生與否，但 Kaplan 將會永遠在您身旁
給予協助，竭盡全力滿足您的需求。若您對課程有任
何疑慮，或是來校就讀前有任何需變更之處，皆可諮
詢與 Kaplan 合作之任何一位值得信賴的顧問，討
論尚有何種選項可確保您的學習體驗安全無虞。

Kaplan 始終努力不懈，只願一切盡可能一如往
常。Kaplan 真心相信，能夠讓人人自由來去、自由溝
通的世界，才是更美好的所在。Kaplan 身為一流的
語言學校，有口皆碑，並擁有雄偉的母公司「格雷厄
姆控股」作為後盾，報名 Kaplan 語言課程將永遠是
您的安心保障，也是您的明智選擇。

安心報名
若您的課程報名受到政府旅遊禁令、停班
停課或 COVID-19 症狀所影響，您可將開
學日延至未來 18 個月內的任一日期，且
無需另外付費。

4 更多資訊請見:kaplaninternational.com 5



6 更多資訊請見:kaplaninternational.com 7

我們是 KAPLAN 國際語言學校
一所屬於世界的語言學校

世界千變萬化，然而不變的是，學習語言永遠是充實人生的不二法門。80 餘年
來，Kaplan 始終協助各行各業學生發揮學術、職業和個人潛能，現在 Kaplan 更在全球
各分校開辦英語、法語和德語課程。我們堅信，語言教育具有強大的力量，足以開啟人
生的另一扇門，創造精彩可期的未來，從此扭轉人生。

國際視野的 KAPLAN 
語言讓你我有緣相聚。Kaplan 每年一般而言招收 4 萬
多名學生，分別來自歐洲、獨立國家國協（CIS）、亞太、
美洲、非洲與中東等國家地區。不同文化的個體，有此
機會相逢相遇，培養開闊包容的世界觀。不論您是親自
前往學校就讀，或者在千里之外遠距學習，您都和世界
各地的學生有志一同，齊心協力朝向共同的目標前進。 
 
適應力強的 KAPLAN
踏入教學行業 80 餘年，已經歷世界多次風風雨雨。無
論潮起潮落，Kaplan 依然堅守崗位，用心提供一流品
質的語言教育，以改變人生、創造美好未來為己任。今
年 Kaplan 推出「K+ Live」，K+ Live 屬於一組混合式的
套裝學習課程，集結 Kaplan 沉浸式學習體驗的精華，
透過網路提供真人互動教學，學生無論身處世界何處，
都能受用無窮。在各地分校，Kaplan 則大規模實施全
新安全措施，讓人人安心求學。加上 Kaplan 雄偉可靠
的母公司「格雷厄姆控股」作為堅強後盾，相信 Kaplan 
將能始終竭誠迎接您的到來，攜手共度當前不確定的
時代。 
 
KAPLAN 語言教育，卓越無雙
Kaplan 凡事追求好還要更好。從畢業生對 Kaplan 
高達 97% 的推薦率，以及 Kaplan 在評價平台 
Trustpilot 上獲得的五星滿分，即可證明 Kaplan 對於
提供優質語言教育的盡心付出。Kaplan 自行打造專屬
課程，聘請優質教師任教，教師來自不同背景，能夠深
切體會海外求學的心境。Kaplan 課程可輔以選修額外
附加課程，填滿學習時間；Kaplan 社交課程則透過趣
味橫生的內容，讓您學以致用，樂在其中。 
 
KAPLAN 語言課程，熱忱滿腔
Kaplan 相信，語言是打開世界之門的一把關鍵鑰匙。
英語、法語和德語，是國際貿易、聯合國、音樂、科學、文
學等面向的常用語言。精通另一門外語，將賦予您探索
新領域的能力，讓您掌握未曾想像的新契機。

你知道嗎？
• 相較於單語人士，雙語人士更
能認真專注，並且有效同時處理
多項任務

• 美國銀行（Bank of America）
於 2015 年釋出的職缺中，超過三
分之一開出雙語能力條件

• 精通雙語有助提升創造力 —— 
對一個概念瞭解兩種以上語言的
字彙，可加強思考靈活度

當您能夠流利口說另一門語言，
您夢想中的美好未來便指日可
待。在您這趟夢想實現之旅所踏
出的每一步，就讓 Kaplan 為您
提供寶貴的指引與支援。

全球教育業者當中，Kaplan 規模之大與內容之多元化，
堪稱數一數二。80 餘年來，Kaplan 持續協助學生實現令
人讚嘆的成果。Kaplan 成立於1938 年，創辦人 Stanley 
Kaplan 秉持拓展教育管道的初衷，如今 Kaplan 教育事
業遍佈 28 國，已為世界各地超過一百萬名學生提供教育
與訓練。最重要的是，Kaplan 受惠於母公司「格雷厄姆控
股公司」（原名華盛頓郵報公司）此家大型企業，得以維持
財務穩定。只要您有心學習語言，Kaplan 永遠為您敞開
大門，啟程學習之旅。

優良辦學 8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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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KAPLAN 一起成長
Kaplan 提供全方位的服務，不僅能幫您提升英語能力，還能建立您的自信，增廣異國文化見聞，開創人生良機。

選擇 Kaplan，等於選擇一所值得信賴的學校，助您實現成長目標，因此 Kaplan 必將凡事設想周到，確保您一帆風順，收
穫應有成果，安享學習樂趣。

KAPLAN 的承諾
Kaplan 客戶服務提供三項保證 —— 一旦您掌握全新語言，您將更有自信與人互動，提升多項技能，並為前景加分。

*Kaplan International  澳洲及紐西蘭分校不提供此保證。適用條款細則及詳細資訊請洽 Kaplan 合作代辦或查詢網站：kaplan.do/gp

安心升級，保障加分
Kaplan 提供專人機場接送服務，用最親切的笑容迎接您
的到來。開學首日安排迎新活動及當地導覽，並於課堂一
開始介紹您跟大家認識。寄宿家庭和學生宿舍皆經過精
心挑選，營造安全、舒適且充滿支援的環境，讓您有家的
感覺。

Kaplan 備有 24 小時全年無休服務熱線，隨時給予生活協
助。不知不覺您將發現，自己已如同當地人般享受生活，
溝通自如。

技能升級，學習加分
開學首日，Kaplan 將為英語課程學生制定個人化讀書計
畫，並隨著英語技能提升而調整計畫內容。學生也能透過 
Kaplan 先進的測驗系統 KITE 評量自身是否已達晉級程
度。Kaplan 密集英語課程提供晉級保證，學生可藉由級數
晉升表追蹤個人進度。*

Kaplan 所有語言課程均有開設社交課程，上課地點
跳脫教室侷限，學生可在現實生活中實際應用課堂所
學。社交課程所有活動不僅將帶領您深度探索所在城
市，更有助提升語言技能。

支援升級，未來加分
英語課程結束前兩週，我們會提供一對一的個別評
量，確保您已提升到應有的英語程度。若您有意進一
步增進英語技能，我們也能依照您的需求安排課程延
長或額外附加課程。

課程的結束，並不代表一切就此終結 —— 歡迎加入 
Kaplan 英語課程專屬的校友會，與新結交的國際益友
保持聯繫，持續拓展人脈！



Michelle Dawson
教務主任，都柏林

每天幫忙學生解決疑難雜症，真
的很有成就感。學生帶著形形色
色的故事、問題或狀況來辦公室
向我求助，而我總希望他們帶著
快樂的心情離開辦公室。

Bonenfant Clemence
老師，里昂

我教法語到目前為止已經兩年多，
幫助學生增進法語知識，是我的重
責大任。看著學生一步步達到能力
所及的最佳等級，令我備感欣慰。
我想要向各國學生多多介紹本身
的西洋文化。我也會說日文，因此
希望有更多日本學生來學習美麗
的法語，認識美麗的法國風情。所
以，「みんな来てください」（歡迎
大家來玩）！「Nous vous attendons 
tous」（我們都在等你）！ 

Lisa Holsworth
區域校務主任，舊金山柏克萊分校

每當我問學生他們喜歡老師的哪一點，
學生的回答總是，老師不管在上課時間
或下課以後，都相當願意多付出心力指
點提攜學生。

Sofi Bacon
住宿部經理，牛津

我負責安排學生住處，包含學生宿舍
與寄宿家庭，或是當他們需要其他私
人住宿時提供相關建議。我們的寄宿
家庭主人都很專業，已經為學生服務
多年，總是在第一時間給予他們專業
輔助，快速處理各種疑難雜症。

Felix Breitkreuz
校務經理，柏林

我在學校服務超過 20 年了，一
開始從老師當起，然後擔任教
務主任，接著當了 9 年的校務主
任。每天的活力泉源，就是歡迎
世界各地學生蒞臨我的家鄉柏
林，一一處理各種文化難題、任
務和挑戰！

認識
學校團隊
Kaplan 教職人員個個活潑熱
情，素質優良，且來自不同背
景，能夠深切體會海外求學的
心境。Kaplan 的老師、學校主
任、社交課程經理、以及宿舍輔
導員，努力為學生付出，希望您
的學習體驗收穫滿滿，留下難
忘回憶。

獨一無二的教學法
Kaplan 認為，最有效的語言學習法門，是從開始學習那一刻起，
就要讓自己徹底置身於周遭全是所學語言的環境，隨時隨地都是
練習語言的大好良機。我們打造天衣無縫的學習體驗，整合了完
全沉浸式學習的力量、現代化教學法的優勢、以及精心準備的課
程內容。當您探索所在城市為您呈現的一切美好體驗，您也會發
覺自己正將課堂所學派上用場，天天吸收新詞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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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抱教學熱忱的老師
Kaplan 聘請的優秀教師，兼具學科專業
知識以及激發學生熱情的能力。老師透過
生動活潑的互動式課程，激發學生的學習
動機，用心教導能應用於現實生活的英語
能力，並幫助學生掌握複雜概念，成就感
十足。在小班制教學下，老師能夠一一認
識每位學生，協助學生規劃適合個人的學
習策略。

360°全方位學習
Kaplan 擁有出版社並持續更新教材，讓
課程內容新鮮有趣並保持關聯性。課堂活
動以近期新聞、電影或電視劇為主軸。我
們採用最新科技，確保學習歷程緊密無縫
且為直覺體驗，課內學習與回家作業之間
沒有難以協調的落差。

尖端先進的設施
Kaplan 所有分校皆使用先進的學習裝
置，生動呈現課程的作業習題。多媒體教
室的功能遠遠不僅止於收發電子郵件 
—— 多媒體教室配備互動式線上工具，學
生可在此深入研究課堂所學知識。多間分
校亦備有Chromebooks 供學生使用。

Kaplan 的老師十分積極，充滿幹勁，讓我受寵若
驚，畢竟我之前從沒遇過這樣的老師。每個老師都
很和藹可親，認真努力，總是不厭其煩回答學生的
問題和顧慮。

 
Sina Dommann, 瑞士



Emoke Zakor
羅馬尼亞，就讀布里斯本分校

來這裡上課以後，我的英語進步
超多。剛開始我很沒自信，說英
語時緊張不已，幸好如今漸入佳
境。現在，我希望能夠進入劍橋
就讀，之後還想準備雅思考試，
這讓我感到熱血沸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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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rko de Martini
義大利，就讀都柏林分校

英語是現在必須認識的一門重要
語言，所以我決定好好學英語。如
果想到跨國公司上班，懂英語真
的很有幫助。但是來這裡學英語之
後，我才發現最棒的一件事，是一
旦掌握英語，跟任何人溝通都無往
不利。你不會受限於自己的國籍，
而是能夠跨越國籍的藩籬。本來我
學英語只是為了找到好工作，但隨
著英語課程即將結束，我想，溝通
才是我學英語更重要的目的。

學生成功
案例

Reimi Kubo
日本，就讀美國分校

英語一直是我想精進的一門學
問，所以我和先生一起搬到美國
後，也趁此機會報名 Kaplan 學
校。初來乍到的我，英語能力非
常糟，聽不懂也說不出任何一句
話，以前在學校學的東西全部忘
光。但現在，我的文法進步了，口
說也越來越自然，更有自信用英
語和人溝通。

Alejandro Contreras 
委內瑞拉，就讀柏恩茅斯分校

我欣賞老師的地方，是老師總是
把我當作英國本地人，用這種方
式訓練我說英語。老師假裝我是
街上偶遇的某個英國人，然後跟
我聊天，這種練習超有挑戰性，
但我真的很投入其中。我喜歡老
師每一次給我們的加油鼓勵，以
及耐心為我解答每個疑問，真的
是非常棒的學習體驗。

Luis Felipe Tomaz de Souza 
巴西，就讀蒙特勒分校

這次的學習體驗，留給我美妙
的回憶，我會終生銘記在心。老
師和學校職員全都一級棒。我
不只學到法語，還交到畢生摯
友，現在我們宛如一家人。感
謝 Kaplan 賜予我如此可貴的
機會！

協助非洲女童求學

Kaplan 從 2013 年起即持續與英
國慈善組織「Plan International 
UK」合作，為撒哈拉沙漠以南非
洲地區的女童提供更理想的教
育機會。在塞內加爾，Kaplan 的
基金讓 Plan International 得以
協助 1 千名 9-16 歲的女童提升
教育水準。在獅子山，Kaplan 和 
Plan International 遵照「非洲女
性教育家論壇」（Forum of African 
Women Educationalists）的指導，
聯手幫助 483 名年輕女性一圓教
師夢。

Kaplan 的畢業生 Zuliana 把握機
會擔任 Plan International 志工，
為家鄉獅子山奉獻心力，並造訪了
幾間獲得 Plan International 援助
的學校。Zuliana 說：

 

擔任 Plan International 志工，在獅
子山服務的經歷，改變了我的一生，
人生觀也就此轉換。雖然本身是獅子
山人，我卻從未真正瞭解家鄉發生的
大小事，也不曉得有些人每天艱苦度
日，尤其是鄉下地方。「學生導師」的
計畫，點燃了我的動力，讓我想要盡
可能貢獻自身長才，並督促自己絕不
輕言放棄希望。造訪學校的所見所
聞，都令我深受鼓舞。

贊助行動與志願教學

Kaplan 攜手 RefuAid 等公益團體，
贊助敘利亞及其他衝突地區的難民
就讀 Kaplan 學習英語。我們也授
權給難民教育團體和尋求庇護者，
允許其使用 Kaplan 的線上教材。 

關懷在地社群
 
Kaplan 定期為弱勢社群辦理志工
與捐款活動，並開放慈善團體和在
地學校使用 Kaplan  設施，不僅造
福急難人士，更讓 Kaplan 學生能
夠在以英語為母語的社群中建立連
結。去年，Kaplan 供應食物與衣物
給在地的遊民收容所，並為家暴受
害者募集衛生和盥洗用品。

身為全球教育業者，
KAPLAN 的重責大任
Kaplan 創立逾 80 年以來，始終為教育管道的拓展點亮一盞明燈。在 Kaplan 總部設立之處的美國，Kaplan 教育
基金會（Kaplan Educational Foundation）從 2006 年起，便持續支援社經地位弱勢學生進入美國頂尖大學；在其
他國家，Kaplan International 積極與當地慈善機構和非營利組織合作，辦理各種倡議活動，協助掃除障礙，鋪設
教育與職涯發展的康莊大道。



NEW PHO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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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適合您的課程
不管您想實現何種目標，無論您的時間只有
短短數週還是長達整年，必能在 Kaplan 找
到符合自身興趣、志向及人生規劃的英語課
程。Kaplan 親切和善、經驗豐富的老師們，將
會助您滿懷信心快速提升英語能力。

KAPLAN 英語課程 
您需要全面提升自己的英語等級嗎？您在認真準備
某個英語能力測驗嗎？您希望大幅增進英語流暢度
嗎？您覺得課表安排必須要有彈性，才能善用身在
國外的時間嗎？Kaplan 各種課程選擇，將能完美搭
配您的語言目標。

彈性英語課程
包含一般英語課程、半密集英語課程、以及密集英
語課程，每週開課，課程長度 1-52 週，並具備各種
學習等級。 

長期課程 
投入數月時間，實地認識所在城市的新文化與新環
境，同時提升英語流暢度，培養重要技能，拉近您與
職涯或學術目標之間的距離。

課程升等
根據個人需求自訂英語課程，並可選擇在正課之
外增加課輔時間和一對一課程，進步神速再也非
難事。

考試預備課程
針對 TOEFL®、IELTS、GRE®、GMAT® 或劍橋英語能
力檢測等測驗，培養有助提升測驗分數的技能、策
略及自信。

專項英語課程
商業英語課程是您增進職場英語的第一選澤。學術
英語升學銜接課程將教導學術環境必備的各種辯
論、簡報和演講技巧，讓您奠定高階英語能力。

ALPADIA 法語和德語課程
彈性法語和德語課程
提供一般語言課程（20）、密集語言課程（25）、超密
集語言課程（30）等充滿彈性的課程，從初學程度學
起，一年各時段均有開學日。

考試預備課程 
在Alpadia 學校增進英語技能，取得正
式語言文憑，光榮返回家鄉。針對 DELF/
DALF、TCF、TELC、Goethe-Institut 或 TestDaF 等
測驗開設專門備考課程。

大學銜接課程 
Alpadia 合作大學遍及法國、德國和瑞士，大學銜接
課程為您創造機會，順利獲取商業、設計、工程、金
融、資訊系統、媒體、音樂等學科的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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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plan 專屬的 K+ Course Books 課本，內容與現實生活相關，
契合近期時事，帶您展開別具意義的英語學習旅程。趣味十足
的課程主題和習題，助您一步步培養自信。

學生每 2 週將領取新的課本。

  

社交來往，練習英語，兩個願望一次滿足。K+ 學習社團由老師
帶領，每週老師將和學生探討指定語言課題，例如發音或字彙；
學生也能在社團學習新技能，或者分享美食、攝影等個人興趣，
藉機實地練習英語。一般的 K+ 學習社團包括閱讀社、辯論社、
口說練習社、生活技能社。

可利用 K+ Online 查詢成績、搜尋線上文法表、以及查看您修
習主題的清楚說明。裡頭的活動、遊戲、小測驗，可幫助學生加
強課堂上的學習進度，並立即從繳交的作業和練習題收到反
饋。

新的文法、發音和字彙練習、互動式問題、以及影片與視聽示
範，讓您在課堂進度以外更上一級。可搭配自身需求，依照個人
的強項和弱項自訂 K+ Online Extra 的學習體驗，所有進度將
自動儲存至您的個人帳號。

KAPLAN 多元化的
英語學習系統
K+ 是 Kaplan 獨一無二的混成學習系統，由國際專家團隊精心
設計，集結數位教學、文本教學、互動教學的強大優點。Kaplan 
的教材、線上資源、和社團共同發揮效能，幫助您快速學習 —— 
不論課堂上、通勤時、還是在家中，都是適合學習的空間。

即使您已修畢 Kaplan 課程，仍可透過訂購 K+ Online 和 K+ 
Online Extra 來磨練和溫習英語能力。

K+ 比照 CEFR（歐洲共同語文參考架構）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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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眾不同的 KAPLAN 英語課程
Kaplan 英語課程具備多項獨到特色，幫助學生快速進步，培養實用技能，讓您獲益良多，滿載而歸。

升級保證

修習 10 週英語課程，即可晉升至少一個等級。

我們對 Kaplan 教學法相當有信心，因此在美國、英國、愛爾蘭、加拿大的特定密集英語課
程中，我們向您承諾：只要您上課 10 週（含）以上，出席率至少 95%，且作業全數如期完
成，您將能晉升至少一個等級。若您符合我們的要求、但未能達到晉級目標，我們將為您提
供 4 週免費補課。

實境模擬英語

學習語言的過程中，從中級升至高級可能會面臨瓶頸，因此 Kaplan 針對此處難關開辦「實
境模擬英語」，這門指定科目課堂能夠讓英語的應用範圍從教室擴展到實際生活中。您將
能與同學合作，團結完成饒富趣味的專題，例如製作校刊、錄製podcast或設計城市導覽。
您將學習到擔任領導角色的適當時機與作法，瞭解如何分派任務及表達自身意見，同時還
學會如何活用英語技能解決實際問題，取得務實成果。

KITE 線上適性評量

Kaplan 國際英語檢定（KITE）是一套先進的測試系統，能夠因應您的題目作答，調整接下
來的題目難度，由此建立高精準度的個人強項與弱項落點，以便為您安排合適的課堂等
級，並從細部微調您的學習體驗。在您離家求學前、開課時、以及可望晉級時，我們將利用 
KITE 評估您的英語能力。

聽力 閱讀 文法 口說 寫作

K+ 學習法藉由運用以研討為主的反饋練習，以
及以團體為主的學習，充分施展英語學習成效。
課堂中的 K+ 學習法盡可能讓學生有機會綜合
使用新學技能，並從訓練有素的老師得到反饋
意見。K+Online 可讓學生視個人需求安排練習
份量，學生的課堂活動與社交活動也從而獲得
更優良的成果，以及更愉悅的學習體驗。

 
Dr. Bror Saxberg, 醫學哲學博士 (M.D. Ph.D) 

K+ Live  是一款整合的學習套件，集結 Kaplan 沉浸式
學習體驗的精華片段，在家即可進行線上課程。K+ Live 
提供視訊教室課程，由合格英語老師線上授課，並搭配 
Kaplan 獨家研發的教材、線上資源及學習社團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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彈性英語課程 長期英語課程
學期／學年英語課程

若您希望徹底置身全新環境，融入以英語為母語的文化，而且真心想認識所在城市，那麼 
Kaplan 學期／學年英語課程必是您的理想選擇。在 5 至 8 個月的課程期間，您將提升英語能
力，習得對未來有助益的珍貴技能，同時化身在地人充分體驗當地生活，可謂一舉多得。

學期英語課程為期 5 或 6 個月；學年英語課程為期 8 個月，包含 2 次假期。學期英語課程和學
年英語課程皆屬於半密集課程，讓您在學習語言之餘，仍有充裕時間探索新環境。

學期／學年英語課程於一年中定期開課，詳情請查詢網站 kaplan.do/enpl21。
美國分校學生每週必須參加 3 小時以上的 K+ Learning Clubs 學習社團。
澳洲和紐西蘭課程包含每週至少 20 小時的面對面授課。

升級版課程
密集／超密集升級版課程
密集升級版課程每週增加 6 小時英語訓練，超密集
升級版課程每週增加 9 小時英語訓練*。可選擇升級
全程課程，或選擇幾週暫時加強訓練密集度後恢復
原訂課程上課。

密集英語課程學生亦可享有實境模擬英語的專題式
學習，以及 Kaplan 的升級保證承諾。

*超密集升級版課程僅於英國分校提供。

 

一對一課程 – 校內或線上
無論您希望在整個出國求學期間密集進行私人
語言訓練，或是需在正常上課時間以外加強學習，
抑或單純想針對準備重要考試而接受些許額外支
援，Kaplan 都能為您規劃個人化的輔導，助您實現
自身目標。您可以在報名時選擇一對一的套裝課程，
或者求學期間隨時皆可向校方詢問私人課程相關
事宜。

Kaplan 亦可依學生要求，開設二至三名學生為一班
的團體輔導式課程。

你知道嗎？

學期英語課程長度依簽證規定，
有兩種選擇，請洽詢 Kaplan 合作
代辦最適合您的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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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境模擬英語
Kaplan 的指定科目課堂「實境模擬課程」為
您打造個人所需的關鍵語言技能，在教室以
外場域活用英語。

升級保證
特定之密集英語課程保證，只要上課 10 週（含）以上，出
席率至少 95%，且作業全數如期完成，每 10 週將能晉升
一級。若您符合我們的要求、但未能達到晉級目標，我們
將為您提供 4 週免費補課。
升級保證僅限美國、加拿大、英國和愛爾蘭分校。 

一般英語課程 半密集英語課程* 密集英語課程† 

20 堂英語課堂
培養核心英語能力：閱讀、書寫、文法、字彙、會話
及發音等技巧

15 小
時

K+ ONLINE
使用互動式線上學習教材

5.25 小
時

K+ LEARNING CLUBS**
參加教師指導的學習社團，深度鞏固語言技能

K+ ONLINE EXTRA
不限次數使用其他線上教材，自主安排學習歷程

指定科目課堂
形形色色的指定科目可供選擇，例如詞彙、職場
英語或在地文化

6 小
時

實境模擬英語
打造個人所需的關鍵語言技能，在教室以外場域活用英語

升級保證
特定密集英語課程保證上課 10 週將能晉升一級，未達晉
級標準者可 4 週免費補課。
僅限美國、加拿大、英國和愛爾蘭分校。

K+ LIVE
視訊教室課程，並搭配 Kaplan 獨家的線下教材、線上資源
及學習社團組合。

每週總時數 15 20.25 26.25

*紐西蘭奧克蘭分校半密集英語課程之英語名稱採用「General English」。
**報名美國分校半密集英語課程的學生每週必須參加 3 小時(4堂課)以上的 K+ Learning Clubs 學習社團。
†澳洲和紐西蘭課程包含每週至少 20 小時的面對面授課。

您的時間，您來選擇
週週開課，自由選擇適合的開課時間。課程長度 1-52 週不等，
自由決定符合個人需求與目標的課程密集度。無論是火力全開
排滿課表，或是安插休閒時間平衡學習與娛樂，完全由您做主。

各種程度，應有盡有
語言課程充滿彈性，從初級至高級，所有程度皆為您設想周到，
部分課程有針對完全初學者指定開學日期。

 

特殊技能，專業培訓
鎖定對您最切身相關的主題，學習專業術語與文法，從發音到
職場用語皆包含在內。歡迎選修 Kaplan 的指定科目課堂「實境
模擬課程」，讓英語的應用範圍從教室擴展到實際生活中。

一分耕耘，一分收穫
在 Kaplan 課程投入的學習心力愈多，收穫的成果和進展必將
愈加甜美。以超乎想像的速度，提前實現目標。

線上學習
線上課程由 Kaplan 優良教師精心教導，並搭配獨一無二的成套學習社團與線上資源，
以及視訊社交課程。若發生出乎意料的狀況令您無法前往 Kaplan 任一分校，在您能夠
親自到校就讀之前，Kaplan 將持續為您提供線上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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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plan 已累積 80 餘年幫助學生準備考試的經驗 —— 考試預備課程正是 Kaplan 的創始業務。Kaplan 相當瞭解，適合的英語檢定證書，將對您的職
涯產生非同小可的影響。考試預備課程將鞏固您的考試實力，助您順利迎戰 TOEFL®、IELTS、劍橋檢定、GRE® 或 GMAT® 等測驗，抱回理想佳績。

考試預備課程

課程學費含課本費用，但不含測驗費用。
學生可能需接受入學前分級測驗，測驗事宜將透過 Kaplan 合作代辦負責安排。
 TOEFL® 與 TOEFL iBT® 為美國 ETS（Educational Testing Service，教育測驗服務社）之註冊
商標。
*美國分校半日制課程最長 12 週。

課程學費含課本費用，但不含測驗費用。
測驗名稱為各自持有人之商標。
*學生需符合下列要求，方具備就讀高分保證班之資格：

• 所有規定上課時數出席率達 100%
• 於指定期限內完成所有練習測驗
• 需為首次報名此考試預備課程之學生
• 其他條款請洽詢 Kaplan 合作代辦或以上網址

TOEFL IBT®  考試及學術英語課程
為何選擇這課程？
TOEFL® 是申請美國大學最廣為接受的入學測驗。本課程
重點為學術英語，以及順利通過 TOEFL® 測驗所需的應考
技巧。
TOEFL IBT（托福網路測驗）需完成聽、說、讀、寫四項英語能
力的測驗。由於托福紙筆測驗不含口說測驗，因此托福網路
測驗需時較長。

TOEFL IBT® 考試及學術英語課程—半日制

TOEFL IBT® 考試及學術英語課程—全日制

GRE® 和 GMAT®
為何選擇這課程？
GMAT ® 與 GRE ® 是申請就讀美國碩博士學位的學生必
須參加的測驗。與 Kaplan 其他課程學生相比，有更多的 
GMAT® 和 GRE® 課程學生錄取商學院或研究所。
Kaplan 亦有開設高分保證班*。若您就讀的 Kaplan 考試預
備課程適用高分保證班，我們保證您將能在正式測驗考取
更高分。若您未能考取更高分，可選擇繼續免費就讀考試預
備課程，或者申請課程退費。

每週課堂包括

每週課堂包括

每週課堂包括

課程長度

課程長度

入學要求

入學要求

開課日期

開課日期

1–16 週*

12週

TOEFL網路測驗或入學測驗分數達55

大專院校畢業生，TOEFL 網路測驗分數達77

每週開課

經常開課，實際開課日期請見價格表。詳細資訊請見：kaplan.do/
gregmat

20堂TOEFL IBT®考試及學術英語課程
以提高學術英語技能為主的口說技巧與應試策略

20 堂 TOEFL IBT® 考試及學術英語課程
以提高學術英語技能為主的口說技巧與應試策略

GRE® 考試預備課程
本課程包含班級課程、結構式學習電腦模擬測驗、以及鐘點
制的教學項目。這些課程內容結合起來，將有助學生獲得高
分，順利申請美國的碩博士學位

7 堂結構化學習課程
全真模擬 TOEFL iBT® 網路測驗，測驗後提供反饋，並有其他
補充學習與圖書館教材

8堂TOEFL IBT®考試及學術英語指定科目課堂
GMAT® 考試預備課程
Kaplan 的 GMAT ® 考試預備課程是取得美國 MBA 入學門
票的最佳選擇。本課程包含班級課程、結構式學習電腦模擬
測驗、以及鐘點制的教學項目

26
.2

5 
小

時
15

 小
時

22
 小

時
22

 小
時

 
 考試預備課程

*英國與愛爾蘭：此課程之組成為 20 堂劍橋考試
預備課程與 8 堂指定科目課堂。
學生可能需接受入學前分級測驗，測驗事宜將透
過 Kaplan 合作代辦負責安排。
正式檢定日當日，可能需在外住宿 。
課程學費不含劍橋檢定費用。
請與 Kaplan 合作代辦確認各分校開設之劍橋考
試預備課程及其等級。

*英國與愛爾蘭：此課程之組成為 20 堂IELTS 考試預備課程與 8 堂指定科目課堂。
學生可能需接受入學前分級測驗，測驗事宜將透過 Kaplan 合作代辦負責安排。
IELTS 課程學費不含測驗費用。

IELTS 考試預備課程
為何選擇這課程？
計畫出國深造、申請大學、求職的學生，非常推薦參加此項
面向廣泛、且內容可彈性調整的 IELTS 考試預備課程。IELTS 
是考生人數最多的英語資格測驗，特別適合有意前往英國、
愛爾蘭、澳洲、紐西蘭或加拿大的人士。

劍橋考試預備課程
為何選擇這課程？
Kaplan 開設 3 種等級的劍橋考試預備課程 (B2 First、C1 
Advanced、C2  Proficiency)，讓您輕鬆依照個人能力與期
望來選擇課程。本課程將協助您取得備受全球一流企業與
教育機構認可的劍橋檢定證書。

每週課堂包括 每週課堂包括

附加學習選項

或

附加學習選項

課程長度

課程長度

入學要求

入學要求

開課日期

開課日期

8 堂  IELTS 考試預備課程
幫助您應付 IELTS 考試各項目的口說技巧與應試策略

1–24 週（視課程地點而定）

2–12 週（視課程地點而定）

中級至高級（見第 32-33 頁）

中級至高級（見第 32-33 頁）

經常開課，實際開課日期請見價格表

經常開課，實際開課日期請見價格表。詳細資訊請見：kaplan.do/cea

IELTS 考試輔助課程：
20 堂英語課堂
透過綜合式教學法，全面提升閱讀、書寫、聽力、會話、文法技巧

IELTS 考試密集預備課程：
28 堂 IELTS 考試預備課程*
幫助您應付 IELTS 考試各項目的口說技巧與應試策略

28 堂劍橋考試預備課程*
幫助您應付劍橋考試各項目的口說技巧與應試策略

K+ 學習教材
詳情請見第 16 頁

K+ 學習教材
詳情請見第 16 頁

21
 小

時
21

 小
時

15
 小

時

 5
.2

5+
 小

時

 5
.2

5+
 小

時

課程資訊
課程長度： 45 分鐘 
適合年齡：16 歲以上
每班人數：TOEFL iBT ®、IELTS、CAMBRIDGE：12 至 15 人
GRE ®、GMAT ®：15 至 30 人
課程地點：見第 96 頁

測驗到來之日，Kaplan 相信您將帶著充足的自信心，
一切準備就緒，從容上場應考。無論您參加何種測
驗，Kaplan 專業的考試預備課程與教材，將會傾囊相
授所有適當策略，幫助學生考取亮眼高分。

6 
小

時8堂指定科目課堂
多元化的學習主題讓您自選課程，全面迎合您的學習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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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堂學術英語升學銜
接課程
透過面面俱到的語言練習，專
門培訓以英語為主之學術環
境的相關英語技能

專項英語課程

學術英語升學銜接課程*
(加拿大、澳洲、紐西蘭)

培養高等教育必備的語言能力與學習策略，深入瞭解英語系國家學習環境的學
術期望，並準備直升澳洲、紐西蘭、加拿大多所大學院校與合作機構課程。

輔助商業英語課程
專門的寫作練習, 課堂上的角色扮演教
學法, 以及商業主題研討會，助您在國
際職場上如虎添翼。

建立具體實用英語技能，讓您在商業界如魚得水，學術界一路亨通。Kaplan 為您所選領域量身打造專屬練習，英語學習事半功倍。

附加學習選項

K+ Learning Clubs
參加教師指導的學習社團，深度鞏固語言技能

K+ Online
使用互動式線上學習教材

K+ Online Extra
不限次數使用其他線上教材，自主安排學習歷程

8 堂指定科目課堂
透過面面俱到的語言練習，專門
培訓職場與國際貿易情境的相
關英語技能

6 
小

時

20 堂一般英語課堂
培養核心英語能力：閱讀、書寫、
文法、詞彙、會話及發音等技巧

21
小

時
5.

25
 小

時

*美國與加拿大為中高級（含）以上。
**課程長度視目的地國家簽證規定而定。

課程長度

入學要求

開課日期

1–52 週（視課程地點而定）**

程度：中級以上*

年齡：16 歲以上

課程地點：見第 96 頁

每週開課

*注意：此課程請對照英文 English for Academic Purposes (EAP)；
於加拿大名為「學術英語升學銜接課程」(English for Academic Pathways)
**加拿大提供  堂一般英語課程與  堂學術英語課程
***學生一定要在 Kaplan 就讀 週（含）以上，才能轉學至我們的大學或合作學校進
修學程。

課程長度

入學要求

開課日期

每等級 10 週***

程度：中高級或 IELTS 5.5

年齡：16 歲以上

課程地點：加拿大、澳洲、紐西蘭分校

經常開課，實際開課日期請見價格表。

不限次數

密集商業英語課程 
對於有意特別精進商業英語的學生, 
Kaplan 密集商業英語課程必是上上
之選, 在 20 堂商業英語課程和 8 堂
指定科目課堂的集中訓練下，英語能
力突飛猛進。

20 堂一般英語課堂
培養核心英語能力：閱讀、書
寫、文法、詞彙、會話及發音
等技巧

28 堂學術英語升學銜接課程**
透過面面俱到的語言練習，專門培訓以英語為主之學術環境的相關英語
技能

15
 小

時

15
 小

時
6 

小
時

輔助商業英語課程



KAPLAN 的 ALPADIA 法語和德語學校
Alpadia 擁有 20 多年教學經驗，是一所提供瑞士等級語言教育的優質機構，並在學習之餘輔以探險娛樂等活動作為調
劑。Alpadia 法語和德語學校位於柏林、里昂、佛萊堡和蒙特勒，採用效率奇佳、活潑有勁的教學法，語言考試通過率高
達 97%，師生與有榮焉。

教學方法
Alpadia 教學法首重讓學生在現實生
活流利使用語言，而非只會在課堂上
做習題背單字。Alpadia 比照 CEFR （
歐洲共同語文參考架構）等級，課程採
用獲得認可的 FLE（法語外語教學）和 
DAF（德語外語教學）教學法，同時也
借用實際生活裡的語言學習資源，例
如新聞、電影和所在城市舉辦的地方
慶典活動。

師資堅強
Alpadia 除了根據學歷來評選老師，也
重視老師在下列面向的表現：
• 在國外教導外語的經驗

• 營造活潑互動課程的熱情和能力

• 對每位學生的關照程度

• 有活力、有個性的教學風格，能夠持
續推動學生進步

步步升級
Alpadia 提供入學前線上語言分級測
驗，讓學生於入學首日即可從最適合
的級數開始上課。學生將於開學後的
每週五接受測驗，檢核進步程度。此
外，Alpadia 會發放每週反饋意見表供
學生填寫，表單裡包含老師對學生迄
今表現的評語，以及尚有進步潛力的
空間。一旦學生本身或老師認為已達
升級水準，學生可和老師商談此事，決
定最理想的升級方案。

沉浸學習
教室內，教室外，都是學習語言的適合
場域。Alpadia 課外活動豐富多樣，並
時常舉辦遠足郊遊，造訪鄰近城市、博
物館和景點，讓學生將課堂所學知識
充分運用於現實情境，同時結識新朋
友，感受城市魅力。

研討會與大師班
為幫助學生適應國外生活，並為畢業
後出路做好準備，Alpadia 週週辦理研
討會與大師班，講授主題包括：
• 銀行開戶

• 投保

• 撰寫履歷

• 準備求職面試

• 填寫稅號聲明表

• 口頭發表簡報

• 準備學術考試

我來里昂一個月了，過得非常快活！之所以選擇里昂，是因為里昂感覺是個很適合居住和求學的城市，而事實也的確如此！里昂
有好多活動（這裡的博物館很吸引人），晚上我也會找學校朋友出門體驗城市迷人的夜生活。我住在寄宿家庭，我覺得寄宿家庭
是練習法語的最佳住宿選擇。課程十分有趣實用，老師學識淵博，而且最重要的是，我認識了許多來自世界各地的同學。

 
Alice, 就讀 Alpadia 里昂分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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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padia 彈性法語／德語課程所有程度應有盡有，並具備多種課程型態與密集度，學生可選擇最符合個人需求與目標的課程。

適合程度 ： 初級至高級 A1*-C1
課程長度：1–48 週

開課日期：每週一，全年開課
適合年齡：16 歲以上

*A1 程度之完全初學者，需配合特定開課日

課程升級
私人課程和線上課程

依照個人目標和步調，鎖定有意養成和精進的專業技
能加強訓練。私人課程涵蓋文化、商業、金融和醫療等主
題，您所選的工作或學術領域打造具體溝通情境。可親
自到校上課，亦可在家或辦公室進行線上課程。全年開
課。*

*7 月和 8 月除外。

活用語言
透過 Alpadia 的工作實習、就業和志工服務，讓您的學習
更上一層樓。無論您感興趣的是觀光、會計、體育或設計
等領域，都能藉助 Alpadia 與當地企業建立的關係，掌握
晉級專業與拓寬人脈的絕佳機會。

語言＋工作經驗

身歷其境，體會非母語的日常職場環境，無形中語言能
力大幅進步。Alpadia 將協助學生媒合符合個人專才的
雇主。
程度要求：B2 以上，適用歐洲經濟區（EEA）和瑞士的公
民、居民或持有打工度假簽證者。

語言＋實習

置身真正職場，實境演練語言技能。從撰寫履歷到準備
面試，實習過程每個步驟皆有 Alpadia 貼心支援。
程度要求：B2 以上，適用歐洲經濟區（EEA）和瑞士的公
民、居民或持有打工度假簽證者。

語言＋志工服務

為慈善機構奉獻一己之力，同時發揮新學到的語言技
能。Alpadia 將協助學生尋找契合學生志向的專案，並指
導學生申請加入志工計畫。
程度要求：B1 以上，適用歐洲經濟區（EEA）和瑞士的公
民、居民或持有打工度假簽證者。

彈性法語／德語課程

二合一語言課程

二合一語言課程結合團體課輔和私人課程，幫助學生
深入理解所學語言。二合一語言課程包含與其他同學
一同上課的 20 堂一般語言課程，以及另外 5 堂或 10 
堂私人課程，私人課程的練習與活動全部專為學生個
人目標量身打造。每週一開課，全年無休。

EACH WEEK YOU RECEIVE: 一般語言課程（20） 密集語言課程（25） 超密集語言課程（30）

每週上課內容 既可培養一般語言溝
通技巧，又能保有充分
閒暇時間探索新城市。

每週加增 5 堂會話課
程，比一般語言課程

（20）更深入學習。

每週加增 5 堂小組寫
作課程，加強練習，鞭
策進步。

20 堂一般語言課程 
培養核心語言能力：閱讀、書寫、文法、詞彙、
會話及發音等技巧。
1 堂課 = 45 分鐘

15 小
時

 †

+5 堂會話課程
透過角色扮演和模擬練習，磨練並加強口語
溝通技巧。

5.25 小
時

+5 堂小組寫作課程
以每班最多 8 人的小班教學，精研寫作技巧。

+3.75 小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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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語檢定文憑
法語檢定文憑 DELF/DALF 廣獲 150 多國正式承認，在學術界
和商業界炙手可熱。此項考試每年舉辦三次，日期固定，考試地
點為當地的考試中心，鄰近 Alpadia 蒙特勒分校和里昂分校。

法語檢定考試 

法語能力檢定考試 TCF 是繼DELF/DALF 考試之後，最多法語
學校學生接受參加的一項考試。Alpadia 蒙特勒分校和里昂分
校為 TCF 正式考場。各分校每年舉辦 7 至 8 場 TCF 考試。
 

歐洲語言證書
TELC GmbH 隸屬德國成人教育協會（German Adult 
Education Association），是德國規模最大的進修教育機
構。Alpadia 柏林分校和佛萊堡分校是通過 TELC 認證的正式
考場，且每月開辦 B1/B2/C1/C2 等級的 TELC 考試預備課程。

法語／德語考試預備課程
多種課程型態與密集度，學生可選擇最符合個人特定語言需求與目標的課程。

德語和德國文化對外推廣
歌德學院（Goethe Institut）的德語檢定考試備受國際企業和
進修教育機構認可，是德語造詣的不凡證明。Alpadia 柏林分
校每月開辦 B2/C1 等級的歌德學院考試準備課程。 

德福考試
有意申請就讀 Alpadia 德國大學銜接課程的學生，建議參加德
福考試（TestDaF）和 TELC。Alpadia 柏林分校每年舉辦 5 場德
福考試。

每週課堂包括

10 堂考試預備課程
教導有助通過法語或德語考試的語言技巧與應試策略

20 堂一般語言課程
培養核心語言能力：閱讀、書寫、文法、詞彙、會話及發音等技巧

考試預備課程（30）

Sara，義大利
就讀里昂分校

我對 Alpadia 法語課程的印象很好。我的目標主要是加
強提升法語能力，所以我決定報名 Alpadia 的課程，而
我對上課成果相當滿意。課程很能激發學生的學習動
機，內容充實有趣，我吸收到很多知識。而且老師真的
超讚！我一直很嚮往法語和法國，所以十分開心能夠親
自探索法國最美妙的城市之一：里昂！我原本以為里昂
面積不大，應該沒幾天就可以跑透透，不過後來發覺自
己大錯特錯！里昂真的很美很美，一切事物總是如此美
好。里昂有好多樂子，文化、大自然、體育、河濱步道都
很有看頭，美食更令我驚艷！里昂最棒了！

 
Mari，日本
就讀佛萊堡分校

佛萊堡離法蘭克福很近，因此我一路順利抵達佛萊堡。
我是搭長途巴士來佛萊堡的，這樣比較省錢！住的公寓
很乾淨，房東太太把一切打理得整整齊齊，而且地點不
錯，搭地面電車就可以到。
佛萊堡是個很棒的城市，不會太大也不會太小，從這裡
出發，有很多條旅遊路線可以選擇。我非常享受佛萊堡
的生活，所以我才會再度造訪這座城市。課程的好壞，
有很大一部分要取決於老師的上課情形。學文法的過
程十分有趣，而且有很多練習口說的機會，也能跟同學
討論功課。我喜歡上課！
這裡的瑞士學生很多，不過還好他們都用德語跟我聊
天。我們相處得很融洽，尤其現在的我雖然德語講得還
不算很好，但我再也不怕開口說話了。
很希望語言課程結束後，可以在德國找到工作。下禮拜
我要去巴伐利亞參加一場面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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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審

 
1 週

大學申請 CLA B

12-16 週 

簽證申請 C

 
8-12 週

語言課程

 
16-44 週

C1-考試 E
入學考試準備 D

4-8 週

大學分發

6-8 週

學術銜接課程
Alpadia 為國際學生敞開了進入多所公私立大學的順暢管道。Alpadia 學術銜接課程將協助學生申請簽證、解說大學入
學流程、以及最重要的 —— 教導語言，是學生申請大學的絕佳嚮導。

為何選擇 ALPADIA 學術銜接課程？

• 400 餘所公私立大學、2 萬多種學位可供選擇。持有非直
接大學入學證明者，則可申請 40 餘所公私立大學先修班

（Studienkolleg）。

• 語言課程精心設計，幫助學生取得就讀大學所需的語言等
級。

• 從大學申請、簽證申請到大學分發，每個環節都有專家熱心
給予協助和建議。

德國職業銜接課程
德國開放勞動市場，廣邀國際人才加入，促成技術勞工與專業人力的流動。許多人夢想轉職進入德國活力充沛的工作環境，然而當中
的過程繁瑣複雜，往往使得非母語人士退避三舍。

Alpadia 推出職業銜接課程，助您順利在德國就業。凡是申請簽證、安排住宿、備齊必要文件等事宜，課程皆包辦在內，當然少不了最重
要的學習德語。Alpadia 與眾多公司建立合作夥伴關係，整個求職過程皆有專家教練耐心指導，擔任學生的堅實靠山，一路陪伴直到學
生覓得理想工作。

學術銜接課程

貼心協助，萬無一失    
Alpadia 推出四種套裝服務供您自行選擇，助您學術之途通達順利：  

1. 免費初審流程

Alpadia 辦理免費測驗，評估您的方案資格，並提供讀書計畫建議。 

2.大學申請流程 E

Alpadia 協助您申請大學，取得條件式入學通知書（CLA）或先修班入學考試資格。

3. 簽證協助流程

Alpadia 專精於為國際學生提供簽證申請一條龍服務。

4. 大學分發流程

Alpadia 引導您通過最後這道入學關卡，如願就讀心目中理想的大學課程。套裝服務價格詳見各校介紹頁。

大學入學 A
冬季學期 (8 月至 10 月) 或夏季學期 (1 月至 3 月)

初審

 
1 週

大學申請 
CLA B

簽證申請F 

 
8-12週

語言課程

1-48週

B2 - 

考試G

C1-MED 或 C1-
PROFESSIONAL

 
12週

職業輔導 

8-12 週

藍卡/工作
簽證

6-8 週

職業銜接課程

貼心協助，萬無一失
Alpadia 推出四種套裝服務供您自行選擇，助您職涯之途通達順利： 

1. 免費初審流程

Alpadia 辦理免費測驗，評估您的方案資格，並提供個人化的求職規劃。

2. 學歷和資歷證明書 F

Alpadia 協助您取得申請簽證與工作所需的相關證書。

3. 簽證協助流程

Alpadia 協助您備齊必要文書，申請合適類型的簽證。

4. 職業輔導

Alpadia 引導您一一通過每道求職關卡，如願任職理想工作。

A 多數大學於 8 月、9 月或 10 月開學。部分課程可能於 1 月、2 月或 3 月開課。 
B CLA：條件式入學通知書，Conditional Letter of Acceptance 之縮寫
C 如有適用 —— 請查明是否需申請學生暫准簽證（student applicant visa）。
D 數學先修班準備課程為選修性質 —— 僅限柏林分校。 
E 此為需申請學生暫准簽證者之必要條件。
F 如有適用 —— 請查明是否需申請求職簽證（Job-Seeker visa）。
G 此為需申請求職簽證者之必要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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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級

知道少數幾個簡單的單字和片語，
但字彙量極少，僅能溝通基本需求。

  英語測驗等級 
• TOEFL® 0-12
• IELTS 3.5-4.0
• CAMBRIDGE 100-120
• KITE 225-274

晉升此級所需時間：0 週

  法語測驗等級
• Delf A1
• TCF
• e-TEF

  德語測驗等級
• Start Deutsch 1 
 
晉升此級所需時間：7 週

可充分融入討論更複雜的對話、
閱讀更進階的文本、並寫出簡單
的論說文。

 英語測驗等級 
TOEFL® 55-74
IELTS 5.5-7.0
CAMBRIDGE 160-180 B2 
FIRST
KITE 425-499

晉升此級所需時間：30 週  

  法語測驗等級
• Delf B2
• TCF
• e-TEF 

  德語測驗等級
• Goethe Zertifikat B2
• TELC Deutsch B2
• TestDaf 3
• TELC Deutsch B2 + Beruf
 
晉升此級所需時間：36 週

可參與簡單對話、閱讀基礎文本、寫出簡
單的筆記和信函。

  英語測驗等級 
TOEFL® 13-36
IELTS 4.0-4.5
CAMBRIDGE 120-140 A2 KEY
KITE 275-349

晉升此級所需時間：10 週

  法語測驗等級
• Delf A2
• TCF
• e-TEF

  德語測驗等級
• Start Deutsch 2 
 
晉升此級所需時間：15 週

大多數社交與專業場合可掌握自如，流暢
解釋複雜的想法，並瞭解電台與電視節目
的一般主題。

 英語測驗等級 
TOEFL® 75-91
IELTS 7.0-7.5
CAMBRIDGE 180-200 C1 Advanced
KITE 500-534

晉升此級所需時間：40 週

  法語測驗等級
• Delf C1
• TCF
• e-TEF 

  德語測驗等級
• Goethe Zertifikat C1 (ZMP)
• TELC Deutsch C1 Hochschule &   
   TELC Deutsch C1 + Beruf
• TestDaf 4 & TestDaf 5
• Deutsch Sprachprüfgung für den    
   Hochschulzugang (DSH)
 
晉升此級所需時間：48 週

可參與討論熟悉主題的對話、閱讀較
長篇的文本、寫出簡單的段落。

  英語測驗等級 
TOEFL® 37-54
IELTS 4.5-5.5
CAMBRIDGE 140-160 B1 
PRELIMINARY
KITE 350-424

晉升此級所需時間：20 週

  法語測驗等級
• Delf B1
• TCF
• e-TEF

  德語測驗等級
• Zertifikat Deutsch (ZD)
• TELC Deutsch B1 + Beruf   
• Goethe Zertifikat B1 
 
晉升此級所需時間：24 週

可閱讀艱深文本，應付長篇深度
對話。可瞭解與表達意思的細微
層面。非常接近母語人士之語言
程度。

 英語測驗等級 
• TOEFL 92+
• IELTS 7.5+
• CAMBRIDGE 200+ C2   
    Proficiency
• KITE 535+
 
晉升此級所需時間：50 週 

  法語測驗等級
• Delf C2
• TCF
• e-TEF 

  德語測驗等級
• Goethe Zertifikat C2
• TELC Deutsch C2
 
晉升此級所需時間：60 週

中低級 (英語)
初級進階(法語／德語)

中級

中高級 (英語)
中級進階 (法語／德語)

高級

CEFR A1

CEFR A2
CEFR B1

CEFR B2
CEFR C1

CEFR C2

我的進步程度
開課之前，Kaplan 將利用線上分級測驗來評估您的英語能力。針對英語
課程學生，Kaplan 則會以 KITE 這套高精準度的適性測驗系統來評估您的
程度。當我們瞭解您的目前程度和進步空間，便能為您安排合適的課程等
級，並從細部微調您的學習體驗。每隔 5 週，我們將利用 KITE 測驗來評量
您的進度。

Kaplan 的英語能力等級皆比照 CEFR（歐洲共同語文參考架構）。CEFR 是
國際通用的語言能力標準，世界各國的職場、企業和高等教育機構可藉此
得知您的語言程度。 精通級 (英語)

最高級 (法語／德語)

特定之密集英語課程保證，只要
上課 10 週（含）以上，出席率至少 
95%，且作業全數如期完成，每 10 
週將能晉升一級。若您符合我們的
要求、但未能達到晉級目標，我們
將為您提供 4 週免費補課。
升級保證僅限美國、加拿大、英國和愛爾蘭
分校。

GU

ARANTEED

  P R O G R E SS

Editable text version Outlined text version with solid white centre Outlined text version with white centre knocked out

A4 Page s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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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課程
Kaplan 的 30+ 課程相當適合有意在專業且專注的
環境中學習英語的學生。依專門主題開班，課程內容
專為職場導向、抱負遠大的學生量身打造，讓您與志
同道合的夥伴一起學習。

數間分校全年皆有開設 30+ 課程，長度一週至 9 個
月不等。任何語言程度皆可報名，Kaplan 將為您安
排適合班級。

30+ 課程分校
英國倫敦分校
全球商業首善之都，30+ 課程有專屬上課區域
倫敦柯芬園分校詳情請見第 70 頁

英國利物浦分校
音樂、文化、體育蓬勃發展的大都會，保留整個樓層
供 30+ 課程之用
利物浦分校詳情請見第 68 頁

美國紐約分校
Kaplan 最新成立的分校，配備高級學習科技，坐擁
紐約絕美市景，30+ 課程有專屬上課樓層
紐約中央公園詳情請見第 50 頁

加拿大多倫多分校
車水馬龍的加拿大城市，文化繁盛，創意泉湧。30+ 
課程有專屬上課側棟
多倫多分校詳情請見第 58 頁

 

這個課程對我來說真的很重要，如果我沒有繼續進修，根本無法達到現在
擁有的職位，所以我非常感謝Kaplan，讓我成就現在的自己。

Marcelo Fonseca，巴西

為何選擇 30+ 課程？
專屬上課場地
精選分校為 30+ 課程保留專用空間，讓學生能夠放
鬆心情學習，盡情使用分校設施，無須與其他班級
學生共用。

獨特社交課程
參與為專業人士打造的社交活動，內容豐富多元，效
果激勵人心，同時結交國際人脈和遊覽所在城市。活
動包括聯誼交流、酒宴晚會、參訪藝廊等。

補充學術養分
透過發人深省的演說、發音矯正班、會話練習班等項
目，為語言學習加分。

傾聽學生意見
投票選出您希望老師開班授課的指定科目課堂，有
法律英語、行銷英語、金融英語等學科可選擇。

專任教職員工
30+ 課程分校皆會指派至少一名 Kaplan 專員服務 
30+ 課程學生，協助解決任何疑難雜症，確保學生獲
得最佳學習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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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PLAN 
大家庭
80 餘年前，年僅 14 歲的 Stanley 
Kaplan 在自家地下室為同學提供課
後輔導。Stanley 出生於布魯克林，身
為移民之子和第一代大學生的他，深
信教育能夠賦予眾人無窮力量，教育
確實有其必要性。Stanley 認為，一個
人之成功與否，端視其品行美德，而
非以遺產、財富或社會地位作為衡量
標準。Stanley 在意的重點，是讓任何
背景的人都有能力接受教育，而在他
心目中，標準化測驗正是擠進教育窄
門的一條路徑。然而 Stanley 不僅將
通過考試所需知識傳授給學生，更為
學生擘劃了前程似錦的成功坦途，這
正是 Stanley 的貢獻所在。

Stanley 微不足道的創業歷程，卻已
埋下 Kaplan 茁壯成長的種子。如
今，Kaplan 大家庭開枝散葉，旗下
所有子公司皆秉持「人人皆應得到
良好教育」的信念。無論您的目標
鎖定醫學、金融、商業或其他學科領
域，Kaplan 都是您最值得信賴的墊
腳石。

KAPLAN 考試預備課程
Kaplan 考試預備課程推出 200 餘種標準檢定的考試
預備課程，其中包含中學至研究所之升學考試，以及
律師、醫生、護理師的專業證照測驗。

kaptest.com

KAPLAN 升學銜接課程
Kaplan 升學銜接課程專為有意攻讀英國、美國或澳洲
學士、碩士、博士學位的國際學生所設計，學生可就讀
與 Kaplan 合作的 40 餘所大專院校，課程將協助學生
彌補目前學歷和大學入學要求間的落差。

kaplanpathways.com

安培德學院（MPW）
MPW 是英國頗具聲望之頂尖中學之一，以小班制並
融合生活體驗的方式，給予每位學生充分的個別支持
與關注，協助學生晉升高等教育。

mpw.ac.uk

 

KAPLAN 商學院
Kaplan 商學院位於澳洲，開設商業、會計、行銷、管理、
觀光、創業、醫療服務、數位管理、專案管理和領導能
力等大學部和與研究所的多元科系。

kbs.edu.au

 

KAPLAN 醫療執照課程 
Kaplan 醫療執照課程針對美國醫師執照認證，提供醫
療專業人員培訓。

kaplanmedical.com

都柏林商學院（DBS）
都柏林商學院設有藝術、法商、推廣教育等學院，開設
以職場實務為主的商業、法律、資料分析、金融科技、
心理學、社會科學等大學部與研究所科系之全日及半
日課程。

dbs.ie

KAPLAN 金融證照課程 
Kaplan 金融證照課程在英國各地設有 27 個上課地
點，亦可透過線上學習系統在家進修。課程包含會計
與財務專業培訓、學徒制、金融市場，以及於多家英國
大企業的實務培訓。

kaplanfinancia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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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身打造的團體課程
Kaplan 為您打造專屬的語言學習體驗，從醫療從業人員的考試預備課程，到生動有趣的海外留學經
歷，Kaplan 為您一手包辦。

為何選擇 KAPLAN 團體課程
課程量身訂做
Kaplan 根據您的需求妥善規劃課程，可針對任何特定主題或產業開設語言輔導，並搭配令您興趣盎然的娛樂活動。

價格合理公道
無論預算多寡，Kaplan 都將盡力安排對您有益的學習體驗。考量與您個人的適合程度，自由選擇精緻的社交課程或
其他基礎課程。

團長免費加入
凡是團報學生滿 15 名，課程可免費再招收一名團長。若您的團隊並無團長，課程可免費再招收一名學生。

學生愈多，費用愈低
定價級距規則為團報學生愈多，課輔、社交課程和額外附加課程的費用也會愈便宜。

一般團體規格
一般團體是 8 至 14 名、15 至 30 名、或 31 名以上學生為一組，於相同開課日共同前往上課地點，就讀相同的團體課
程。學生人數低於 8 名亦可開班，但符合一般團體定義者方能享有標準化團體課程的好處。

三種上課型態
1. 開放式團體：所屬團體與其他學生混合上課

2. 封閉式團體： 僅有所屬團體的同學一起上課

3. 混合式團體：部分課程會與其他學生混合上課，部分特定課程僅有所屬團體的同學一起上課

選擇團體類型

私人團體
與朋友、家人或同事上課，安排客製化的語言
課程

公司訓練
派遣一組員工出國上課，厚植語言能力

選擇課程類型

制式化英語／法語／德語課程（16 歲以
上）
根據自身目標，選擇具備各種密集度的一般
語言課程

 

選擇住宿方式

寄宿家庭
與經過 Kaplan 嚴選的在地友善寄宿家庭
同住

學生宿舍
住在 Kaplan 精挑細選的學生宿舍，和其他
國際學生交流互動

4. 選擇日期和地點

淡季 – 9 月至 5 月 
淡季入學，享有比旺季更低廉的學費

旺季 – 6 月至 8 月
暑期旺季入學 (6 月至 8 月)，極適合恰逢暑
假的中學或大學生

國定假日
善用個人閒暇時間，於復活節、聖誕節、華
人農曆新年、開齋節或其他地方性國定假
日入學

考試戰友
派遣一組學生出國上課，準備正式語言考試

 
校外教學
教師規劃校外教學

非約定宿舍*
Kaplan 宿舍清單以外的替代住宿選項
*部分情形僅限 18 歲以下學生

上課地點
選擇您心儀的上課地點，Kaplan 會向您告知
當地有開設的課程；亦可先選擇您心儀的課
程，Kaplan 再告知有開設該課程的地點。
課程與地點搭配範例：
美國、加拿大：運動與休閒相關英語 – 美式足
球、曲棍球、棒球等
英國、愛爾蘭：工程相關英語
澳洲、紐西蘭：航空業相關英語

Kaplan 提供多項額外服務，包括
機場接送、專科導師，以及工廠、體
育場館、博物館等的現場導覽。亦
可任選銅級、銀級或金級的課後活
動組合。

5. 選擇額外服務

客製化團體課程

詳情請掃描 QR 
code 

客製化課程（16 歲以上）
教導專業學科相關內容，醫學、法律、歷史、工
程、備考等眾多領域，應有盡有

團體課程報名五步驟

語言教學機構
語言教學機構負責人欲透過遊學方式補充學
生所學

贊助性質 
政府/贊助者尋找符合需求的教育機構

夏令營（8-18 歲）
活動豐富的英語、法語和德語主題夏令營，適
合年輕學子，上課地點遍及歐洲、美國和加拿
大，景色宜人

自尋住宿
Kaplan 可協助學生尋找符合個人需求的其
他住處

法國、德國、瑞士：德法歷史文化、美食、餐飲
旅遊

各上課地點詳見第 44 頁起之介紹。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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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選項
求學時的住處，在您的語言學習歷程中有著不可或缺的重要性。這一方安居的小天地，是您放鬆休息、認識新友、談天
說地、分享食譜的溫馨所在。無論您想體驗寄宿家庭生活，或者希望住在套房獨享私密空間，Kaplan 的優質住宿選項
必能滿足您的需求。

我和同班同學一起住在高級宿舍，
我總是找得到伴，總有樂事可做。
宿舍可以讓你交到來自世界各地
的朋友，而我相信，將來一定還能
與很多朋友再見到面的。

Juan Jose，墨西哥

我的寄宿家庭實在太棒了。他們
對寄宿學生很感興趣，常問我們
問題，我們可以和他們一塊用餐，
而且他們會在不同的行程接送我
們。寄宿家庭真的很照顧我們，再
三確認我們是否住得舒適。在這種
環境裡，我們有更多機會練習英
語，英語能力也進步更快。我覺得
跟寄宿家庭一起住，真的只有滿滿
的好處。

Chloé Truelle，法國

寄宿家庭（16 歲以上）
住在寄宿家庭，每天都有機會在這種放鬆自在
的環境裡練習英語，還能享受這種真正的家庭
營造溫馨舒適感。您可以和寄宿家庭的家人一
同吃早餐晚餐，完全融入全新文化。Kaplan 與
合作寄宿家庭建立良好關係，唯有具備照料國
際學生經驗的寄宿家庭，方可通過 Kaplan 的
評選。

柏林分校提供自炊式的寄宿家庭選項（僅限 18 
歲以上學生） —— 寢室為私人使用，浴室、交誼
廳和廚房則與室友共用，您可自行料理餐食。

學生宿舍（18 歲以上）
和來自世界各地的其他學生共同生活，交流學
習心得與生活經歷。從基本平價型到頂級高檔
型，多種宿舍可供選擇。

Kaplan 學生宿舍的型態包括：

• 合住公寓

• 自炊式套房

• 旅館客房和民宿

請洽詢 Kaplan合作顧問確認上課地點提供的
住宿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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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無限的社交課程
社交課程是語言學習過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藉由與同
學進行趣味活動的機會，實地演練語言技能，連帶逐步建
立自信。Kaplan 社交課程具備大自然、體育、歷史或美食等
多元主題，為您獻上數不盡的大好機會，締造動人難忘的 
Kaplan 時光。Kaplan 也為線上課程學生設想周到，學生無
論身處世界哪個角落，皆可參與 Kaplan 舉辦的線上活動。

引頸期盼的活動項目：
實地活動
• 自然步道健行

• 沙灘排球

• 美式足球

• 迷你高爾夫

• 逛街購物

• 博物館與藝廊參訪

• 露天電影之夜

• 單車賞景騎行

• 酒吧之旅

• 品酒會

• 公園野餐

線上活動  
• 卡拉 OK

• 主題問答遊戲

• 烹飪班

• 繪畫班

• 電影之夜

在 KAPLAN 的一週
兼具吸引力與挑戰性的課程內容，循序漸進提升您的語言能力；週間安排的趣味活動，則能讓您充分學以致
用。週末放假，不妨報名參加當地分校舉辦的遠足郊遊，亦可隨心所欲規劃當地自由行。

第一週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8:45-10:15
迎新活動

德語課程 德語課程 德語課程 德語課程

10:15-10:30 休息時間 休息時間 休息時間 休息時間

10:30-12.00 分級測驗 德語課程 德語課程 德語課程 德語課程

13:30-16:30 城市遊覽 露天電影 國會大廈參訪 單車遊萬湖 啤酒花園之旅

第一週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8:45-10:15

迎新活動

英語課程 英語課程 英語課程 英語課程

10:15-10:30 休息時間 休息時間 休息時間 休息時間

10:30-12:00 分級測驗 英語課程 英語課程 英語課程 英語課程

13:30-16:30 迎新導覽 猜謎活動 牛津街購物 博物館參訪 酒吧之旅

第一週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8:30-10:00 分級測驗 英語課程 英語課程 英語課程 英語課程

10:00-10:15 休息時間 休息時間 休息時間 休息時間 休息時間

10:15-11:45 迎新活動 英語課程 英語課程 英語課程 英語課程

12:30-16:30 迎新導覽 柏克萊美術館暨太
平洋電影資料館

提爾登地方公園自
然步道 國際學生相見歡 惡魔島之旅

一週行程範例
確切行程將依不同分校而有所差異，大多數皆為免費活動，僅有部分將酌收額外費用。 
以下僅為制式化課程之課表範例。

倫敦

舊金山 - 柏克萊分校

第一週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8:30-8:45 自我介紹

9:00-10:30 法語課程 法語課程 法語課程 法語課程 法語課程

10:30-10:55 休息時間 休息時間 休息時間 休息時間 休息時間

10:55-12:25 法語課程 法語課程 法語課程 法語課程 法語課程

12:25-13:20 午餐時間 午餐時間 午餐時間 午餐時間 午餐時間

13:30-16:30 城市遊覽 午後電影 博物館之旅 品酒會 單車騎行

里昂

我最喜歡的社交活動有海灘烤肉、衝
浪營、和藍山之旅。我在 Kaplan 的學
習體驗實在妙不可言。這些都是會讓
我永遠銘記在心的美好回憶。

 
Jennifer Kikuchi，日本 
(澳洲雪梨分校)

柏林

註：以上課表僅為範例，實際內容將依季節、可行性及當地政府規定變更。 

昨天我參加了線上舉辦的冷知識遊
戲。我完全投入其中，玩得超級開心。
儘管處於疫情期間，Kaplan 的線上
課程卻帶來了更多歡樂。多倫多的求
學經歷，是我一生中的最美好時光。

 
Clara Mascaro 
(加拿大多倫多分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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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plan 的 9 所北美分校，體現了北美洲的豐富文化內涵與
地理多樣性，其中包括大學城、五光十色的大都會、世界絕美
海灘景點、以及群山環繞的海濱城市。尋找最適合您的完美
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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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校特色
• 位於波士頓劍橋市的精華地帶，步行數分鐘可抵哈佛

大學，前往波士頓市中心亦僅需 20 分鐘
• 精心籌畫大學入學準備課程，並獲得波士頓地區多

所大學承認
• 夜生活精彩可期 —— 造訪波士頓知名愛爾蘭酒吧，親

臨後灣區（Back bay）餐館和夜店，或者在天堂搖滾俱
樂部（Paradise Rock Club）欣賞現場表演，U2 和里昂
王族等天團皆曾在此搖滾聖地開唱

• 波士頓是美國獨立戰爭的引爆點，文化遺產豐厚 —— 
遊覽城市諸多景點，向這段爭取自由的血淚史致敬

學生國籍比例前五名
16% 中國, 10% 巴西, 8% 日本 
8% 南韓, 8% 沙烏地阿拉伯

開設課程
英語課程

• 一般英語課程
• 半密集英語課程
• 密集英語課程
• 學年英語課程
• 學期英語課程
• 輔助商業英語課程

考試／大學入學準備課程
• TOEFL iBT  考試及學術英語課程
• 劍橋考試預備課程

分校資訊
39 John F. Kennedy Street 
Cambridge, MA 02138

 kaplan.to/harvard 
 facebook.com/kicbostonharvardsquare

開設課程
英語課程
• 一般英語課程
• 半密集英語課程
• 密集英語課程
• 學年英語課程
• 學期英語課程
• 輔助商業英語課程
• 

考試／大學入學準備課程
•  TOEFL iBT & Academic English
•  GMAT / GRE Preparation 

分校資訊
444 North Michigan Avenue 
Chicago, IL 60611

 kaplan.to/chicago 
 facebook.com/kicchicago

分校特色
• 位於芝加哥知名的購物街「壯麗大道」（Magnificent 

Mile），徒步可達密西根湖，欣賞明媚風光
• 校外有公車站牌，步行 5 分鐘內可達高架捷運站和水

上計程車站牌，交通極為便利
• 多棟雄偉摩天大樓、千禧公園（Millennium Park）和

世界級博物館皆在短程步行範圍內

學生國籍比例前五名
24% 沙烏地阿拉伯, 16% 巴西, 6% 南韓, 
6% 哥倫比亞, 5% 土耳其

大都會昌盛文化，中西部好客之道，族群、料理、音樂風格的繽紛熔爐走在鵝卵石街道，漫步寧靜公園，與哈佛大學高材生為鄰，沉浸濃厚學術氣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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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好萊塢地標的掩映下，洛杉磯這座夢想之城蓄勢發，棕櫚樹兀自搖曳，加州豔陽始終熱情

 

Kaplan 的大家總是笑臉迎人，開放心胸結交好友。其實我個性很害羞，但我
已經在這裡交到好多朋友。在 Kaplan，我終於能夠鼓起勇氣認識人，這件事
再也難不倒我了！

MinKyeong Kim 
韓國，就讀洛杉磯西木區分校

分校特色
• 位於洛杉磯西側，搭乘公車可快速抵達旅遊勝地聖塔

莫尼卡（Santa Monica）海灘，距離加州大學洛杉磯分
校僅數分鐘之遙，且鄰近山區、市中心、好萊塢等洛杉
磯熱門景點

• 開辦學生大使課程，獲選學生有機會主持活動、針對
各種校務主題發表意見、於實際生活練習英語、並參
與規劃校方政策與活動

• 開設套裝社交課程，內容包括海濱單車遊、衝浪課、運
動賽事，以及迪士尼、環球影城、舊金山等景點之旅

學生國籍比例前五名
11% 俄羅斯, 11% 南韓, 10% 日本   
10% 義大利, 9% 巴西  

開設課程
 
英語課程
• 一般英語課程
• 半密集英語課程
• 密集英語課程
• 學年英語課程
• 學期英語課程
• 輔助商業英語課程
考試／大學入學準備課程
• TOEFL iBT  考試及學術英語課程
• GMAT / GRE 考試預備課程

分校資訊
1100 Glendon Avenue 
Los Angeles, CA 90024

 kaplan.to/westwood 
 facebook.com/kiclosange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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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校資訊
1790 Broadway, New York, NY 10019

 kaplan.to/central-park 
 facebook.com/kicnewyorkcentralpark

紐約中央公園 30+ 課程
• 專門領域英語課程，鎖定職場主題
• 享有分校專屬區域，特定教室與交誼廳僅供 30+ 

課程使用，接待處亦分開設置
• 專屬之社交活動，例如美食饗宴、周遭景點探

訪、以及由講師帶領的博物館導覽
• 開辦職涯發展研討會，商界高階人士親自主持
• 30+ 課程獨立舉辦迎新活動和畢業典禮，與志同

道合夥伴共度學習之旅的起承轉合

分校特色
• 與中央公園為鄰，靠近 MOMA 現代藝術博物館、時代

廣場、洛克菲勒中心
• 設備最先進的嶄新分校，位於紐約最便利富饒的地帶
• 提供大學申請及諮詢服務，與百餘所大學院校合作
• 實境模擬英語透過劇場表演及領導力等實用主題，創

造學以致用良機
• 安排五花八門的熱門活動，包括百老匯戲劇、博物館

之旅和各項體育賽事

學生國籍比例前五名
16% 南韓, 12% 巴西, 8% 義大利, 
7% 日本, 7% 中國 

開設課程 
英語課程
• 一般英語課程
• 半密集英語課程
• 密集英語課程
• 學年英語課程
• 學期英語課程
• 輔助商業英語課程
• 密集商業英語課程
考試／大學入學準備課程
• TOEFL iBT  考試及學術英語課程
• GMAT / GRE 考試預備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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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致優美的大學城，匯集諸多挑戰主流思想的藝術家、理想主義者、哲學家

 

舊金山柏克萊分校的老師和藹可親，熱情洋溢，耐心教導，我非常敬愛他們。
老師願意花時間詳細解說課業。我喜歡柏克萊這個地方，因為分校就在當地
蛋黃區，商家應有盡有：超市、咖啡館、電影院、以及購物去處。餐廳很對味，
異國美食一應俱全：中式料理、日式料理、地中海料理、巴西料理，令人大飽
口福。

Giovanny Mouzinho 
安哥拉，就讀舊金山柏克萊分校

分校特色
• 鄰近克萊蒙特峽谷（Claremont Canyon），雄偉金門

大橋一覽無遺，且距離舊金山僅 20 分鐘車程
• 在本校顧問協助下，申請就讀當地大學院校，包括位

居全球大學前十名的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該校距離
本校僅數分鐘步程

• 修畢 Kaplan 中高級課程的學生，可持 Kaplan 證書
就讀柏克萊社區大學（Berkeley City College）

學生國籍比例前五名
37% 中國, 11% 巴西, 8% 南韓, 
6% 沙烏地阿拉伯, 5% 日本 

 

開設課程 
英語課程
• 一般英語課程
• 半密集英語課程
• 密集英語課程
• 學年英語課程
• 學期英語課程
考試／大學入學準備課程
• TOEFL iBT 考試及學術英語課程

分校資訊
150 Berkeley Square, Berkeley, CA 94704

 kaplan.to/berkeley 
 facebook.com/kicberkel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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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綠山巒，蔚藍大海，繁花街道……在太平洋岸，邂逅地中海的典雅風情

 

在 Kaplan 上課，就是一邊學英語，一邊認識世界，又能一邊開心玩樂！這裡
最棒的體驗，就是能夠傾聽不同的意見，瞭解不同的生活方式，進而拓展了
我們的視野。

Bruna Terron 
巴西，就讀聖塔芭芭拉分校

分校特色
• 位於聖塔芭芭拉城市學院，鄰近聖塔芭芭拉的交通樞

紐，搭乘公車或鐵道可遍遊城市或前往外地
• 設有遊戲室，可進行 PS4、桌上足球、桌球等活動
• 週末定期舉辦洛杉磯、舊金山、聖地牙哥、拉斯維加

斯之旅

學生國籍比例前五名
26% 中國, 16% 巴西, 11% 沙烏地阿拉伯,  
8% 義大利, 6% 法國  

開設課程
英語課程
• 一般英語課程
• 半密集英語課程
• 密集英語課程
• 學年英語課程
• 學期英語課程
考試／大學入學準備課程
• TOEFL iBT  考試及學術英語課程
• 劍橋考試預備課程

分校資訊
721 Cliff Drive  
Santa Barbara, CA 93109 

 kaplan.to/santabarbara 
 facebook.com/kicsantabarba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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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享盡西雅圖不可思議的自然奇景，多采多姿的音樂盛宴，以及斑斕繽紛的街坊形貌

 

學校融合多元文化，來自世界各地的夥伴齊聚一堂，不同的背景，卻有著相
同的目標：學習英語。於是英語也成為學生之間建立關係的橋樑，因為學生
必須說英語才有辦法彼此理解，相互認識。這種環境造就了活潑、親切且熱
烈討論的氛圍，深受眾人喜愛。

Julia Streicher 
瑞士，就讀西雅圖分校

開設課程
英語課程
• 一般英語課程
• 半密集英語課程
• 密集英語課程
• 學年英語課程
• 學期英語課程
• 輔助商業英語課程
考試／大學入學準備課程
• TOEFL iBT  考試及學術英語課程

分校資訊
Seattle Downtown 
51 University Street, Suite 300  
Seattle, WA 98101

 kaplan.to/seattle 
 facebook.com/kicseattle

分校特色
• 位於西雅圖市中心的濱海地帶，吸收熱情有勁的城市

風氣，欣賞普吉特海灣（Puget Sound）的秀麗風光，且
鄰近西雅圖藝術博物館（Seattle Art Museum）

• 可順利轉入華盛頓州眾多大學院校
• 現代化的設備，提供學生休息室、電腦教室及可遠眺

奧林匹克山脈（Olympic Mountains）的交誼廳
• 有機會就讀海萊社區學院（Highline Community 

College）的先修課程

學生國籍比例前五名
18% 沙烏地阿拉伯, 16% 日本, 
12% 南韓, 10% 巴西, 10% 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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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校特色
• 多倫多是北美最安全的城市，並獲選全世界最「宜居」

城市之一
• 分校位置絕佳，鄰近聯合車站，對街即為知名景點聖

羅倫斯市場，與加拿大國家電視塔、瑞普利水族館、皇
家安大略博物館、多倫多島渡輪碼頭、伊頓中心、以及
公園和海灘等去處，皆僅相距數個街區之遙

• 國際學生外部調查「最佳 ESL（以英語為第二語言）學
校」常勝軍

• 徒步可達與當地大學生共用的嶄新學生宿舍
• 分校新穎且現代化，享有迷人市景(可飽覽加拿大國

家電視塔等地標)，教室設備先進，設有交誼廳、電腦教
室和公共空間。

• 合格移民顧問每月進行簡報介紹，並安排每日社交
活動，學生可藉此深入認識多倫多並結識朋友，同時
練習英語

學生國籍比例前五名
30% 巴西, 13% 南韓,   
9% 墨西哥, 9% 日本, 8% 土耳其  

開設課程
英語課程
• 一般英語課程
• 半密集英語課程
• 密集英語課程
• 學年英語課程
• 學期英語課程
• 輔助商業英語課程
考試預備課程／大學銜接課程
• 學術英語升學銜接課程
• TOEFL iBT 考試及學術英語課程
• IELTS 考試預備課程
• 劍橋考試預備課程

分校資訊
35 The Esplanade, Suite 250 
Toronto ON, M5E 1Z4

 kaplan.to/toronto 
 facebook.com/kictoronto

多倫多 30+ 課程
• 專門領域英語課程，鎖定職場主題
• 30+ 課程有專屬上課側棟，交誼廳分開設置，每

日免費供應茶點
• 每月安排社交行程，享有專為 30+ 課程學生規

劃的特色活動與 K+ 社團，包括客座講師、職場相
關校外教學，以及針對履歷撰寫、面試、演講、人
脈技巧等主題的研討會

• 每月與紐約分校 30+ 課程學生進行視訊會議，
是建立國際人脈的大好良機

• 30+ 課程獨立舉辦迎新活動和畢業典禮，與志同
道合夥伴共度學習之旅的起承轉合

開設 30+ 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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躍動蓬勃的濱海之城，山巔終年白雪，雨林恆常翠綠，全球十大海灘城市之一

開設課程
英語課程
• 一般英語課程
• 半密集英語課程
• 密集英語課程
• 學年英語課程
• 學期英語課程
• 輔助商業英語課程
考試／大學入學準備課程
• TOEFL iBT  考試及學術英語課程
• IELTS 考試預備課程
• 學術英語升學銜接課程

分校資訊
775 Burrard Street 
Suite 300, Vancouver BC, V6Z 1X6

 kaplan.to/vancouver 
 facebook.com/kicvancouver

分校特色
• 位於溫哥華精品購物街 Alberni Street 的轉角處，坐

落巿中心精華地段，步行數分鐘即可抵達距離最近
的海灘

• 可快速抵達當地公車站與 3 處捷運（Skytrain）站點
• 可順利轉入加拿大眾多大學院校
• 時常舉辦滑雪之旅，以及惠斯勒、維多利亞、西雅圖等

城市的週末小旅行

學生國籍比例前五名
28% 巴西, 15% 南韓, 13% 日本,   
11% 墨西哥, 3% 義大利  

 

我在南韓上過英語家教班，不過到最後還是覺得，來加拿大上課的收穫最豐
富。回顧這段心路歷程，不禁令我會心一笑。在溫哥華的第一年，跟今年比起
來實在差很多。我在 Kaplan 交到許多國際朋友，真的是來自全球各大洲！住
在加拿大，只有數不盡的美好。

Trisha Ko 
南韓，就讀溫哥華分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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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英國城市，以其雄偉壯觀的 18 世紀建築，以及保有美麗面貌的羅馬浴場，獲得聯合國教科文組
織列為世界遺產城市

分校特色
• 上課地點位於一棟古老建築，徒步可達中世紀的巴斯

修道院，市中心的咖啡館、商店、餐廳亦近在咫尺
• 下課時間可在寧靜的中庭花園讀書、休息、或與同學

交流
• 巴斯交通便利，易於抵達其他大城市和知名景點，

包括倫敦、布里斯托、卡地夫、牛津、索爾茲伯里和巨
石陣

學生國籍比例前五名
20% 義大利, 13% 沙烏地阿拉伯, 10% 西班牙   
7% 中國, 6% 科威特 

開設課程
• 一般英語課程
• 半密集英語課程
• 密集英語課程
• 學年英語課程
• 學期英語課程
• 輔助商業英語課程（視需求開課）
考試／大學入學準備課程
• IELTS 考試預備課程
其他課程
• 40 歲以上人士英語課程
• Demi Pair Program

分校資訊
5 Trim Street, Bath, BA1 1HB

 kaplan.to/bath 
 facebook.com/kicbath

巴
斯

英國、愛爾蘭

目錄 探索英國與愛爾蘭別具
特色的城市與鄉間，深度
領略悠遠歷史與當代創
新的交會。10 處 Kaplan 
分校據點，讓您找到傳
統與現代之間最完美的
平衡。

巴斯
柏恩茅斯
劍橋
愛丁堡
利物浦
倫敦
曼徹斯特
牛津
托奇
都柏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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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wer Gardens

Upper Garde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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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opping Centre

Bournemouth
Beach

Oceanarium
Parliament

Speakers Bureau

Bournemouth
Train Station

Meyrick P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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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mbridge University
Botanic Gardens

River Cam

Stansted
 Airport

Trinity College

Bridge of Sighs

Queen’s College

Cambridge Train StationGrantchester
Meadows

The Fitzwilliam
Museum

Anglia Ruskin
University

Gra�on Shopp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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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ng’s College

22 miles
South

劍
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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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世界最悠久、最卓越的大學城之一，追隨古代偉大作家、科學家、政治家的步伐粉色系的海灘小屋，碼頭上的童趣遊樂場，熱騰騰的薯條 —— 經典英式風情濱海小鎮，等您用心體驗

分校特色
• Kaplan 在英國規模最大的分校，上課地點位於一棟

寬敞新穎的大樓內，搭乘公車 5 分鐘即可抵達海灘與
市中心

• 私人花園與大型交誼廳，學生安心休憩的好所在
• 柏恩茅斯是一處活力充沛的大學城，夜生活精彩動

人，餐廳、雞尾酒吧、夜店、喜劇俱樂部包羅萬象

學生國籍比例前五名
19% 沙烏地阿拉伯, 11% 義大利, 10% 土耳其   
7% 中國, 5% 南韓  

開設課程
英語課程
• 一般英語課程
• 半密集英語課程
• 密集英語課程
• 學年英語課程
• 輔助商業英語課程（視需求開課）
考試／大學入學準備課程
• IELTS 考試預備課程
• 劍橋考試預備課程

分校資訊
130-136 Poole Road, Bournemouth, BH4 9EF

 kaplan.to/bournemouth 
 facebook.com/kicbournemouth

分校特色
• 位於一棟優美的愛德華時代建築內，地處寧靜的紐漢

姆區（Newnham），單車 10 分鐘內可快速抵達市中心
• 聆聽劍橋大學舉辦的演講，受益於客座講師的精彩

課程
• 在私人花園舉辦夏日烤肉活動
• 學年英語課程與學期英語課程所有學生可免費租借

單車

學生國籍比例前五名
13% 中國, 9% 沙烏地阿拉伯, 9% 義大利,   
8% 土耳其, 6% 巴西  

開設課程
英語課程
• 一般英語課程
• 半密集英語課程
• 密集英語課程
• 學年英語課程
• 學期英語課程
• 輔助商業英語課程
考試／大學入學準備課程
• IELTS 考試預備課程
• 劍橋考試預備課程

分校資訊
75 Barton Road, Cambridge, CB3 9LG

 kaplan.to/cambridge 
 facebook.com/kiccambridge



Edinburgh Castle

National Museum
of Scotland

Edinburgh
Old Town

Scottish National
Portrait

University of
Edinbur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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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ton H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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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lyr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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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irport

9 mi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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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
丁

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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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校特色
• 社交課程包含許多蘇格蘭限定的獨特體驗，例如凱利

舞（ceilidh dancing）教學、參觀威士忌酒廠、以及蘇格
蘭高地週末之旅，可於學校報名

• 開設愛丁堡藝術節課程與蘇格蘭文化選修課程
• 學生宿舍鄰近分校，全年開放，亦可直接透過 Kaplan 

申請優質寄宿家庭
• 開設校內瑜珈課程

學生國籍比例前五名
15% 義大利, 12% 中國, 11% 沙烏地阿拉伯, 
10% 西班牙, 10% 巴西 

開設課程
英語課程
• 一般英語課程
• 半密集英語課程
• 密集英語課程
• 學年英語課程
• 學期英語課程
• 輔助商業英語課程
考試／大學入學準備課程
• IELTS 考試預備課程
• 劍橋考試預備課程
•  Trinity GESE Exam Preparation  

(for closed groups)

分校資訊
9 Albyn Place, Edinburgh, EH2 4NG

 kaplan.to/edinburgh 
 facebook.com/kicedinburgh

哥德式尖塔、頂尖大學、全球最盛大藝術節之都，瀰漫思古幽情，文化底蘊深厚，涵養鼎盛學風

 

我本身是英語老師，這次入學讓我的英語能力大幅提升，也更深入認識了蘇
格蘭文化。我覺得老師們都很優秀，用心指導實用的英語進步技巧。我在這
裡的日子過得很開心，有很多開口說英語的機會，並且學會很多英語知識！

Myriam Martinez 
西班牙，就讀愛丁堡分校



World
Museum

An�eld Stadium

Liverpool
Waterfront

Albert
Dock

Liverpool Lime
Street Station

The Cavern Club

Maritime Merseyside Museum

Liverpool Cathedral
Echo Arena

分校資訊
Cotton House, Old Hall Street,  
Liverpool, L3 9TX

 kaplan.to/liverpool 
 facebook.com/kicliverpool

利物浦 30+ 課程
• 專門領域英語課程，鎖定職場主題
• 保留整層供 30+ 課程使用，接待處、學習中心與

休息區分開設置
• 專屬之社交課程，包括每週咖啡俱樂部，可在放

鬆環境中練習英語
• 每月邀請客座講師演講，深度剖析英國各種職

場與商業環境
• 30+ 課程獨立舉辦迎新活動和畢業典禮，與志同

道合夥伴共度學習之旅的起承轉合

A thriving capital of music, culture, business and sport, home to The Beatles and rich maritime history

利
物

浦

開設 30+ 課程欣欣向榮的音樂、文化、體育之都，披頭四的故鄉，輝煌航海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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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校特色
• 商業英語為本校招牌課程 ── 來到位於利物浦市中

心商業區的分校，修習密集商業英語課程，完全沉浸
商業環境

• 交通便利，徒步 2 分鐘可達 Moorfields 地鐵站，10 分
鐘抵達本校最新宿舍

• 鄰近披頭四首次演出的場所 ── 洞穴俱樂部
（Cavern Club）

• 利物浦名勝碼頭頂（Pier Head）已列入世界文化遺
產，本校徒步 5 分鐘即可抵達

• 定期安排知名的安菲爾德球場（Anfield stadium）之
旅，此為利物浦足球俱樂部的主場

• 利物浦生活費低廉，是預算有限學生的平價選擇

開設課程
英語課程
• 一般英語課程
• 半密集英語課程
• 密集英語課程
• 學年英語課程
• 學期英語課程
• 輔助商業英語課程
• 密集商業英語課程
考試／大學入學準備課程
• IELTS 考試預備課程
• 劍橋考試預備課程
其他課程
• 40 歲以上人士英語課程

學生國籍比例前五名
20% 沙烏地阿拉伯, 11% 義大利, 9% 中國,   
8% 阿曼, 7% 科威特  



分校特色
• 開設套裝社交課程，包括免費遊賞空中花園、參訪科

學博物館和自然史博物館、西區劇院精湛音樂劇優待
票、歐洲各大城市週末之旅

• 開學首日舉辦倫敦步行遊覽，適應環境兼欣賞美景
• 徒步可達倫敦名勝科芬園，步行 2 分鐘來到大英博

物館
• 每週安排酒吧之夜，60 餘國學生在此聚會交流

學生國籍比例前五名
15% 中國, 12% 義大利, 10% 土耳其,   
9% 南韓, 9% 法國 

開設課程 
英語課程
• 一般英語課程
• 半密集英語課程
• 密集英語課程
• 學年英語課程
• 學期英語課程
• 輔助商業英語課程
• 密集商業英語課程
考試／大學入學準備課程
• IELTS 考試預備課程
• 劍橋考試預備課程

Hyde
Park Buckingham

Palace

Trafalgar
Square

Theatreland

Piccaddily Circus

The British
Museum

Soho

London Eye

Oxford Circus

Madame Tussauds
London

London Heathrow
Airport

19 miles
West

倫敦柯芬園 30+ 課程
• 專門領域英語課程，鎖定職場主題
• 30+ 課程有專屬上課區域
• 擅長職場或學術導向課程，針對工程英語、醫學

英語或法律英語等主題，開設一對一密集課程
• 經常舉辦聯誼交流及精采演說，由傑出客座講

師深度剖析英國各種職場與商業環境
• 專為 30+ 課程學生打造社交課程，包括酒吧之

夜、藝廊與博物館參訪、遊輪之旅等

分校資訊
3-4 Southampton Place  
London, WC1A 2DA 

 kaplan.to/coventgarden 
 facebook.com/kiclondoncolleges

倫敦，不同凡響，無與倫比：深度文化，悠久歷史，每條街都蘊藏不一樣的故事

倫
敦

開設 30+ 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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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chester 
United F.C.

Royal Exchange
Theatre

Manchester
Art Gallery

Museum of
Science and

Industry

Manchester 
City F.C.

National Football
Museum

John Ryland’s
Library

Palace Theatre

University of
Manchester

分校特色
• 位於曼徹斯特市中心最熱鬧的北區（Northern 

Quarter），是藝術家、DJ、獨立樂團最常出沒的集散地
• 徒步可達最靠近本校的公車站 —— 更好康的是，可以

免費搭乘運行市中心的公車！
• 推出優秀學長姐指導計畫，協助學生建立領導技能
• 定期安排曼城（Manchester City）與曼聯

（Manchester United）兩大足球勁隊的主場之旅：老
特拉福球場（Old Trafford）與伊蒂哈德球場（Etihad 
stadium）

學生國籍比例前五名
44% 沙烏地阿拉伯, 10% 科威特, 8% 中國,  
6% 阿曼, 3% 巴西 

開設課程
• 一般英語課程
• 半密集英語課程
• 密集英語課程
• 學年英語課程
• 學期英語課程
• 輔助商業英語課程（視需求開課）
考試／大學入學準備課程
• IELTS 考試預備課程
• OET職業英語考試預備課程
• 聖三一口語等級考試預備課程（面向特定
• 學習團體）

分校資訊
1 Portland Street, 6th Floor,  
Manchester, M1 3BE 

 kaplan.to/manchester 
 facebook.com/kiemanchester

曼
徹

斯
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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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懷活力、創意和榮耀，曼徹斯特以其青春洋溢的學生氣息和飛快成長的美食風景，迎接眾人蒞臨

 

曼徹斯特，我的愛！城市不會太大，也不會太小，生活所需一應俱全，人們也
都相當親切和善。

Serap Arisal 
土耳其，就讀曼徹斯特分校



Ashmolean
Museum University

of Oxford

Christ Church
Meadow

Oxford University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O2 Academy Oxford
Cowley Road cafes, bars and shops

Oxford Castle
Bodleian Library

Princess Pier and 
harbourside marina
shopping

Torre Abbey &
Riviera Sports Centre

Kents Cavern
Prehistoric Caves

Oddicombe Beach

Torquay Museum
Central Cinema

AMF Bowling Centre

Fleet Walk
shopping centre

Torqu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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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rre Abbey
Sands

Union Street cafes,
bars and shops

Lymington Road Coach Station

風景如畫的濱海小鎮，散發英國海濱耀眼魅力，瀰漫濃厚地中海風情

分校特色
• 校園所在地景致優美，擁有一處私人游泳池、一間咖

啡館、以及一座設於露臺花園的觀景台
• 步行 5 分鐘即可抵達市中心
• 托奇有「英國里維耶拉」（English Riviera）之美名，是

聯合國地質公園的一員，融合地理之奇與自然之美，
近處開闢永續有機農場並舉辦環保響應活動

學生國籍比例前五名
21% 沙烏地阿拉伯,16% 義大利, 11% 俄羅斯,   
7% 法國, 7% 西班牙 

開設課程
英語課程 
• 一般英語課程
• 半密集英語課程
• 密集英語課程
• 學年英語課程
• 學期英語課程
• 輔助商業英語課程（視需求開課）
考試／大學入學準備課程
• IELTS 考試預備課程
• OET職業英語考試預備課程
• 聖三一口語等級考試預備課程（面向特

定 學習團體）

分校資訊
30 Ash Hill Road 
Torquay, TQ1 3HZ

 kaplan.to/torquay 
 facebook.com/kictorquay

托
奇

牛
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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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校特色
• 坐落於典雅的薩默敦區（Summertown），上課地點

位在一棟偌大的愛德華時期建築，步行可快速抵達港
口綠地（Port Meadow），公車或單車 5 分鐘可達牛津
市中心

• 設有一間現代風格的咖啡館，提供冷熱餐點，包括素
食與清真飲食選項

• 擁有廣大的私人花園，適合夏日烤肉活動、社交聯誼
和戶外運動

• 週末安排城市之旅，例如巴黎、阿姆斯特丹、愛丁堡

學生國籍比例前五名
16% 義大利, 11% 中國, 11% 沙烏地阿拉伯,   
8% 南韓, 6% 土耳其  

開設課程
英語課程
• 一般英語課程
• 半密集英語課程
• 密集英語課程
• 學年英語課程
• 學期英語課程
考試／大學入學準備課程
• IELTS 考試預備課程
• 聖三一口語等級考試預備課程（面向特

定 學習團體）

分校資訊
108 Banbury Road, Oxford, OX2 6JU

 kaplan.to/oxford 
 facebook.com/kieoxford

古樸典雅圖書館，哥德式幽靜迴廊，中世紀學院，城市籠罩魔幻色彩，數世紀以來持續孕育偉大心靈



都
柏

林

Guinness
Storehouse Dublin Castle

Trinity
College

Dublin
Business
School

St Patrick’s
Cathedral

National Gallery of Ireland

St Stephen’s
Green

Iveagh
Gardens

The Spire

Dublin City Gallery

The Brazen Head

Jameson
Distill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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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校特色
• 位於都柏林熱鬧的聖殿酒吧區（Temple Bar），文化與

夜生活的核心地帶，交通四通八達
• 上課地點是一棟 19 世紀建築，矗立利菲河（River 

Liffey）河畔，徒步 20 分鐘內可達全年開放的學生宿舍
• 定期安排愛爾蘭週遊行程，飽覽愛爾蘭壯麗風光，包

括莫赫懸崖（Cliffs of Moher）和威克洛山脈（Wicklow 
Mountains）等名勝，以及如詩如畫的霍斯（Howth）
小鎮

學生國籍比例前五名
18% 義大利, 15% 土耳其, 15% 巴西, 9% 西班牙, 8% 法國  

開設課程
英語課程
• 一般英語課程
• 半密集英語課程
• 密集英語課程
• 學年英語課程

• 學期英語課程
• 輔助商業英語課程
考試／大學入學準備課程
• IELTS 考試預備課程
• 劍橋考試預備課程
• 聖三一口語等級考試預備課程（面向特

定 學習團體）
其他課程
• CELTA 教師培訓課程
• 英語專業證書培訓課程

分校資訊
The Presbytery Building,  
7 Exchange Street Lower, Temple Bar 
Dublin D08 PX27

 kaplan.to/dublin 
 facebook.com/kicdublin

濃濃人情味，摩登與傳統的交會，是都柏林最美風景 —— 一天之中暢遊古堡與亮麗科技園區

 

我想要在最優質的條件裡學習英文，而 Kaplan 在我心目中是全世界數一數
二的英語學校。Kaplan 很有名氣，所以我做了很多功課來瞭解 Kaplan 的教
學法。網路上查到的評語，讓我對 Kaplan 更有信心。現在的我，能夠更自在
地和不同人溝通對話，理解彼此差異，而且求職錄取的機會也愈來愈高。

Zaira Vasconcelos 
安哥拉，就讀都柏林分校



Sky Tower

Mount Eden

Auckland
Museum

Auckland Domain

Auckland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Rose
Gardens

Spark
Arena

Newmarket area

精選紐澳 6 處絕佳據點，氣
候宜人，兼具城市活力與悠
閒生活步調，並且各擁獨特
的自然與人文美景。

墨爾本

柏斯

阿德雷德

雪梨

布里斯本

奧克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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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世聞名帆船之都，忙碌港灣展現充沛活力，往返鄰近島嶼一日遊的帆船與遊艇絡繹不絕

分校特色
• 坐落於富有時尚魅力的新市場區（Newmarket），鄰

近南半球最大購物商場，不遠處即為奧克蘭歷史最悠
久的中央公園（Auckland Domain），是絕佳踏青所在

• 本校為通過紐西蘭資格認證局（NZQA）認證之第一等
級（Category 1）學校，上課地點位於一棟古老建築，擁
有寬廣庭院，下課時間可在此休息

• 徒步可達當地交通站點，長期課程學生（16 週以上）
可享公車票價優惠

• Kaplan 奧克蘭分校是紐西蘭英語協會（English New 
Zealand）認證銜接課程測評（Accredited Pathways 
Assessment）的合格辦理機構。順利修畢學術英語課
程的學生，有機會於紐西蘭八所大學擇一就讀

學生國籍比例前五名
23% 日本, 18% 泰國, 14% 巴西,  
11% 韓國, 6% 沙烏地阿拉伯  

開設課程
英語課程
• 一般英語課程
• 半密集英語課程
• 密集英語課程
• 密集商業英語課程
考試／大學入學準備課程
• IELTS 考試預備課程
• 學術英語課程（認證銜接課程測評）
• 劍橋考試預備課程
• 劍橋考試考場

分校資訊
10 Titoki Street, Parnell, Auckland 1052

 kaplan.to/auckland 
 facebook.com/kieauckland

奧克蘭
阿德雷德
布里斯本
墨爾本
柏斯
雪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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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校特色
• 購物區藍道購物中心（Rundle Mall）步行 1 分鐘，鐵

道、公車、電車站點亦徒步可達，包括免費的市區環狀
（City Loop）與連通（Connector）公車路線

• 植物園、博物館區、中央市場和中國城皆在步程 15 
分鐘內

• 阿德雷德風光明媚，活動多采多姿 —— 海灘、葡萄酒
產區、青山、都會夜生活、富有文化歷史色彩

• 輕鬆轉入阿德雷德大學（University of Adelaide）及眾
多大學院校，並以 Kaplan 證書取代劍橋或 IELTS 證書

學生國籍比例前五名
27% 巴西, 11% 日本, 11% 哥倫比亞, 
9% 沙烏地阿拉伯, 8% 中國

開設課程
英語課程
• 一般英語課程
• 密集英語課程
考試／大學入學準備課程
• IELTS 考試預備課程
• 學術英語課程

分校資訊
Level 9, 68 Grenfell St, Adelaide SA 5000

 kaplan.to/adelaide 
 facebook.com/kieadelaide

分校特色
• 位於市中心，步行 5 分鐘可達中央車站，公車或渡輪 

15 分鐘可前往眾多知名景點
• 上課地點位於寬敞嶄新的校園內，有 2 間多媒體教

室和 50 部電腦可供學生使用，並設有交誼廳、庭院及
戶外咖啡館

• 與 Kaplan 布里斯本商學院共用校區，學生可於課程
期間參與商學院研討會，甚至有機會晉級就讀商學
院課程

• 休閒、文化和體育活動豐富迷人，從參訪野生動物保
護區到欣賞藝廊名家作品，動靜皆宜

學生國籍比例前五名
19% 日本, 14% 泰國, 13% 南韓,   
7% 巴西, 6% 沙烏地阿拉伯  

開設課程
英語課程
• 一般英語課程
• 密集英語課程
考試／大學入學準備課程
• IELTS 考試預備課程
• 學術英語課程

分校資訊
Ground Level, 369 Ann Street 
Brisbane, QLD 4000

 kaplan.to/brisbane 
 facebook.com/kiebrisbane

終年藍天白雲，居民親切友善，創意源源不絕 —— 布里斯本，通往黃金海岸的門戶坐擁布滿林地、草原、花園的大片綠地，阿德雷德宛如蓋在公園裡的一座城市，愜意自在，安心舒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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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西南方偏遠海角，藏身一處悠閒舒適的城市綠洲，竄升成為澳洲熱門景點

分校特色
• 位於優雅時髦的西柏斯（West Perth）區，搭乘免費公

車 10 分鐘進入市中心，步行可快速抵達全世界最大
的內城區公園 ── 國王公園（King’s Park）

• 升學選擇包括梅鐸技術學院（Murdoch Institute of 
Technology）和多所高等教育機構

• 與 Kaplan 商學院共用校區，並開設可晉級商學院課
程的銜接課程

• 柏斯擁有幾處澳洲絕美海灘，從市中心驅車 25 分鐘，
印度洋湛藍海水隨即映入眼前

學生國籍比例前五名
25% 巴西, 17% 哥倫比亞, 14% 日本,   
5% 南韓, 5% 泰國  

開設課程
英語課程
• 一般英語課程
• 密集英語課程
考試／大學入學準備課程
• IELTS 考試預備課程
• 學術英語課程

分校資訊
1325 Hay Street 
West Perth, WA 6005

 kaplan.to/perth 
 facebook.com/kieperth

柏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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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校特色
• 輕軌電車 10 分鐘可達墨爾本市中心， 此段路線皆可

免費搭乘；本校附近為熱鬧的濱海港區（Docklands）
• 與阿德雷德大學和 Kaplan 墨爾本商學院共用校區，

英語課程學生有機會晉級就讀商學院課程
• 定期安排大洋路（Great Ocean Road）無敵美景之旅，

以及菲利浦島（Philip Island）行程，島上住著全世界
體型最小的神仙企鵝

• 墨爾本政府大力協助國際學生，住宿、社交、財務和法
律諮詢等各方面無不提供周到服務

學生國籍比例前五名
14% 泰國, 13% 日本, 12% 哥倫比亞, 
9% 沙烏地阿拉伯, 8% 巴西  

開設課程
英語課程
• 一般英語課程
• 密集英語課程
考試／大學入學準備課程
• IELTS 考試預備課程
• 學術英語課程

分校資訊
Level 5, 370 Docklands Drive  
Dockland, VIC 3008

  kaplan.to/melbourne 
  facebook.com/kiemelbourne 

朝氣蓬勃，文化多元，體育、藝術和戲劇熱情昂揚，咖啡文化精彩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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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校特色
• 位於雪梨市中心，步行 15 分鐘可達皇家植物園

（Royal Botanic Gardens）及雪梨歌劇院，搭乘公車
可快速抵達知名景點邦迪海灘

• 學校設施包括大型的學生活動中心、圖書館、交誼廳，
以及位於 4 樓寬敞露臺、可俯瞰市容的烤肉地點

• 雪梨是多元族群的大熔爐，多種活動節慶連番上陣，
突顯文化意識。城內有各種國際社區，包括小義大利、
小葡萄牙、中國城、泰國城、小越南（Cabramatta）和
韓國區

• 擁有 850 多座國家公園和保護區，深度領略新南
威爾斯州自然奇趣 —— 南岬公園（Sydney Harbor 
National Park）、藍山（Blue Mountains）、皇家國家公
園（Royal National Park）等您造訪

學生國籍比例前五名
22% 巴西, 9% 日本, 8% 哥倫比亞   
9% 南韓, 5% 泰國

開設課程
英語課程
• 一般英語課程
• 密集英語課程
考試／大學入學準備課程
• IELTS 考試預備課程
• 學術英語課程

分校資訊
98-104 Goulburn Street, Sydney, NSW 2000

 kaplan.to/sydney 
 facebook.com/kiesydney

五光十色的城市生活，閃亮迷人的黃金沙灘，隨和溫暖的澳洲情調，匯聚此處活力港都

 

Kaplan 老師們親切和善，樂於助人，對學生關懷備至，期許學生順利實現英
語進步的目標。老師始終希望學生可以樂在學習，用心研發卓越教學法，以
英語進行許多遊戲，並討論有趣話題。

Petra Sikulova 
捷克，就讀雪梨分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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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Alpadia（Kaplan 大家庭一員）語
言學校學習法語和德語，探索法國、
德國和瑞士無與倫比的自然美景，感
受豐富的歷史和文化多樣性。Alpadia 
四所分校任選其一，啟程歐陸之旅，
親睹綿延群山，飽覽森林美景，參觀
世界級博物館、別具特色的畫廊和設
計前衛大膽的建築。

法國

德國

瑞士里昂

蒙特勒

柏林

佛萊堡

法國

德國

學習法語和德語

 87瑞士

蘇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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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ity of lights is sophisticated and historic, with excellent museums, a dynamic cultural life and 
fantastic shopping 

ALPADIA 
Ly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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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校特色
• 上課地點為市中心一棟 19 世紀美侖美奐建築，可俯

瞰隆河 (Rhône) 勝景
• 里昂最大廣場近在咫尺，放學後不妨至鄰近咖啡館和

餐廳從容品嘗美食
• 可直通里昂最佳徒步購物區
• 地鐵站與公車站步程 5 分鐘內
• 挑高教室採光明亮，寬敞通風

學生國籍比例前五名
26% 瑞士, 12% 哥倫比亞, 7% 美國 
7% 義大利, 6% 西班牙

開設課程
法語課程
• 一般法語課程
• 密集法語課程
• 超密集法語課程
• 二合一法語課程（5）
• 二合一法語課程（10）
• 法語課程＋工作／實習
• 法語課程＋志工體驗
考試／大學入學準備課程
• DELF/DALF 法語考試預備課程
• TCF 法語考試預備課程
• 升學銜接課程 

分校資訊
Quai Jules Courmont 6  
69002 Lyon, France

燈光節舉世聞名，富含歷史人文氣息，博物館水準一流，文化活力蓬勃，購物體驗怦然心動

 

里昂有好多活動，晚上我也會找學校朋友出門體驗城市迷人的夜生活。我住
在寄宿家庭，我覺得寄宿家庭是練習法語的最佳住宿選擇。課程十分有趣實
用，老師學識淵博，而且最重要的是，我認識了許多來自世界各地的同學。

Alice Pignacca 
義大利，就讀 Alpadia 里昂分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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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森林的故鄉，德國日照最充足的城鎮，自然奇景教人嘆為觀止都會創意十足，歷史韻味滿盈，文化多元豐沛，時尚前衛的德國首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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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PADIA 
Berlin

分校特色
• 位於熱鬧的舍恩貝格區（Schöneberg），附近咖啡館、

酒吧和餐廳林立，毗鄰眾多知名景點
• 設有會議室、電腦室和寬敞交誼廳，課間可在此暫歇

和購買茶點
• 活動豐富多樣，例如參訪博物館和露天電影院之旅
• 交通便利，學校徒步 2 分鐘可達地鐵站和公車站

學生國籍比例前五名
33% 瑞士, 22% 敘利亞, 9% 義大利 
4% 南韓, 4% 西班牙

開設課程
德語課程
• 一般德語課程
• 密集德語課程
• 超密集德語課程
• 二合一德語課程（5）
• 二合一德語課程（10）
• 德語課程＋工作／實習
• 德語課程＋志工體驗
考試／大學入學準備課程
• Goethe Zertifikat 德語考試預備課程
• TELC Deutsch 德語考試預備課程
• TestDaF 德語考試預備課程
• 升學銜接課程 
• 職業銜接課程

B2 升級保證：學生只要按部就班遵循 Alpadia 
為您量身打造的學習計畫，Alpadia 即可保
證學生升級 B2。若學生未能於約定課程期間
達到 B2 程度，Alpadia 將免費提供最多四週
的團體課程之補課。詳情請洽詢 Alpadia合作
顧問。

分校資訊
Haupstraße 23/24, 10827  
Berlin, Germany

ALPADIA 
Freiburg

分校特色
• 位於大學城熱鬧地帶，上課地點是一棟新古典主義

的雅緻屋宇
• 鄰近大學、商店和古蹟區，哥德式教堂奪目耀眼
• 設有自助餐廳、優美花園和寬敞露臺
• 單車友善城市，佛萊堡單車路網長達 400 餘公里
• 安排蘇黎世和史特拉斯堡之旅，造訪鄰國瑞士和法國

學生國籍比例前五名
41% 瑞士, 11% 美國, 10% 敘利亞, 
9% 義大利, 4% 日本

開設課程
德語課程
• 一般德語課程
• 密集德語課程
• 超密集德語課程
• 二合一德語課程（5）
• 二合一德語課程（10）
• 德語課程＋工作／實習
• 德語課程＋志工體驗
考試／大學入學準備課程
• TELC Deutsch 德語考試預備課程
• 升學銜接課程 
• 職業銜接課程

分校資訊
 Werthmannstrasse 18, 79098 Freiburg,
Germ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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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最酷的城巿素有「瑞士里維耶拉」（Swiss Riviera）之稱的璀璨明珠 —— 風光明媚的湖畔度假勝地，山岳活動者首選

ALPADIA 
Montreux

分校特色
• 坐落瑞士法語區熱門景點日內瓦湖湖畔，湖光山色

美不勝收
• 交通便利，大眾運輸站點步程 5 分鐘內
• 學校設施精良，包括自助餐廳、用具齊備的廚房、舒適

宜人的戶外露台，可與友伴在此放鬆休息
• 鄰近全球大型滑雪勝地太陽門（Les Portes du Soleil）

，冬季休閒理想去處
• 學校小而美，相當適合偏好寧靜學習環境的學生

學生國籍比例前五名
75% 瑞士, 5% 俄羅斯, 3% 哥倫比亞,  
2% 西班牙, 2% 墨西哥

開設課程
法語課程
• 一般法語課程
• 密集法語課程
• 超密集法語課程
• 二合一法語課程（5）
• 二合一法語課程（10）
• 法語課程＋工作／實習
• 法語課程＋志工體驗
考試／大學入學準備課程
• DELF/DALF 法語考試預備課程
• TCF 法語考試預備課程
• 升學銜接課程 

分校資訊
Grand-Rue 42  
1820 Montreux, Switzerland

92 更多資訊請見:kaplaninternational.com 93

分校特色
• 位於知名的蘇黎世青年旅館內，在校提供校內宿舍、

語言課程
• 交通便利，距河濱僅1 5 分鐘，離巿中心及機場分別只

要20、40分鐘
• 課程含住宿的套裝價為當地最棒、最超值的首選，尤

其適合預算考量者
• 提供標準德語及瑞士德語課程

開設課程 
德國和瑞士德語課程
• 一般德語(瑞士)課程
• 密集德語(瑞士)課程
• 超密集德語(瑞士)課程
•  二合一德語(瑞士)課程（5）
•  二合一德語(瑞士)課程（10）
• 德語(瑞士)課程＋工作／實習
• 德語(瑞士)課程＋志工體驗
考試／大學入學準備課程
• TestDaF德語考試預備課程
• TELC Deutsch 德語考試預備課程
• Goethe Zertifikat 德語考試預備課程
• 升學銜接課程 
• 職業銜接課程

分校資訊
 Zurich Youth Hostel, Alpadia Campsus,
Mutschellenstrasse 114, 8038 Zürich

ALPADIA 
Zuri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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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課程
KAPLAN 歐美分校開設青少年課程，出國遊學樂開懷
Kaplan 為 8-17 歲學生開辦沉浸式英語課程，優質教育結合戶外探險，各國學生齊聚一
堂，激迸學習火花。英語課程開設於英國、瑞士、德國、美國、加拿大分校，德語或法語課
程開設於法國、瑞士、德國分校。

課程趣味無窮
年輕學生留下畢生難忘的海外學習經驗，帶著
提升的外語能力和歡樂的生活回憶，自信歸國。
精彩可期的郊遊和趣味十足的課外活動，不僅
僅是附加課程，更是語言學習過程中不可或缺
的重點項目。

老師會根據當天活動行程準備相應教材，讓學
生在探索新景點並發掘新鮮事物的同時，也能
活用新習得的語言技能。與寄宿家庭同住的學
生，則有許多機會演練課堂所學語言。

專題式學習
課程專為青少年學子精心設計，內容活潑有趣，
文法、聽力、閱讀、書寫練習面面俱到。製作校
刊，籌備時裝秀，拍攝並剪輯個人短片 —— 這
些都是語言學習課程的一部分。和同學腦力激
盪完成專題的過程中，您將會激發創造力、鍛
鍊領導力和加強時間管理能力，同時提升對話
流暢度。

安心食宿
Kaplan 為學生宿舍制定嚴格的安全守則，舍監
全天候待命。和善親切的寄宿家庭經過海選報
名，再由 Kaplan 根據其接待國際青年學子的經
驗嚴加審核，合格者方可脫穎而出。Kaplan 亦
設有 24 小時緊急專線，任何疑難雜症皆可電
洽諮詢。

餐點一律由寄宿家庭或學生宿舍供應，各種飲
食限制皆已納入考量。

英國、美國、加拿大 
（僅開設英語課程）

倫敦市
坐落在倫敦大學金匠學院內，配備一流的
設施

布萊頓
上課地點是一棟華美的維多利亞式建築，
矗立懸崖之巔，無敵海景盡收眼前

巴斯 
地處經典英式城鎮心臟地帶，在古色古香
建築開展學習體驗 
 
倫敦 - 薩里 
位於吉爾福德小鎮，歷史與蓬勃朝氣在此
碰撞，距離倫敦40分鐘車程

托奇
號稱「英國里維耶拉」」的濱海小鎮，美景醉
人，學校設有游泳池和戶外露臺

多倫多
藏身於布洛克大學（Brock University）的
寧靜青翠校園，數分鐘可達尼加拉瀑布

洛杉磯惠特
位於加利福尼亞大學校園，可享受校內便
捷設施

 
法國 
 
巴黎-伊尼（僅開設法語課程）
5 公頃廣大校地，距離巴黎市中心車程 40 
分鐘

巴黎 - 帕西 （開設法語/英語課程）
綠意盎然的校區距離巴黎市中心45分鐘
車程

比亞里茨（僅開設法語課程）
典雅巴斯克城鎮，臨海近山

尼斯（僅開設法語課程）
與海灘僅相距 650 公尺，帕隆漫步大道

（Promenade du Paillon）美景在前 

瑞士
英格堡（開設德語／英語課程）
上課地點位於一棟 12 世紀的本篤會修道
院，整修後煥然一新

萊森（開設德語／英語課程）
阿爾卑斯山度假勝地，學校設有現代化設
施，包括室內游泳池

蒙特勒（僅開設法語課程）
徒步可達迷人的日內瓦湖畔步道 

 
德國
柏林-萬湖（僅開設德語課程）
位於平靜的格魯訥瓦爾德區（Grunewald）

，柏林市中心 30 分鐘車程

柏林-韋爾貝林湖（僅開設德語課程）
坐落韋爾貝林湖岸，蒼翠森林相伴

佛萊堡（僅開設德語課程）
處於森林邊陲地帶，市中心車程 20 分鐘

法蘭克福-拉恩塔爾（開設德語／英語
課程）
位於拉恩谷（Lahn Valley）上游處，上課地
點是一棟典型中世紀建築

夏令營地點
夏令營課程內容包羅萬象，安排了豐富精彩的活動和郊遊。妙趣橫生的的語言課程，形
形色色的體育、購物、賞景等活動，充實您的每一天，而且仍保有閒暇讓您休息充電，與
營隊好友共度美好時光。

每週活動範例：
• 奧爾頓塔（基爾）

• 好萊塢風光（洛杉磯—西木區）

• 巴黎迪士尼樂園（巴黎-伊尼）

• 水上樂園（蒙特勒、萊森）

• 查理檢查哨（柏林—韋爾貝林湖）

更多青少年課程資訊請見： kaplaninternational.com/junior-language-cour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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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PLAN 與 ALPADIA 設施及服務KAPLAN 與 ALPADIA 課程概覽

 150 名學生以下
 150–300 名學生
 300 名學生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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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梨與柏斯亦有 IELTS 考試預備課程之夜間課程。Kaplan 全年度可為特定團體開設教師培訓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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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住宿：住宿服務提供者詳細資訊請洽詢 Kaplan 合作代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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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的 Kaplan 國際英
語學校已獲得  ACCET 
(AccreditingCouncil for 
Continuing Education and 
Training) 的認證。

加州：此院校是一所已獲加 州
教育局私立高等教育部門 批
准營運的私人院校。獲准 營運
即代表此院校已符合加 州私
立高等教育條例 2009 法案（
已修正）及加州法規 第 5 章第 
7.5 條的標準。

紐約：已領有紐約州政府及 紐
約州教育局的牌照。
Kaplan 國際院校是 NAFSA 
Association of International 
Educators and TESOL 
(Teachers of English 
to Speakers of Other 
Languages) 的會員。

加拿大的 Kaplan 國際英語 學
校是 Languages Canada 的
認證會員，並獲指定委任 為國
際學生計劃  (ISP)。

Kaplan 國際英語學校的
溫 哥華分校已獲得 PCTIA 
的 認可和卑斯省教育品質
保 證局 (Education Quality 
Assurance) 的委任。

紐西蘭的 Kaplan 國際英語學
校已全面獲得 NZQA 的認證。

紐西蘭的  Kaplan 國際英語學
校是 English NZ 的會員。

澳洲的 Kaplan 國際英語學 校
是 English Australia 的會員。

澳洲的 Kaplan 國際英語 
學校已獲得 National ELT 
Accreditation Scheme 
(NEAS)的品質認證。

本手冊中的英國 Kaplan 
International 英語學校已獲 
得英國文化委員會的認可。

本手冊中的英國  Kaplan 
International  英語學校是 
ENGLISH UK 的會員。

Kaplan International Dublin 
是 MEI 的成員並受到了 愛
爾蘭品質與資格認證機 構
ACELS 在英語語言教學 (ELT) 
方面的認可。

認證及會員資格

加拿大 愛爾蘭

澳洲紐西蘭

美國 英國

Kaplan 擁有 80 餘年的教學
經驗，是語言教學界的領導機
構。Kaplan 所有分校已通過合
格認證機構之審查，證明了頂
尖的學術標準及營運各方面的
高水準服務。

無論您選擇何處分校，在 課堂
內外，Kaplan必定為 您獻上無
與倫比的優質學習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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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plan 的 Alpadia 法語和德
語課程

Kaplan 英語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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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introduction to the Eaquals logo

The Eaquals logo is designed to reflect the values of the organisation. Its recognisable
symbol; legible, bespoke typestyle; and strong colours aim to create a clear brand in the
worldwide language education marketplace.

The Eaquals logo is derived from the organisation’s
original logo, which utilised the ring of yellow stars
within the EU flag to reflect its earlier links with
language teaching in Europe. The new logo develops
that heritage to present a more unique, focused image.

The Eaquals logo retains the blue and yellow of the EU
flag, to provide continuity with its heritage, but instead
of the ring of stars, it focuses on a single ‘gold’ star - a
recognised symbol of reward around the world. The
gold star is central to the Eaquals brand and you will
see it used in isolation within Eaquals publications.

The logo uses a modern, bespoke, hand-drawn
typestyle for the name. This is in lower case characters,
apart from the initial capital ‘E’, to make it clear and
legible to stakeholders from different language
traditions. This clear presentation is designed to make
it easier for students to know what to enter into a
search engine, as well as to indicate how the name
should be spoken: ‘equals’ not E-A-Q-U-A-L-S.

The strapline - Excellence in Language Education - is
retained from the previous logo and its sentiment is
enhanced by the single gold st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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