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为家长，您是否有送
孩子出国留学的想法？ 

 作为学生，你是否想要
走出国门勇闯世界？ 

 怀抱着出国的热忱但是
又担心不能够适应？ 

  

 “ELITE”团队深入多伦多地区私

立学校，为国际留学生挑选顶级教育团队，

在新一学年到来之前，可以亲自感受北美

教育文化。 

 2018年1月29号，多伦多中央公学全

真课堂体验班全面开启。每日5小时的英

文教学，全天候的英文环境，为期两周的

北美文化氛围。足够让你感受到多元文化

城市的热情和开放式教育的优势。 

项目简介 

 为期两周的全真课堂体验班，让传

统教育环境中成长的青少年们焕然一新。

中央中学的语言课程，打破传统，开展课

堂课外双重体验。 

 “In-class learning”指老师教学安

省ESL语言课本，通过阅读、听力、口语

三方面进行词汇量的扩充；“On-site 

learning”指老师会带领学生们走出学校，

到公交枢纽、超市商场、公共图书馆进行

实地的学习和运用。 

 作为剑桥雅思和托福官方指定考点

之一的中央中学，会在两周的语言课程结

束后对冬令营适龄成员进行雅思模拟考试。

任职老师同时也是雅思口语考官，会对学

生进行专业的考核打分。这对于有出国留

学意向，或是即将备战雅思的学生们是非

常有帮助的。 

 参与全真课堂体验班的同学们还可

以参加周末的短途旅行。学校会不定期的

组织学生们到世界著名的尼亚加拉大瀑布、

安大略湖、皇家博物馆等地方进行参观。 

多伦多中央公学 

  多伦多，安大略省 

开营日：January 29, 2018 

回归日：February 12, 2018 

“ELITE” 能为您提供什么？ 

- 我们拥有资深的移民顾问                     

签证服务一条龙 

- 我们拥有大量的学校资源                     

后续学业辅导一条龙 

- 我们拥有多样化的留学移民服务         

加拿大留学移民生活服务一条龙 

我们的网址： 

https://fkexin.wixsite.com/website 

    微信扫一扫： 

2018学年年 
精品私校全真课堂体验



时段 活动安排

周⼀一          Day 1 8:00-9:00 早餐，步⾏行行/乘坐交通⼯工具去学校
9:00-12:00 夏令营开营仪式，了了解夏令营安排

进⼊入多伦多中央中学ESL课堂
ESL主题英⽂文课程，认识新朋友，熟悉了了解ESL⽼老老师

12:00-13:00 午餐，熟悉校园周边环境

13:00-15:00 ESL主题英⽂文课程
完成ESL⽼老老师布置的家庭作业，进⾏行行当⽇日知识答疑

15:00-17:00 运动时间，健身房/付费健身项⽬目
17:00-18:30 晚餐，步⾏行行/乘坐交通⼯工具回到宿舍
18:30-22:00 ⾃自由活动，与国内家⻓长视频通话

应学⽣生要求，辅导员会带领学⽣生进⾏行行⽣生活⽤用品采购

周⼆二         Day 2 8:00-9:00 早餐，步⾏行行/乘坐交通⼯工具去学校
9:00-12:00 课前⾃自修时间，要求学⽣生们将今天计划要做的事情记录在⽇日程本上。

进⼊入多伦多中央中学ESL课堂
ESL主题英⽂文课程

12:00-13:00 午餐

13:00-15:00 ESL 主题英⽂文课程实践
15:00-17:00 运动时间，健身房/付费健身项⽬目
17:00-18:30 晚餐，步⾏行行/乘坐交通⼯工具回到宿舍
18:30-22:00 ⾃自由活动，与国内家⻓长视频通话

应学⽣生要求，辅导员会带领学⽣生进⾏行行⽣生活⽤用品采购

周三         Day 3 8:00-9:00 早餐，步⾏行行/乘坐交通⼯工具去学校
9:00-12:00 课前⾃自修时间，要求学⽣生们将今天计划要做的事情记录在⽇日程本上。

进⼊入多伦多中央中学ESL课堂
ESL主题英⽂文课程

12:00-13:00 午餐

13:00-19:30 ESL 主题英⽂文课程实践

乘⻋车前往游览 Ontario Science Centre 安省科学馆                            
多伦多⼀一座充满魅⼒力力的城市，在多伦多⾃自然科学馆中你可以借助迷你天
象仪探寻宇宙的秘密，乘坐模拟雪橇进⼊入⽯石灰岩洞洞探险，体验多伦多的
⻛风情。⾃自然科学馆内有⼗十个展厅，包括太空、体育以及地球科学等，在
这⾥里里可以借助迷你天象仪探寻宇宙的秘密，乘坐模拟雪橇进⼊入⽯石灰岩洞洞
探险，或是体验静电让⼈人怒怒发冲冠的感受。在球幕⽴立体影院OMNIMAX
还可以体验宇宙探索之旅。这⾥里里有多达600项互动式展览和演示给⼈人留留
下深刻的印象。场馆内的各种活动要求学⽣生们对于课程内的语⾔言学习进
⾏行行实践；数⼗十个休息进餐区域，学⽣生可⾃自⾏行行⽤用餐。

19:30-22:00 ⾃自由活动，与国内家⻓长视频通话

应学⽣生要求，辅导员会带领学⽣生进⾏行行⽣生活⽤用品采购

周四         Day 4 8:00-9:00 早餐，步⾏行行/乘坐交通⼯工具去学校
9:00-12:00 课前⾃自修时间，要求学⽣生们将周三的活动记录下来。

进⼊入多伦多中央中学ESL课堂
ESL主题英⽂文课程

12:00-13:00 午餐

13:00-15:00 ESL 主题英⽂文课程实践

15:00-17:00 运动时间，健身房/付费健身项⽬目 部分学⽣生参加IELTS雅思写作指导，为
周五的雅思测评做准备。

17:00-18:30 晚餐，步⾏行行/乘坐交通⼯工具回到宿舍
18:30-22:00 ⾃自由活动，与国内家⻓长视频通话

应学⽣生要求，辅导员会带领学⽣生进⾏行行⽣生活⽤用品采购

周五         Day 5 8:00-9:00 早餐，步⾏行行/乘坐交通⼯工具去学校
9:00-12:00 进⼊入多伦多中央中学ESL课堂

ESL主题英⽂文课程
12:00-13:00 午餐

13:00-17:00

学⽣生参加雅思模拟考试
雅思考试由听、说、读、写四个部分组成，时间总⻓长度为4⼩小时                    
⽆无需参加雅思考试的学⽣生进⾏行行OSSLT安省英语统考模拟    
OSSLT只有读写两部分，总时⻓长为4⼩小时

17:00-18:30 晚餐，步⾏行行/乘坐交通⼯工具回到宿舍
18:30-22:00 ⾃自由活动，与国内家⻓长视频通话

Schedule  ⽇日程安排



周六         Day 6 9:00-10:00 早餐， 准备出发前往景点

11:00-15:00

多伦多 St. Lawrence Market 圣劳伦斯市场
圣劳伦斯市场是2011 年年美国《国家地理理》评选出的世界排名第⼀一的市
场，以销售品种丰富、品质上乘的新鲜农贸产品和特⾊色⼩小吃闻名。圣劳
伦斯市场始建于1803年年，今天，这⾥里里被称为⽼老老约克镇。⽼老老约克镇的圣劳
伦斯集市近两个世纪以来就是⼀一个社区集会的地⽅方。翻新的、⾼高⾼高架起
的南集市建于1845年年，集合着50多个专业美⻝⾷食摊：奶酪酪摊、⻥鱼贩、⾁肉⻝⾷食
店、⾯面包店以及意⼤大利利⾯面⻝⾷食摊。最初的集市位于king和jarvis街⼝口，与当
时的市议会同处⼀一座⼤大楼。 学⽣生们将在市场联系询问价格、进⾏行行⻝⾷食材购
买，⼤大量量的传统美⻝⾷食等待品尝。

15:00-18:30 乘⻋车游览多伦多市中⼼心，安⼤大略略湖。并返回校区。

18:30-19:30 晚餐

19:30-20:30 准备第⼆二天的⾏行行程，查找关于尼亚加拉瀑布的资料料。

20:30-22:00 ⾃自由活动，与国内家⻓长视频通话

周⽇日         Day 7 9:00-10:00 早餐， 准备出发前往景点

10:00-13:30

加拿⼤大著名景点 尼亚加拉⼤大瀑布 (Niagara Falls) 
是世界七⼤大奇景之⼀一，位于加拿⼤大和美国交界的尼亚加拉河上。主瀑布
位于加拿⼤大境内，是瀑布的最佳观赏地。尼亚加拉河的⽔水流冲下悬崖⾄至
下游重新汇合，在不不⾜足2公⾥里里⻓长的河段⾥里里以每⼩小时35.4公⾥里里的速度跌荡
⽽而下15.8⽶米的落差，演绎出世界上最狂野的漩涡急流，经过左岸加拿⼤大
的昆斯顿、右岸美国的利利维斯顿，冲过“魔⻤鬼洞洞急流”，沿着最后的“利利维
斯顿⽀支流峡⾕谷”由⻄西向东进⼊入安⼤大略略湖。

13:30-14:30 景区午餐

14:30-15:30 尼亚加拉市游览，船游⼤大瀑布，探访尼亚加拉(Niagara)⼩小镇

15:30-18:00 途径北北美最⼤大连锁奥特莱斯之⼀一的Premium Outlet，为亲朋好友选购
伴⼿手礼

18:00-20:00 商场晚餐, 结束之后乘专⻋车回到宿舍
20:00-22:00 ⾃自由活动，与国内家⻓长视频通话

周⼀一          Day8 9:00-10:00 早餐

10:00-12:00 英⽂文学习实践，多伦多交通、重要枢纽中转站

乘坐地铁前往位于市中⼼心的多伦多⼤大学进⾏行行参观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始建于1827年年，是加拿⼤大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公⽴立学,
也是加拿⼤大最古⽼老老的⼤大学之⼀一。拥有三个校区，300类⼤大学本科专业, 32
个图书馆。最新的教学⽅方法和先进的教材，以及世界级的教学设备，多
伦多⼤大学被⻨麦考林林杂志公认为加拿⼤大综合实⼒力力第⼀一的⼤大学。

12:00-13:00 午餐，于多伦多⼤大学学⽣生⼀一起⽤用餐

13:00-17:00

多伦多游览-Royal Ontario Museum (ROM)安省皇家博物馆 
加拿⼤大最⼤大同时也是拥有最多收藏品的博物馆，它包含的项⽬目有⾃自然科
学、动物⽣生态、艺术及⼈人类学等等。这⾥里里典藏着中国本⼟土以外最丰富的
中国艺术品，还有希腊、埃及、罗⻢马等其他国家的珍贵收藏品。

17:00-19:30 乘坐公共交通回到校舍，享⽤用晚餐

19:30-22:00 ⾃自由活动，与国内家⻓长视频通话

应学⽣生要求，辅导员会带领学⽣生进⾏行行⽣生活⽤用品采购

周⼆二         Day 9 8:00-9:00 早餐，步⾏行行/乘坐交通⼯工具去学校
9:00-12:00 课前⾃自修时间，要求学⽣生们将今天计划要做的事情记录在⽇日程本上。

进⼊入多伦多中央中学ESL课堂
ESL主题英⽂文课程

12:00-13:00 午餐

13:00-16:00 ESL 课程期末课件准备(1)                                                                                     
随意选取第⼀一周的学习内容，制作幻灯⽚片和海海报。

16:00-17:00 运动时间，健身房/付费健身项⽬目
17:00-18:30 晚餐，步⾏行行/乘坐交通⼯工具回到宿舍

18:30-22:00 Cineplex电影之夜                                 
观赏英⽂文原版电影，体验⽆无中⽂文字幕球幕影院。

周三       Day 10 8:00-9:00 早餐，步⾏行行/乘坐交通⼯工具去学校

9:00-12:00 课前⾃自修时间，要求学⽣生们将今天计划要做的事情记录在⽇日程本上。

进⼊入多伦多中央中学ESL课堂
ESL主题英⽂文课程

12:00-13:00 午餐

13:00-15:00
ESL 课程期末课件准备(2)                                                                                     
随意选取第⼀一周的学习内容，制作幻灯⽚片和海海报，于结课当⽇日进⾏行行演
讲。

15:00-17:00 运动时间，健身房/付费健身项⽬目
17:00-18:30 晚餐，步⾏行行/乘坐交通⼯工具回到宿舍
18:30-22:00 ⾃自由活动，与国内家⻓长视频通话

应学⽣生要求，辅导员会带领学⽣生进⾏行行⽣生活⽤用品采购



周四         Day 11 8:00-9:00 早餐，步⾏行行/乘坐交通⼯工具去学校
9:00-12:00 课前⾃自修时间，要求学⽣生们将今天计划要做的事情记录在⽇日程本上。

进⼊入多伦多中央中学ESL课堂
ESL主题英⽂文课程

12:00-13:00 午餐

13:00-17:00

乘⻋车前往Casa Loma卡萨罗⻢马城堡    
卡萨罗⻢马城堡的意思是“⼭山丘上的家园”。这⾥里里是多伦多⾦金金融巨⼦子亨利利⽶米
尔帕拉特在1911-1914年年建造的私⼈人住宅。现为多伦多最著名的游览景
点之⼀一。

17:00-18:30 晚餐，步⾏行行/乘坐交通⼯工具回到宿舍
18:30-22:00 ⾃自由活动，与国内家⻓长视频通话

应学⽣生要求，辅导员会带领学⽣生进⾏行行⽣生活⽤用品采购

周五        Day 12 8:00-9:00 早餐，步⾏行行/乘坐交通⼯工具去学校
9:00-12:00 进⼊入多伦多中央中学ESL课堂

ESL主题英⽂文课程结课
学⽣生进⾏行行期末课件展示，并总结这两周的经历

多伦多中央中学校⻓长进⾏行行证书颁发，为期两周的全真体验课程结束。

12:00-13:00 午餐

13:00-17:00

发放雅思考试/安省语⾔言统考成绩                                                                    
驻校雅思考官⽼老老师进⾏行行1-1点评，提出学习建议并另附试题以供⽇日后练习       
中学英⽂文⽼老老师进⾏行行1-1统考点评，点出学⽣生语⾔言强弱项，提出英语学习建
议

17:00-18:30 晚餐，步⾏行行/乘坐交通⼯工具回到宿舍
18:30-22:00 ⾃自由活动，与国内家⻓长视频通话

应学⽣生要求，辅导员会带领学⽣生进⾏行行⽣生活⽤用品采购
周六         Day 13 8:00-9:00 早餐， 准备出发前往景点

9:00-12:00

CN Tower 多伦多电视塔
位于加拿⼤大安⼤大略略省多伦多的电波塔，塔⾼高553.33⽶米，现为世界上第五
⾼高的⾃自⽴立式建筑物。该塔被认为是多伦多的地标建筑。每年年吸引超过
200万⼈人次参观，并经常举办国家级慈善攀登活动。

12:00-13:00 午餐

13:00-17:00

Ripley Aquarium ⾥里里普利利⽔水族馆         
加拿⼤大新建的⽔水族馆，位于多伦多地标CN塔旁边，占地13.5万平⽅方尺。
多伦多最⼤大的⽔水族馆⾥里里⾯面有超过13500种海海洋⽣生物，包括鲨⻥鱼。展馆包
括热带⾬雨林林，五⼤大湖，⼤大⻄西洋和太平洋展馆。

17:00-18:30 晚餐，步⾏行行/乘坐交通⼯工具回到宿舍
18:30-22:00 临⾏行行前整理理⾏行行装

（应学⽣生要求，辅导员会帮助学员准备⾏行行李李）

周⽇日         Day 14 7:00-9:00 “ELITE"教育为学员们准备了了特别的早餐，准备出发去机场✈
9:00-12:00 到达⽪皮尔逊国际机场，办理理登机⼿手续，进⼊入候机室候机

12:00-18:00 ⻜飞往北北京/上海海/⼴广州/⾹香港国际航班起⻜飞，学员们踏上归乡旅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