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夏季專案： 英語語言培訓  

（http://languagescanada.ca/en/students/?programs=Academic%20English%2FUniversity%20Preparatory%20English）  

學校 持續時間 費用 詳情 地點 註冊 

CLLC 1-104 周 

（每週開課） 

$295/周 閱讀、寫作、聽力、會話、批判性思考 

每週 25 小時 

多倫多、渥太

華 （安大略

省）；哈利法

克斯 （新斯

科細亞省） 

https://mycllc.ca/apex 
/f?p=109:1:70098156295
01:::::  

國際語言學

院 

8 周 （6 月 22 日 

– 8 月 14 日） 

$300/周 + 額外

費用（請參考

網頁） 

溫哥華： 

$365 

每週 24 小時上課時間 

語言入門、實用語言技能、一切可提供

的非正式協助 

哈利法克斯 

（新斯科細亞

省）、溫哥華

（英屬倫比亞

省） 

http://ili.ca/online-
application-form-3/  
http://ili.ca/docs/Applicat
ion-form-Student-
Contract.pdf  

ELS 語言中心 4 周 （關於開始

時間的更詳細資

訊，請聯繫學

校） 

費用未列出

（聯繫學校） 

12 級別 （從初級到精通） 

每班最大規模為 15 名學生 

 

多倫多 （安

大略省）、溫

哥華（英屬哥

倫比亞省） 

http://www.elscanada.co
m/synergee/Themes/els/
Pages/System/2015_Reg
ular_Application_Fillable.
pdf  

EF 國際 2 周或更長 

（每週一開始） 

2： $1,250 

3： $1,875 

4：$2,500 

每 6 周將語言水準推進一級，具有保

證。 

擁有許多資源供您使用。 

多倫多 （安

大略省）、溫

哥華（英屬哥

倫比亞省） 

http://www.ef.com/ca/ils
/infomeetings/sign-
up/?infomeetingid=1001
2950  

SEC （在加

拿大學英

語） 

1 周或更長 

（多種開始日

期） 

4： $1,344 

8： $2,640 

（25 小時/周） 

集中關注：語法、詞彙、聽力 綜合、寫

作 技能、言語交際、閱讀 綜合、功能英

語 

多倫多 （安

大略省）、溫

哥華（英屬哥

倫比亞省） 

http://sec-
canada.com/register/regi
stration.php  

ILSC 語言學

校 

4 周 （每 4 周開

始一次） 

關於學費詳

情，請聯繫學

校 

許多不同級別可供選擇； 

關注個人目標 

多倫多 （安

大略省）、蒙

特婁（魁北克

省）、溫哥華

（英屬哥倫比

http://www.ilsc.com/con
t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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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省） 

國際語言研

究 

1-3 周 

4-11 周 

（有許多開始日

期） 

$380/周 

$370/周 

 由 25 小時/周組成的密集式課程。 

為投身商務職業或進修做準備 

多倫多 （安

大略省）、溫

哥華（英屬哥

倫比亞省） 

http://www.lsi.edu/en/sc
hools/canada/learn-
english-in-
toronto?booking=true  

卡普蘭

（Kaplan）國

際 

至少 2 周 

密集式： 26 小

時/周 

$365/周（2-11 

周） 

小班教學（最多 15 名學生）： 

普通英語 20 課、8 堂特殊技能課、7 K+ 

工具模組。 

多倫多 （安

大略省）、溫

哥華（英屬哥

倫比亞省） 

http://bookings.kaplanint
ernational.com/en/Cours
eListing.aspx  

加拿大國際

語言學校  

2 周 

（所有課程均為

4 周） 

$335/周（2-10 

周） 

這是密集式英語的（30 課/周）的報價；

亦提供動力英語（Power 英語）（38 課/

周）。 

多倫多 （安

大略省）、溫

哥華（英屬哥

倫比亞省） 

http://www.ilac.com/en-
ca/register/  

EC 英語語言 

中心 

1 周或更長 

（每週一開始） 

$285/周 （1-7 

周，蒙特婁） 

$295/周 （多倫

多、溫哥華） 

小班教學（最多 15 名學生） 

從初學到高級 

激發創意 

多倫多 （安

大略省）、蒙

特婁（魁北克

省）、溫哥華

（英屬哥倫比

亞省） 

http://www.ecenglish.co
m/en/book-course  

地球村英語

中心 

所有學習課程：

隨報隨讀 

取決於學習時

間的長度：劍

橋第一英語證

書（ Cambridge 

FCE）（9-周） 

$385 

針對具有不同需求的英語學習者提供各

種不同的課程。 

溫哥華、維多

利亞 （英屬

哥倫比亞

省）、多倫多 

（安大略

省）、卡加利

（亞伯達省） 

http://gvenglish.com/  

喬治國王國

際學院 

2 周以上 至 1 年 

（24-28 小時/

周） 

（隨報隨讀） 

4 周 （$1,686） 

8 周 （$3,102） 

7 個級別（從初學者到高級） 

靈活、定制化課程、學生獎勵與獎學

金。   

維多利亞溫哥

華、素裡 

（英屬哥倫比

亞省）、多倫

http://kgic.ca/admissions/

application-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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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安大略

省）、哈利法

克斯 （新斯

科細亞省） 

加拿大歐洲

中心 

1-3 周（基礎） 

4-7 周（基礎） 

8-11 周（基礎） 

（隨報隨讀） 

$336/周 

$306/周 

$300/周 

（+ fees） 

語法結構功能、會話指導、發音、會

話、聽力、閱讀、寫作、與詞彙。 

溫哥華（英屬

哥倫比亞

省）、多倫多 

（安大略省） 

http://www.languagecana

da.com/admissions/registr

ation-form/  

西溫學院

（VanWest 

College） 

1-11 周 

（隨報隨讀） 

$250/周 （15 小

時） 

$320/周 （25 小

時） 

$360/周 （29 小

時） 

核心英語 （閱讀、語法、詞彙、寫作、

會話與聽力）； 

密集式英語 （25 小時/周）：強調理論

與商務 ； 

最佳英語（Optimum English） （29 小時/

周）：以現實場景的角色扮演為特色。 

溫哥華、克隆

拿（英屬哥倫

比亞省） 

http://www.vanwest.com/

register  

索爾國際學

校（Sol 

Schools 

International） 

1-3 周 

4-11 周 

（隨報隨讀） 

$370-390/周 

$345-365/周 

（30 課/周） 

卡加利的課程較多倫多/溫哥華的課程便

宜。 

溫哥華（英屬

哥倫比亞

省）、卡加利

（亞伯達

省）、多倫多 

（安大略省） 

http://www.sol-

group.net/register/languag

eCourses.php  

在加拿大學

英語（Study 

English in 

Canada） 

4 周 

8 周 

12 周 

（多個開始時

間） 

$1,512 

$2,976 

$4,464 

（30 小時/周） 

語法、詞彙、聽力 綜合、寫作 技能、言

語交際、閱讀 綜合、每週語法測試、英

語的功能。 

溫哥華（英屬

哥倫比亞

省）、多倫多 

（安大略省） 

http://sec-

canada.com/register/regist

ration.php  

PGIC  4 周 

（5 月 16 日-6 月 

10 日） 

（6 月 24 日-7 月 

8 日） 

（7 月 11 日-8 月 

5 日） 

$1,385 （25 小

時/周） 

$1,215 （20 小

時/周） 

選擇靈活，純粹英語政策，20 年經驗，

預備通路專案； 

還有許多其他入讀時間可供選擇。 

溫哥華、維多

利亞 （英屬

哥倫比亞

省）、多倫多 

（安大略省） 

http://www.pgic.ca/registr

ation/online-form-

regist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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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OS 語言+

（GEOS 

Languages 

Plus） 

學習時間長度不

限、隨報隨讀 

$350/周 （1-8 

周） 

$330/周 （9+ 

周） 

課程設計為學生提供更多練習機會， 

專門訓練會話/聽力的班級， 

小班教學、速成。 

卡加利（亞伯

達省）、蒙特

婁（魁北克

省） 

維多利亞 

（英屬哥倫比

亞省） 

http://www.geosvancouve

r.com/shop.htm  

加拿大傲立

語言學院

（Omnicom 

School of 

Languages） 

4 周 

8 周 

（有不同入讀時

間可供選擇） 

關於學費的資

訊，請聯繫學

校 

上午 3-4 小時課時， 

下午，組織有趣的活動，提供練習英語

的機會。 

卡加利（亞伯

達省）、多倫

多 （安大略

省） 

http://www.omnicomstud

y.com/omnicom/registrati

onform.html  

http://www.omnicomstud

y.com/omnicom/regcalgar

yform.html  

哈利法克斯 

語言學院 

1-8 周 

（5 月 4 日，6

月 29 日） 

$335/周 

$2,680（8 周） 

每週 25 小時課時； 

話題廣泛。 

哈利法克斯

（新斯科細亞

省） 

http://www.halifaxlangua
geinstitute.ca/registratio
n.html  

ALCC 8 周 （5 月 4 日 

– 6 月 26 日、6

月 29 日 – 8 月 

21 日） 

$325/周 + $150

（課本與材料

費） 

注重會話、聽力、閱讀、寫作、語法、

詞彙、發音與成語。 

哈利法克斯

（新斯科細亞

省） 

http://alcc.ca/registration
_o.shtml  

聖瑪麗大學 4 周（7 月或 1

月）：25 小時/

周 

8 周（6 月 27 日 

– 8 月 19 日） 

$1,600 + $320 

保證金 

 

$2,700 + $550 

保證金 

有組織的浸入式英語活動 ；16 歲以上；

聽力與會話技能 

哈利法克斯

（新斯科細亞

省） 

http://www.smu.ca/intern

ational/reg-

applications.html  

東海岸語言

學院 

1 周 

4 周 

12 周 

$290 

$1,160 

$3,480 

交際英語（EC）注重真實語境中的英語

口語； 

國際商務英語 （IBE）注重商務語境中

的語言技能 

哈利法克斯

（新斯科細亞

省） 

http://www.ecslcanada.co

m/how-to-

apply/gallery/how-to-

apply  

達爾豪斯大

學（Dalhousie 

University）

（持續教

4 周 （7 月中旬

至 8 月中旬） 

$3,000 （包括

住宿、學術出

行，不包括膳

食費） 

上午進行密集式寫作、閱讀、會話與聽

力課程；下午舉行工作坊；週末旅行。 

哈利法克斯

（新斯科細亞

省） 

http://www.dal.ca/faculty/

cce/programs/english-as-

a-second-

language/registration-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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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 contact.html  

新聲語言學

院（New 

Voice 

Language 

Academy）  

學習時間長度不

限（7 月 6 日開

學） 

$295/周  

（+ $195 註冊

費） 

注重閱讀、聽力、寫作、會話與語法。

互動式與有趣的課堂，學生多元化。 

盧嫩堡（新斯

科細亞省） 

https://nvla.ca/application

-form/  

國際學術英

語預備中心

（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English 

Academic 

Preparation） 

8 周 

多個開學時間可

供選擇 

每級別$2,780  針對個體不同需求的不同級別； 

注重閱讀、寫作、會話、聽力與在大學

取得成功。 

佈雷頓角島

（新斯科細亞

省） 

如欲申請，請與學校聯

繫： 

http://www.iceap.ca/e_c
ontact-us.html  

阿卡迪亞大

學（Acadia 

University） 

10 周 

（6 月 24 – 9 月 

3） 

$350/周 

（25 小時/周） 

密集式學習，注重表達、討論、演講與

記筆記等技能； 

隨筆與報告 寫作。 

沃爾夫維爾

（新斯科細亞

省） 

https://central.acadiau.ca
/apply/application?step=
1  

加拿大思博

語言學院

（Study 

Abroad Canada 

Language 

Institute） 

1-52 周 

（16 歲或以上） 

1 月 5 日、6 月 

22 日開學 

3 周 （$1,975） 

4 周 （$2,500） 

8 周 （$4,400） 

閱讀、寫作、聽力、會話與語法； 

加拿大最小的省份 

夏洛特（艾德

華王子島省） 

http://studyincanada.ca/in

dex.php?m=content&c=in

dex&a=show&catid=28&

id=74  

皇后大學

（Queens 

University） 

3 周 

3 個月 

2-月 密集式 

$2,504 （全

包） 

$5,216 

$10,598 

“QBridge Accelerated”針對已被皇后大

學錄取的、需要參加密集式課程以達到

語言要求的學生  

金斯頓 

（安大略省） 

http://www.queensu.ca/qs

oe/apply  

尼亞加拉國

際學院

（Niagara 

College 

International） 

4 周 （7 月 或者 

8 月）： 20 小時

/周 

$1,385 作為第二語言的英語、以會話為中心、

小班教學（平均 15 人/班） 

威蘭（安大略

省） 

https://ess.niagaracollege.

ca/Forms/InternationalAp

plication/  

萊姆頓英語 3 周 （7 月 6 日 $2,999 注重常見的非母語英語課程（ESL）成 薩尼亞（安大 http://www.instituteof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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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iceap.ca/e_contact-us.html
https://central.acadiau.ca/apply/application?step=1
https://central.acadiau.ca/apply/application?step=1
https://central.acadiau.ca/apply/application?step=1
http://studyincanada.ca/index.php?m=content&c=index&a=show&catid=28&id=74
http://studyincanada.ca/index.php?m=content&c=index&a=show&catid=28&id=74
http://studyincanada.ca/index.php?m=content&c=index&a=show&catid=28&id=74
http://studyincanada.ca/index.php?m=content&c=index&a=show&catid=28&id=74
http://www.queensu.ca/qsoe/apply
http://www.queensu.ca/qsoe/apply
https://ess.niagaracollege.ca/Forms/InternationalApplication/
https://ess.niagaracollege.ca/Forms/InternationalApplication/
https://ess.niagaracollege.ca/Forms/InternationalApplication/
http://www.instituteofenglish.com/How_To_Apply.aspx


學院

（Lambton 

Institute of 

English） 

– 7 月 26 日） 

14 周 （5 月 4 日

開學） 

 

$5,380 

份； 

增加成份：計算機實驗室作用、討論小

組、語言流利朋友 

略省） glish.com/How_To_Apply
.aspx  

聖克雷爾學

院（St. Clair 

College） 

15 周 $5,340 （+ $150 

申請費用） 

18 歲以上。注重對話、閱讀、寫作、語

法、聽力和發音 

溫莎市（安大

略省） 

http://www.stclaircollege.

ca/international/document

s/SCC-

international_application.

pdf  

布魯克大學

（Brock 

University） 

5 周 （7 月 6 日 

– 8 月 7 日） 

學費： $1450 

費用： $600 

家庭寄宿： 

$850 （包括膳

食） 

閱讀、聽力、寫作、會話、語法。 

在尼亞加拉地區有許多名勝 

聖·卡瑟琳 

（安大略省） 

https://my.brocku.ca/Broc

kDB/gnrl_OnlineApplicat

ion.aspx?app_type=IT  

特倫特大學

（Trent 

University） 

9 周  

12 周  

（隨報隨讀） 

$4,300 - $5,500 小班教學 （大約 13 名學生），讓學生受

到個人化指導。閱讀、寫作、語法、聽

力、會話與實際語境中的應用技能 

彼得伯勒、杜

倫（安大略

省） 

http://www.trentu.ca/futur

estudents/international/ap

plicants/how-apply  

Culture 

Works：德恒

學院（Culture 

Works: 

Durham 

College） 

8 周 （6 月 19 日

開學） 

（隨報隨讀） 

$3,460 以大學為導向的英語培訓 奧沙瓦（安大

略省） 

http://cultureworksthesch

ool.com/wp-

content/uploads/2015/06/

DurhamFastTrackAPP_20

15.pdf  

遇見英語 

（English 

Encounters） 

1-4 周 

5-7 周 

8-15 周 

$450/周 

$430/周 

$405/周 

其他費用，請參考網頁；可提供家庭寄

宿。密集式英語包括 25 課/周。 

伯靈頓（安大

略省） 

http://www.englishencoun

ters.ca/EN/registration/reg

istration.html  

北方成人學

習中心

（Northland 

Adult Learning 

Centre） 

學習時間長度不

限（隨報隨讀） 

$150/周  

（25 小時/周） 

低價的學費、細心的教師、優越的地

點； 

休閒活動豐富； 

小班教學，優化學習效果 

 

蘇·聖·瑪麗

（安大略省） 

http://northland.adsb.on.
ca/webpages/esl_registra
tion.html  

瑞尼森大學 4 周 （6 月、7 $1,154 浸入式經驗包括住宿、週一至週五每日 滑鐵盧（安大 https://uwaterloo.ca/engl
ish-langu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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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

（Renison 

University 

College） 

（滑鐵盧大

學

（University 

of 

Waterloo）） 

月與 8 月） 

25 小時/周 

（不包括浸入

式學習） 

$2,954 （包括

浸入式學習） 

3 餐、週六至週日每日 2 餐； 

課堂之外練習英語英語； 

從初學者到高級 5 個級別 

略省） institute/summer-
programs/english-
success/apply  

範莎學院 

 （Fanshawe 

College） 

4 周 

8 周 

16 周 

$1,393.25 

$3,121.42 

$6,113.37 

從初學者到高級 5 個級別； 

多個入學時間可供選擇（請參考網

頁）； 

注重標準非母語英語課程（ESL）技能  

倫敦（安大略

省） 

https://fcsw.fanshawec.c
a/w3/international/applic
ation/application.aspx  

倫敦 語言 學

院（London 

Language 

Institute） 

3 周 

4 周 

$2,385 

$3,050 

參加倫敦本地活動（安大略省）； 

多倫多旅行、其他活動； 

每週 18 小時上課時間 

倫敦（安大略

省） 

http://www.llinstitute.co
m/subpage.php?p=Apply
Summer  

雪爾頓學院

（Sheridan 

College）  

7 周（5 月、7 月

開學） 

$3,038.40 語法、語言實驗室、聽力與會話、發

音、商務，等等。 

賓頓市（安大

略省） 

https://internationalappli
cation.sheridancollege.ca
/Step1.aspx  

心田國際英

語學校

（Heartland 

International 

English 

School） 

學習時間長度不

限、幾乎是每逢

週一開始 

$295/周（25 小

時/1-3 周） 

$275/周（25 小

時/4-24 周） 

小班教學，每週組織活動，在真實世界

裡活學活用英語； 

注重閱讀、寫作、聽力與會話 

溫尼伯（曼尼

托巴省） 

http://www.heartlandeng
lish.com/apply/  

溫尼伯大學

（University 

of Winnipeg） 

4 或 5 周 

（6 月、7 月、8

月） 

$1,710 （6 月） 

$1,560 （7 月/8

月） 

小班教學、高效的課堂與工作坊、無線

互聯網與計算機實驗室練習 

溫尼伯（曼尼

托巴省） 

http://www.uwinnipeg.ca
/elp/apply.html  

普羅維登斯

大學學院

（Providence 

學習時長不限，

隨報隨讀 

$275/周 

（+ $700 in 

fees） 

密集式英語：從上午 9 點到下午 3 點；  

每班規模在 8 - 12 名學生之間 

奧特本（曼尼

托巴省） 

http://www.providenceuc.

ca/college/prospective_stu

dents/apply_to_college/  

https://uwaterloo.ca/english-language-institute/summer-programs/english-success/app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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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versity 

College） 

雷吉納大學

（University 

of Regina） 

1 個月  

（5 月 13 日-6 月 

15 日） 

（6 月 23- 7 月 

25） 

$3,700 

（includes 

accommodation 

and food） 

可使用室內游泳池、圖書館、健身中

心、電腦等設施； 

在真實生活場景學習英語 

雷吉納（薩克

其萬省） 

http://www.uregina.ca/esl/

admission-

registration/registration.ht

ml  

薩省大學

（University 

of 

Saskatchewan

） 

4-10 周 

20 小時/周 

$315/周  + $400 

保證金 

文化項目豐富多彩，注重非母語英語課

程（ESL）技能 

薩斯卡通（薩

省） 

http://learnenglish.usask.
ca/apply-english-only  

斯圖爾特學

院（Stewart 

College） 

4 周 

13 周 

（25-27 小時/

周） 

（隨報隨讀） 

$1850 

$5,570 

學術英語：語法、詞彙與根據不同級別

調整所使用的材料  

維多利亞（英

屬哥倫比亞

省） 

http://stewartcollege.com/

index.php/en/admissions/

online-registration-form2  

維多利亞英

林閣

（Inlingua 

Victoria） 

1-52 周 

每 4 周開學一次 

官網未列學費. 

請直接聯繫 學

校  

密集式英語課程 30 課/周； 

如果您增加輔修課，則 38 課/周。 

維多利亞（英

屬哥倫比亞

省） 

http://www.inlinguavictor

ia.com/register/ 

坎伯學院

（Camber 

College） 

4 周 （30 小時/

周） 

（隨報隨讀） 

$1,300 會話、聽力、語法、寫作、閱讀、發音 

與跨文化交流 

鮑威爾河（英

屬哥倫比亞

省） 

http://cambercollege.com/

enrollnow/  

高貴林學院

（Coquitlam 

College） 

2.5 個月 

（5 月 4 日 – 7

月 23 日） 

$750 必須至少 15 歲； 

3 個級別：初學、中級、高級； 

會話、語法、閱讀、寫作 

高貴林（英屬

哥倫比亞省） 

http://www.coquitlamcoll

ege.com/apply_now.php  

泰姆伍德語

言學校

（Tamwood 

Language 

School） 

1 周或更長 

（20 小時/周） 

$305/周 （1-3） 

$295/周 （4-11 

周） 

多種不同活動可供學生選擇，體驗加拿

大高山文化並練習英語  

惠斯勒（英屬

哥倫比亞省） 

http://tamwood.com/lan
g_van_adult_registration.
asp  

http://www.uregina.ca/esl/admission-registration/registration.html
http://www.uregina.ca/esl/admission-registration/registratio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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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coquitlamcollege.com/apply_now.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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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斯勒國際

學院 

（International 

House 

Whistler） 

1-3 周 

4-12 周   

（25 小時/周） 

$315/周 

$300/周 

閱讀、寫作、語法、聽力與發音 – 環

境、林業、全球暖化與本地文化課程 

惠斯勒（英屬

哥倫比亞省） 

http://ihwhistler.com/reg
ister/register.html  

VGC 語言學

校 

1-4 周（核心） 

5-12 周（核心） 

（隨報隨讀） 

$330/周 

$320/周 

（+ 其他費

用） 

額外繳納學費的學生，可以選修其他各

種不同側重的課程。  

溫哥華（英屬

哥倫比亞省） 

http://www.vgc.ca/apply/a

pply-to-vgc/  

溫哥華國際

學院 

1-3 周 

4-11 周 

（隨報隨讀） 

$340/周  

$335/周（全日

制） 

全日制包括會話診所、專業課程、商務

溝通與加拿大發音課程 

溫哥華（英屬

哥倫比亞省） 

http://vicenglish.com/regi

stration_form.html  

溫哥華英語

中心 

1-11 周 

（隨報隨讀） 

$220/周（15 小

時） 

$350/周（26 小

時） 

$390/周（29 小

時） 

分 15 級別的英語學習 

課程豐富多彩，包括生存英語、用英語

思考、流行文化、社交媒體 以及發音與

語法 

溫哥華（英屬

哥倫比亞省） 

http://vec.ca/application-

process/  

溫哥華聖·吉

爾斯（Saint 

Giles 

Vancouver） 

1 周 

2-3 周 

4-7 周 

8-11 周 

（隨報隨讀） 

$464 

$396/周 

$349/周 

$337/周 

（28 課/周） 

注重溝通交流 

可提供其他選擇（價格各有所不同） 

溫哥華 

（英屬哥倫比

亞省） 

http://www.stgiles-

international.com/booking

-2015/index.php  

哥倫比亞學

院 

7 周（6 月 29 日 

– 8 月 14 日） 

14 周（5 月 11 日 

– 8 月 14 日） 

$2,940 （+$200 

延遲交學費） 

$5,880 （+$200 

延遲交學費） 

改善學術英語 

鼓勵參與課堂活動 

小組與課堂陳述 

溫哥華（英屬

哥倫比亞省） 

http://www.columbiacolle

ge.ca/admissions/how-to-

apply  

北島學院

（North Island 

College） 

4 個月（5 月 – 

9 月） 

$4,800 to $6,300/

學期 （+$100 

其他費用） 

必修課：閱讀、寫作等； 

選修課：加拿大研究、發音、陳述技

能、雅思考試準備課程 

科特尼（英屬

哥倫比亞省） 

https://international.nic.bc

.ca/application/default.asp

x  

溫哥華島大

學 

6 月-8 月（7 

周） 

$2,450 

 

在會話與寫作中表達關於常見話題的想

法與意見。    

納奈莫（英屬

哥倫比亞省） 

https://www2.viu.ca/calen

dar/content/International/I

http://ihwhistler.com/register/register.html
http://ihwhistler.com/register/register.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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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周項目 $1,900 還提供學術閱讀/寫作課程 nternational_Admissions_

Checklist.pdf  

新赫里多尼

亞學院

（College of 

New 

Caledonia） 

15 周 （5 月開

始） 

$4,700 + $730 

費用/成本 

多文化、多國籍學生構成的課堂； 

注重非母語英語課程（ESL） 技能； 

由以英語為母語的老師教學 

喬治王子城

（英屬哥倫比

亞省） 

https://applybc.ca/cnc.js
p  

CanQuest 學院

（CanQuest 

Academy） 

8 周 $320 對於不同級別，各有側重 s 

開學日期或學時不明 

北溫哥華（英

屬哥倫比亞

省） 

http://www.canquestacade

my.com/cca-esl-college-

admission/online-

registration-form.html  

希爾克學

院 （Selkirk 

College） 

學習時間長度不

限 （4 月 29 日 

– 7 月 30 日） 

網上未列出價

格 – 如有需

要，請聯繫學

校 

不同級別；閱讀、寫作、語法與溝通交

流核心課程 

卡斯爾加（英

屬哥倫比亞

省） 

http://selkirk.ca/apply  

均衡 學校

（Equilibrium 

School） 

4 周 （48 小時 - 

3 小時/日， 

 4 日/周） 

$576 + 額外費

用 

這是關於閱讀與寫作的課程資訊。還有

其他課程可供選擇。具體資訊請參考網

頁。 

卡加利（亞伯

達省） 

http://www.equilibrium.a

b.ca/Equilibrium%20Regi

stration.pdf  

卡加利大學 4 周 （25 小時/

周） 

8 月 4 日 – 9 月 

4 日 

$1,750 + $200 

保證金 

（可提供家庭

寄宿） 

這是一門綜合性、以技能培養為主的課

程，通過交際任務、合作學習、社交活

動與基於項目的工作坊等途徑培養學生

的語言技能。 

卡加利（亞伯

達省） 

http://www.ucalgary.ca/es

l/register  

皇家山大學

（Mount 

Royal 

University） 

3 周 （7 月或 8

月） 

$1,995 （包住

宿） 

$1,350 （不

包） 

所列出的學費是針對 7 月班， 8 月班的

學費較低； 

只在早上上課 

卡加利（亞伯

達省） 

http://www.mtroyal.ca/I
nternationalEd/summer-
immersion/index.shtml  

楓葉學院

（Maple Leaf 

Academy） 

3 個月 （共 300 

小時） 

$3,000 每班最多 16 名學生 

25 小時 每週、注重非母語英語課程

（ESL） 技能  

卡加利（亞伯

達省） 

http://mapleleafacademy
.com/InternationalStuden
ts.htm#FEES  

所羅門學院

（Solomon 

College） 

1 月 

2 個月 

$1,140 

$2,080 

考試預備、接待英語、可提供個人輔導 艾德蒙頓（亞

伯達省） 

http://solomoncollege.ca
/register/  

麥科文大學 14 周 $2,415 注重英語理論學習； 艾德蒙頓（亞 https://www.applyalbe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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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cEwan 

University） 

（4 月開學） 注重非母語英語課程（ESL） 技能 伯達省） a.ca/pub/  

阿爾比大學

（University 

of Alberta） 

7 周 （5 月 6

日、7 月 8 日開

學） 

4 周 （8 月 5 – 

8 月 27） 

$2,217 

 

$1,500 

每日 4 小時，上午或下午上課； 

七個級別（從初學到高級）； 

注重聽力、會話、閱讀與寫作 

艾德蒙頓（亞

伯達省） 

http://www.extension.ual
berta.ca/study/idp/apply/  

諾亞斯特學

院（NorQuest 

College） 

7 周課程 關於學費詳

情，請聯繫學

校 

自信交際、改善發音、流利、語法、詞

彙擴充、成語使用、閱讀、寫作。 

艾德蒙頓（亞

伯達省） 

https://www.applyalbert
a.ca/pub/app_process.as
p  

勒斯布里奇

學院

（Lethbridge 

College） 

4 周或更長 

（5 月開學） 

$280/周 每班大約 16 名學生； 

每週 20 小時，包括所有級別 

勒斯布里奇

（亞伯達省） 

http://www.lethbridgecoll

ege.ca/admissions/how-

apply  

牛津學院

（Oxford 

College） 

8 周（6 月 2 日

– 7 月 28 日） 

總費用$2,000 課提供家庭寄宿（$1550 包含所有膳食

費）； 

6 個級別，各類技能得到鍛煉  

多倫多（安大

略省） 

http://oxfordedu.ca/wp-

content/uploads/2015/05/

Form-Student-

Application.pdf  

漢莎語言中

心（Hansa 

Language 

Centre） 

學習時間長度不

限 

幾乎都在每週一

開始 

$760/周 （3 

周、6 小時/

日） 

 

特別注重英語成語、發音與動詞短語。 多倫多（安大

略省） 

https://www.hansacanada.

com/registration/Applicati

onPageStep1.php?lang=e

nglish  

約克大學

（York 

University） 

2、4、6、8 周  

（7 月 與 8 月每

兩周開學） 

$2,115 （4 周） 

$1,220 （2 周） 

每週 20 小時（從上午 9:00 到下午

1:00）； 

社會活動與短途旅行； 

必須年滿 18 歲（包括 18 歲） 

多倫多（安大

略省） 

http://yueli.yorku.ca/my/i

ndex.php  

加拿大英語 

學校 

4 周 

8 周 

（5 月 19 日開

學） 

$1,630 

$3,155 （30 小

時/周） 

密集式、標準或兼職學習； 

有其他開學日期可供選； 

注重非母語英語課程（ESL）標準技能  

多倫多（安大

略省） 

http://esc-

toronto.com/register.php  

西城學院

（Western 

1 或 2 個月； 

開學日期：5 月 

$1,360（1 個 

月）  

可選擇兼職學習； 

各種不同級別（1-6）； 

多倫多（安大

略省） 

http://www.westerntownc

ollege.ca/?page_id=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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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wn 

College） 

2 日、30 日，6

月 27 日，7 月 25

日 

$2,720（2 個

月） 

多種多樣的選修課：公眾演講、雄辯

（power talk）、熱門話題討論 

多倫多英語

實驗室

（English Lab 

Toronto） 

4 周（5 月 25 日 

– 6 月 19 日、6

月 22 日 – 7 月 

17 日、7 月 20 日 

– 8 月 14 日） 

$1,100（推廣期

間特價） 

每週 20 小時； 

注重發音語調； 

英語中的精微玄妙之處與潛臺詞 

 

多倫多（安大

略省） 

http://www.englishlabtoro

nto.com/uploads/2/0/1/8/2

0181525/application_for

m_2015.pdf  

Embassy 英語

（Embassy 

English）  

學習時間長度不

限； 

有各種開學時間

可供選擇 

$1,800 

（4 周、密集

式） 

現實世界中活生生的英語 

（TV、互聯網、互動遊戲）； 

還強調非母語英語課程（ESL） 技能要

點 

多倫多（安大

略省） 

https://www.embassyengl

ish.com/booking-form  

上麥迪遜學

院（Upper 

Madison 

College） 

4 周 網上未列出費

用資訊  –  關

於詳細資訊，

請聯繫 學校 

小班教學 （平均 10 名學生） 

針對個人需求而定制的項目 

選修項目多種多樣 

多倫多（安大

略省） 

http://www.umcollege.ca/

register/  

多倫多大學 4 周（5 月 2

日、5 月 30 日、

7 月 4 日、8 月 2

日開學） 

$1,933.40 各種不同級別，每週 20 小時； 

瞭解加拿大文化 

對每一位學生做個人反饋 

多倫多（安大

略省） 

http://english.learn.utoron

to.ca/register/how-to-

register/  

多倫多國際

學院 

7 周（關於開學

日期，請聯繫 學

校） 

$2,880 不同類別的英語（商務、學術、普

通）； 

有夏季課程可供選擇 

多倫多（安大

略省） 

http://www.ticedu.ca/list.

php?catid=65  

語言廊（The 

Language 

Gallery） 

1 周或更長，逢

週一開學 

 

$1,640（4 周） 有不同級別可供選擇； 

注重在現實世界中使用英語 

多倫多（安大

略省） 

http://www.thelanguagega

llery.com/locations/toront

o#Enquire-now  

聖·喬治國際

學院（St. 

George 

International 

College） 

1-3 周； 

4-11 周； 

有許多開學日期

可供選擇 

$380/周 

$370/周 

密集式課程 

密集式英語課程，25 小時/周。 

還有其他課程，每週課時多於或少於 25

小時。   

多倫多（安大

略省） 

http://sgiccanada.com/Ap

plication_2015.pdf  

聖力嘉學院 7 周（5 月 11 日 $3,286.68 各種級別，可滿足您的需求；  多倫多（安大 http://www.senecacolle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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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neca 

College） 

- 6 月 26 日、7

月 6 日 – 8 月 

21 日） 

結合了課堂課時、實驗室課時以及聖力

嘉主題課時（會計、商務、計算機、數

學與一般話題） 

略省） ca/international/apply/  

杜克學院

（Duke 

College） 

1-12 周 

（關於開學日

期，請聯繫學

校） 

關於學費，請

聯繫學校 

注重寫作、閱讀、會話、聽力與視覺認

讀能力  

多倫多（安大

略省） 

http://www.dukecollege.c

a/student_application  

奎斯特語言

研究（Quest 

Language 

Studies） 

1 周或更長； 

1-7 周； 

8-15 周 

32 節課： 

$360/周 

$355/周 

會話、聽力、閱讀與寫作； 

迅速提升英語水準 

多倫多（安大

略省） 

http://www.studyquest.net

/register/  

基石英語學

院

（Cornerstone 

Academic 

College） 

4 周（5 月 25 日 

– 6 月 19 日、6

月 22 日 – 7 月 

17 日、7 月 20 日 

– 8 月 14 日） 

普通： 

$1,290； 

密集式： 

$1,610 

不同級別與項目，滿足您的個人需求 多倫多（安大

略省） 

http://www.cacenglish.co

m/registration/registration

.php  

聯合語言學

校（Connect 

School of 

Language） 

1 周或更長 

（逢週一開學） 

關於學費，請

聯繫學校 

使用數字課本； 

注重標準非母語英語課程（ESL）技能 

多倫多（安大

略省） 

http://www.connectlangua

ge.com/online-

application-form.html  

加拿大語言

中心 

1-3 周 

4-8 周 

$280/周 

$260/周 

密集式英語課程，25 小時/周； 

注重會話、發音、寫作、閱讀與聽力技

能 

多倫多（安大

略省） 

http://studyclc.com/registr

ation/registration-form/  

Capital 英語

解決方案

（Capital 

English 

Solutions） 

2、4、6、8 周 

（15 小時/周） 

2： $1,550 

4： $3,200 

6： $4,350 

8： $6,000 

上午上關於非母語英語課程（ESL） 技

能的課； 

下午到多倫多，運用在課堂上學到的技

能； 

所列學費包括了家庭寄宿費（可選） 

多倫多（安大

略省） 

http://www.capitalenglish

solutions.com/content/onl

ine-registration-form  

CanPacific 商

務與英語學

院

（CanPacific 

4 周 （開學日

期：5 月 5 日、6

月 2 日、7 月 28

日、8 月 25 日） 

職場英語（20

小時/周）： 

$860/周 

同時還提供關於正式翻譯（英語-日語、

西班牙語）的課程； 

提供 18 歲以下學生的夏季課程；大多數

課程只接受 18 歲以上（含 18 歲）的學

多倫多（安大

略省） 

http://www.canpacificcoll

ege.com/registration02fix.

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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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lege of 

Business and 

English） 

生。 

加拿大教育

學院 

4 周或更長 

（關於開學日

期，請聯繫學

校） 

$195/周 

（25 小時/周） 

+ $125 註冊費 

語法、演說、閱讀、寫作、會話、聽

力、詞彙、成語、發音以及其他相關科

目 

多倫多（安大

略省） 

http://www.ccet.ca/applic

ant.php  

Access 國際 

英語語言中

心（Access 

International 

English 

Language 

Centre） 

1-3 周 

4-11 周 

（30 節課/周） 

$485/周 

$400/周 

+額外費用

（$155） 

獨特的“聊天俱樂部”會話課；  

鼓勵對話與發音； 

注重標準非母語英語課程（ESL） 技能 

多倫多（安大

略省） 

http://www.accessenglish.

com/default.html  

 渥太華大學 10 周（6 月 15 日 

– 8 月 28 日） 

$4,290 多種級別（從初級到高級）； 

注重非母語英語課程（ESL）技能培養 

渥太華（安大

略省） 

http://eip.uottawa.ca/en/
application-form  

Interlangues 語

言學校

（Interlangues 

Language 

School） 

學習時間長度不

限，每逢週一開

學 

$280/周 （30 節

課/周） 

每日上午 9 點至下午 3 點； 

有機會遊覽首都 

渥太華（安大

略省） 

http://www.interlangues.
ca/1EN_register.html  

ABCE 語言 

學校 （ABCE 

Language 

School） 

4 周 

8 周 

12 周 

$1,230 

$2,360 

$3,480 

課程密度不同，價格有所不同； 所列價

格為 25 小時/周； 

有機會探索加拿大 

渥太華（安大

略省） 

http://www.language-
training.org/englishintern
ational_registration.html  

皇后書院

（Queen’s 

Collegiate） 

 4 周或更長 

（25 小時/周） 

8 周 ： 

$375/周 

不同級別的英語技能； 

根據個人需求，而側重點不同 

怡陶碧穀

（Etobicoke）

（安大略省） 

http://queenscollegiate.co

m/downloads/Student_Re

gistration_Form.pdf  

FLY 

Experience 

2-5 周 

（6 月 28 日 –  

8 月 2 日） 

網上未列出費

用資訊  –  關

於詳細資訊，

請聯繫 學校 

獨特的體驗，組織各種旅行與活動以促

進英語語言學習與實踐 

朗基爾（魁北

克省） 

https://adobeformscentral.

com/?f=pZ49a-

IESyyv2NO5IZSjZ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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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圖學院

（College 

Platon） 

4 周  

（25 小時/周） 

$815 （合計） 每日佈置作業； 

必須出席課堂 

蒙特婁（魁北

克省） 

https://secure.leegraphics.

com/~college2/?page_id=

2501  

加拿大學院 1 周或更長 

（25 小時/周） 

$250/周 閱讀、寫作、聽力、會話 

10 個級別 

關於開學日期，請聯繫學校 

蒙特婁（魁北

克省） 

https://p11.secure.hosting

prod.com/@www.college

canada.com/ssl/online_for

m.php  

蒙特婁語言

研究（MLS） 

2-3 周 

4-7 周 

8-11 周 

$1,454 

$1,419 

$1,384 

培養準確的語法、詞彙、發音 

提高理解與表達能力 

蒙特婁（魁北

克省） 

http://www.mlsinc.ca/en/o

nline-booking.html  

蒙特婁國際

語言藝術研

究院 

1-8 周（逢週一

開學） 

36 節課/周 

$385/周 初學、中級與高級（共 12 個級別） 

情景語法與交際活動 

蒙特婁（魁北

克省） 

http://miila.ca/registration

-online/  

Bouchereau 

Lingua 

International 

4-11 周 

（30 節課/周） 

$330/周 基礎、中級與高級 

培養各種技能的課程與選修課  

蒙特婁（魁北

克省） 

http://www.international.b

licanada.net/bli-

admissions/register-online  

蒙特婁基督

教青年會

(YMCA) 

4 周  

（25 小時/周） 

$1,144 

（4 周） 

會話、發音、商務英語、閱讀與寫作

等。  

蒙特婁（魁北

克省） 

http://www.ymcalanguage

s.com/about-school/pre-

registration  

國際語言研

究院 

學習時間長度不

限； 

學時各有不同 

（密度） 

關於學費，請

聯繫學校 

口語語法、會話、雄辯技能（power 

skills） 

全日語言訓練 

 

蒙特婁（魁北

克省） 

http://www.studymontreal

.com/en/register/online  

蒙特婁魁北

克大學

（UQAM） 

3 周（共 59 小

時） 

$944 密集式口語交際工作坊 

午餐時間討論機會 

關於文化與社會的課程 

蒙特婁（魁北

克省） 

https://securemp.sav.uqa
m.ca/langues/Calculateur
Frais_an.asp?p1=1&p2=2
&p3=3&p6=6&p30=30&F
=8&A=9  

蒙特婁國際

語言中心 

4 周或以上（30 

小時/周） 

網上未列出費

用資訊  –  關

於詳細資訊，

請聯繫 學校 

各種級別（從初學到高級） 

有其他語言可供選擇 

滿足個人語言需求 

蒙特婁（魁北

克省） 

http://www.cilm.qc.ca/C
ontact-us.aspx  

麥基爾大學 4-5 周 價格各有所不 語言與交際成份 蒙特婁（魁北 聯繫人：Eff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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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cGill 

University） 

（125 小時） 同，詳情請聯

繫 學校 

社會-文化探索、線上組件、發音診斷等 克省） Dracopoulos 女士 

effie.dracopoulos@mcgil

l.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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