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生寒假英国研学项目

（杭州懿轩文化交流有限公司）

一、行程特色

（1）高品质授课质量和环境

学校采用的是全部拥有英国教育部认证标准和欧洲语言标准的双重认证的教程，注重培养学

生的语言运用能力 。课程结束后，所有的学生都将获得一张由英国文化教育处认证的课程

证书。

（2）丰富多彩的社交活动

学校在每天都安排来丰富的社会活动，学生不仅可以体验到最纯正的英伦文化，更可以和来

自全世界不同国家的学生一起交流。

（3）国际化交流

我们的学生将会和来自全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学生来此进行交流和学习，学校的国际化和

不同文化的环境可以帮助同学们更好互动学习，大家更可以在此过程中收获国际友情

（4）英国政府认证的寄宿家庭

我们的学生将全程入住在当地的寄宿家庭，以便我们的同学更好的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同

时，我们全部的寄宿家庭都是获得了英国政府的认证，确保我们的学生在境外获得更加安全

的保护

二、城市简介



纽卡斯尔不算一个典型的英国城市，却也有着它独特的风情：一面很古朴，一面很现代。其

城市规划与其说像英格兰，不如说它更像北欧——据说北欧来的船只会从这里入港，另外

这里还有哈德良长城的遗址，更为这北方的城市增添了几许苍凉之感。它曾经是世界上最大

的工业城市，而今则主要经营贸易。英国只有三座城市有地铁，纽卡斯尔就是其中之一（另

外两个是格拉斯哥和伦敦）。它位于北纬五十三度，壮阔又瑰丽，市中心码头周围一公里内

有七座大桥，夜晚更是流光溢彩，无数星星点点的霓虹在漆黑的河水中映出闪烁的倒影，如

同水底浮出的梦境。这里的居民以热情、友好而著名，在这里你能感受到家人般的温暖。

三、行程安排

日期 行程安排

DAY 1 出发前往英国，到达纽卡斯尔，入住当地寄宿家庭。

DAY 2 分班测试/城市游览

【上午】今天我们的学生将开始在英国的学习和生活，学生开始前，学生们将进行语言测试，将按

照学生程度进行班级划分。我们的学生也将和来自全世界不同国家的学生一起上课。而课程结束后，

所有的学生都将获得一张由英国文化教育处认证的课程证书。对后续进行海外求学，提供背景提升

【下午】纽卡斯尔城市游览

老师将带领我们的同学们共同领略这座颇具魅力的英国北方城市。【monument】纽卡斯尔的中

心地标建筑【千禧桥】纽卡斯尔的地标建筑，为纪念千禧年而建。世界第一座也是唯一的一座的摆

式大桥【北方天使】“北方天使”是英国知名雕塑家安东尼.格姆雷耗时四年才完成的作品。身为英

格兰境内最大的雕塑公共艺术品，天使高度超过 20 公尺，比五层楼还高，两翼展开的宽度是 54 公

尺，快要抵上一架波音 747 的宽度，重达 200 吨，纯钢骨的材料，让天使屹立不摇超过 15 年，默

默的手护着英格兰东北这片土地。

【晚上】新生欢迎晚会



DAY 3

课程开始/博物馆参观

【上午】我们的学生也将和来自全世界不同国家的学生一起上课.而课程结束后，所有的学生都将

获得一张由英国文化教育处认证的课程证书。

【下午】英式下午茶体验

【晚上】bowling 保龄球之夜

DAY 4 诺森比亚大学交流日

【上午】我们的学生也将和来自全世界不同国家的学生一起上课.而课程结束后，所有的学生都将获

得一张由英国文化教育处认证的课程证书。

【下午】诺森比亚大学交流和游览

诺森比亚大学(University of Northumbria at Newcastle，简称 Northumbria University)

开设有 500 多种专业的本科以及研究生课程，下设四大学部构成：艺术、设计与社会科学学部；工

程与环境学部；健康与生命科学学部；商法学部 （法学院、纽卡斯尔商学院）。其中纽卡斯尔商

学院已通过 EPAS，AACSB ，AMBA 等多种世界领先商学院认证。AACSB 认证是卓越的特点, 获

得了双认证的学校不到世界百分之一的商学院。

诺森比亚大学是英国规模最大的大学之一， 其优异的教学质量可谓有口皆碑。学校建立于

1870 年，其前身为卢瑟孚工程学院，到了 1969 年成为纽卡斯尔理工学院，直至 1992 年才合并成

为大学。该大学坐落于泰恩河畔的纽卡斯尔，学生的大量聚集为该领域注入了朝气和活力，并使这

座城市充满友好的气氛。英国的官方评估机构为该校的工商管理，英语，法律，社会学现代语言，

戏剧以及初级教育专业质量的评估极高。

DAY5 课程开始/圣詹姆斯公园球场参观

【上午】我们的学生也将和来自全世界不同国家的学生一起上课.而课程结束后，所有的学生都将

获得一张由英国文化教育处认证的课程证书。

【下午】St Jame’s Park 英超纽卡斯尔主场参观

圣詹姆斯公园球场是英格兰超级联赛球会纽卡斯尔联足球俱乐部的主场球场，可容纳 52,409 人，

是东北部最古老及容量最大的足球场，以容量计是英格兰排行第 6 大的足球场

DAY 6 课程结束

【上午】今天我们的学生将结束在英国的学习和生活，所有的学生都将获得一张由英国文化教育处

认证的课程证书。对后续进行海外求学，提供背景提升。

【下午】Whitley bay 海滩游览

在英格兰(England)东北部离纽卡斯尔(New Castle)和桑德兰(Sunderland)都不远的地方，有一处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BA%BD%E5%8D%A1%E6%96%AF%E5%B0%94%E5%95%86%E5%AD%A6%E9%99%A2/1887004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BA%BD%E5%8D%A1%E6%96%AF%E5%B0%94%E5%95%86%E5%AD%A6%E9%99%A2/1887004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BA%BD%E5%8D%A1%E6%96%AF%E5%B0%94%E5%95%86%E5%AD%A6%E9%99%A2/1887004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AF%BA%E6%A3%AE%E6%AF%94%E4%BA%9A%E5%A4%A7%E5%AD%A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BA%BD%E5%8D%A1%E6%96%AF%E5%B0%94/63189


景致非常优美的海滨旅游区怀特里湾(Whitley Bay)

DAY 7 爱丁堡一日游

爱丁堡是英国著名的文化古城、苏格兰首府，位于苏格兰中部低地的福斯湾的南岸。面积 260

平方公里。1329 年建市，1437—1707 年为苏格兰王国首都。爱丁堡有着悠久的历史，许多历史

建筑亦完好保存下来。爱丁堡城堡、荷里路德宫、圣吉尔斯大教堂等名胜都位于此地。爱丁堡的旧

城和新城一起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遗产。2004 年爱丁堡成为世界第一座文学之城。爱丁

堡是仅次于伦敦的第二大旅游城市。

Day8 杜伦-杜伦大学游览日

【杜伦大教堂】大教堂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完美和保存最完整的中世纪欧洲城市建筑遗址。1986 年

就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每年入学仪式以及毕业典礼都会在这里举办，黑袍学院的学生将会穿

着黑袍出席仪式。这个大教堂也是《哈利波特》的拍摄点之一。

【杜伦大学】杜伦大学是一所大型公立综合性大学，成立于 1832 年，位于英格兰杜伦市，也是英

格兰第三古老大学；其学校创建历史可与牛津、剑桥大学匹敌。 该校是英国唯一一个所有学科均

排名英国前 10 的大学，尤其是它的英文系被排在了第 1 位。

DAY 9 伦敦一日游

【塔桥 Tower Bridge】伦敦泰晤士河口算起的第一座桥（泰晤士河上共建桥 15 座），是一座上

开悬索桥，因在伦敦塔附近而得名。也是伦敦的象征，有着“伦敦正门”之称。

【国会大厦 House of Parliament 】依泰晤士河而建的国会大厦是英国的政治中心。是英国国会

(包括上议院和下议院)的所在地。国会大厦坐落在泰晤士河西岸，是哥德复兴式建筑的代表作之一，

1987 年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大本钟 Big Ben】国会大厦西北角的钟楼就是著名的大本钟所在地。大本钟是伦敦著名的古钟，

是伦敦的标志性建筑之一。

【唐宁街 10 号 10 Downing Street】位于威斯敏斯特区白厅旁的唐宁街，一所乔治风格建筑物。

传统上是第一财政大臣的官邸，但自从此职由首相兼领后，就成为今日普遍认为的英国首相官邸。

其设计朴实的黑色木门，缀上白色的阿拉伯数字“10”，成为了人所共知的标记，是“世界出镜率

最高的门口” 。

【白金汉宫 Buckingham Palace】白金汉宫位于英国首都伦敦，对外开放，是英国的皇家居所和

女王办公地，也是观看卫队换岗的最好地点。每天清晨都会进行著名的禁卫军交接典礼，成为英国

王室文化的一大景观。

【中国城 China Town】又译为“唐人街”，英国第一大唐人街，由一条大街和几条小道组成，地

处黄金地段，距离白金汉宫和唐宁街 10 号首相府及特拉法尔加广场都不远，可以买到各种中国和

东南亚出产的土特产品，还有许多大大小小的中国餐馆和小吃店。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42485/8876170.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3565/13600041.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3537/6927833.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359005/1738256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6470.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801053/541929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86238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125054.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9554/721589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408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0526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961233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071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9018.htm


【大英博物馆 British Museum】又名不列颠博物馆，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宏伟的综合性

博物馆，也是世界上规模最大、最著名的博物馆之一。博物馆收藏了世界各地的许多文物和珍品，

及很多伟大科学家的手稿，藏品之丰富、种类之繁多，为全世界博物馆所罕见。英国国家博物馆拥

有藏品 800 多万件。

*沿途还可能经过【伦敦眼】【特拉法加广场】【国家美术馆】等，具体以当日安排为准，行程描述

仅供参考。

DAY 10 牛津大学访学日

【牛津大学】成立于 1167 年，为英语世界中最古老的大学，也是世界上现存第二古老的高等教育

机构。其中包括 27 位英国首相以及数十位世界各国元首、政商界领袖 而截至 2017 年，共有 69

位诺贝尔奖得主、4 位菲尔兹奖得主、6 位图灵奖得主曾在牛津大学学习或工作过。

DAY

11-12

离开英国，返回中国

总计价格：人民币 27500
费用包含：

1. 国内目的地往返机票（含机场建设费和燃油附加税）；

2. 课程费用

3. 课程期间的交通费用

4. 行程期间的保险

5. 行程期间的餐费、住宿费用

6. 课程认证证书费用

7. 语言评测费用

费用不包含：

1. 办理护照的费用

2. 英国签证的费用（我方会协作签证材料准备，但签证费自理）

3. 境外通信费用及个人花费

4. 行李超重费

5. 单房差

四、报名方式
1. 填写以下表格上交至综合楼 503，吕老师处

2. 表格上交日期： 2018 年 11 月 29 日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8B%B1%E5%9B%BD%E9%A6%96%E7%9B%B8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AF%BA%E8%B4%9D%E5%B0%94%E5%A5%9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8F%B2%E5%B0%94%E5%85%B9%E5%A5%9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B%BE%E7%81%B5%E5%A5%96


寒假英国研学项目申请表

姓名 性别

民族 政治面貌

学院 专业及班级

学号 身份证号

手机号码 护照号 □有，编号为： /□暂无

Email QQ

班主任 班主任手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