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际⻘少年夏令营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国际教育服务领导者

49年英语教育⾏业经验
22个国际夏令营营地
 5个⽬的地游学国家

 1个最好的游学合作伙伴

为不同需求国际⽣提供个性化定制项⽬

为了让

每年1万5千名夏令营国际⽣满意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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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US的使命和理念

Stefano Marra
PLUS总裁

www.plus-ed.com

“49年来，PLUS⼀直为国际学⽣提供英语语⾔课程。 我们孜孜不倦地⼯
作，从⽽让我们的学⽣能够体验英语以及各个英语国家的⽂化，并在充

满活⼒、教育和安全的环境中学习和成⻓。 敬业的营地⼯作⼈员以及课
程教师共同创造了⼀个积极、有趣和包容的教育环境。不仅仅在课堂

上，也在课堂之外。 这就是PLUS的教育⽅式。” 

PLUS创办于1972年，⼀直从事EFL教育。如今，我们在伦敦、纽约、⽶
兰都设有办事处，是世界上最⼤、最好的语⾔教学组织之⼀。

 



PLUS ⼿机App
PLUS App帮助领队和学⽣在营地期间获取所有
需要的信息，便捷的服务⽅式使得项⽬体验更加

舒适⾃在。 

营地信息: 全部联系⽅式（包括紧急联系电话）,
营地地图, 安全措施, 校园可⽤设施, 集合地点, ⽆
线⽹。 

学⽣与领队⼿册

活动： 每天和每周的项⽬安排，出游介绍配地图
和⾳频视频导游。

联络反馈表: 领队可以通过PLUS App与PLUS集
团总部联络，反馈遇到的任何问题或需要得到的

帮助。

 

项⽬价格

图⽚与视频下载

机场接送机服务

团组预定

预定记录及管理 
⼀键下载发票

⼀键下载邀请函

额外出游预定

交通预定

学⽣分班测试结果查询

机构⽤⼾系统

PLUS VISION是⼀项创新的在线预订服
务系统，为您的⼯作提供系统，便捷的

互动服务体验。 

系统功能包括:

您可以随时预订团队，查看您的付款进

度或下载签证邀请函，从⽽避免任何因

延误⽽带来的⿇烦。 

PLUS TECHNOLOGIES

www.plus-ed.com



每周15⼩时专业ESL教师授课 
抵达前线上分班测试

学习资料

全餐住宿 (住校内学⽣公寓或者寄宿家庭) 
校园内活动

半天/全天出游 
结课证书

结课典礼

基础项⽬ 包含在任何⼀个营地项⽬中

项⽬地点: 任何PLUS营地

PLUS 多样化基础项⽬选择及个性化定制组合

喜欢更多的出游体验?
精品项⽬

经典项⽬包含更多出游景点及⻔票

项⽬地点: 英国, ⻢⽿他, 爱尔兰

喜欢有专业教练指导的体育运动？

经典项⽬ 或者 精品项⽬ + 特⾊课
 

包括英语学习、体育运动和创意活动的独特结合。

学⽣参加由专业教练提供的

⾜球，橄榄球，⻢术，舞蹈课程。  
项⽬地点: 英国

 

喜欢在伦敦以外的英国城市游学，但

依然想游览伦敦？

周末三天两晚出游项⽬

 
PLUS提供包含

在伦敦过夜出游的项⽬. 
学⽣有⾄少两天的时间在伦敦参观最

有趣的景点和地标建筑。

项⽬地点：英国

 

喜欢去美国游学?
经典项⽬ 或者 体验项⽬ 

 
PLUS 体验项⽬包含⾮常丰富的内容，让学⽣有机会过

夜游览美国最富盛名的景点。

 
PLUS经典项⽬包含精彩的出游内容！

项⽬地点：美国

 

想要更加贴近独特的需求

个性化定制的项⽬?
额外出游选择!

 
通过添加出游安排

和额外预定景点⻔票来个性化

您的项⽬内容！

项⽬地点：任何PLUS营地
 

www.plus-ed.com

CHOOSE YOURS!



语⾔教育 & ⽂化融合 & 趣味开⼼

伦敦 阿丁磊      
伦敦 爱普森       
巴斯

温莎

爱丁堡 洛雷托

伦敦 ⾦⼠顿
伦敦 乌克斯桥
伦敦 格林尼治
彻尔姆斯福德

拉夫堡

赫特福德

布莱顿

爱丁堡 ⻰⽐亚
斯特灵

彻斯特

英国

寄宿公学

⼤学营地

都柏林

⻢⽿他村

洛杉矶

迈阿密

纽约 杜尔
纽约 中央

多伦多

爱尔兰

⻢⽿他

美国

加拿⼤

选择您的游学⽬的地：

www.plus-ed.com



伦敦 阿丁磊

查看完整⾏程安排，添加项⽬内容，或需了解更多项

⽬相关内容，请扫右⽅⼆维码，登录PLUS官⽅⽹站。

地点: 阿丁磊公学

年龄: 8-17岁

住宿: 1-3⼈间, 全餐住宿

营地学⽣数: 270⼈

课程: 通⽤英语

额外付费项⽬: ⼩经理⼈, ⻘少年记者. 志趣家

项⽬类型: 经典项⽬，经典+ 特⾊课项⽬，精品+特⾊课项⽬

往年国际⽣国籍组成：2022敬请期待... ...

全天伦敦出游 (或者志趣家)

全天坎特伯雷出游

全天布莱顿出游

全天伦敦出游 (或者志趣家)

全天坎特伯雷出游 (⼊内参观坎特伯雷⼤教

堂)

全天出游普特茅斯 (⼊内参观历史悠久造船⼚

和胜利号)

全天出游布莱顿 (⼊内参观英航i360)

5个下午 由专业教练指导的学⽣⾃选运动项⽬

2 周经典项⽬

2 周精品项⽬

参加特⾊课程 (⾜球, 英式橄榄球 或者 舞蹈)

www.plus-ed.com



伦敦 爱普森
地点: 爱普森公学

Age: 10-17岁

住宿: 1-3⼈间, 全餐住宿

营地学⽣⼈数: 110⼈

课程: 通⽤英语

额外付费项⽬: ⻘少年记者

项⽬类型: 经典项⽬ 或者 精品项⽬ 

往年国际⽣国籍组成：2022敬请期待... ...

4个全天伦敦出游 - 包括游览⾃然历史博物

馆和科学博物馆（包含公共交通卡）

全天⽜津出游

全天布莱顿出游

3个全天伦敦出游 - 莎⼠⽐亚环球剧场，泰

晤⼠河游船，随上随下的城市巴⼠之旅，参

观⾃然历史博物馆和科学博物馆  (包含公共

交通卡) 

全天游览亨利⼋世的汉普顿宫 (⻔票以及公

共交通卡)

全天⽜津出游

全天布莱顿出游 (⼊内参观英航 i360)

2 周经典项⽬

2 周精品项⽬

www.plus-ed.com

查看完整⾏程安排，添加项⽬内容，或需了解更多项

⽬相关内容，请扫右⽅⼆维码，登录PLUS官⽅⽹站。



巴斯
地点: 皇家⾼中

年龄: 10-17岁

住宿: 1-3⼈间, 全餐住宿

营地学⽣⼈数: 144⼈ 

课程: 通⽤英语

额外付费项⽬: ⻘少年记者

项⽬类型: 经典项⽬或者精品项⽬+周末过夜出游 

往年国际⽣国籍组成: 意⼤利，西班⽛，法国，俄罗斯，

乌克兰，中国，⼟⽿其，卡萨克斯坦。
全天布⾥斯托出游-参观克利夫顿吊桥与布⾥斯托尔博物

馆 

全天卡迪夫出游 （包括卡迪夫博物馆⻔票)

全天⽜津出游

四个半天巴斯出游 (维多利亚艺术画廊和简·奥斯汀徒步旅
⾏)

2 周经典项⽬

全天出游-参观克利夫顿吊桥与布⾥斯托尔

博物馆 适当的购物时间

全天出游- 索尔兹伯⾥及巨⽯阵 (包括⼊内

参观⻔票)

全天卡迪夫出游 （包括卡迪夫博物馆⻔票)

全天⽜津出游

四个半天巴斯出游 (维多利亚艺术画廊和简·
奥斯汀徒步旅⾏)

2 周精品项⽬+周末过夜出游

在伦敦过周末 (三天两晚) + 公共交通卡 + 乘游

轮游览泰晤⼠河

www.plus-ed.com

查看完整⾏程安排，添加项⽬内容，或需了解更多项

⽬相关内容，请扫右⽅⼆维码，登录PLUS官⽅⽹站。



温莎

查看完整⾏程安排，添加项⽬内容，或需了解更多项

⽬相关内容，请扫右⽅⼆维码，登录PLUS官⽅⽹站。

地点: 惠灵顿公学

年龄: 10-17岁

住宿: 1-2⼈间, 全餐住宿

营地学⽣⼈数: 300⼈

课程: 通⽤英语

额外付费项⽬: ⻘少年记者, 志趣家

项⽬类型: 经典项⽬+特⾊课程

往年国际⽣国籍组成: 中国, 意⼤利, 西班⽛, 俄罗斯, 

卡萨克斯坦, 罗⻢尼亚, 乌克兰, ⼟⽿其

全天伦敦出游 (城市徒步旅⾏ 或者 志趣家)

全天⽜津出游

全天出游温莎和伊顿

2 个全天出游 或者 志趣家 (乘坐伦敦眼，乘游轮游览

泰晤⼠河)

全天⽜津出游 (⼊内参观⽜津监狱)

全天出游温莎和伊顿 (⼊内参观温莎城堡)

5个下午由专业教练指导的学⽣⾃选运动项⽬

2 周经典项⽬

2 周精品项⽬

特⾊课程 (⾜球，英式橄榄球，舞蹈)

www.plus-ed.com



爱丁堡 洛雷托

查看完整⾏程安排，添加项⽬内容，或需了解更多项

⽬相关内容，请扫右⽅⼆维码，登录PLUS官⽅⽹站。

地点: 洛雷托中学

年龄: 10-17岁

住宿: 1-2⼈间, 全餐住宿

营地学⽣⼈数: 165⼈

课程: 通⽤英语

额外付费项⽬: ⾼尔夫

项⽬类型: 经典项⽬ 或者 精品项⽬

往年国际⽣国籍组成: 意⼤利, 俄罗斯, 乌克兰, 中国, ⼟⽿其, 

卡萨克斯坦,法国

全天圣安德鲁斯出游 (⼊内参观圣安德鲁斯城堡)

全天出游罗蒙湖 (围湖游览)

6个半天爱丁堡出游 (包含公共交通卡）

全天安德鲁斯出游（⼊内参观圣安德鲁斯城堡）

全天安格鲁斯出游

全天罗蒙湖出游 (乘船游湖)

全天斯特灵出游

6 个半天爱丁堡出游(⼊内参观爱丁堡城堡，⼤不列

颠号皇家游艇 + 包括公共交通卡)

2 周经典项⽬

2 周精品项⽬

www.plus-ed.com



伦敦 ⾦⼠顿

查看完整⾏程安排，添加项⽬内容，或需了解更多项

⽬相关内容，请扫右⽅⼆维码，登录PLUS官⽅⽹站

地点: ⾦⼠顿⼤学

Age: 12-17岁

住宿: 单⼈套间, 全餐住宿

营地学⽣⼈数: 250⼈ 

课程：通⽤英语

额外付费项⽬: ⼩经理⼈, 雅思预备课程

项⽬类型: 经典项⽬ 或者 精品项⽬

往年国际⽣国籍组成: 意⼤利, ⼟⽿其, 俄罗斯, 中国, 塞尔

维亚, 西班⽛, 阿瑟拜疆

5个伦敦全天出游 (参观帝国战争博物馆，⾃然历史和

科学博物馆，包括公共交通卡）

全天⽜津出游

全天布莱顿出游

4个全天伦敦出游(莎⼠⽐亚环球剧场、伦敦眼、泰晤

⼠河游船、随上随下巴⼠游⻔票 包括公共交通卡 ) 

全⽇汉普顿宫出游 (包含⻔票及公共交通卡)

全⽇⽜津出游

全⽇布莱顿出游

全⽇⿊斯廷出游 (⼊内参观真实犯罪博物馆)

2 周经典项⽬

2 周精品项⽬

www.plus-ed.com



伦敦 乌克斯桥

查看完整⾏程安排，添加项⽬内容，或需了解更多项

⽬相关内容，请扫右⽅⼆维码，登录PLUS官⽅⽹站

地点: 布鲁内尔⼤学

年龄: 10-17岁

住宿: 单⼈套间 或 单⼈标间, 全餐住宿

营地学⽣⼈数: 300⼈ 

课程: 通⽤英语

额外收费项⽬: ⼩经理⼈, 雅思预备课程

项⽬类型: 经典项⽬ 或者 精品项⽬ 

往年国际⽣国籍组成: 中国, ⼟⽿其, 葡萄⽛, 卡萨克斯坦,

乌克兰, 俄罗斯

5个全天伦敦出游 (参观帝国战争博物馆，⾃然历史和科学博

物馆，包含公共交通卡) 

全天布莱顿出游

全天⽜津出游

全天乌克斯桥出游 (有组织的寻宝游戏和购物)

5个全天伦敦出游 (乘坐伦敦眼，泰晤⼠河游船，阿联酋缆

⻋，伦敦动物园。 还包括旅⾏卡和参观帝国战争博物馆，⾃

然历史和科学博物馆）

全⽇布莱顿出游 (⼊内参观英航1360)

全⽇⽜津出游

全⽇乌克斯桥出游 (有组织的寻宝游戏和购物)

2 周经典项⽬

2 周精品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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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 格林尼治

查看完整⾏程安排，添加项⽬内容，或需了解更多项

⽬相关内容，请扫右⽅⼆维码，登录PLUS官⽅⽹站

地点: 格林尼治⼤学

年龄: 12-17岁

住宿: 单⼈套间 或者 单⼈标间, 全餐住宿

营地学⽣⼈数: 300⼈ 

课程: 通⽤英语

额外付费项⽬: 三⼀考试, 雅思预备课程

项⽬类型: 经典项⽬ 或者 精品项⽬ 

往年国际⽣国籍组成: 意⼤利, 俄罗斯, 中国, 卡萨克斯坦,

西班⽛, ⼟⽿其, 塞尔维亚, 捷克

4个全天伦敦出游 (包含公共交通卡)

全天布莱顿出游

全天剑桥出游

5 个全天伦敦出游 (伦敦眼、泰晤⼠河游轮、

莎⼠⽐亚环球剧院⻔票，以及在好莱坞星球或

硬⽯餐厅⽤餐）

全天布莱顿出游

全天剑桥出游

2 周经典项⽬

2 周精品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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彻尔姆斯福德

查看完整⾏程安排，添加项⽬内容，或需了解更多项

⽬相关内容，请扫右⽅⼆维码，登录PLUS官⽅⽹站

地点: ⾥特尔⼤学

年龄: 11-17岁

住宿: 单⼈套间 或者 单⼈标间, 全餐住宿

营地学⽣数量: 250⼈

课程: 通⽤英语

额外付费项⽬: ⼩经理⼈, 三⼀考试, 志趣家

项⽬类型: 经典或精品项⽬, 经典或精品项⽬+特⾊课程

往年国际⽣国籍组成: 意⼤利, 卡萨克斯坦, 法国,  ⼟⽿其, 

西班⽛, 俄罗斯, 波兰, 阿瑟拜疆

2个全天伦敦出游 志趣家或者徒步旅⾏

全天剑桥出游

全天坎特伯雷出游

2个半天坎特伯雷出游

全天伦敦出游 (包含乘船游览泰晤⼠河)

全天伦敦出游 志趣家或者徒步旅⾏

全天剑桥出游(剑桥⼤学康河撑篙)

全天坎特伯雷出游 (包含坎特伯雷⼤教堂⻔票)

全天⿊斯廷出游 (⼊内参观真实犯罪博物馆)

2个半天彻尔姆斯福德出游

4 个下午由专业教练指导的学⽣⾃选运动项⽬

2 周经典项⽬

2 周精品项⽬

特⾊课程 (⾜球, 英式橄榄球, 舞蹈)

www.plus-ed.com



拉夫堡

查看完整⾏程安排，添加项⽬内容，或需了解更多项

⽬相关内容，请扫右⽅⼆维码，登录PLUS官⽅⽹站

地点: 拉夫堡⼤学

年龄: 12-17岁

住宿: 单⼈套间, 全餐住宿

营地学⽣⼈数: 250⼈ 

课程: 通⽤英语

额外付费项⽬: ⼩经理⼈, 三⼀考试, 雅思预备课程

项⽬类型: 经典项⽬+特⾊课程 或者 精品项⽬+周末过夜出游

往年国际⽣国籍组成: 意⼤利, 俄罗斯, 中国, 卡萨克斯坦, 

西班⽛, ⼟⽿其, 塞尔维亚, 捷克

全天约克出游

全天剑桥出游

伦敦过周末 (三天两晚) - 公共交通卡随上随下公交⻋城市旅⾏ 和

乘船游泰晤⼠河

全天约克出游 (⼊内参观维京博物馆)

全天剑桥出游 (⼊内参观国王学院)

2 周经典+特⾊课程项⽬

2 周精品+周末过夜出游项⽬

www.plus-ed.com



赫特福德

查看完整⾏程安排，添加项⽬内容，或需了解更多项

⽬相关内容，请扫右⽅⼆维码，登录PLUS官⽅⽹站

地点: 赫特福德⼤学

年龄: 10-17岁

住宿: 单⼈套间, 全餐住宿

营地学⽣⼈数: 250⼈ 

课程: 通⽤英语

额外付费项⽬: ⼩经理⼈, 雅思预备项⽬

项⽬类型: 经典项⽬ 或者 精品项⽬

往年国际⽣国籍组成: 2022敬请期待... ...

2个全天伦敦出游

全天剑桥出游

2个全天伦敦出游 (包括泰晤⼠河游轮

和杜莎夫⼈蜡像馆 )

全天剑桥出游 (康河撑篙)

全天⽜津出游 (进⼊⽜津⼤学参观布莱

⻬诺斯学院)

2 周经典项⽬

2 周精品项⽬

www.plus-ed.com



布莱顿

查看完整⾏程安排，添加项⽬内容，或需了解更多项

⽬相关内容，请扫右⽅⼆维码，登录PLUS官⽅⽹站

地点: 苏塞克斯⼤学

年龄: 12-17岁

住宿: 单⼈套间, 全餐住宿

营地学⽣⼈数: 184⼈

课程: 通⽤英语

额外付费项⽬: 雅思/学术英语课程

项⽬类型: 经典项⽬+特⾊课程

往年国际⽣国籍组成: 中国, 意⼤利, 西班⽛, 俄罗斯, 

卡萨克斯坦, 罗⻢尼亚, 乌克兰, ⼟⽿其

全天伦敦出游

全天朴茨茅斯出游

5个半天布莱顿出游 (包含公共交通卡)

2个全天伦敦出游 (参观科技博物馆与⾃然

历史博物馆)

全天朴茨茅斯出游 (⼊内参观历史造船⼚

和胜利号)

全天⽜津出游

5个半天布莱顿出游 (参观英航i360 包含公

共交通卡)

全天阿伦德尔出游 (⼊内参观阿伦德尔城

堡)

2 周经典项⽬

2 周精品项⽬

www.plus-ed.com



爱丁堡 ⻰⽐亚

查看完整⾏程安排，添加项⽬内容，或需了解更多项

⽬相关内容，请扫右⽅⼆维码，登录PLUS官⽅⽹站

地点: ⻰⽐亚⼤学

年龄: 12-17岁

住宿:  单⼈套间, 全餐住宿

营地学⽣⼈数: 90⼈

课程: 通⽤英语

额外付费项⽬: ⽆

项⽬类型: 经典项⽬ 或者 精品项⽬

往年国际⽣国籍组成: 意⼤利, 俄罗斯, 葡萄⽛, 卡萨克斯坦, 

西班⽛, 法国

4个全天爱丁堡出游 (包含公共交通卡)

全天圣安德鲁斯和格拉斯城堡出游 (包括城堡

⻔票) 

全天格拉斯哥出游

 4个全天爱丁堡出游 (⼊内参观爱丁堡城堡，

荷⾥路德宫，爱丁堡地下城和暗箱幻境世界

包含公共交通卡)

 全天圣安德鲁斯和格拉斯城堡出游 (包括城

堡⻔票) 

 全天格拉斯哥出游

2 周经典项⽬

2 周精品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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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特灵

查看完整⾏程安排，添加项⽬内容，或需了解更多项

⽬相关内容，请扫右⽅⼆维码，登录PLUS官⽅⽹站

地址: 斯特灵⼤学

年龄: 12-17岁

住宿:  单⼈套间 或者 单⼈标间, 全餐住宿

营地学⽣⼈数: 196⼈

课程: 通⽤英语

额外付费项⽬: ⼩经理⼈, 雅思预备课程

项⽬类型: 经典项⽬ 或者 精品项⽬

往年国际⽣国籍组成: 意⼤利, 俄罗斯, 卡萨克斯坦, 

西班⽛
2个全天爱丁堡出游

全天格拉斯哥出游（乘⽕⻋）

全天斯特灵出游 (包含公共交通卡)

半天斯特灵出游  (包含公共交通卡)

2个全天爱丁堡出游 (⼊内游览爱丁堡城堡和动物

园)

全天格拉斯哥出游（乘⽕⻋）

全天斯特灵出游  (⼊内参观斯特灵古城监狱 包含

公共交通卡)

半天斯特灵出游  (包含公共交通卡)

2 周经典项⽬

2 周精品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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彻斯特

查看完整⾏程安排，添加项⽬内容，或需了解更多项

⽬相关内容，请扫右⽅⼆维码，登录PLUS官⽅⽹站 全天威勒尔半岛出游

全天约克出游

全天威尔⼠出游

全天利物浦出游

半天彻斯特出游

全天威勒尔半岛出游 (乘默西河游船和进⼊潜艇

博物馆参观)

全天约克出游 (⼊内参观约克城堡博物馆)

全天威尔⼠出游 (⼊内参观卡那封城堡)

全天利物浦出游 (乘⽕⻋)

半天彻斯特出游 - 柴郡橡树购物中⼼和⼊内参观

蓝⾊星球⽔族馆 (乘公交)

2 周经典项⽬

2 周精品项⽬

地点: 彻斯特⼤学

年龄: 11-17岁

住宿: 单⼈套间, 全餐住宿

营地学⽣⼈数: 200⼈ 

课程: 通⽤英语

额外付费项⽬: ⼩经理⼈, 三⼀考试, 雅思预备考试

项⽬类型: 经典项⽬ 或者 精品项⽬

往年国际⽣国籍组成: 意⼤利, 西班⽛, 印度, 摩洛哥, 俄罗斯

www.plus-ed.com



都柏林

查看完整⾏程安排，添加项⽬内容，或需了解更多项

⽬相关内容，请扫右⽅⼆维码，登录PLUS官⽅⽹站

地点: 都柏林⼤学

年龄: 10-17岁

住宿: 单⼈标间, 全餐住宿

营地学⽣⼈数: 500⼈

课程: 通⽤英语

额外付费项⽬: ⻘少年⼩记者, ⼩经理⼈, 雅思预备课, 学术英语

项⽬类型: 经典项⽬ 或者 精品项⽬

往年国际⽣国籍组成: 意⼤利, 瑞典, 西班⽛, 俄罗斯, ⼟⽿其, 芬兰 全天基尔肯尼城堡出游 (包含⻔票)

全天布雷和珀尔考特花园出游 (包含⻔票)

全天都柏林出游

5个半天都柏林出游 (⼊内参观凤凰公园和⿅保护区)

全天基尔肯尼城堡出游 (包含⻔票)

全天布雷和珀尔考特花园出游 (包含⻔票)

全天都柏林动物园出游 (包含⻔票)

全天莫赫悬崖出游

5个全天都柏林出游 (⼊内参观吉尼斯仓库 妖精博物

馆和基尔迈纳姆监狱)

全天凤凰公园和⿅保护区出游

2 周经典项⽬

2 周精品项⽬

www.plus-ed.com



⻢⽿他

查看完整⾏程安排，添加项⽬内容，或需了解更多项

⽬相关内容，请扫右⽅⼆维码，登录PLUS官⽅⽹站

地点: ⻢⽿他 卡⽡拉酒店 布吉巴酒店

年龄: 9-17岁

住宿: 1-4⼈套间, 半⻝宿(早餐和晚餐)

营地学⽣⼈数: ⽆限制

课程: 通⽤英语

额外付费项⽬: ⽆

项⽬类型: 经典项⽬ 或者 精品项⽬

往年国际⽣国籍组成: 意⼤利, 瑞典, 西班⽛, 俄罗斯, ⼟⽿其, 

芬兰

住宿: 3-4星酒店住宿 (半⻝宿 包含早餐和晚餐)  或

者 寄宿家庭 (全餐住宿加打包午餐)

每周15个⼩时英语课

机场接送机

全天出游 拉⽡莱塔 & ⻩⾦海湾

夜间出游姆迪纳

斯利⻢半⽇游

孜然岛半⽇游

苹果海滩半⽇游

阿⽶耶沙滩半⽇游

信封沙滩半⽇游

BBQ沙滩派对

⼀次晚间沙滩游戏

两晚迪斯科舞会

⼀晚城市中⼼出游 (拉⽡莱塔)

2 周经典项⽬

专⻋接送去学校

3个全天沙滩出游

夜间出游姆迪纳

半天海港巡航 

多⼀天迪斯科舞会

2 周精品项⽬

包含经典项⽬内容，另外包含:

www.plus-ed.com



洛杉矶
地点: 加州州⽴⼤学, 北岭分校

年龄: 10-20岁

住宿: 双⼈间, 全餐住宿

营地学⽣⼈数: 250⼈ 

课程: 通⽤英语

额外付费项⽬: 电影传媒与沟通

项⽬类型: 经典项⽬ 或者 体验项⽬

营地国际⽣国籍组成: 意⼤利, 波兰, 法国, 罗⻢尼亚, 

西班⽛, 葡萄⽛, 乌克兰, 卡萨克斯坦, 俄罗斯
全天游览格⾥菲斯天⽂台和洛杉矶市中⼼，包括

洛杉矶市中⼼巴⼠旅游和在多萝西钱德勒馆，迪

斯尼⾳乐厅和斯台普斯中⼼外拍照的机会 

全天游览罗迪欧⼤道和好莱坞，包括好莱坞巴⼠

之旅，好莱坞和⾼地中⼼，好莱坞硬⽯咖啡

全⽇游圣地亚哥, 包括拉霍亚、⽶申沙滩、⽼城

区、海港村和煤⽓灯区的巴⼠之旅 

全天出游参观加州科学中⼼和奋进号航天⻜机，

原始洛杉矶农贸市场，格罗夫购物，亨廷顿海滩 

全天出游到⻢⾥布和圣巴巴拉

全天出游参观盖蒂博物馆，威尼斯海滩和圣塔莫

尼卡 

2 周经典项⽬

包含超多的景点⻔票!

棉布⻤城

巴斯托 奥特莱斯

⼤峡⾕南缘

胡佛⽔坝

拉斯维加斯标志

拉斯维加斯⼤道徒步旅⾏，包括百乐宫喷泉秀 

拉斯维加斯弗⾥蒙特街灯光秀

2 周体验项⽬

包含经典项⽬内容，另外包含:

周末过夜出游拉斯维加斯和⼤峡⾕ (4天3晚) 精选服务

酒店，半餐住宿 :

包括⼊内游览棉布⻤城，⼤峡⾕国家公园游客中⼼.

 

查看完整⾏程安排，添加项⽬内容，或需了解更多项

⽬相关内容，请扫右⽅⼆维码，登录PLUS官⽅⽹站

www.plus-ed.com



迈阿密  

查看完整⾏程安排，添加项⽬内容，或需了解更多项

⽬相关内容，请扫右⽅⼆维码，登录PLUS官⽅⽹站

地点: 巴瑞⼤学

年龄: 10-20岁

住宿: 1-4⼈间, 全餐住宿

营地学⽣⼈数: 250⼈

课程: 通⽤英语

额外付费项⽬: ⼩经理⼈课程

项⽬类型: 体验项⽬

往年国际⽣国籍组成: 意⼤利, 法国, 罗⻢尼亚, 

波兰, ⼟⽿其, 俄罗斯

环球影城

美国肯尼迪航天中⼼

全天南海岸和乘鸭⼦观光⻋出游

全天⽐斯坎湾(⽐尔·巴格斯⻆佛罗⾥达州⽴公园)和迈阿密海洋⽔族馆出游

全天温伍德墙，弗罗斯特科学博物馆和⻉赛德市场出游 

全天沼泽地国家公园，鳄⻥公园，⼩哈⽡那和海豚购物中⼼出游

全天劳德代尔堡和锯草磨坊 奥特莱斯购物中⼼

半天好莱坞海滩和百⽼汇出游

半天南海岸夜游

包含迈阿密鸭⼦观光⻋票, ⽐尔·巴格斯⻆佛罗⾥达州⽴公园, 迈阿密⽔族馆, 佛罗斯特科学博物馆,

埃弗格莱兹国家公园, 和鳄⻥公园⻔票.

2 周体验项⽬

周末过夜旅游 (2天2晚) 到奥兰多 ⼊住精选服务酒店 :

包含环球影城和参观美国肯尼迪航天中⼼⼊内游览⻔票

另外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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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德鲁  

查看完整⾏程安排，添加项⽬内容，或需了解更多项

⽬相关内容，请扫右⽅⼆维码，登录PLUS官⽅⽹站

地点: 德鲁⼤学

年龄: 10-20岁

住宿: 2-3⼈套间, 全餐住宿

营地学⽣⼈数: 301⼈

课程: 通⽤英语

额外付费项⽬: ⽆

项⽬类型: 经典项⽬ 或者 体验项⽬

往年国际⽣国籍组成: 意⼤利, 俄罗斯, ⼟⽿其, 卡萨克斯

坦, 乌克兰, 阿瑟拜疆, 中国, 法国, 葡萄⽛, 波兰

全天游览格林威治村，⾼线公园，切尔西区

和布莱恩特公园的Netflix电影节

全天参观⾃由⼥神像和纽约市中⼼ 

全天游览中央公园和⼤都会艺术博物馆 

全天游览布鲁克林⼤桥、索合区、唐⼈街和

⼩意⼤利 

全天游览哥伦布圆环，第五⼤道和现代艺术

博物馆

全天游览巨⽯之顶和时代⼴场

半天游览⻨迪逊市中⼼

2 周经典项⽬

⻔票包含: Netflix电影节、雕像巡游、⼤都会艺

术博物馆、巨⽯之顶和现代艺术博物馆

周末过夜出游 (2天1晚) 费城，华盛顿特区和巴尔的精

选服务酒店半餐住宿:

费城⽼城区徒步旅⾏

华盛顿特区国家⼴场纪念碑之旅

美国国家历史博物馆 

史密森国家航空航天博物馆

在以下建筑物外拍照留念:⽩宫，美国国会⼤厦，美国

最⾼法院，国会图书馆 

国家港⼝

巴尔的摩内港

半天康尼岛出游

半天观看棒球⽐赛

2 周体验项⽬

包含经典项⽬内容，另外包含:

⼊内参观史密森尼博物馆和纪念碑之旅

。 

另外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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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天游览格林威治村，⾼线公园，切尔西区和

布莱恩特公园的Netflix电影节

全天参观⾃由⼥神像和纽约市中⼼ 

全天游览中央公园和⼤都会艺术博物馆

全天游览布鲁克林⼤桥，苏活区，唐⼈街，⼩

意⼤利 

全天游览哥伦布圆环，第五⼤道和现代艺术博

物馆

全天游览巨⽯之巅和时代⼴场 

半天游览康尼岛

半天观看棒球⽐赛

半天伍德伯⾥普通⾼档奥特莱斯特惠店半⽇游

2 周经典项⽬

 包含超多的景点⻔票!

纽约中⼼

查看完整⾏程安排，添加项⽬内容，或需了解更多项

⽬相关内容，请扫右⽅⼆维码，登录PLUS官⽅⽹站

地点: 爱纳⼤学

年龄: 10-20岁

住宿: 1-3⼈套间, 全餐住宿

营地学⽣⼈数: 230⼈

课程: 通⽤英语

额外付费项⽬: 联合国课程, 华尔街课程

项⽬类型: 经典项⽬ 或者 体验项⽬

往年国际⽣国籍组成: 意⼤利, 法国, 西班⽛, ⼟⽿其, 波兰, 

俄罗斯, 罗⻢尼亚, 葡萄⽛, 卡萨克斯坦

尼亚加拉⼤瀑布

雾之少⼥船之旅

硬⽯咖啡

伍德伯⾥普通⾼档奥特莱斯购物

2 周体验项⽬

包含经典项⽬内容，另外包含:

周末过夜出游 (2天1 晚) 尼亚加拉⼤瀑布的精选服务酒

店，半餐住宿: 

包括游览尼亚加拉瀑布 乘坐雾之少⼥游船和在硬⽯咖

啡厅⽤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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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伦多
地点: 谢⾥登-特拉法加学院

年龄: 10-20岁

住宿: 单⼈套间 单⼈和双⼈标间 全餐住宿

营地学⽣⼈数: 180⼈

课程: 通⽤英语

额外付费项⽬: ⽆

项⽬类型: 体验项⽬

往年国际⽣国籍组成: 意⼤利, 卡萨克斯坦, 乌克兰, 西班⽛,

葡萄⽛

皇家⼭

⽼蒙特利尔

蒙特利尔旧港⼝

圣约瑟夫⼤教堂(含⻔票)

琼⽖市场

圣凯瑟琳街

全天游览多伦多酿酒⼚区，圣劳伦斯市场，⽼多伦

多和加拿⼤国家电视塔 

全天加拿⼤仙境游览

全天游览内森菲利普斯⼴场、多伦多标志、多伦多

伊顿中⼼和永登达斯⼴场 

全天游尼亚加拉瀑布，包括乘坐霍恩布洛尔游船 

前往多伦多群岛(包括多伦多群岛渡轮)及海滨中⼼⼀

⽇游

全天游览皇后街和肯⾟顿市场

2 周体验项⽬

周末过夜出游 (2天1晚) 蒙特利尔的精选服务酒店，半餐

住宿:

另外包括:

⻔票包括: 加拿⼤国家电视塔、加拿⼤仙境、尼亚加拉瀑

布⻆布洛尔游轮和多伦多群岛渡轮都包括在内。 

查看完整⾏程安排，添加项⽬内容，或需了解更多项

⽬相关内容，请扫右⽅⼆维码，登录PLUS官⽅⽹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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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出游及景点, 打造个性化的项⽬内容！ 
Professional Linguistic Upper Studies, 

Part of PLUS Group Ltd
PLUS公司地址：3rd Floor,239 Kensington High Street, London W8 6SN

联系电话:       + 44 (0)2077302223
传真号码:       + 44 (0)2077309209
电⼦邮箱: plus@plus-ed.com
欢迎您关注PLUS Instagram账号
官⽹地址：www.plus-ed.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