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Kaplan 很榮幸成為華盛頓郵報的教育子公司，

以及新聞週刊的姊妹部門。

*考試名稱為其個別所屬機構的註冊商標。

學習英語

2007 年版
美國、英國與加拿大

踏上成功之路

英語課程  

TOEFL iBT、IELTS、劍橋認證考試、 

GMAT、GRE、SAT*、應試預備課程

大學入學申請服務

實習機制與商用英語



Kaplan 英語課程將帶您踏上成功之路，打開機會

之門！Kaplan 在美國、英國及加拿大多個令人嚮往的

地點設有教學中心，包括兼容各國文化的倫敦、繁華

熱鬧的紐約市以及迷人的洛杉磯等。我們設置在市中

心的教學地點，佔盡地理優勢，務求為您提供全新文

化的洗禮；而設立於大學校園內的  Kaplan 教學中心

則能為您提供迥然不同的典型的學生生活。無論您選

擇哪一種體驗，都能享受 Kaplan 教學中心同等出色

的教學品質及世界級的教育設備。

Kaplan 英語課程提供各種英語課程和應試準

備課程，包括業界頂尖的 TOEFL 和學術英語課程，以

及專為國際學生而設的 IELTS、GMAT 和 GRE 課程。

我們的課程結合大學入學申請服務，助您開啟世界一

流大學之門；另外，我們提供的商用英語課程及實習

機制也將能提升您日後成功就業的機會。提供包羅萬

象的課程、獨一無二的服務，以及令人嚮往的教學地

點，Kaplan 可謂提供了最佳的英語教學資源。現在就

來體驗 Kaplan 的課程，向您的目標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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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plan 的優勢
過去 65 年來，Kaplan 為莘莘學子達成不同的學術及專業目標。我們在應試輔導方面領先

全球同業，並以相同的技巧和方法奠定了所有英語課程的基礎。我們的教師經驗豐富，而

且受過完整訓練，能符合最嚴苛的標準；而為了滿足學生日益增長的需求，我們的課程也

會持續更新。選擇報名 Kaplan 課程，將是您為未來所做的最佳投資。

絕佳的地點
Kaplan 教學中心遍布美國、英國和加拿大各大城巿的心

臟地帶，以及多所知名學校的校園。

傑出的學術專業能力
本中心提供世界級的教材以及受過充份訓練的教師，不僅

符合最嚴格的標準，還會定期審核、更新，以確保符合最

高品質。

在應試輔導方面領導同儕
Kaplan 以其專業的應試準備課程和教材享譽於世。我們

的 TOEFL 及學術英語課程提供 8 次完整的線上 iBT 模擬

考，遙遙領先其他同業。

一流的設備
近期多家 Kaplan 教學中心均經過整修，而每所 Kaplan 教

學中心一律配備最新科技，務求協助您提升學習效能。

「�到�Kaplan�進修是我一生中最難忘

的經驗…精采有趣的課程、優秀

的師資，再加上絕佳的地點，讓�

Kaplan�成為想要提升英語能力的

學生最理想的選擇。」

Carlos Eduardo de Paiva Schröer，巴西

一般英語課程，

Kaplan Westwood 教學中心 (洛杉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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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上成功之路
無論您的目標為何，Kaplan 的課程都能助您一臂之

力。請選擇適合的學習途徑，讓 Kaplan 英語課程協助

您穩步向前。

您的目標： 語言熟練度 大專/大學 研究所 工作發展

英語程度

高階

中上程度

中級

中初級

初級

實習機制

商用英語課程

TOFEL 及學術英語

劍橋認證考試之應試輔導

IELTS 之應試輔導

大學 

入學申請 

服務

LSAT (法學院入學考試)

MCAT (醫學院入學考試)

NCLEX (護士執照)

NBDE (牙醫執照)

USMLE (醫師執照)

CSA (醫師執照)

Kaplan 也提供下列入學申請考試和執照考試的 

專業應試準備課程：
「�Kaplan 的教師具備一流的教學

能力；過去四個月來，我的英

語能力和考試成績都有了明顯

的進步。Kaplan 教學中心位於

市區的中心地帶，交通十分方

便。這裡的每個人都十分親切。置身於這種國

際化的環境中，讓我感到十分自在。」

Emine Sedef Atay，土耳其
Kaplan 紐約教學中心 

曾報名參加 TOEFL 及學術英語課程；

後來進階至一般密集式英語課程 

及商用英語課程  

目前報名參加國際學生 GMAT 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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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語課程
Kaplan 的「一般英語」課程適合各種程度的學生，能迅速有效地提升您的英語能

力。課堂上專業教師的指導及進修中心的互動式電腦課程，能有效提升您的聽、

說、讀、寫能力，以及增強發音、字彙和文法等技巧。我們提供廣泛的課程，可

供您因應不同的目標與需求閱讀。

英語課程單元：

課堂：

研討會：

課程教材：

電腦教室/ 

進修中心：

課堂時間著重於教師講授、分組活動、個別練習、討論和遊戲，務求協助您提升英語能力。課堂採小班制，讓您能充分參與每

一項活動並從中獲益。

為了協助您全力達成個人目標，Kaplan 教學中心特別提供各式各樣的研討會，包括：字彙擴充、演講和發音、寫作、口音矯正

和 TOEFL 應試技巧準備等。

我們的學生無論是在課堂上或進修中心，使用的都是最頂級的英語教材。這些教材包括課本、視聽輔助教材、文法參考書和寫

作練習簿。書籍和教材都已包括在您的學費當中*。

在 Kaplan 的電腦教室/進修中心，您可以因應個人需求選擇最適合的課程。無論是文法、發音或字彙，均一應俱全，能助您達

成個人目標。

在 Kaplan 學習英語

高階：>5.5 IELTS; >550 PBT, >213 CBT, 79–80 iBT TOEFL
您與人交談時總能暢所欲言，且能靈活有效地運用學術

與專業議題的語言。

中上程度：5.0–5.5 IELTS; 490–547 PBT, 163–210 CBT, 57–77 iBT TOEFL
您能夠自信地和以英語為母語的人交談，在流利度方面偶爾會遇到少許阻滯。

中級：4.5–5.0 IELTS; 433–487 PBT, 120–163 CBT, 40–57 iBT TOEFL
當談論個人興趣、學習與工作經驗時，您能夠和以英語為母語的人交談。

 

中初級：4.0–4.5 IELTS; 370–432 PBT, 77–117 CBT, 24–39 iBT TOEFL
您能夠和以英語為母語的人交談，即時處理重要事項，並簡單地及描述人、 
地點和日常事務。

初級：<4.0 IELTS; <370 PBT, <77 CBT, 24 iBT TOEFL
您能夠使用簡單的片語與基本詞彙，並能在例行的情況下和

以英語為母語的人互動。

您的程度 您的學習進度

10        20            30             40                           50

學生程度分發：您的 IELTS 或 TOEFL 分數不保證您

將被安排於某一程度中。在迎新週中，您將會參與程度分發

考試，並依據您的四種主要語言技能分發至適合您的程度分

級。這四種技能分別是：讀、寫、聽、說。

我們將經常舉行評估測驗，以測量您的學習進度

請注意：根據 ETS (Educational Testing Service ，美國教育考試服務中心) 

的研究顯示，TOEFL 紙上測驗分數提高 40 分平均需要大約 300 小時的密

集英語學習。影響學習進度的因素包括：目前的英語熟練度、語言學習

方面的天賦、積極度與學習時間。

週數：

結業證書

課程結束後，您將

獲得一張結業證

書。這張證書將

是您個人學術或專業經歷中最有力的基

礎。您的結業證書就是您在 Kaplan 進修

成功的證明！

升級測驗

在 Kaplan 進修期間，

您將不斷參加升級測驗

以評估您的學習進度，

並確定您是否已準備好

晉升到下一級的英語課程。您將接受聽力、

閱讀、文法和寫作方面的測驗。這些測驗將

會顯示您的長處所在，以及尚待加強的技能。

語言電腦教室

您可以在我們的電腦

教室中使用互動式英

語軟體進行練習，針

對個人的需要，進一

步提升自己的語言能力！我們提供的互動

式多媒體英語課程結合電腦科技和語言學

習兩大要素。

*英國地區必須先繳交訂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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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加拿大

每週 30 小時：

- 課堂時數：25 小時 

-  排定內容之進修室時數： 

5 小時

包含午間研討會，將會針對您

最需要訓練的技能(包括讀和

寫) 加強進行。

英國
每週 30 堂課*

9am – 1pm、2pm – 4pm：

週一 – 週五

開課日期：每隔 2 週 (美國和加拿大)、每週 (英國)

地點：所有 Kaplan 教學中心

最低程度：基礎級

(將會在迎新週編派您往 5 種程度中最適合的程度)

班級人數：不超過 15 人

課程長度：2-52 週 (假期英語課程最多不超過 12 週)

書籍已包括在學費中**

美國/加拿大

每週 22 小時：

- 課堂時數：15 小時

-  排定內容之進修室時數： 

7 小時

英國
每週 20 堂課*

9am – 1pm：

週一 – 週五

美國

每週 15 小時：

- 課堂時數：15 小時

美國

每週 22 小時：

- 課堂時數：15 小時

-  排定內容之進修室時數： 

7 小時

參與模擬商務會議，並發表 

簡報。

英國
每週 30 堂課*

-  10 堂商用英語課程

- 20 堂一般英語課程

開課日期：

每隔 2 週 (美國和加拿大)

每週 (英國) 

地點：紐約、柏克萊、倫敦

最低程度：中級(450 PBT/133 

CBT/45 iBT TOEFL/ 4.5 IELTS)

班級人數：不超過 15 人

課程長度：2-8 週

書籍已包括在學費中**

一般密集式 
英語課程

全天候的「集式英語課程」

是學生提升英語流利程度最

快速的方式。

一般英語課程

「一般英語」課程是一種半

密集式的課程，將為您的英

語能力打下穩固的基礎。

假期英語課程

觀光簽證或免簽證學習課

程，並利用下午的時間出外

觀光。

商用英語課程

著重於在商場上獲勝所需具

備的英語技能。

課程簡介

課程教材：

Kaplan 學年課程

想要花 24 週或以上集中加強自己英語

技能的學生，可以報名參加 Kaplan 的

「學年課程」。報名「學年課程」的好

處包括學費折扣、免費大學入學申請服

務、以及由顧問指導的個別教學，以協

助學生取得大學的入學許可。

課程簡介

*英國地區每堂課程的長度為 50 分鐘。

**英國地區必須先繳交訂金。

一般密集式英語課程 – 週一於紐約

(課程表範例)

10:00am–11:30am	 課程 – 聆聽技能：收聽新聞報導，

	 並掌握其中的節奏與聲調

11:30am–11:45am		 晨間休息時間 – 寄一封電子郵件給母親！

11:45am–1:15pm	 課程 – 說話技能：表演電視廣告

1:15pm–2:15pm	 午餐休息時間 – 前往新的蒙古餐廳嘗試不同的口味

2:15pm–3:15pm	 課程 – 閱讀技能：在當地的報紙中找出命令句

3:15pm–3:30pm	 休息時間 – 與好友在學生交誼廳談天說地

3:30pm–4:30pm	 課程 – 寫作技能：為運動飲料撰寫一篇廣告詞

4:30pm–5:30pm	 進修室/圖書館 – 進行口音矯正練習

6:00pm	 電影之夜

英國美國/加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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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EFL 及
學術英語課程

想要知道 Kaplan 為何能夠成為 TOEFL iBT 應試課程的領導者嗎？那是因為我們擁有全球知名的 OEFL 和學術

英語課程，能夠協助您為 TOEFL iBT 的四個部份做好準備 (包括口語部份)，同時也會加強您的學術英語能力，

以協助您展開成功的大學生涯。本課程包括以 TOEFL 為重點的聽、說、讀、寫指導，並提供上百種實際考試

的模擬練習項目，包括 8 次完整的 TOEFL iBT 模擬測驗。

完整的 TOEFL iBT 模擬測驗

Kaplan 最引以為榮的是，提供 8 次完整的 TOEFL iBT 模擬測驗，讓學生

能夠事先熟悉 TOEFL iBT 測驗的試題及其應試環境。Kaplan 的教師會針

對每次模擬測驗的結果進行深入檢討，並就測驗的每個部份提出意見 (包

括口語部份)。隔週舉行的模擬測驗能協助您掌控自己的課程學習進度，

並逐步提高您的 TOEFL iBT 測驗分數！

培養全方位的學術英語能力

另外，Kaplan 的「TOEFL 及學術英語」課程會為您加強學術英語中最重

要環節，協助您在英語授課的環境中脫穎而出。此課程將會加強您的讀

寫技能，並全力提升您的文法能力，讓您能夠信心滿滿地迎接大學生

活。透過此課程學到的學術英語技能及策略也將協助您為 TOEFL iBT 做好

萬全準備！

Kaplan 的獨門課程教材

我們的課程教材全部由 Kaplan 的應試輔導專家精心製作，並僅供 Kaplan 

的學生使用。此外，我們也依據教師及學生的意見時常更新書籍及課

程，以確保提供最有效的學習經驗。

世界級的教學設備

Kaplan 的完整服務中心配備進行 TOEFL iBT 練習所需要的一切最新科技。

電腦教室提供耳機及麥克風，以供您準備 TOEFL iBT 測驗的聽力及口語 

部份。

「TOEFL 及學術英語」課程單元：

課堂：

課程教材：

排定內容之進修

室/電腦室研習：

Kaplan 的專業教師將會協助您在 TOEFL iBT 測驗中取得高分，並為您加強必要的學術英語能力，以協助您展開成功的大學

生涯。我們將會利用課堂時間與學生討論應試策略、檢討模擬考的成績，並協助學生提升學術英語能力。

Kaplan 的獨門教材著重於 TOEFL iBT應試策略及學術英語能力，並收錄了超過 1800 道 TOEFL iBT 模擬試題！與書籍搭配使

用的語音光碟將能協助您針對 TOEFL iBT 測驗的聽力部份進行練習。所有教材均已包含在您的學費當中。

您可以在電腦教室中接受 8 次完整的 TOEFL iBT 模擬測驗，並得到我們針對您各部份的表現所提出的意見，包括最新的

口語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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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教材：

「�Kaplan�有最棒的課程教材及

師資。我可以隨時前往電腦

教室接受�TOEFL iBT�模擬測

驗。感謝�Kaplan�幫助我取得

更高的�TOEFL�分數。」

Akiko Hirose，日本
曾報名參加 TOEFL 及學術英語課程

進階至 NCLEX-RN® Complete for International Nurses

「�我的老師在� TOEFL  iBT�測驗方

面可說是經驗十足，特別是口

語部份。我從他身上學到很多

東西。」

陳美玲，台灣
TOEFL 及學術英語課程

Kaplan 幫助美玲取得更高的 TOEFL iBT 分數。

最後她成功考入南加洲大學  

(The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USC) 攻讀法律

美國/加拿大

每週 25 小時：

- 課堂時數：15 小時

- 排定內容之進修室時數：10 小時

開課日期：每隔 2 週

地點：所有地點

最低程度：中級  

(477 PBT/153 CBT/53 iBT TOEFL)

班級人數：不超過 15 人

課程長度：4-16 週

書籍已包括在學費中

英國

密集式 TOEFL iBT 準備課程：

每週 26 堂課：

- 6 堂 TOEFL iBT 課程

- 20 堂一般英語課程

開課日期：1 月 8 日、3 月 12 日、 

5 月 14 日、7 月 16 日、 9 月 17 日

地點：倫敦

最低程度：最低程度：中上程度

(517 PBT/187 CBT/66 iBT TOEFL)

班級人數：不超過 15 人

課程長度：8 週

書籍已包括在學費中**

TOEFL 及
學術英語課程

爭取更高的 TOEFL 分數，並為大學
生涯做好準備！

學費不包含 TOEFL 測驗費用：$150 USD (英國地區為 $155 USD；加拿大地區則為 $160 USD)。此費用為 2006 年 7 月份

的費用。*英國地區每堂課程的長度為 50 分鐘。**英國地區必須先繳交訂金。



加拿大

課堂時數：每週 25 小時

IELTS 應試準備課程

IELTS (International English Language Testing System，國際

英語測驗系統) 的考試內容包羅萬象，旨在針對非以英語為

母語者的英語能力進行評量。IELTS 已獲全球數百所學校認

可為具有公信力的英語入學評量測驗。許多國家的政府也

採用 IELTS 作為核發工作簽證的依據。Kaplan 的 IELTS 應

試準備課程涵蓋 IELTS 測驗的每個部份，為學生介紹實用的

應試策略。本課程特別強調學生的口語能力，並致力於改

善學生的發音。

課程簡介

英國

每週 30 堂課*：

- 10 堂劍橋認證考試之應試準備課程

- 20 堂一般英語課程

開課日期：1 月 2 日、3 月 19 日、9 月 17 日

地點：倫敦

最低程度：FCE：中級 (4.5 IELTS/440 TOEFL)

CAE：高級 (6.5 IELTS/630 TOEFL)

CPE：高級 (7.5 IELTS)

班級人數：不超過 15 人 

課程長度：12 週；10 週 (僅限 1 月 2 日)

書籍已包括在學費中**

劍橋認證考試之應試準備課程

劍橋認證考試包含各式各樣的英語能力認證測驗，廣為全

球各地的學術及工作機構所認可。Kaplan 倫敦教學中心

提供三種不同的課程，以協助學生準備中上至精通程度的

考試，包括「初級英語認證」(FCE)、「進階英語認證」

(CAE) 和「精通英語認證」(CPE)。

課程簡介

英國

每週 30 堂課*：

- 10 堂 IELTS 課程

- 20 堂一般英語課程

開課日期：1 月 2 日、6 月 4 日、10 月 1 日  (加拿大)； 

1  月  2  日 、 3  月  5  日 、 5  月  7  日 、 7  月  2  日 、

8 月 27 日、10 月 22 日 (英國)

地點：溫哥華、倫敦

最低程度：中級 (4.5 IELTS)

班級人數：不超過 15 人 

課程長度：4 週 (加拿大)、8 週 (英國)

書籍已包括在學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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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試準備課程
Kaplan 享譽全球的應試準備方法，必能讓您獲益無窮。Kaplan 專門為國際學生提

供應試準備課程，是業界翹楚。我們所設計的課程以口語技能及策略為重點，針對

非英語母語學生在應試時最需要幫助的部份加強練習，並全面涵蓋考試的每個部

份。我們的課程透過密集上課、加強答題技巧和專注的練習，經證實可以讓您的學

習時間發揮最大效果，協助您在考試中獲得最佳的分數。

應試準備課程單元：

課堂：

課程教材：

排定內容之進修

室/電腦室研習：

我們將會利用課堂時間協助您精通 Kaplan 享譽全球的應試策略，尤其在口語技能及策略方面。

大部份的書籍和教材均為 Kaplan 的獨門教材，並已包含在您的學費當中。

**教材會經常性地依據學生的意見反應加以更新。

您可以透過 Kaplan 為每位學生量身打造的個人研習計劃，按個人需求持續加強自己的英語能力和答題策略，以取得 

高分。您將能自由取用 Kaplan 內容廣泛、種類繁多的教材庫，包括書籍、線上練習活動和電腦模擬測驗等。

課程教材： 課程教材：

學費不包含測驗費用：IELTS (£90、$140 USD、$245 CAD)；劍橋認證考試 (FCE £88、CAE £92、CPE £96)。此費用為 2006 年 7 月份的費用。

*英國地區每堂課程的長度為 50 分鐘。**英國地區必須先繳交訂金。



每週 25 堂課：

- 課堂時數：9 小時

- 排定內容之進修室時數：16 小時

開課日期：全年經常性開課

地點：可選擇美國和加拿大境內的地點

最低程度：高級 (550 PBT/213 CBT/79 iBT TOEFL)

課程長度：12 週：

- 4 週密集式課堂課程

- 8 週使用 Kaplan’s 的線上資源

書籍已包括在學費中

國際學生
GMAT 課程

如果您想取得頂尖商學院的企業管理碩

士學位 (MBA)，將需要報考 GMAT (商

研所入學考試)。Kaplan 的國際學生 

GMAT 課程將會透過深入的分析檢討、

專業教師的指導以及密集的模擬考，讓

您做好參加考試的萬全準備。本課程提

供各式各樣的活動和研討會，包括著重

口語技能及策略的 GMAT 分析寫作評估

研討會。立即報名本課程，為自己爭取

更高的 GMAT 分數！

課程簡介

每週 25 堂課：

- 課堂時數：9 小時

- 排定內容之進修室時數：16 小時

國際學生
GRE 課程

凡是想取得工程、資訊科技或其他領

域之碩士學位的學生，均需報考 GRE 

(Graduate Record Examination，研究所

入學考試)。

Ka p la n  的國際學生 G R E  課程採用 

Kaplan 的獨家教材，著重於口語技能

及策略 (包括分析寫作部份)，讓您做好

參加考試的萬全準備。

* 本中心即將更新相關教材，以因應

2007 年秋天的新制 GRE 測驗。 

每週 22 堂課：

- 課堂時數：12 小時

- 排定內容之進修室時數：10 小時

國際學生
SAT 課程

SAT (Scholastic Aptitude Test)，學術性向

測驗)  成績已經成為申請美國絕大部份

大學的必備條件。

參加 Kaplan 國際學生 SAT 課程的學生

將能在生動活潑的互動學習環境中學到

有效的應試策略。Kaplan 的專業教師

擅於營造活潑的課堂氣氛，能夠提升每

位學生的學習動機。此外，他們也會針

對每位學生給予額外的個別協助，讓您

能在考試中獲得最高的分數。

開課日期：7 月 2 日、8 月 27 日

地點：波士頓

最低程度：中上程度 

(523 PBT/193 CBT/69 iBT TOEFL)

課程長度：8 週：

- 4 週密集式課堂課程

-  4 週使用 Kaplan’s 的線上資源

書籍已包括在學費中

課程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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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教材： 

終極模擬測驗

只有 Kaplan 的學生能夠前往真正的 GMAT 測試機構接受電腦模擬

測驗，並體驗真正第一手的測驗形式及環境。事先體驗考試當天的

真實情況，將能讓您得到更高的 GMAT 分數！

個別指導

您可以選擇最適合的地點和時間，接受 Kaplan 專業教師的

一對一個別指導。個別指導包括英語課程和應試準備課程。

您可以在 Kaplan 提供的任何課程之外加選個別指導，也可

以只接受私人輔導教師的指導。

個別指導包括下列選項：

• 一般英語課程

• TOEFL

• 商用英語課程

• IELTS

• TOEIC

• GMAT

• GRE

• SAT

課程教材：

學費不包含測驗費用：GMAT ($250 USD)、GRE (美國境內及美國領地為 $130；中國、韓國和台灣為 $175；所有其他國家則為 $160)、SAT ($41.50 USD；在美國以外的國家接受測驗的學生可能另需支付一筆國際處理費用)。此

費用為 2006 年 7 月份的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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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想要進一步瞭解 Kaplan 的特約合作大學院校及其主修課程，請登入 www.kaplanenglish.com/ups

大學
地點  
(城巿，州/省) 副

學
士

學
位

波士頓大學
(推廣課程) 

您可以選讀各所大專院校， 
包括：

學
士

學
位

研
究

所
以

上
學

位

證
書

商
業

電
影

電
腦

科
學

設
計

教
育

工
程

休
閒

/觀
光

mba

加州州立大學 
奇科分校

波士頓，  
麻薩諸塞州

東伊利諾大學 

富爾頓-蒙哥馬利 
社區學院，
紐約州立大學

奇科，加州 

卻爾斯登，伊利諾州 

約翰城， 
紐約州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威廉密特大學 塞勒姆，俄勒岡州  3 3 3

Kaplan 的特約合作大學院校大多均無 TOEFL 分數的限制！

服務項目 費用 特色 

基本 UPS 服務 $175  
(在 Kaplan 教學中心研習達 16 週
以上者免費)

•  可申請一所 Kaplan 特約合作大學院校

•  提供個人化的協助，以幫助您選擇符合自己學習目標的大學就讀

•  協助您完成申請及入學程序

•  在您離開自己的國家之前，就能收到「有條件錄取通知」(Conditional Letter 
of Acceptance)！

•  保證能夠進入特約合作大學院校就讀

超值 UPS 服務 $500  
(在 Kaplan 教學中心研習達 16 週
以上者只收 $300)

「基本 UPS 服務」的所有項目，再加上：
• 可申請美國、加拿大或英國境內的任何一所院校

•  透過一對一的諮詢服務確認您的學術目標

•  顧問人員將會協助您找出符合自己所有需求的學校

追加申請 每追加申請一所特約合作大學院校
加收 $50

•  可追加申請一 (1) 所特約合作大學院校

每追加申請一所非特約合作大學院
校加收 $250

•  可追加申請美國、加拿大或英國境內的任何一 (1) 所學校

翻譯/評估服務 實際費用須視文件的長度和類型
而定

•  符合標準的專業翻譯對於大學入學申請而言是必要的。若要轉移學分，大學
多半會要求進行課程評估。

大學入學申請服務
Kaplan 的大學入學申請服務 (UPS) 能夠幫助您取得入學許可，順利進入一

流的大學院校就讀。您可以選擇各項方案 (包括研究所以上學位、學士學

位、副學士學位以及文憑等)，同時在您離開自己的國家之前，就已經可以

取得其中一所 Kaplan 特約合作大學院校的條件入學資格。Kaplan 的特約合作大學院校大多均無 

TOEFL 分數的限制，而我們訓練有素的顧問人員則會帶領您一步步完成入學申請流程。請立即註

冊，開始著手實現自己的學術目標！

3

3

波士頓松堡學院 

舊金山州立大學 

聖塔摩尼卡學院 

湯普森河大學， 
加拿大 

華盛頓州立大學 

波士頓，  
麻薩諸塞州

舊金山，  
加州

聖塔摩尼卡， 
加州

甘露市， 
不列顛哥倫比亞省

普耳曼， 
華盛頓州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懷德納大學 徹斯特，賓州  33 3 3 3 3

3

3

3 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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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應該從何著手？

1    報名參加 Kaplan 英語課程。

2     填寫 UPS 申請書，再透過傳真 (+1 213 892 1364) 或

電子郵件 ups@kaplan.com 傳送給 Kaplan。

3     我們將會通知您必須收集哪些必要的證明文件。請備

妥這些文件，並郵寄給 Kaplan。

4     在二週之內，您就會收到錄取通知或有條件錄取通 

知了！*

如需有關 Kaplan 大學入學申請服務流程的進一步資

訊，請前往 kaplanenglish.com 下載我們的簡章，或是

透過 ups@kaplan.com 與我們聯絡。

英國地區的 UPS 服務是由代理機構負責經營。

*大部份的 Kaplan 特約合作大學院校，會在收到完整申請資料的兩週之內，寄出錄取通知或有條件錄取通知。

「�我在此建議所有�Kaplan�學生善加利用�Kaplan�

的大學入學申請服務，因為它實在是太迅

速、太方便了。他們為我提供了許多針對個

人的協助，而且就大學入學申請的所有細節

進行了十分深入的研討。」

Yusako Iida，日本
曾報名參加一般密集式英語課程

進階至 TOEFL 及學術英語課程

在 Kaplan 大學入學申請服務的協助之下，順利進入柏克萊大學就讀

Highline 社區大學 
基礎課程

開課日期：1 月 2 日、4 月 2 日、 

6 月 26 日、9 月 24 日

最低程度：中上程度  

(490 PBT/163 CBT/57 iBT TOEFL)

課程長度：12 週

課程簡介：在參加 Kaplan 一般英語課

程的同時，還能在 Highline 社區大學

註冊選修 3-5 個學分！

費用：$2200 (為期 10 週的一般英語

課程) + $100/學分

學習英語的同時，取得大學學分！

Irvine Valley 學院
基礎課程 

開課日期： 5  月  21  日、7  月  2  日 

( 6  週 )； 1  月  2  日、 3  月  1 9  日、 

5 月 21 日、6 月 18 日、8 月 21 日 

(8 週)；1 月 2 日、8 月 21 日 (16 週)

最低程度：中上程度 (490 PBT/163 

CBT/57 iBT TOEFL)

課程長度：6 週、8 週或 16 週

課程簡介：在參加 Kaplan 一般英語課

程的同時，還能在 Irvine Valley 學院註

冊選修  3-5 個學分！

費用：Kaplan 一般英語課程的學費，

再加上 Irvine Valley 學院的課程費用 

($197/學分)。

Merrimack 學院
基礎課程 

開課日期： 5 月 21 日、7 月 9 日 (6 週)； 

1 月 2 日、3 月 12 日、7 月 23 日、 

9 月 24 日 (10 週)

最低程度：中上程度 (490 PBT/163 

CBT/57 iBT TOEFL)

課程長度：6 週或 10 週

課程簡介：在參加 Kaplan 一般英語課程

的同時，還能在  Merrimack 學院註冊選修

學分！

費用：一般英語課程的學費，再加上 

Merrimack 學院的教育課程費用  ($240/學

分)！大學學費可享有 50% 的優惠折扣！

經《US News and World Report》雜誌評選

為美國北部綜合大學前十名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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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中心：3-5 Charing Cross Road, London WC2H 0HA, United Kingdom

英
國

倫敦 英國 

城市簡介   倫敦 — 一座應有盡有、無所不包的城巿！

倫敦是世上最獨特、最令人嚮往的城市之一。倫敦的人種

之多、生活方式之多元化，反映在各式的美食佳餚、商

店、歷久不衰的音樂劇以及熱鬧華麗的慶典活動上。您可

以登上倫敦之眼  (London  Eye) 欣賞這座城市的壯麗景色，

也可以搭上倫敦的傳統雙層巴士欣賞各個知名景點的風

光，例如大笨鐘 (Big Ben)、白金漢宮和倫敦鐵塔 (Tower of 

London)。在倫敦，您絕對不用擔心沒事可做！

教學中心簡介   Kaplan 倫敦教學中心位於倫敦市的心

臟地帶，距離塔法加廣場  (Trafalgar  Squares)  及萊斯特廣

場  (Leicester Square) 只有數步之遙，可說是坐擁了倫敦的

一切！本中心最近才經過全面整修，並裝設了世界級的教

育設備，包括更寬敞明亮的教室、舒適的學生交誼廳，以

及可供學生連上網際網路的電腦教室。本中心附近的咖啡

廳、餐廳、書店和商店林立，而且距離最近的地鐵站只需

要 2 分鐘的路程。

住宿   Kaplan 倫敦教學中心提供各式各樣不同的住宿選

擇，分佈於各個地區。選擇寄住於當地家庭，能讓學生有

機會與當地英國家庭生活在一起，體驗英國文化與日常生

活，同時也能在課堂外練習英語。選擇住在學生宿舍，可

以讓您在遊學倫敦的期間獨立生活，並結識來自全球各地

的學生。本中心所安排的學生宿舍全都位於第  1  區  (Zone 

1)，鄰近倫敦地鐵站，交通便利，可輕鬆前往倫敦的各個

角落。

活動   倫敦是一座兼容各國文化的城巿，巿內畫廊、商

店、戲院、俱樂部、酒吧和餐廳林立，是喜愛都市生活

者的最佳選擇－而 Kaplan 倫敦教學中心更因為地利之

便，可說是坐擁了倫敦的一切重要資源！本中心提供的社

交活動包括前往各大博物館及藝廊參觀、泰晤士河上的遊

河之旅、羽毛球比賽，以及利用週末時間前往牛津大學、

劍橋大學和巴黎參觀等等。

在倫敦的實習機會！

Kaplan 倫敦教學中心提供兩種彈性的實習機制，讓您能夠在專業

環境中運用英語技能，為將來作好充分的準備：

•  全日制實習機制：參加 4 週以上的一般密集式英語課程後，選

擇您想參加的實習機制，涵蓋的領域包羅萬象，包括行銷、工

程、旅遊和法律等。

•  半日制實習機制：參加至少 3 週的一般英語課程後，利用下

午獲得國際的工作經驗。兩種實習機制完成後，都能獲頒發

英國 NCFE 國家職業技能二級證書 (NCFE Level 2 Certificate in 

Employment)。

欲知詳情，請與您當地的業務代表聯絡。

實習費：£450

學生必須參加與實習機制相同或更多時數的課程，而且在實習開

始前，英語必須達到中上／高階程度 (4.5 IELTS)。全日制實習

機制是「三明治課程」的一部分，學生在實習機制結束後，會返

回教學中心參加  2  週的英語課程。Kaplan  與代理機構合作，為

學生提供無薪實習的機會。非歐盟國家的學生必須用學生簽證入

境英國。課程最多不超過  6  個月  (包括英語課程及實習機制)。

英國 NCFE 國家職業技能二級證書 (NCFE Level 2 Certificate in 

Employment Skills) 費用：£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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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
國

報名費： £55             健康保險：£10/週

住宿安排費：£25 

接機轉送費：

£75 (Heathrow - LHR)、£85 (Gatwick – GTW)、

£90 (Stansted – STN)、£80 (Luton – LTN)、 

£70 (London City – LCY)

一般密集式英語

30 堂課 (50 分鐘)

一般英語

20 堂課 (50 分鐘)

學年課程
一般密集式英語

24 週以上 (包含 2 週假期)； 
36 週以上 (包含 3 週假期) 

學年課程
一般英語

24 週以上 (包含 2 週假期)； 
36 週以上 (包含 3 週假期)

商用英語課程

IELTS (International English Language 

Testing System) ，國際英語測驗系統

劍橋認證考試 — 初級英語認證 (FCE)

劍橋認證考試 — 進階英語認證 (CAE)

劍橋認證考試 — 精通英語認證 (CPE)

密集式 TOEFL iBT 準備課程

個別指導 (英語)

最少 5 堂課 (50 分鐘)

課程 週數 

2-4
5-11
12-23

2-4
5-11
12-23

24 週
追加週數

36 週
追加週數

24 週
追加週數

36 週
追加週數

2-4
5-8

8

12

12

12

8

另行安排

費用 

每週 £245
每週 £225
每週 £205 

每週 £180
每週 £165
每週 £155

£3,300
每週 £150

£4,700
每週 £140

£2,950
每週 £135

£4,300
每週 £130

每週 £255
每週 £235

£1,800

£2,400

£2,400

£2,400

£1,800

每堂課 £45

開課日期 

每逢週一開課*

每逢週一開課*

每逢週一開課*

每逢週一開課*

每逢週一開課*

1月2日、3月5日、
5月7日、7月2日、
8月27日、10月
22日

1月2日、3月

19日、9月17日

1月2日、3月

19日、9月17日

1月2日、3月

19日、9月17日

1月8日、3月
12日、5月14日、
7月16日、9月
17日

另行安排

1

學生住宿選項 

單人房 SC，私人衛浴

**P=大眾運輸工具，W=步行  使用網際網路可能必須另外計費。

††需收取保證金 (住宿 4 週以內：£150，住宿超過 4 週：£250)。

每週費用 

Goswell 學生宿舍,  
第 1 區 (Zone 1, Angel)

平均 
交通時間**

網際網路†

£195 P=20-30 分鐘 有

2
Rathbone Place Apartments, 第 1 區 

(Zone 1, Tottenham Court Road)
£240 W=10 分鐘 有

3 £175 有

4
單人房 SC，衛浴共用 
(僅限夏季：2007年 
6月10 – 9月16日)

Schafer House Hall of 
Residence, 第 1 區  

(Zone 1, Warren Street)

£165 無

Rathbone Place Apartments, 第 1 區 

(Zone 1, Tottenham Court Road)

5
單人房 SC，私人衛浴 
(僅限夏季：2007年
6月29 – 9月16日)

Dinwiddy House, 第 1 區 

(Zone 1, Kings Cross) £180 無

單人房 SC，衛浴共用

雙人房 SC，衛浴共用

W=25 分鐘 
P=15 分鐘

18

18

18

18

18

最低

年齡

6 雙人房 SC，私人衛浴
Chelsea Point, 第 1 區  

(Zone 1, South Kensington)
£150†† 有 18

由經驗豐富、且受過 CELTA/DELTA 訓練的合格教師負責授課。*適逢國定假日，停課一次。若開課日期適逢國定 
假日，則順延至下一個營業日。班級人數：最少 15 名學生。最低年齡：16。
英國國定假日：1 月 1 日、4 月 6 日、4 月 9 日、5 月 7 日、5 月 28 日、8 月 27 日、12 月 17-31 日

W=10 分鐘

P=20 分鐘

P=20 分鐘

「�Kaplan�倫敦教學中心的地點實在太棒

了，只要步行一分鐘即可抵達塔法加廣

場 (Trafalgar Square)。Kaplan 的教師和

同學們都很友善，我們常在週五晚上一

起出去玩。」

Seiko Kono，日本
般密集式英語課程

Kaplan 倫敦教學中心

1

當地家庭寄住選項

單人房，B&B/SC

每週費用^

£110

2 £100

3 £130

4 雙人房^^，含早、晚餐 £120

雙人房^^，B&B/SC

單人房，含早、晚餐

經濟型           標準型               精緻型              豪華型

£125

£115

£145

£135

£150

£140

£180

£170

另洽

另洽

另洽

另洽

具代表性的 Kaplan 特約合作大學院校：

Kaplan 倫敦教學中心：已於 2006 全面整修完畢！

最低年齡：16。^追加住宿 4 晚 (含) 以下，必須按比例計算費用。超過 4 晚則須支付一整週的

住宿費用。^^適用於在同一天開課的兩名學生。

B&B：提供房間和歐式早餐。經濟型：位於第 4 及 5 區 (Zone 4 and 5) 的舒適居所。

精緻型：位於第 4 及 5 區 (Zone 4 and 5) 高級地點的優質居所。

SC：提供房間及自炊廚房。標準型：位於第 2 及 3 區 (Zone 2 and 3) 的舒適居所，可輕鬆前

往市中心。

豪華型：位於第 1 及 2 區 (Zone 1 and 2) 的豪華居所，鄰近巿中心，房內備有電視。

半宿：提供房間、歐式早餐和晚餐。

必須繳交一筆 £25 的住宿安排費 (不可退還)。住宿服務是由代理機構負責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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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中區 (Midtown)：131 West 56th Street, New York, NY 10019 USA    東村區 (East Village)：16 Cooper Square, New York, NY 10003 USA

美
國

城市簡介   紐約市是一座充滿活力、多采多姿的城巿，

同時也是人們最嚮往的城巿之一。富有創意的美食、藝

術、戲劇、商品、文化以及多采多姿的夜生活為紐約市贏

得了「不夜城」的封號。在那裡，您將能利用全世界最棒

的大眾交通運輸系統，探訪各個引人入勝的鄰里社區和文

化景點，親身體驗紐約被稱為「世界之都」的原因。

兩大絕佳地點

Midtown 教學中心的地理位置極為優越，位於紐約兩大知

名景點：中央公園 (Central Park) 和時代廣場 (Times Square) 

之間。您可以趁天氣暖和時，前往中央公園散步、欣賞英

式花園，或是租一艘腳踏船。乘搭地鐵的話，只要兩站即

可抵達時代廣場 (Times Square)。這裡可說是紐約戲劇產業

的中心，許多著名的演員均在此發跡。 

紐約 紐約

East Village 教學中心長久以來一直是各國文化的匯聚點。

您可以在聖馬克斯街 (St. Marks) 的商店中恣意瀏覽各式新

奇商品、走進其中一間小劇院欣賞經典戲劇作品，或者在

華盛頓廣場公園  (Washington  Square  Park) 體會下棋的樂

趣。夜幕降臨，紐約多采多姿的夜生活也隨即展開。您可

以看到紐約大學  (NYU) 的學生與眾多富商名流在知名的咖

啡廳、餐廳和酒吧中接踵摩肩。選擇前往 Kaplan 的 East 

Village 教學中心就讀，相信一定會讓您愛上紐約市魅力十

足的鄰里社區。

一般密集式英語、TOEFL  

及學術英語

課程 週數 

2-5
6-15
16-23

費用 

每週 $360
每週 $350
每週 $330  

開課日期 

一般英語/

假期英語*
2-5
6-15
16-23

每週 $285
每週 $275
每週 $265

國際學生 GMAT 課程 12 $1700

國際學生 GRE 課程 12 $1700

1月2日、29 日、2 月 26 日、3 月 26 日、 
4 月 23 日、5 月 21 日、6 月 18 日、
7 月 16 日、8 月 13 日、9 月 10 日、
10 月 8 日、11 月 5 日、12 月 3 日

個別指導 (英語) 5 小時 $350 (追加時數 
$60/小時)

美國國定假日：1 月 1 日、1 月 15 日、5 月 28 日、7 月 4 日、9 月 3 日、11 月 22-23 日、12 月 17-31 日
*假期英語為 2-12 週課程。

報名費：$110 健康保險：$85/月 接機轉送費$110 (JFK、LGA、EWR)

1 月 2 日、1 月 16 日、 

1 月 29 日、2 月 12 日、 

2 月 26 日、3 月 12 日、 

3 月 26 日、4 月 9 日、 

4 月 23 日、5 月 7 日、 

5 月 21 日、6 月 4 日、 

6 月 18 日、7 月 2 日、 

7 月 16 日、7 月 30 日、 

8 月 13 日、8 月 27 日、 

9 月 10 日、9 月 24 日、 

10 月 8 日、10 月 22 日、 

11 月 5 日、11 月 19 日、 

12 月 3 日

1 月 16 日、2 月 12 日、3 月 12日、
4 月 9 日、5 月 7 日、6 月 4 日、
7 月 2 日、30 日、8 月 27 日、
9 月 24 日、10 月 22 日、11 月 19 日

商用英語課程 2-5
6-8

每週 $360
每週 $350

下列課程將於 Midtown (MT) 或 East Village (EV) 教學中心開課。

學生在抵達之後將會獲得安置。

學年課程

一般密集式英語
24 週 
以上

每週 $280

學年課程

一般英語
24 週 
以上

每週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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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住宿   Kaplan 在紐約提供的住宿選項包括寄宿、公寓分租

和學生宿舍。選擇寄宿的學生將能寄住在位於 Brooklyn 或 

Queens 區的美國家庭中。New Yorker Residence (紐約客宿

舍) 位於紐約地標 New Yorker Hotel (紐約客飯店) 中，是我

們最受歡迎的住宿選擇之一。這間飯店經常出現在小說和

電影中，與我們兩所教學中心不過是幾個地鐵站的距離。

飯店內的房間提供有線電視、空調、冰箱、電話和網際網

路連線等配備。而位於橋另一端的，是 Kaplan 最新落成的 

它備有雙人房，並提供與  New  Yorker  Hotel  相同的便利設

施。此外，每棟宿舍大樓均配備廚房和洗衣設備，學生還

可以免費使用大樓內部的健身房。如需更多其他住宿選擇

的資訊，請造訪 kaplanenglish.com，或與您當地的業務代

表聯絡！

活動   Kaplan 紐約教學中心為學生提供極為豐富的團體

課外活動，包括前往百老匯欣賞 The Lion King (獅子王) 和 

Wicked 等音樂劇、在曼哈頓區閒逛，以及在布萊安特公園 

(Bryant Park) 內溜冰等等。至於喜歡博物館的學生，更不

能錯過 Kaplan 每週安排的博物館參訪活動，前往的地點

包括紐約大都會博物館  (Metropolitan  Museum)、動畫影像

博物館  (Museum  of  the  Moving  Image) 以及杜莎夫人蠟像

「�Kaplan�不只在學術方面為我提

供協助，還參與塑造我的個性特

質，為我日後的成功打下了重要

的基礎。我想對所有正考慮前來�Kaplan�就讀

的學生說：Kaplan�有許多寶貴的事物，正在等

你前來挖掘。給自己一個機會，讓自己發揮潛

能。」

Suleyman Satir，土耳其
Kaplan 紐約教學中心

曾報名參加一般密集式英語課程

進階至 TOEFL 及學術英語課程

進階至國際學生 GRE 課程

目前報名參加商用英語課程

博物館 (Madame Tussauds’ Museum) 等。喜歡運動的學生

只要完成登記程序，就可以在中央公園內進行足球或籃球

比賽，或是前往 Chelsea Piers 體育中心打保齡球。或者，

您也可以在紐約巿上百家人行道咖啡館中隨便選一家坐下

來，好好享受觀看行人的樂趣。

1

住宿選擇
餐點/週  

單人房，衛浴共用 7

**每週額外收費僅適用於住宿超過 4 週以上者。†每日額外收費僅適用於住宿未滿 1 週者。 
††P=大眾運輸工具，W=步行  ^使用網際網路可能必須另外計費。 ^^ 2007 年 8 月 20 日之前有效。

兩週 三週 

寄住於當地家庭

(Brooklyn/Queens)

四週 每週  
額外收費**

每日 
額外收費†

平均交通時間†† 網際網路^ 

N/A N/A $950 不等 不等

2

無
公寓分租 

(Manhattan)
N/A N/A $1,740 不等 不等

3

無 $835 $1,250 $1,650 有

4

雙人房，衛浴共用 無
學生宿舍

(The New Yorker)
$650 $950 $1,260 有

學生宿舍

(The New Yorker)

5

雙人房，私人衛浴
學生宿舍 (Markle 
Residence – 僅限女生)

單人房，衛浴共用

單人房，私人衛浴

$240

$435

$395

$315

$40

$75

$65

$50

W=30 分鐘到 MT
P=15 分鐘到兩地

W=30 分鐘到 MT 
P=15 分鐘到兩地

N/A

N/A

17

17

最低 
年齡 

具代表性的 Kaplan 特約合作大學院校： 

6

雙人房，衛浴共用 無
學生宿舍^^ (The Clark 
Residence，位於  

Brooklyn Heights)
$650 $950 $1,260 有$315 $50 17

Midtown

東村區 (East Village)

P=30 分鐘到 MT
P=15 分鐘到 EV

14 $650 $950 $1,260 有$315 $50 W=20 分鐘到 EV 
P=15 分鐘到兩地

18



18

美
國

城市簡介   舊金山灣區  (San  Francisco  Bay)  是美國的重要

文化中心。美國許多頂尖大學均設於此處。位於東灣區的柏

克萊 (Berkeley) 是一座以多元族群及生活方式聞名於世的城

巿。此地區的博物館、餐館、咖啡廳和書店林立，可說是學

生的天堂。從柏克萊搭地鐵到舊金山只需要 30 分鐘；而對

於喜愛旅遊的人來說，漁人碼頭 (Fisherman’s Wharf)、惡魔島 

(Alcatraz  Island)、金門公園  (Golden Gate Park) 和海德街  (Haight 

Street)  更是絕對不能錯過的景點！另外，從這裡開車到矽谷 

(Silicon Valley) 和納帕谷 (Napa Valley) 也只需要很短的時間！

教學中心簡介   Kaplan 教學中心與全球知名的加州大

學柏克萊分校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Berkeley) 只距離兩個

街區，可說是位於這生機勃勃之學術社區的心臟地帶。距

離最近整修完畢的 Kaplan 教學中心只有數步之遙的電報街 

(Telegraph Avenue)，是此地區的購物天堂。街上書店、咖啡

館林立，並充斥著各種可供學生遊樂的絕佳去處。

柏克萊  加州

住宿   柏克萊以及鄰近地區都有經過精挑細選的家庭可

供學生寄宿。您也可以選擇住在全年開放的學生宿舍中。

本中心的柏克萊學生宿舍 (Hillside Durant) 同時提供給國際

學生和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 (UC Berkeley) 的學生住宿，而且

只要走幾步路就可到達本中心。另外，您也可以選擇距離

本中心只有兩個街區的 Shattuck Hotel。該飯店提供附有衛

浴設備的單人房，在飯店大廳可連上網際網路，另外還有

服務生每週打掃房間一次。

 

活動   Kaplan 在灣區 (Bay Area) 舉辦的精采遊覽活動包括惡

魔島 (Alcatraz Island) 之旅、觀賞 Oakland A 棒球比賽，以及在

週末前往優勝美地國家公園 (Yosemite National Park)、塔荷湖 

(Lake Tahoe) 和美麗的納帕谷  (Napa Valley) 酒鄉遊覽，保證能

讓您留下最美好、最充實的回憶。除了這些多采多姿的遊

覽活動以外，Kaplan 柏克萊教學中心還會舉辦電影之夜、聚

餐、保齡球比賽以及各式各樣精采有趣的活動！

加州大學柏克萊推廣教育班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Extension) 國際證書課程   如果您有意報名加州

大學柏克萊推廣教育班的國際課程，本中心將為您辦理申

請手續，並協助您達成該課程對英語能力的要求。Kaplan 

柏克萊教學中心與國際證書課程 (IDP，International Diploma 

Programs) 的上課地點：加州大學柏克萊推廣教育國際中

心  (UC Berkeley Extension International Center)  僅相隔兩個街區

而已。如果您是 Kaplan 的學生，並已符合所有  IDP  申請資

格，但尚未達到英文程度的要求，您將會先收到「有條件錄

取通知」。接著，您必須在 Kaplan 主辦的 Institutional TOEFL 

中至少考得 550 分，才能獲取錄攻讀 IDP。Kaplan 會透過舉

辦論文審查研討會來協助學生順利完成申請入學手續，並鼓

勵學生參觀 UC Berkeley 校園。

**每週額外收費僅適用於住宿超過 4 週以上者。†每日額外收費僅適用於住宿未滿 1 週者。 ††P=大眾運輸工具，W=步行  ^使用網際網路可能必須另外計費。

Kaplan 教學中心：150 Berkeley Square, Berkeley, CA 94704 USA

1

住宿選擇
餐點/週  

單人房，衛浴共用 14

兩週 三週 

寄住於當地家庭

四週 每週  
額外收費**

每日 
額外收費†

平均  
交通時間††

網際網路^ 

$510 $765 $1,020 不等 有

2 無
學生宿舍 (Shattuck Hotel)

N/A N/A $1,100 W=5 分鐘 有

3 無 $500 $680 $860 有
學生宿舍

(Hillside Durant)

單人房，私人衛浴

雙人房，公用衛浴

$255

$215

$50

$80

$35 W = 20 
分鐘

18

18

18

最低 
年齡 

僅限四週 
附加收費：

$1,100

一般密集式英語、TOEFL  
及學術英語課程

課程 週數

2-5
6-15
16-23

費用

每週 $360
每週 $350
每週 $330 

開課日期

一般英語/

假期英語*
2-5
6-15
16-23

每週 $285
每週 $275
每週 $265

國際學生 GRE 課程 12 $1700

國際學生 GMAT 課程 12 $1700 1 月 2 日、3 月 26 日、�
6 月 18 日、9 月 10日

個別指導 (英語) 5 小時 $350 (追加時數 
$60/小時)

美國國定假日：1 月 1 日、1 月 15 日、5 月 28 日、7 月 4 日、9 月 3 日、11 月 22-23 日、12 月 17-31 日
*假期英語為 2-12 週課程。

報名費：$110  健康保險：$85/月 接機轉送費 $80 (OAK、SFO)

1 月 29 日、4 月 23 日、�
7 月 16 日、10 月 8 日

商用英語課程 2-5
6-8

每週 $360
每週 $350

1 月 2 日、1 月 16 日、�

1 月 29 日、2 月 12 日、�

2 月 26 日、3 月 12 日、�

3 月 26 日、4 月 9 日、�

4 月 23 日、5 月 7 日、�

5 月 21 日、6 月 4 日、�

6 月 18 日、7 月 2 日、�

7 月 16 日、7 月 30 日、�

8 月 13 日、8 月 27 日、�

9 月 10 日、9 月 24 日、�

10 月 8 日、10 月 22 日、�

11 月 5 日、11 月 19 日、�
12 月 3 日

學年課程

一般密集式英語
24 週 
以上

每週 $280

學年課程

一般英語
24 週 
以上

每週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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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金山  加州

城市簡介   舊金山素有「灣邊之城」(The  City  by  the  Bay) 

之稱，是一座生機勃勃、融合了各國文化的城巿，介於太

平洋及舉世聞名的舊金山灣 (San Francisco Bay) 之間；鄰近

惡魔島 (Alcatraz Island)、金銀島 (Treasure Island) 和天使島 

(Angel  Island)。舊金山灣區  (San Francisco Bay Area) 的觀光特

色包括世界級的博物館和餐廳、充滿原始之美的紅木森

林，以及北灘  (North  Beach) 和日本城  (Japan Town) 等充滿

民族風情的鄰近地區，因而早已成為全球遊客心目中的最

佳觀光勝地。

教學中心簡介   Kaplan 舊金山教學中心位於舊金山市

中心，地點絕佳，距離金融區 (Financial District) 僅有兩個

街區，而從這裡步行即可抵達聯合廣場 (Union Square)、

Sony Metreon 娛樂中心、中國城以及每週四天開辦農夫市

場的渡輪大廈 (Ferry Building)。Kaplan 教學中心交通四通八

達，您可以利用包括公車、BART (地鐵) 以及全球知名的舊

金山電纜車等大眾運輸工具。

住宿   Kaplan 舊金山教學中心提供的住宿選項包括寄宿

和學生宿舍。高品質的寄宿家庭每週可供應 14 頓餐點，

也可以讓學生使用廚房自備餐點。Vantaggio 學生宿舍的

每間房間均備有電視、微波爐、小冰箱和免費的網際網路

連線，另外還有共用的廚房和康樂室。Vantaggio 聯合廣

場 (Vantaggio Union Square) 和全球知名的聯合廣場 (Union 

Square) 之間只距離 6 個街區，而從這裡步行一小段距離即

可抵達 Kaplan 教學中心。

活動    依山傍海的 Kaplan 舊金山教學中心為學生提

供了多采多姿的課外活動。學生可以選擇前往惡魔島 

(Alcatraz Island) 遊覽、與同班同學在漁人碼頭 (Fisherman’s 

Wharf) 品嚐鮮美的海鮮，或是欣賞精采的舊金山巨人隊 

(San Francisco Giants) 棒球賽。週末時，學生只需要開車一

小段路程，就可以遊覽塔荷湖 (Lake Tahoe) 或海濱小鎮聖塔

克魯斯 (Santa Cruz)，或是抵達納帕谷 (Napa Valley) 品嚐全球

知名的美酒。

Kaplan 教學中心：50 First Street, Suite 250, San Francisco, CA 94105 USA

具代表性的 Kaplan 特約合作大學院校： 

「�Kaplan�的教師、同學、教學中心

的地點，以及不斷給予我支持和

鼓勵的工作人員…一切都令我感

到十分滿意。在這裡渡過的每分每秒，都是我

終生難忘的回憶。」

Vivian Zinner，巴西
一般英語課程

一般密集式英語、TOEFL  
及學術英語課程

課程 週數

2-5
6-15
16-23

費用

每週 $360
每週 $350
每週 $330  

開課日期

一般英語/

假期英語*
2-5
6-15
16-23

每週 $285
每週 $275
每週 $265

國際學生 GMAT 課程 12 $1700 1 月 29 日、4 月 23 日、�
7 月 16 日、10 月 8 日

個別指導 (英語) 5 小時 $350 (追加時數 
$60/小時)

美國國定假日：1 月 1 日、1 月 15 日、5 月 28 日、7 月 4 日、9 月 3 日、11 月 22-23 日、12 月 17-31 日
*假期英語為 2-12 週課程。

報名費：$110 健康保險：$85/月 接機轉送費 $75 (SFO)

1 月 2 日、1 月 16 日、�
1 月 29 日、2 月 12 日、�
2 月 26 日、3 月 12 日、�
3 月 26 日、4 月 9 日、�
4 月 23 日、5 月 7 日、�
5 月 21 日、6 月 4 日、�
6 月 18 日、7 月 2 日、�
7 月 16 日、7 月 30 日、�
8 月 13 日、8 月 27 日、�
9 月 10 日、9 月 24 日、�
10 月 8 日、10 月 22 日、�
11 月 5 日、11 月 19 日、
12 月 3 日

**每週額外收費僅適用於住宿超過 4 週以上者。†每日額外收費僅適用於住宿未滿 1 週者。 †† P=大眾運輸工具，W=步行 ^使用網際網路可能必須另外計費。

1

住宿選擇
餐點/週 

單人房，衛浴共用 14

兩週 三週 

寄住於當地家庭

四週 每週  
額外收費**

每日 
額外收費†

平均  
交通時間††

網際網路^ 

$510 $765 $1,020 不等 不等

2 14 $750 $1,120 $1,315 有

3 14 $505 $755 $845 有

單人房，私人衛浴

雙人房，公用衛浴

$255 $50 

$70 

$50

18

18

最低  
年齡 

18

4 14 $1,080 $1,460 $1,650 有
學生宿舍  
(Vantaggio Cosmo)

單人房，私人衛浴 $90 18

學生宿舍  
(Vantaggio Union Square)

學生宿舍  
(Vantaggio Union Square)

W=20 分鐘

5 14 $700 $860 $1,020 有
學生宿舍  
(Vantaggio Cosmo)

雙人房，私人衛浴 $65 18

W=20 分鐘

W=15 分鐘

W=15 分鐘

學年課程

一般密集式英語

24 週 
以上

每週 $280

學年課程

一般英語

24 週 
以上

每週 $250

國際學生 GRE 課程 12 $1700 1 月 16 日、3 月 26 日、�
6 月 18 日、9 月 10日

$325

$210

$410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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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簡介   波士頓是美國獨立戰爭的發源地，也是美國

最古老的城市之一。這裡是上百所大專院校的所在地，其中

包括哈佛大學、MIT 和波士頓大學等一流學府，而這也為波

士頓贏得了「學術奧林匹亞」的封號。波士頓是知名的波士

頓紅襪隊  (Boston  Red  Sox)、塞爾提克人隊  (Celtics)  及灰熊隊 

(Bruins) 的根據地，同時也是一座傳統與創新交會的城巿。

教學中心簡介    Kaplan 波士頓教學中心位於古樸典

雅、富有歷史意義的  Haymarket  Area。此區位處市中心的心

臟地帶，年代久遠的法尼爾廳 (Faneuil Hall)、以美食著稱

的  North  End  (又稱「小義大利區」)，以及繁榮忙碌的金融

區  (Financial District) 均位於此區，形成了豐富多元的文化風

貌。此外，Kaplan 波士頓教學中心鄰近公車和地鐵路線，

讓您可以輕鬆前往波士頓的各個角落。

波士頓 麻薩諸塞州

住宿   大波士頓地區的高品質寄宿家庭可提供單人房間

的住宿。住宿費用已包含每週供應 14 頓餐點，或是使用

廚房自備餐點的費用。另外，您也可以選擇住在全年開放

的學生宿舍中。爽人房間提供電視和廚房，距離教學中心

只有 20 分鐘的路程。

活動   波士頓地區最不缺少的便是各種精采有趣的活動。

您可以沿著自由步道 (Freedom Trail) 漫步，進行一場歷史回

顧之旅；也可以走進波士頓美術館 (Museum of Fine Arts) 欣賞

美麗的藝術作品，或是在炎炎夏日中搭乘遊艇出海航行，

放鬆身心。在一日將盡之際，您還可以觀賞一場夜間球

賽－MLB 的紅襪隊 (Red Sox)、NBA 的塞爾提克人隊 (Celtics) 

以及 NHL 的灰熊隊 (Bruins) 都將是您絕佳的選擇。此外，為

了支持您的學術理想，Kaplan 波士頓教學中心還會安排學

生前往哈佛大學、MIT 和  Tufts  (塔虎茲大學) 等一流大學參

觀。除了這些精采的活動以外，Kaplan 教學中心還會舉辦

讀書會、義工活動、免費晚餐之夜、比薩派對和電影之夜

等活動，為您的求學生涯留下難以忘懷的美好回憶。

1

住宿選擇
餐點/週 

單人房，衛浴共用 14

**每週額外收費僅適用於住宿超過 4 週以上者。†每日額外收費僅適用於住宿未滿 1 週者。 ††P=大眾運輸工具，W=步行  ^使用網際網路可能必須另外計費。

兩週 三週 

寄住於當地家庭

四週 每週  
額外收費**

每日 
額外收費†

平均  
交通時間††

網際網路^ 

$550 $800 $995 不等 有

2 14
學生宿舍  
(International Guest House)

$1,200 $1,700 $2,200 W=25 分鐘

P=15 分鐘
有

3 14 $650 $975 $1,280 有

4
二 - 四人房，衛浴共用  

(不提供廚房)
無

學生宿舍

(Botolph Street Guest House)
$530 $795 $1,060 No

學生宿舍  
(International Guest House)

5
單人房，衛浴共用 

(不提供廚房)
7住宿加早餐 (Bed & Breakfast) $400 $600 $800 不等

Kaplan 教學中心：1 Congress Street, Boston, MA 02114 USA

單人房，公用衛浴

二 - 四人房，公用衛浴

$245

$550

$320

$265

$200

$75

$115

$80

$40

$35 

W=25 分鐘

P=15 分鐘

P=25 分鐘

不等

Kaplan Cambridge 教學中心！
Kaplan Cambridge 教學中心位於繁華熱鬧的中央廣場 (Central 

Square)，剛好就位於哈佛大學和 MIT 的正中央。到了 2007 年

時，學生將有機會進入這所全新整修完畢的教學中心就讀。

在 Kaplan 波士頓教學中心報名的學生，將有機會進入 Kaplan 

Cambridge 教學中心就讀。欲知詳情，請與您當地的業務代表 

聯絡！

具代表性的 Kaplan 特約合作大學院校： 

16

16

16

16

16

最低 
年齡 

一般密集式英語、TOEFL  
及學術英語課程

課程 週數

2-5
6-15
16-23

費用

每週 $360
每週 $350
每週 $330  

開課日期

一般英語/

假期英語*
2-5
6-15
16-23

每週 $285
每週 $275
每週 $265

國際學生 GMAT 課程 12 $1700

國際學生 GRE 課程 12 $1700

1 月 2 日、3 月 26 日、6 月 18 日、
9 月 10 日、12 月 3 日

個別指導 (英語) 5 小時 $350 (追加時數 
$60/小時)

美國國定假日：1 月 1 日、1 月 15 日、5 月 28 日、7 月 4 日、9 月 3 日、11 月 22-23 日、12 月 17-31 日
*假期英語為 2-12 週課程。

報名費：$110 健康保險：$85/月 接機轉送費 $85 (BOS) 

1 月 2 日、1 月 16 日、�
1 月 29 日、2 月 12 日、�
2 月 26 日、3 月 12 日、�
3 月 26 日、4 月 9 日、�
4 月 23 日、5 月 7 日、�
5 月 21 日、6 月 4 日、�
6 月 18 日、7 月 2 日、�
7 月 16 日、7 月 30 日、�
8 月 13 日、8 月 27 日、�
9 月 10 日、9 月 24 日、�
10 月 8 日、10 月 22 日、�
11 月 5 日、11 月 19 日、
12 月 3 日

1 月 29 日、4 月 23 日、�
7 月 16 日、10 月 8 日、

國際學生 SAT 課程 8 $1700 7 月 2 日、8 月 27 日

學年課程

一般密集式英語

24 週 
以上

每週 $280

學年課程

一般英語

24 週 
以上

每週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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芝加哥 伊利諾州   

城市簡介   芝加哥被視為美國中西部的核心，素來以

華麗的建築物和博物館聞名於世。它不但擁有兩座世上最

高的摩天大樓  (Hancock Building 和  Sears Tower)，也是世界

各地體育活動愛好者心目中的天堂。這座生機勃勃的城巿

除了在建築方面擁有無數傲人的成就，在文化方面也同樣

保有許多寶貴的遺產。

教學中心簡介   Kaplan 芝加哥教學中心座落於芝加哥

市中心的心臟地帶，位於繁華的 Loop 區，四周盡是熱鬧

的商店、戲院和購物區。幾乎所有主要的交通運輸幹線都

位於本教學中心附近；此外，從本教學中心出發，走幾步

路就能抵達密西根湖 (Lake Michigan) 的各個湖濱公園。

住宿   芝加哥教學中心提供各種住宿選擇。寄宿家庭通

常位於距離教學中心不到 30 分鐘的路程之內。另外還有

兩棟學生宿舍可供選擇。兩棟宿舍均提供單人房，衛浴

設備則需共用。Arlington House 位於林肯公園  (Lincoln Park) 

內，而最新整修完畢的 International House 則位於芝加哥大

學 (University of Chicago) 校園內。

活動    Kaplan 芝加哥教學中心的學生將能盡情享受芝

加哥各種多彩多姿的休閒活動。冬天可以到威斯康辛州 

(Wisconsin) 滑雪，夏天則可以打沙灘排球，全年都有數不

完的活動可以參加。林肯公園 (Lincoln Park) 附近的商店、

劇院、博物館林立，再加上一間動物園以及各式各樣的餐

廳，可說是學生的最佳去處。另外，Kaplan 還會安排學生

到印地安納州 (Indiana) 摘蘋果，或是到六旗魔術山遊樂園 

(Six Flags Amusement Park) 盡情遊玩。

Kaplan 教學中心：205 West Randolph, Chicago, IL 60606 USA

具代表性的 Kaplan 特約合作大學院校： 

「�在�Kaplan�芝加哥教學中心就讀的

經驗真是太棒了。老師們不但在語

文方面給予我協助與指導，也總

是能夠瞭解我的問題所在。而最令我難忘的，是

我們每週五所從事的活動。拜這些活動所賜，我

結識了許多不同國家和文化背景的新朋友。」

Ana Martins，巴西
一般密集式英語課程

**每週額外收費僅適用於住宿超過 4 週以上者。†每日額外收費僅適用於住宿未滿 1 週者。 ††P=大眾運輸工具，W=步行  ^使用網際網路可能必須另外計費。

1

住宿選擇
餐點/週 

單人房，衛浴共用 14

兩週 三週 

寄住於當地家庭

四週 每週  
額外收費**

每日 
額外收費†

平均  
交通時間††

網際網路^ 

$450 $650 $860 不等 不等

2 無
學生宿舍  
(Arlington House)

$400 $600 $800 有

3 無 $610 $915 $1,220 有
學生宿舍  
(International House)

單人房，公用衛浴

單人房，公用衛浴

$200 $35

$60$195

16

16

最低  
年齡 

16

P=25 分鐘

P=30 分鐘

一般密集式英語、TOEFL  
及學術英語課程

課程 週數

2-5
6-15
16-23

費用

每週 $360
每週 $350
每週 $330  

開課日期

一般英語/

假期英語*
2-5
6-15
16-23

每週 $285
每週 $275
每週 $265

國際學生 GMAT 課程 12 $1700

國際學生 GRE 課程 12 $1700

1 月 2 日、2 月 26 日、4 月 23 日、�
6 月 18 日、9 月 10 日、11 月 5 日

個別指導 (英語) 5 小時 $350 (追加時數 
$60/小時)

美國國定假日：1 月 1 日、1 月 15 日、5 月 28 日、7 月 4 日、9 月 3 日、11 月 22-23 日、12 月 17-31 日
*假期英語為 2-12 週課程。

報名費：$110 健康保險：$85/月 接機轉送費 $95 (ORD、MDW)

1 月 2 日、1 月 16 日、�
1 月 29 日、2 月 12 日、�
2 月 26 日、3 月 12 日、�
3 月 26 日、4 月 9 日、�
4 月 23 日、5 月 7 日、�
5 月 21 日、6 月 4 日、�
6 月 18 日、7 月 2 日、�
7 月 16 日、7 月 30 日、�
8 月 13 日、8 月 27 日、�
9 月 10 日、9 月 24 日、�
10 月 8 日、10 月 22 日、�
11 月 5 日、11 月 19 日、�
12 月 3 日

1 月 29 日、3 月 26 日、5 月 21 日、
7 月 16 日、10 月 8 日

$305 $50

學年課程

一般密集式英語

24 週 
以上

每週 $280

學年課程

一般英語

24 週 
以上

每週 $250

「�在�Kaplan�芝加哥教學中心的每位

老師和工作人員都十分親切。他

們教給我的字彙學習策略十分有

用，所使用的教科書也十分符合學生的需要。」

Hiroyuki Takahata，日本
一般密集式英語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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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簡介   以陽光與海灘、電影產業及多元文化聞名

於世的洛杉磯涵蓋了許多充滿魅力的迷人區域。洛杉磯

的知名景點包括新潮時髦的 Melrose、生氣勃勃的好萊塢 

(Hollywood)、豪華氣派的比佛利山 (Beverly Hills)、陽光和煦

的聖塔摩尼卡 (Santa Monica)、風景明媚的馬里布 (Malibu)、

充滿魅力的帕薩迪那 (Pasadena)，以及美麗的大學之城 

Westwood－後者正是世界知名的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 

(UCLA) 以及 Kaplan 洛杉磯教學中心的所在地。

教學中心簡介   Kaplan 洛杉磯教學中心位於 Westwood 

大學區的心臟地帶。從本教學中心出發，步行一小段路程

即可抵達 UCLA 校園。乘搭公車的話，向東走一小段即可抵

達羅迪歐大道  (Rodeo  Drive)，而向西走則可抵達聖塔摩尼卡

海灘。本教學中心提供美輪美奐的教學設施及教室，包括

學生交誼廳、電腦娛樂室和電腦教室。更重要的是，我們

的教師不但態度親切，而且英語教學經驗十分豐富。

洛杉磯 加州

住宿   本中心提供各種不同的住宿選擇，包括宿舍、聯

合住宿  (此選擇讓 Kaplan 的學生能有機會與 UCLA 的學生

互動)、公寓住宿，以及寄宿於當地家庭  (此選擇為 Kaplan 

的學生提供了融入美國家庭，以及親身體驗美國多元文化

的寶貴機會)。

活動   本教學中心提供的活動有如洛杉磯族群一樣多元

化，而且精采有趣程度也絕不亞於洛杉磯知名的衝浪及

海灘活動。學生將有機會參觀世界級的博物館，並透過 

Kaplan 最受歡迎的早餐及午餐社交活動結識新的朋友。您

可以參加 Kaplan 舉辦的沙灘派對，為自己曬出一身健康

膚色，也可以登記參加在鄰近山區舉辦的健行或滑雪活

動。本中心將會利用週末帶領學生前往拉斯維加斯、舊金

山和聖地牙哥遊覽，另外還會舉辦全球知名的迪士尼樂園 

(Disneyland) 和環球影城 (Universal Studios) 主題公園的一日

遊活動。

Kaplan 教學中心：1133 Westwood Blvd., Suite 201, Los Angeles, CA 90024 USA

具代表性的 Kaplan 特約合作大學院校： 

「�Westwood�是洛杉磯最理想的居住

環境之一，各式各樣的知名商店隨

處可見，而搭公車也十分方便。

進入�Kaplan�就讀之後，我的英語字彙和聽力全

都大有進步。現在，我很確定自己當初的選擇

是正確的。」

Emre Devici，土耳其
一般密集式英語課程

在 Kaplan 大學入學申請服務的協助之下，

Emre 順利進入聖塔摩尼卡學院就讀

一般密集式英語、TOEFL  
及學術英語課程

課程 週數

2-5
6-15
16-23

費用

每週 $360
每週 $350
每週 $330  

開課日期

一般英語/

假期英語*
2-5
6-15
16-23

每週 $285
每週 $275
每週 $265

國際學生 GMAT 課程 12 $1700

國際學生 GRE 課程 12 $1700

1 月 29 日、4 月 23 日、�
7 月 16 日、10 月 8 日

個別指導 (英語) 5 小時 $350 (追加時數 
$60/小時)

美國國定假日：1 月 1 日、1 月 15 日、5 月 28 日、7 月 4 日、9 月 3 日、11 月 22-23 日、12 月 17-31 日
*假期英語為 2-12 週課程。

報名費：$110 健康保險：$85/月 接機轉送費 $80 (LAX)

1 月 2 日、1 月 16 日、�
1 月 29 日、2 月 12 日、�
2 月 26 日、3 月 12 日、�
3 月 26 日、4 月 9 日、�
4 月 23 日、5 月 7 日、�
5 月 21 日、6 月 4 日、�
6 月 18 日、7 月 2 日、�
7 月 16 日、7 月 30 日、�
8 月 13 日、8 月 27 日、�
9 月 10 日、9 月 24 日、�
10 月 8 日、10 月 22 日、�
11 月 5 日、11 月 19 日、
12 月 3 日

1 月 2 日、 3 月 26 日、
6 月 18 日、9 月 10 日

**每週額外收費僅適用於住宿超過 4 週以上者。†每日額外收費僅適用於住宿未滿 1 週者。 ††P=大眾運輸工具，W=步行  ^使用網際網路可能必須另外計費。 
^^學生在入住時必須先繳交 $880  的訂金。這筆訂金將於住宿期滿時退還給學生。學生必須自備床單寢具。

1

住宿選擇
餐點/週 

單人房，衛浴共用 14

兩週 三週 

寄住於當地家庭

四週 每週  
額外收費**

每日 
額外收費†

平均  
交通時間††

網際網路^ 

$500  $750  $1,000  不等 有

2 19 $300 $440 $580 有

3 無 N/A N/A $1,000  有

三人房，公用衛浴

雙人房，私人衛浴

$250  $45  

$25 

$45 

16

18

最低  
年齡 

18

4 19 $630 $945 $1,250 有
學生宿舍  
(Hillside Residence) 

雙人房，公用衛浴 $55  18

大學聯合住宿^^ 

學生公寓
僅限四週 
附加收費 

$1,000

W=15 分鐘

W=15 分鐘

5 無 N/A N/A $1,600 有學生公寓 單人房，私人衛浴 $70  18
僅限四週 
附加收費 
$1,600

$145 

$310  W=15 分鐘

不等

學年課程

一般密集式英語

24 週 
以上

每週 $280

學年課程

一般英語

24 週 
以上

每週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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邁阿密 佛羅里達州   

城市簡介   素有「美國的里維耶拉」稱號的邁阿密擁

有世上最美麗的海灘，以及全球知名的 Everglades   大沼澤

地。這裡終年陽光普照的氣候及迷人絢爛的夜生活就像一

塊磁鐵般，吸引著全球各地的名流和知識份子前來一探其

風采。

教學中心簡介   Kaplan 邁阿密教學中心的地理位置

十分便利，座落於古樸優雅的柯洛蓋博斯  (Coral  Gables)  近

郊，為邁阿密大學 (University of Miami)、世界知名的 Biltmore 

飯店以及 Miracle Mile 購物區的所在地。本教學中心位於邁

阿密地鐵南線的行經路線上，搭乘地鐵前往繁華的市中心

以及知名的 Art Deco 南灘僅需數分鐘車程。

住宿   與本中心合作的寄宿家庭一律經過嚴格篩選，分

佈於邁阿密各個不同地區。第一種寄宿方案每週供應 14 

頓餐點，或由學生使用廚房自備餐點。第二種寄宿方案不

供應餐點，但學生可以自由使用廚房設備。對於較注重隱

私的學生，我們在邁阿密海灘的各個不同地點也提供了多

種類似公寓的住宿選擇。所有公寓均提供電視，以及備有

微波爐、小冰箱與爐台的簡單廚房。 

活動   邁阿密的怡人氣候讓 Kaplan 的學生可以從事各式

各樣的活動，包括前往海灘或國家公園遊覽、觀賞職業

棒球和籃球比賽、參觀博物館或熱帶花園、到大型賣場血

拼，另外還有種類繁多的戶外運動，以及其他精彩刺激的

活動可供學生選擇。

Kaplan 教學中心：1320 South Dixie Highway, Suite 100, Coral Gables, FL 33146 USA

具代表性的 Kaplan 特約合作大學院校： 

**每週額外收費僅適用於住宿超過 4 週以上者。†每日額外收費僅適用於住宿未滿 1 週者。 ††P=大眾運輸工具，W=步行  ^使用網際網路可能必須另外計費。

1

住宿選擇
餐點/週 

單人房，衛浴共用 14

兩週 三週 

寄住於當地家庭

四週 每週  
額外收費**

每日 
額外收費†

平均  
交通時間††

網際網路^ 

$470 $705 $940 不等 不等

2 無寄住於當地家庭 $420 $630 $840 不等

3 無 $580 $870 $1,160 有學生公寓^

單人房，衛浴共用

單人房，私人衛浴

$235 $40

$40$210

16

16

最低  
年齡 

17

不等

P=40 分鐘
僅限四週 
附加收費

$1,160

一般密集式英語、TOEFL  
及學術英語課程

課程 週數

2-5
6-15
16-23

費用

每週 $360
每週 $350
每週 $330 

開課日期

一般英語/

假期英語*
2-5
6-15
16-23

每週 $285
每週 $275
每週 $265

國際學生 GMAT 課程 12 $1700

國際學生 GRE 課程 12 $1700

1 月 16 日、4 月 23 日、�
7 月 16 日、10 月 22 日

個別指導 (英語) 5 小時 $350 (追加時數 
$60/小時)

美國國定假日：1 月 1 日、1 月 15 日、5 月 28 日、7 月 4 日、9 月 3 日、11 月 22-23 日、12 月 17-31 日
*假期英語為 2-12 週課程。

報名費：$110 健康保險：$85/月 接機轉送費 $90 (MIA)

1 月 16 日、4 月 23 日、�
7 月 16 日、10 月 22 日

1 月 2 日、1 月 16 日、�
1 月 29 日、2 月 12 日、�
2 月 26 日、3 月 12 日、�
3 月 26 日、4 月 9 日、�
4 月 23 日、5 月 7 日、�
5 月 21 日、6 月 4 日、�
6 月 18 日、7 月 2 日、�
7 月 16 日、7 月 30 日、�
8 月 13 日、8 月 27 日、�
9 月 10 日、9 月 24 日、�
10 月 8 日、10 月 22 日、�
11 月 5 日、11 月 19 日、�
12 月 3 日

學年課程

一般密集式英語

24 週 
以上

每週 $280

學年課程

一般英語
24 週 
以上

每週 $250

「�剛到美國時，我簡直是一無所

知。但我很快就從�Kaplan�的老師

們身上學到許多東西：包括美國人

的生活、基本的英語技能以及學術

英語。因此，我認為�Kaplan�除了在英語方面給

予我指導以外，更教會我許多真實生活中的知

識...�感謝�Kaplan�幫助我適應在美國的生活。」

Chiho Sasaki，日本
一般密集式英語課程

進階至 TOEFL 及學術英語課程

進階至 NCLEX-RN® Complete for International Nurses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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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簡介   被譽為「樹城」(City of Trees) 的沙加緬度是一

個安全、充滿樂趣且生活費用不高的城市，巿內有各種多

采多姿的活動可供選擇。身為加州首府的沙加緬度是一個

帶有小鎮風情的大城市。沙加緬度四周為太平洋、內華達

山脈和納帕谷  (Napa  Valley)  酒鄉所環繞，終年氣候溫和宜

人，十分適合從事一日遊和戶外活動。

教學中心簡介   Kaplan 沙加緬度教學中心座落於景色優

美的美洲河 (American River) 沿岸，緊鄰加州州立大學沙加緬

度分校  (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Sacramento)。本教學中心位

於沙加緬度文教區的心臟地帶，附近共有四所社區大學。

從本教學中心出發，開車只需要一小段路程即可抵達沙加

緬度市中心，距離著名的 Arden 購物中心只需要 5 分鐘的車

程，為學生提供了方便的生活機能以及舒適的居住環境。

沙加緬度 加州

住宿   如果您想要體驗美國當地家庭的生活，可以選擇

我們提供的寄宿方案；至於想要獨立生活的學生，則可以

選擇住在我們全新裝潢完畢的學生公寓中。學生公寓提供

空調、廚房、餐廳、客廳和儲衣更衣室，附近設有超級市

場、大型商場及多家餐廳，步行、騎自行車或搭乘公車即

可抵達。

活動     沙加緬度教學中心附近有許多山川、湖泊和海

灘，是喜好戶外活動者的天堂。最受歡迎的一日遊行程包

括前往塔荷湖 (Lake Tahoe) 玩滑雪或滑雪板、在優勝美地

國家公園露營、拜訪納帕谷 (Napa Valley) 酒鄉、在美洲河 

(American River) 上泛舟，或是前往舊金山遊覽等。此外，

本中心還提供其他精采多樣化的休閒活動，包括觀賞體育

比賽 (NBA Kings 籃球賽和 AAA Rivercats 棒球賽)、參觀博物

館、參加慶典，以及前往巿中心體驗夜生活等。

Kaplan 教學中心：955 University Avenue, Sacramento, CA 95825 USA

具代表性的 Kaplan 特約合作大學院校： 

「�在�Kaplan�學英語，幫助我學會了

如何與來自各種不同背景的人溝

通。交談不但能夠縮短人與人間的

距離，還能讓人們更加彼此瞭解。這將是我這

輩子最美好、最難忘的回憶。」

石秀文 (Irene)，台灣
一般密集式英語課程

**每 週額外收費僅適用於住宿超過 4 週以上者。†每日額外收費僅適用於住宿未滿 1 週者。 ††P=大眾運輸工具，W=步行  ^使用網際網路可能必須另外計費。

^^名額有限。~訂金 ~$320，每多一人加收 $150。名額有限。備有床單。不含瓦斯、電力及網際網路費用。

1

住宿選擇
餐點/週 

單人房，衛浴共用 21

兩週 三週 

寄住於當地家庭

四週 每週  
額外收費**

每日 
額外收費†

平均  
交通時間††

網際網路^ 

$375  $550  $725  不等 不等

2 21 $350  $500  $650  不等

3 無 N/A N/A $750 有

雙人房，衛浴共用

單人房，私人衛浴

$185  $30 

$25 

$50

16

16

最低  
年齡 

18

4 無 N/A N/A $780 有單間臥房公寓~ 單人房，私人衛浴 $55 18

寄住於當地家庭^^

套房公寓~

僅限四週 
附加收費

$760

僅限四週 
附加收費

$720

不等

P=20 分鐘

W=30 分鐘

5 無 N/A N/A $900 有雙間臥房公寓~ 單人房，私人衛浴 N/A 18
僅限四週 
附加收費

$900

$155 

P=20 分鐘

W=30 分鐘

P=20 分鐘

W=30 分鐘

一般密集式英語、TOEFL  
及學術英語課程

課程 週數

2-5
6-15
16-23

費用

每週 $360
每週 $350
每週 $330  

開課日期

一般英語/

假期英語*
2-5
6-15
16-23

每週 $285
每週 $275
每週 $265

國際學生 GMAT 課程 12 $1700

國際學生 GRE 課程 12 $1700

1 月 8 日、5 月 29 日、9 月 10 日

3 月 5 日、7 月 9 日、11 月 5 日

個別指導 (英語) 5 小時 $350 (追加時數 
$60/小時)

美國國定假日：1 月 1 日、1 月 15 日、5 月 28 日、7 月 4 日、9 月 3 日、11 月 22-23 日、12 月 17-31 日
*假期英語為 2-12 週課程。

報名費：$110 健康保險：$85/月 接機轉送費 $210 (SFO)，$60 (SMF)

1 月 2 日、1 月 16 日、�
1 月 29 日、2 月 12 日、�
2 月 26 日、3 月 12 日、�
3 月 26 日、4 月 9 日、�
4 月 23 日、5 月 7 日、�
5 月 21 日、6 月 4 日、�
6 月 18 日、7 月 2 日、�
7 月 16 日、7 月 30 日、�
8 月 13 日、8 月 27 日、�
9 月 10 日、9 月 24 日、�
10 月 8 日、10 月 22 日、�
11 月 5 日、11 月 19 日、�
12 月 3 日

學年課程

一般密集式英語

24 週 
以上

每週 $280

學年課程

一般英語

24 週 
以上

每週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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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雅圖 華盛頓州

城市簡介   被譽為美國「最有教育素養的大城巿」，

西雅圖是華盛頓大學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Microsoft、

Boeing 和 Starbucks 的大本營。除了有各種富有文化氣息

的活動可供選擇以外，依山傍海的西雅圖同時也提供了許

多精采刺激的戶外休閒活動。綜合以上優勢，西雅圖自然

成為美國人心目中最理想的居住地點。無論您想要求學或

是從事休閒活動，西雅圖都是絕佳的好去處。

教學中心簡介   本教學中心與座落在繁忙文教區之

主要街道「大街」(Ave)  之上，與華盛頓大學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僅有一街之隔。附近電影院和各式餐館林立，

另外還有許多商店，提供各式各樣的服務。學生可以利用

西雅圖出色的大眾運輸系統，輕鬆前往充滿活力的市中 

心區。

住宿   本中心的學生可以選擇寄宿在西雅圖的當地家庭

中。從本中心搭公車出發，平均只需要  30 至  45 分鐘即可

抵達這些寄宿家庭。寄宿家庭的費用包括一間私人臥室、

溫習功課處、共用衛浴，以及每週供應 21 頓餐點。其他

住宿選擇則包括分租住家和公寓 (抵達之後必須先繳訂

金)。大部份的住宿地點距離 Kaplan 教學中心和華盛頓大

學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都很近。 

活動   Kaplan 西雅圖教學中心會舉辦午餐與晚餐派對、

離島旅行、校內體育競賽及演講比賽。學生可以參加節慶

活動、觀賞  Seattle Mariners 棒球比賽，並參與當地許多精

采有趣的其他活動。本教學中心一年一度的滑雪之旅以及

假日派對等季節性活動，也同樣深受學生歡迎。

Kaplan 教學中心：4216 University NE, Seattle, WA 98105 USA

具代表性的 Kaplan 特約合作大學院校： 

「�Kaplan�不但讓我熱愛英語，也讓我在說英語

時更有自信。」

Phenthip Chaturonkaosan，泰國
一般密集式英語課程

**每週額外收費僅適用於住宿超過 4 週以上者。†每日額外收費僅適用於住宿未滿 1 週者。 ††P=大眾運輸工具，W=步行. ^使用網際網路可能必須另外計費。

一般密集式英語、TOEFL  
及學術英語課程

課程 週數

2-5
6-15
16-23

費用

每週 $360
每週 $350
每週 $330  

開課日期

一般英語/

假期英語*
2-5
6-15
16-23

每週 $285
每週 $275
每週 $265

國際學生 GMAT 課程 12 $1700

國際學生 GRE 課程 12 $1700

1 月 22 日、4 月 16 日、�
7 月 9 日、10 月 15 日

個別指導 (英語) 5 小時 $350 (追加時數 
$60/小時)

美國國定假日：1 月 1 日、1 月 15 日、5 月 28 日、7 月 4 日、9 月 3 日、11 月 22-23 日、12 月 17-31 日
*假期英語為 2-12 週課程。

報名費：$110 健康保險：$85/月 接機轉送費 $75 (SEA)

1 月 22 日、4 月 16 日、�
7 月 9 日、10 月 15 日

1

住宿選擇
餐點/週 

單人房，衛浴共用 21

兩週 三週 

寄住於當地家庭

四週 每週  
額外收費**

每日 
額外收費†

平均  
交通時間††

網際網路^ 

$450 $650  $850  P = 30-45 分鐘 不等

2 無 N/A N/A $750 不等

3 無 N/A N/A $1,200 有

單人房，衛浴共用

單人房，私人衛浴

$150  $25 

$25 

$45 

18

18

最低  
年齡 

18

4 無 N/A N/A $1,300 有
學生公寓

(1 間臥房)
單人房，私人衛浴 $50  18

分租住家

學生公寓 (套房)

僅限四週 
附加收費

$1,100

僅限四週 
附加收費

$1,000

P = 30-45 分鐘

P = 30-45 分鐘

P = 30-45 分鐘

$125

學年課程

一般密集式英語

24 週 
以上

每週 $280

學年課程

一般英語
24 週 
以上

每週 $250

1 月 2 日、1 月 16 日、�
1 月 29 日、2 月 12 日、�
2 月 26 日、3 月 12 日、�
3 月 26 日、4 月 9 日、�
4 月 23 日、5 月 7 日、�
5 月 21 日、6 月 4 日、�
6 月 18 日、7 月 2 日、�
7 月 16 日、7 月 30 日、�
8 月 13 日、8 月 27 日、�
9 月 10 日、9 月 24 日、�
10 月 8 日、10 月 22 日、�
11 月 5 日、11 月 19 日、
12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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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簡介   美國首府華盛頓特區可說是美國的歷史、

文化和政治中心，同時也是許多知名大學和博物館，如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和美國國家畫廊  (National  Gallery) 等的

所在地。國際學生住在這個融合各國文化的城巿中，必定 

會有「賓至如歸」之感。在華盛頓特區除了能夠感受到 

小城市的悠閒自在之外，還可以享受到大都會特有的各種

好處。

教學中心簡介   Kaplan 華盛頓特區教學中心位於杜邦

圓環  (Dupont  Circle)  的心臟地帶，鄰近使館巷  (Embassy  Row) 

和國家廣場 (National Mall)。學生可以利用地下鐵，前往華盛

頓特區的許多知名景點。

華盛頓特區 

住宿   Kaplan 華盛頓特區教學中心提供的住宿選項包括

寄宿和學生宿舍。與本中心合作的寄宿家庭一律經過嚴格

的篩選，而寄宿學生全都可以搭乘地下鐵或公車來本中

心上課。寄宿家庭提供私人臥室、溫習功課處、共用衛浴

和數種餐點選擇，也可以讓學生使用廚房自備餐點。另

外，本中心的學生也可以選擇住在學生宿舍 (Pennsylvania 

House) 中。學生宿舍提供有線電視、共用起居室、健身房

和洗衣設備，並備有毛巾與床單。 

活動   Kaplan 華盛頓特區教學中心的學生可以從事的休

閒活動包括：免費參觀令人眼界大開的 Smithsonian 博物

館、欣賞令人讚嘆的市景，以及參觀  Library of Congress 等

美麗的歷史建築物。喜愛戶外活動的學生則可以在波多馬

克河 (Potomac River) 上體會乘船的樂趣、觀賞棒球比賽，以

及參觀林肯紀念堂 (Lincoln Memorial) 等名勝古蹟。另外，學

生也可以參加冰淇淋社交活動及戶外野餐活動。不論您的

興趣是什麼，在華盛頓特區一定都能找到喜歡的活動！

Kaplan 教學中心：2025 M Street, Washington, DC 20036-3309 USA

一般密集式英語、TOEFL  
及學術英語課程

課程 週數

2-5
6-15
16-23

費用

每週 $360
每週 $350
每週 $330  

開課日期

一般英語/

假期英語*
2-5
6-15
16-23

每週 $285
每週 $275
每週 $265

國際學生 GMAT 課程 12 $1700

國際學生 GRE 課程 12 $1700

1 月 30 日、4 月 24 日、
7 月 17 日、10 月 9 日、

5 月 22 日、9 月 11 日

個別指導 (英語) 5 小時 $350 (追加時數 
$60/小時)

美國國定假日：1 月 1 日、1 月 15 日、5 月 28 日、7 月 4 日、9 月 3 日、11 月 22-23 日、12 月 17-31 日
*假期英語為 2-12 週課程。

「�Kaplan�華盛頓特區教學中心擁有

實力堅強的教學團隊，協助您達

成目標。除了師資陣容堅強之外，

Kaplan�提供的教材也十分實用。而且，Kaplan�

華盛頓特區教學中心的地點優越，位在華盛頓

特區的巿中心。」

Breno Porcaro Rausch，巴西
報名參加 TOEFL  及學術英語課程

進階至國際學生 GMAT 課程

**每週額外收費僅適用於住宿超過 4 週以上者。†每日額外收費僅適用於住宿未滿 1 週者。 ††P=大眾運輸工具，W=步行  ^使用網際網路可能必須另外計費。

1

住宿選擇
餐點/週 

單人房，衛浴共用 14

兩週 三週 

寄住於當地家庭

四週 每週  
額外收費**

每日 
額外收費†

平均  
交通時間††

網際網路^ 

$510 $760 $995 不等 不等

2 11 $470 $690 $900 不等 不等

3 7 $425 $625 $820 不等

單人房，衛浴共用

單人房，衛浴共用

$250

$210

$40

$40

$35 不等

$225

18

18

最低  
年齡 

18

4 無 N/A N/A $1,100 有
學生宿舍  
(Pennsylvania House)

雙人房，私人衛浴 

及廚房
N/A W=10 分鐘 18

寄住於當地家庭

寄住於當地家庭

僅限四週 
附加收費

$1,100

報名費：$110 健康保險：$85/月 接機轉送費 $100 (IAD) $80 (DCA) 

1 月 2 日、1 月 16 日、�
1 月 29 日、2 月 12 日、�
2 月 26 日、3 月 12 日、�
3 月 26 日、4 月 9 日、�
4 月 23 日、5 月 7 日、�
5 月 21 日、6 月 4 日、�
6 月 18 日、7 月 2 日、�
7 月 16 日、7 月 30 日、�
8 月 13 日、8 月 27 日、�
9 月 10 日、9 月 24 日、�
10 月 8 日、10 月 22 日、�
11 月 5 日、11 月 19 日、
12 月 3 日

學年課程

一般密集式英語

24 週 
以上

每週 $280

學年課程

一般英語

24 週 
以上

每週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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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aplan 校
園

教
學

中
心

一般密集式英語、TOEFL  
及學術英語課程

2-5
6-11
12+

每週 $360
每週 $350
每週 $275

一般英語/

假期英語*
2-5
6-15
16-23

每週 $285
每週 $275
每週 $265

1 月 2 日、1 月 16 日、�
1 月 29 日、2 月 12 日、�
2 月 26 日、3 月 12 日、�
3 月 26 日、4 月 9 日、�
4 月 23 日、5 月 7 日、�
5 月 21 日、6 月 4 日、�
6 月 18 日、7 月 2 日、�
7 月 16 日、7 月 30 日、�
8 月 13 日、8 月 27 日、�
9 月 10 日、9 月 24 日、�
10 月 8 日、10 月 22 日、�
11 月 5 日、11 月 19 日、�
12 月 3 日

English Plus  
可享有優惠折扣！

學年課程

一般英語

24 週 
以上

每週 $250

Highline 社區大學
第蒙，華盛頓州

城市簡介   Highline 社區大學校園位於華盛頓州治安良

好、民風純樸的第蒙市郊，距離北方的西雅圖巿中心只有 

25 分鐘的路程。校園附近有大型賣場、餐廳和電影院，

只需步行數分鐘即可抵達。第蒙一年四季氣候宜人，是西

雅圖地區寧靜祥和的居住地點。這裡的學生無論要前往西

雅圖巿中心，或是風景秀麗的普捷灣 (Puget Sound) 地區都

很方便。

教學中心簡介   在 Highline 經過全新整修的美麗校園

中，可以俯瞰普捷灣 (Puget Sound) 以及美得令人屏息的奧

林匹克山脈。Kaplan 的學生不但與自然美景為伴，還有各

式各樣的校園活動可以參加。想要利用下課時間偷閒一

下的話，不妨前往全新落成的學生活動中心  (Student Union 

Building)，在服務完備的咖啡廳中欣賞當地樂手演出、使

用無線網路上網，或是在康樂室中放鬆一下。透過參與

各項校園活動以及參觀大學課程，Kaplan 的學生將能體驗

到美國大學的校園生活，而許多 Kaplan 學生最後也成為 

Highline 社區大學的正式學生。

住宿   想要與當地家庭同住，並體驗美國日常生活的

學生，可以選擇 Kaplan 廣受歡迎的寄宿方案。寄宿方案包

括私人臥室、溫習功課處和共用衛浴，每週供應 21 頓餐

點，而學生也可以使用廚房自備餐點。另外，學生也可以

選擇住在距離校園只有 5 分鐘路程的學生宿舍中。學生宿

舍提供往返學校的交通工具，每日供應早餐，服務生每週

打掃清潔一次，並備有有線電視、微波爐、廚房、健身設

備和無線網路 (費用另計)。

活動   除了  Highline 社區大學提供的各種活動以外，

Kaplan 的學生也可以參加本中心每個月所安排的各種不同

活動，包括：健行與露營之旅、觀賞  Seattle  Mariners  棒球

比賽、觀賞  Seattle  Supersonics 籃球比賽、晚餐與電影派對

以及校內體育競賽。另外，學生也可以參加節慶活動以及

各種富有文化氣息的活動。另外，本中心還會提供一年一

度的滑雪之旅以及假日慶祝會等季節性活動。

Kaplan 教學中心：2400 South 240th Street, Des Moines, WA 98198 USA

課程 週數 費用 開課日期

個別指導 (英語) 5 小時 $350 (追加時數 
$60/小時)

美國國定假日：1 月 1 日、1 月 15 日、5 月 28 日、7 月 4 日、9 月 3 日、11 月 22-23 日、12 月 17-31 日
*假期英語為 2-12 週課程。

報名費：$110 健康保險：$85/月 接機轉送費 $75 (SEA) 英語課程外加大學學位！
Kaplan 的學生可以利用我們在 Highline 所開設的英語外加

學位 (English Plus) 課程，在 Kaplan 教學中心一面進修英

語，一面取得大學入學許可。報名為期 12 週的一般密集

式英語或 TOEFL 及學術英語課程，總共只需 $3,420！英

語外加學位  (English  Plus)  課程的費用包括學費、報名費以

及提供大學入學申請服務的費用。您在修完 12 週的英語

課程之後，還想要繼續進修嗎？沒問題，每週只需繳交 

$275 即可。

想要一面學習英語，一面取得大學學分嗎？ 

請參加 Highline 社區大學基礎課程。

欲知詳情，請參閱第 13 頁。

**每週額外收費僅適用於住宿超過 4 週以上者。†每日額外收費僅適用於住宿未滿 1 週者。 ††P=大眾運輸工具，W=步行  ^使用網際網路可能必須另外計費。

1

住宿選擇
餐點/週 

單人房，衛浴共用 21

兩週 三週 

寄住於當地家庭

四週 每週  
額外收費**

每日 
額外收費†

平均  
交通時間††

網際網路^ 

$450  $650 $850 P=30-45 分鐘 不等

2 7
學生宿舍

(Marina Inn)
$425 $600 $800

接駁車：5 分鐘

W=20 分鐘
有  

3 7 $350 $425 $500 有  
學生宿舍

(Marina Inn)

單人房，私人衛浴

雙人房，私人衛浴

$150 

$125 

$25

$60 

$60

$200 

16

16

最低  
年齡 

16
接駁車：5 分鐘

W=20 分鐘

$50 的校內設備每月使用費 (必繳)：可以使用所有的校園公用設施，包括電腦教室、圖書館、體育館、

康樂室和其他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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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密集式英語、TOEFL  
及學術英語課程

2-5
6-11
12+

每週 $360
每週 $350
每週 $275

一般英語/

假期英語*
2-5
6-15
16-23

每週 $285
每週 $275
每週 $265

1 月 2 日、1 月 16 日、�
1 月 29 日、2 月 12 日、�
2 月 26 日、3 月 12 日、�
3 月 26 日、4 月 9 日、�
4 月 23 日、5 月 7 日、�
5 月 21 日、6 月 4 日、�
6 月 18 日、7 月 2 日、�
7 月 16 日、7 月 30 日、�
8 月 13 日、8 月 27 日、�
9 月 10 日、9 月 24 日、�
10 月 8 日、10 月 22 日、�
11 月 5 日、11 月 19 日、�
12 月 3 日

English Plus  
可享有優惠折扣！

學年課程

一般英語

24 週 
以上

每週 $250

Ka
pl

an
 校

園
教

學
中

心
   

 美
國

城市簡介   在相同規模的城巿中，爾灣  (Irvine)  被列為美

國境內十大治安最佳的城市之一；再加上它座落於陽光和

煦的南加州心臟地帶，因而成為美國最理想的居住地點之

一。爾灣巿座落於洛杉磯與聖地牙哥之間，氣候乾燥且涼

爽怡人，被認為是全美氣候最佳的地點之一。爾灣巿的地

理位置十分便利，無論是前往太平洋沿岸的海灘、內陸沙

漠及高山，或是全球知名的迪士尼樂園 (Disneyland)、海洋

世界 (Sea World)、魔術山樂園  (Magic  Mountain)  和環球影城 

(Universal Studios) 等景點均十分方便。附近的橘郡 (Orange 

County)  也有許多適合逛街購物的好去處，例如  South  Coast 

Plaza 和 Fashion Island。

教學中心簡介   佔地 100 畝的  Irvine Valley 學院是一所

兩年制的社區大學，提供各種學位和證書課程，從傳統的

文理學科到最先進的科技課程，應有盡有。學生可在此修

習通識教育課程，以取得進入加州州立大學系統各所大學

的資格。英語能力已經達到中上程度或更高程度的 Kaplan 

學生也可以選修 Irvine Valley 學院的課程。

Irvine Valley 學院
爾灣巿，加州

住宿   與本中心合作的寄宿家庭一律經過嚴格的篩選，

且大多數的寄宿家庭與學校之間的距離都在 45 分鐘的路

程範圍之內。寄宿方案包括私人臥室、溫習功課處、共用

衛浴，以及每週供應 21 頓餐點。若您選擇住在學生公寓，

則每日只需要騎單車或坐一小段公車即可抵達本中心。學

生公寓社區鄰近購物廣場，內有亞洲巿集、各種商店和許

多餐廳。學生公寓附有全套傢俱，並提供各式各樣的家用

設備，包括電視、網際網路、本地電話服務和洗衣設備，

還有服務生每週打掃房間一次。 

活動   在橘郡冬天可以滑雪、夏天則可以衝浪，因此絕

對不用擔心沒事可做。騎馬、賞鯨、划獨木舟、健行、野

餐和烤肉，是本教學中心最受歡迎的幾種活動。學生可

以利用週末時間，在海灘上舉行營火會，或是去附近的

購物商場血拼一番。運動愛好者可以前往欣賞 Dodgers 或 

Lakers 等職業球隊的比賽，而喜歡博物館的人則可以抽空

走訪 Huntington 圖書館、Getty Museum 或 Bower’s Museum。

Kaplan 教學中心：5500 Irvine Center Drive, Irvine, CA 92618 USA

課程 週數 費用 開課日期

個別指導 (英語) 5 小時 $350 (追加時數 
$60/小時)

美國國定假日：1 月 1 日、1 月 15 日、5 月 28 日、7 月 4 日、9 月 3 日、11 月 22-23 日、12 月 17-31 日
*假期英語為 2-12 週課程。

報名費：$110 健康保險：$85/月 接機轉送費 $90 (LAX) $60 (SNA) 

想要一面學習英語，一面取得大學學分嗎？ 
請參加 Irvine Valley 學院的基礎課程。
欲知詳情，請參閱第 13 頁。

英語課程外加大學學位！
Kaplan 的學生可以利用我們在 Irvine 所開設的英語外加學位 

(English Plus) 課程。在 Kaplan 教學中心一面進修英語，一

面取得大學入學許可。報名為期 12 週的一般密集式英語或 

TOEFL 及學術英語課程，總共只需 $3,420！英語外加學位 

(English Plus) 課程的費用包括學費、報名費以及提供大學入

學申請服務的費用。您在修完 12 週的英語課程之後，還

想要繼續進修嗎？沒問題，每週只需繳交 $275 即可。

**每週額外收費僅適用於住宿超過 4 週以上者。†每日額外收費僅適用於住宿未滿 1 週者。

††P=大眾運輸工具，W=步行  ^使用網際網路可能必須另外計費。

1

住宿選擇
餐點/週 

單人房，衛浴共用 21

兩週 三週 

寄住於當地家庭

四週 每週  
額外收費**

每日 
額外收費†

平均  
交通時間††

網際網路^ 

$450  $675  $900  不等 不等

2 無學生公寓 N/A N/A $900 不等 不等雙人房，私人衛浴

$225  $35 

N/A
僅限四週 
附加收費

$900

18

N/A

最低  
年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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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密集式英語、TOEFL  
及學術英語課程

2-5
6-11
12+

每週 $360
每週 $350
每週 $275

一般英語/

假期英語*
2-5
6-15
16-23

每週 $285
每週 $275
每週 $265

1 月 2 日、1 月 16 日、�
1 月 29 日、2 月 12 日、�
2 月 26 日、3 月 12 日、�
3 月 26 日、4 月 9 日、�
4 月 23 日、5 月 7 日、�
5 月 21 日、6 月 4 日、�
6 月 18 日、7 月 2 日、�
7 月 16 日、7 月 30 日、�
8 月 13 日、8 月 27 日、�
9 月 10 日、9 月 24 日、�
10 月 8 日、10 月 22 日、�
11 月 5 日、11 月 19 日、�
12 月 3 日

English Plus  
可享有優惠折扣！

學年課程

一般英語

24 週 
以上

每週 $250

Merrimack 學院
北安多佛巿 (North Andover)，麻薩諸塞州

城市簡介   Merrimack 學院座落於治安良好、物資充裕

的 North Andover 巿鎮，位於波士頓北方 25 哩處。從這裡

出發，無論是要前往波士頓、大西洋沿岸的海灘或是新罕

布夏州境內的山脈都很方便。這座巿鎮充滿了各式各樣的

精采活動、文化景點和歷史遺址。您可以選擇在世界級的

球場上打高爾夫球、從事越野滑雪運動，或是沿著原始的 

Shawsheen River 划獨木舟。

教學中心簡介   Kaplan 的學生除了能夠透過本中心所

採取的小班制感受到家庭般的溫暖以外，也能自由使用 

Merrimack 學院的一切便利設施，包括圖書館、體育館、

溜冰場、多間電腦教室、表演中心和無線網路等。此外，

Kaplan 的學生也可以選擇加入 40 種以上的校內社團和組

織，包括爵士樂隊、合唱團、戲劇社和校內電視台。

住宿   寄宿家庭距離校園僅有 5-15 分鐘的路程，並會負

責往返於本教學中心與寄宿家庭之間的交通。選擇學生宿

舍的 Kaplan 學生將會與其他 Merrimack 學院的學生共同生

活，並共用所有設備，包括溫習間、洗衣間和康樂室等。

房內備有電視/錄影機、冰箱和風扇。如需床單，可向本

中心購買。

活動   Kaplan Merrimack 教學中心所舉辦的活動能夠幫助

學生認識美國文化，並在過程中享受樂趣。學生可以選擇

到當地的農場採草莓、參觀 Stonyfield 有機優酪乳工廠，或

是到新罕布夏州懷特山脈 (White Mountains) 中的溪峽 (Flume 

Gorge) 體驗自然之美。另外，學生在冬天還可以玩滑雪

輪，在夏天則可以參加賞鯨活動。最重要的是，學生可以

隨時前往波士頓遊覽 － 開車只要 30 分鐘就可以抵達。 

**每週額外收費僅適用於住宿超過 4 週以上者。†每日額外收費僅適用於住宿未滿 1 週者。 ††P=大眾運輸工具，W=步行  ^使用網際網路可能必須另外計費。 
^^學生可以自行攜帶床單寢具，也可以向本中心購買 ($70)。

Kaplan 教學中心：315 Turnpike Street, O’Reilly Hall, North Andover, MA 01845 USA

課程 週數 費用 開課日期

個別指導 (英語) 5 小時 $350 (追加時數 
$60/小時)

美國國定假日：

1 月 1 日、1 月 15 日、2 月 19 日、5 月 28 日、7 月 4 日、9 月 3 日、11 月 22-23 日、12 月 17-31 日

報名費：$110 健康保險：$85/月 接機轉送費 $100 (BOS)

想要一面學習英語，一面取得大學學分嗎？ 

請參加 Merrimack 學院的基礎課程。

欲知詳情，請參閱第 13 頁。

英語課程外加大學學位！
Kaplan 的學生可以利用我們在 Merrimack 所開設的英語外加

學位 (English Plus) 課程，在 Kaplan 教學中心一面進修英語，

一面取得大學入學許可。報名為期 12 週的一般密集式英語

或 TOEFL 及學術英語課程，總共只需 $3,420！英語外加學位 

(English Plus) 課程的費用包括學費、報名費以及提供大學入

學申請服務的費用。您在修完 12 週的英語課程之後，還想

要繼續進修嗎？沒問題，每週只需繳交 $275 即可。

1

住宿選擇
餐點/週 

單人房，衛浴共用 14

兩週 三週 

寄住於當地家庭

四週 每週  
額外收費**

每日 
額外收費†

平均  
交通時間††

網際網路^ 

$480 $690 $900 不等 不等

2 14寄住於當地家庭 $455 $670 $840 不等 不等

3 無 $455 $670 $840 有  
學生宿舍^^ 
(Monican Centre)

雙人房，衛浴共用

雙人房，公用衛浴

$225

$210

$40

$40

$40 W=2-3分鐘

$210

17

17

最低  
年齡 

17

$50 的校內設備每月使用費 (必繳)：可以使用所有的校園公用設施，包括電腦教室、圖書館、體育館、

康樂室和其他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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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
拿

大

城市簡介   環山傍海的溫哥華大都會擁有美麗壯闊的自

然景觀，因而被公認為加拿大最美麗的城市。溫哥華以其

秀麗的風景及悠閒的戶外生活聞名於世，因而在全球最適

合居住城巿的票選活動中名列第三名。

教學中心簡介   Kaplan 溫哥華教學中心座落於鄰近市

中心的  South Granville 地區；此區以擁有許多適合逛街購

物的地點及世界級的餐館聞名於世。本中心位於幾條主要

運輸幹線上，交通四通八達，前往全市任何地區均十分方

便，距離英屬哥倫比亞大學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Granville Island 和濱海地區只需 15 分鐘路程。

住宿   溫哥華教學中心提供寄宿服務，以及附有家具的多

人分租或單人住宿方案。寄宿服務包括私人臥室、溫習功

課處、共用衛浴，以及各種不同的餐點供應方案。學生可

以繳交額外費用，以申請私人衛浴。多人分租或單人住宿

方案則包括附有家具的房間、共用或私人的衛浴設備，以

及共用區域。

溫哥華 不列顛哥倫比亞省

活動   Kaplan 溫哥華教學中心每週都會安排學生活動，

目的是為了鼓勵學生參與社交活動，並與其他同學建立起

深厚而長久的友誼。每項活動均由 Kaplan 溫哥華教學中心

負責規劃，而本中心的教師和工作人員通常也會親身參

與。最受歡迎的活動包括：保齡球、撞球、雷射槍、排

球、溜冰、到 Whistler 滑雪、到 Mount Seymour 玩滑雪輪，

以及參觀溫哥華水族館、Stanley Park、Granville Island 和 

Queen Elizabeth Park 等地。

溫哥華教學中心實習機制   Kaplan 溫哥華教學中心提供的

實習機制能讓學生在海外求學之餘，還能獲得寶貴的專業

工作經驗。Kaplan 的實習機制合作夥伴會為我們的學生提

供前往一流公司實習的機會，所涵蓋的領域包括金融、研

究和旅遊等等。學生在修完 4 週以上的 Kaplan 英語課程

之後，便可以選擇參加本中心的實習課程。學生的英語能

力必須達到高級程度  (高於 550 TOEFL/6.0 IELTS)，才能符合

無薪制實習機制的資格。實習費：$1,450

未滿 18 歲的學生可能必須加收費用。 *每週額外收費僅適用於住宿超過 4 週以上者。**每日額外收費僅適用於住宿未滿 1 週者。†P=大眾運輸工具，W=步行  ††使用網

際網路可能必須另外計費。需繳交一筆 $220 的安置費。

^^入住時必須先繳交$885 的訂金。

Kaplan 教學中心：1490 West Broadway Avenue, Suite 205, Vancouver, BC V6H 1H5 Canada

一般密集式英語、TOEFL  
及學術英語課程

課程 週數

2-5
6-15
16-23

費用

每週 $360
每週 $350
每週 $330  

開課日期

一般英語 2-5
6-15
16-23

每週 $285
每週 $275
每週 $265

國際學生 GMAT 課程 12 $1700

國際學生 GRE 課程 12 $1700

1 月 2 日、3 月 26 日、�
7 月 23 日、10 月 22 日

2 月 12 日、5 月 14 日、8 月 27 日

個別指導 (英語) 5 小時 $350 (追加時數 
$60/小時)

加拿大國定假日： 1 月 1 日、4 月 6 日、5 月 21 日、7 月 1 日、7 月 2 日、8 月 6 日、9 月 3 日、 

10 月 8 日、11 月 11 日、11 月 12 日, 12 月 17-31 日

報名費：$110 健康保險：$85/月 接機轉送費 $85 (YVR)

「�在加拿大絕對找不到比�Kaplan 

English Programs�更棒的英語學

校。這裡的工作人員和老師態度親

切，並隨時願意為學生伸出援手。此外，

Kaplan�所提供的一流課程也幫助我達成了自己

的英語目標。」

Chan Sik Won，韓國
一般密集式英語課程

IELTS 4 $1400 1 月 2 日、6 月 4 日、�10 月 1 日

1

住宿選擇
餐點/週 

單人房，衛浴共用 21

兩週 三週 

寄住於當地家庭^

四週 每週 
額外收費* 

每日額外 
收費**

平均  
交通時間††

網際 
網路††

$395 $595 $795 不等 不等

2 14寄住於當地家庭^ $365 $550 $730 不等 不等

3 無 N/A N/A $750 不等學生公寓 ^^

單人房，衛浴共用

單人房，私人衛浴 

$200

$185

$30

$25

N/A 不等

$185

16

16

最低  
年齡 

N/A

1 月 2 日、1 月 15 日、�
1 月 29 日、2 月 12 日、�
2 月 26 日、3 月 12 日、�
3 月 26 日、4 月 9 日、�
4 月 23 日、5 月 7 日、�
5 月 22 日、6 月 4 日、 
6 月 18 日、7 月 3 日、�
7 月 16 日、7月�30 日、�
8 月 13 日、8 月 27 日、 
9 月 10 日、9 月 24 日、
10 月 9 日、10 月 22 日、
11 月 5 日、11 月 19 日、

12 月 3 日

學年課程

一般密集式英語

24 週 
以上

每週 $280

學年課程

一般英語

24 週 
以上

每週 $250

具代表性的 Kaplan 特約合作大學院校： 

所有費用均以加幣為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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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試輔導課程)
如需在倫敦報名 GMAT 和 SAT 課程的 
相關資訊，請洽詢您當地的業務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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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planenglish.com

•  收看影片並以虛擬 

方式參觀我們的各 

教學中心

•  訂閱免費的電子報  

(包括 TOEFL Edge) 

•  檢視各教學中心 

目前提供的活動

•  各教學中心均附有詳細的資

訊和相片，好讓您能夠選出

最符合自己需求的教學中心

及住宿方案

•   購買 Kaplan 叢書，包括： 
• How to Get Into College 

• Get Into Graduate School: A Strategic Approach 

• TOEFL iBT 含 CD-ROM 

• Learn English through Classic Literature

3 3 3 3 3 3 3 3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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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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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0 South Flower Street, Suite 2900
Los Angeles, CA 90017 USA

電話：+1-213-452-5800      1-800-818-9128
傳真：+1-213-892-1360

網址：www.kaplanenglish.com

本中心位於當地的業務代表：

Kaplan 倫敦教學中心
現已全面整修完畢！

•  兩間配備最新科技的多媒體教室

• 全新裝潢、乾淨明亮的教室

• 空間寬敞的全新網路咖啡廳和學生交誼廳

•  地點絕佳－位處倫敦的心臟地帶，介於塔法加廣場 (Trafalgar 

Square) 及萊斯特廣場 (Leicester Square) 之間

授權、認證及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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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
Kaplan 教學中心經 ACCET (Accrediting 
Council for Continuing Education and 
Training)，持續教育訓練認證委員會)  
認可，得於美國境內辦理教學事務。

Kaplan 是 FIYTO 和 ALTO 的成員。
Kaplan 是 TESOL 的成員。
Kaplan 是 加拿大私立語言學校協會 (CAPLS) 的成員。
Kaplan 經聯邦法授權，得以招收非移民的外國學生。

英國
Kaplan English Programs  
在英國經英國文化協會認可。

加拿大
Kaplan 在加拿大經加拿大�
語言委員會�(Canada 
Language Council)�認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