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創於 1880 年  

Institute Le Rosey 在學術上及體育活動上有著相當優良的傳統，在所有瑞士住宿

中學中是聲望最高的。Institute Le Rosey 有著非常獨特的校園系統--秋天和夏天

分屬不同的校園，Rolle 校園(相當完善、特別的設施)，冬季的 Gstaad 校園則是

在瑞士非常美麗滑雪勝地。   

 

Le Rosey 夏令營   

Le Rosey 提供了 5 種男女同校的夏令營，課程以英語、法語為基礎，針對 9-18

歲的學生而設計。The Classic Summer Camp 有 300 個名額，學生有多種的活動

可選擇，如：語言、旅行等。The Summer School 提供了學校外的延伸學習。所

有的暑期課程都提供學生一個高品質、高安全的環境。 

 

 



2017 Le Rosey 夏令營一覽表 

課程地點 課程名稱 課程期間 課程費用 課程對象&內容 

日內瓦湖

校區

(Rolle 
Campus) 

LE 
CLASSIQUE 

 

7/10-8/4 
(4 周) 

CHF 12,700 
+ CHF 500 零用金

對象：9-16 歲 
內容： 
 2 堂每日 75 分鐘的課 (英語+法語) 
 從 20 種體育課程和 10 項創意課程中

選擇 7 種 
 皇馬基金會---足球課程 
 帕克籃球---由 ASVEL 培訓 

SUMMER 
SCHOOL 

8/8-8/26 
(3 周) 

CHF 9,700 
+ CHF 500 零用金

對象：9-16 歲 
內容： 
 4 堂每日 50 分鐘的課 (英語、法語、

數學（英文）+西班牙語) 
 從 15 種體育課程和 10 項創意課程中

選擇 5 種 
 皇馬基金會---足球課程 
 24 小時騎馬遊覽 
 私人音樂課（吉他或鋼琴） 

SAT® PREP 
CAMP 

7/10-8/4 
(4 周) 

CHF 18,000 
+ CHF 800 零用金

對象：15-18 歲 
內容： 
 52 個小時的課堂+70 小時準備課程 
 從 20 種體育課程和七月的 10 項創意

課程中選擇 7 種 
 從 15 種體育課程和八月的 10 項創意

課程中選擇 5 種 

8/8-8/26 
(3 周) 

CHF 14,000 
+ CHF 800 零用金

格斯塔德

山校區 
(Gstaad 
campus) 

MY FAMILY 

6/17-7/16
(3 周) 

CHF 9,000 
+ CHF 400 零用金

對象：8-13 歲 
內容： 
 2 堂每日 75 分鐘的課 (英語+法語) 
 體育與團體創意活動 
 山地旅行和遊覽活動 

7/9-7/28 
(3 周) 

7/31-8/19
(3 周) 

6/17-7/1 
(2 周) 

CHF 6,000 
+ CHF 400 零用金

7/9-7/23 
(2 周) 

7/31-8/14
(2 周) 

阿爾卑斯

山及地中

海(山海

校區) 

EXCELLENC
E CAMP 

7/9-7/23 
(2 周) 

CHF 15,500 + CHF 
200 零用金 

對象：12-16 歲 
內容： 
 不提供語言課程 

(需要流利的英語/法語) 
 1 週在瑞士阿爾卑斯山；1 週在地中

海 

 

 

 



 

(暑期)瑞士寄宿中學暑期入學準備文件事項: 

1. 護照影印 

2. 2 吋相片 8 張 

3. 一份英文版銀行餘額證明（最少新台幣 60 萬元以上） 

4. 填寫申請瑞士中學基本資料 

5. 申請表格簽名, (其他由公司代為打字翻譯填入表格) 

 

取消就讀規定: 

.  暑期生如果取消, 不退報名費, 訂金及學費. 

 

詳情請洽台灣辦事處(授權官方台灣代表)林肯企管顧問有限公司  
林肯企管顧問有限公司 
總公司：台北市 106 大安區忠孝東路四段 148 號 3F-2  

(禮仁通商大樓仁座, 捷運:忠孝敦化站 5 號出口) 

TEL:02-2781-8878 (總機) FAX:02-2781-8829 

 

台北站前辦事處： 台北市 10041 中正區忠孝西路一段 50 號 12 樓之 12  

(台北火車站站前地下街 Z2 出口)TEL:02-2370-8787 

 

聯絡信箱 marketing@lincoln.com.tw 

公司網址 www.lincoln.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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