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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英语和法语培训及语言旅游项目

2019 年春夏



ACUFC – 法语高等教育行动力
加拿大法语区院校联盟 (Association des collèges et universités de la 
francophonie canadienne, 简称 ACUFC) 聚集了21家预科学校及大学。我们的愿景：让
更多的人能够享受法语高等教育，真正建立起从幼儿园到高等院校的连续性法语教育。我
们旗下还有国家医疗保健培训集团 (Consortium national de formation en santé, 简
称 CNFS) 以及国家司法培训网络 (Réseau national de formation en justice, 简称 
RNFJ) ACUFC、CNFS、RNFJ 的使命是一致的、重要的、以研究为核心的。我们在加拿大各
地提供教育、医疗、司法培训，齐心协力地为加拿大法语地区的活力及传承作出贡献。



类别：12岁及以下 

Glendon 夏令营

2019年7月8日至8月2日

多伦多（安大略省）

5 - 15岁

要求：初级水平 

住宿：不提供 

glendon.yorku.ca/campglendon

Tu parles!
2019年7月2日至8月23日

温尼伯（曼尼托巴省）

7 - 12 岁

日营 - 6 个星期

要求：仅接受初级和中级水平的学生

住宿：不提供 

ustboniface.ca/tuparles
dep@ustboniface.ca

法语培训 英语培训

Glendon 夏令营

2019年7月8日至8月2日

多伦多（安大略省）

5 - 15岁

要求：初级水平 

住宿：不提供 

glendon.yorku.ca/campglendon

请了解由 ACUFC 的预科和大学成员在加拿
大全国各地提供的法语和英语培训及语言
旅游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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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glendon.yorku.ca/campglendon/
https://ustboniface.ca/tuparles
mailto:dep%40ustboniface.ca?subject=
http://www.glendon.yorku.ca/campglendon/


类别：12 - 16 岁

Destination Clic（3个星期）

2019年6月30日至7月19日

蒙克顿（新布伦瑞克）

12 - 14岁

要求：分班考试

住宿：学生宿舍

umoncton.ca/learnfrench
formationcontinue@umoncton.ca

法语培训

Explore jeunesse（3个星期）

2019年7月21日至8月9日

蒙克顿（新布伦瑞克）

13 - 15岁

要求：分班考试

住宿：学生宿舍

umoncton.ca/learnfrench
formationcontinue@umoncton.ca

Junior（4个星期）

2019年6月30日至7月26日

蒙克顿（新布伦瑞克）

14 - 16 岁

要求：分班考试

住宿：学生宿舍

umoncton.ca/learnfrench
formationcontinue@umoncton.ca

Glendon 夏令营

2019年7月8日至8月2日

多伦多（安大略省）

5 - 15岁

要求：初级水平 

住宿：不提供 

glendon.yorku.ca/campglendon

英语培训

Glendon 夏令营

2019年7月8日至8月2日

多伦多（安大略省）

5 - 15岁

要求：初级水平 

住宿：不提供 

glendon.yorku.ca/campglend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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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umoncton.ca/learnfrench/
mailto:formationcontinue@umoncton.ca
http://www.umoncton.ca/learnfrench
mailto:formationcontinue@umoncton.ca
http://www.umoncton.ca/learnfrench
mailto:formationcontinue@umoncton.ca
http://www.glendon.yorku.ca/campglendon/
http://www.glendon.yorku.ca/campglendon/


类别：16 - 18 岁 

Explore
2019年6月30日至8月1日

加斯佩（魁北克省）

16 - 17岁

要求：无 

住宿：学生宿舍

lacite.uregina.ca/en/uni/services/travel/explore
cite@uregina.ca

法语培训

法语沉浸式培训营（2个星期）

2019年7月14日至7月28日 

渥太华（安大略省）

16 - 18 岁

要求：分班考试 

住宿：学生宿舍

collegelacite.ca/explore

法语沉浸式培训营（夏季）

2019年7月7日至8月10日

Pointe-de-l’Église（新斯科舍省）

15岁及以上

要求：无

住宿：学生宿舍

usainteanne.ca/learn-french/spring-and-summer-
sessions 
admission@usainteanne.ca

Explore
2019年7月2日至8月2日

多伦多（安大略省）

16 - 17 岁

要求：分班考试 

住宿：学生宿舍

glendon.yorku.ca/extendedlearning
extendedlearning@glendon.yorku.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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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e（5个星期）

2019年6月30日至8月2日

蒙克顿（新布伦瑞克）

17岁及以上

要求：分班考试

住宿：学生宿舍

umoncton.ca/learnfrench
formationcontinue@umoncton.ca

法语沉浸式培训项目（5个星期

2019年7月1日至8月2日

La Pocatière（魁北克省）

16岁及以上

要求：分班考试

住宿：学生宿舍

frenchimmersionschool.ca/french-immersion-
programs/explore-program,3,12#top

https://lacite.uregina.ca/en/uni/services/travel/explore
https://www.collegelacite.ca/explore
https://www.usainteanne.ca/en/learn-french/spring-and-summer-sessions
https://www.usainteanne.ca/en/learn-french/spring-and-summer-sessions
mailto:admission%40usainteanne.ca?subject=
http://www.glendon.yorku.ca/extendedlearning/
mailto:extendedlearning%40glendon.yorku.ca?subject=
http://www.umoncton.ca/learnfrench
mailto:formationcontinue@umoncton.ca
http://frenchimmersionschool.ca/french-immersion-programs/explore-program,3,12#top
http://frenchimmersionschool.ca/french-immersion-programs/explore-program,3,12#top


类别：16 - 18 岁 

Explore
2019年7月2日至8月2日

多伦多（安大略省）

16 - 17岁

要求：分班考试 

住宿：学生宿舍

glendon.yorku.ca/extendedlearning
extendedlearning@glendon.yorku.ca

英语培训

英语夏令营

2019年6月29日至7月27日

萨德伯里（安大略省）

8天7晚

17岁及以上

要求：无

住宿：学生宿舍

languageinstitute@laurentian.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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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语作为第二语言 – Explore
2019年5月13日至6月14日

萨德伯里（安大略省）

17岁及以上

要求：无

住宿：宿舍 

collegeboreal.ca/nos-emplacements/campus/sudbury

奖学金 - EXPLORE 计划 

Explore 为符合资格的加拿大学生提供学习其第二语言、熟悉该语言代表的文化的机会。Explore 由加拿大文化
遗产部（Patrimoine Canadien）创立，并由加拿大教育部长委员会进行管理。 

该奖学金可抵销课程、教材、餐饮及住宿的费用，而且会直接支付给接收学生的教育机构。 

详情：jexplore.ca/fr/page/?eligibility

http://www.glendon.yorku.ca/extendedlearning/
mailto:extendedlearning@glendon.yorku.ca
mailto:languageinstitute%40laurentian.ca?subject=
http://www.collegeboreal.ca/nos-emplacements/campus/sudbury/
https://www.jexplore.ca/fr/page/?eligibility


类别：18岁及以上 

Explore（5个星期）

2019年6月30日至8月2日

蒙克顿（新布伦瑞克）

17岁及以上

要求：分班考试

住宿：学生宿舍

umoncton.ca/learnfrench
formationcontinue@umoncton.ca

法语培训

法语沉浸式培训营（夏季）

2019年7月7日至8月10日

Pointe-de-l’Église（新斯科舍省）

15岁及以上

要求：无 

住宿：学生宿舍

usainteanne.ca/learn-french/spring-and-summer-
sessions 
admission@usainteanne.ca

沉浸式法语培训项目（5个星期） 

2019年7月1日至8月2日

La Pocatière（魁北克省）

16岁及以上

要求：分班考试

住宿：学生宿舍

frenchimmersionschool.ca/french-immersion-
programs/explore-program,3,12#top

Explore
2019年5月21日至6月20日

温尼伯（曼尼托巴省）

5个星期

18岁及以上（初级、中级、高级水平及进修） 

要求：按水平分班（分班考试）

住宿：学生宿舍

ustboniface.ca/explore 
explore@ustboniface.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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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语沉浸式培训营（春季）

2019年5月19日至6月22日

Pointe-de-l’Église（新斯科舍省）

5个星期

19岁及以上

要求：无 

住宿：学生宿舍

usainteanne.ca/learn-french/spring-and-summer-
sessions
admission@usainteanne.ca

两周沉浸式培训营（继续培训）

2019年7月8日至12日，以及7月15日至19日

里贾纳（萨斯喀彻温省）

18岁及以上

要求：无 

住宿：学生宿舍

lacite.uregina.ca/fr/centrefr/parlezfrancais/immersion
cite@uregina.ca

http://www.umoncton.ca/learnfrench
mailto:formationcontinue@umoncton.ca
https://www.usainteanne.ca/en/learn-french/spring-and-summer-sessions
https://www.usainteanne.ca/en/learn-french/spring-and-summer-sessions
mailto:admission@usainteanne.ca
http://frenchimmersionschool.ca/french-immersion-programs/explore-program,3,12#top
http://frenchimmersionschool.ca/french-immersion-programs/explore-program,3,12#top
https://ustboniface.ca/explore
mailto:explore@ustboniface.ca
https://www.usainteanne.ca/en/learn-french/spring-and-summer-sessions
https://www.usainteanne.ca/en/learn-french/spring-and-summer-sessions
mailto:admission@usainteanne.ca
http://lacite.uregina.ca/fr/centrefr/parlezfrancais/immersion
mailto:cite@uregina.ca


类别：18岁及以上 

英语强化班 (EIP)
2019年4月24日至8月2日

渥太华（安大略省）

18岁及以上

要求：高中毕业证及一定的英语基础 

住宿：学生宿舍及寄宿家庭

eip.uottawa.ca
eip@uottawa.ca

法语培训

Explore
2019年5月9日至6月12日，以及6月20日至7月24日

里贾纳（萨斯喀彻温省）

18岁及以上

要求：无 

住宿：学生宿舍

uregina.ca/esl/short-term/explore-program.html/
esl@uregina.ca

Explore – 英语沉浸式培训营

2019年7月8日至8月10日 

渥太华（安大略省）

19岁及以上

要求：分班考试 

住宿：学生宿舍

collegelacite.ca/expl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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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夏令营

2019年6月29日至7月27日

萨德伯里（安大略省）

8天7晚

17岁及以上

要求：无

住宿：学生宿舍

languageinstitute@laurentian.ca 

国际学生英语体验课 (ISEEC)
2019年7月29日至2019年8月23日

渥太华（安大略省）

18岁及以上

要求：高中毕业证及一定的文学基础 

住宿：学生宿舍及寄宿家庭

olbi.uottawa.ca/i-seec

英语培训

法语强化课程 (FLS0560)
2019年7月8日至8月23日

渥太华（安大略省）

18岁及以上

要求：高中毕业证及法语高级水平 

住宿：学生宿舍及寄宿家庭

pif.uottawa.ca/fr/program
pif@uOttawa.ca

http://eip.uottawa.ca/en
mailto:eip@uottawa.ca
http://uregina.ca/esl/short-term/explore-program.html/
mailto:esl@uregina.ca
https://www.collegelacite.ca/explore
mailto:languageinstitute@laurentian.ca 
https://olbi.uottawa.ca/i-seec
https://pif.uottawa.ca/fr/program
mailto:pif%40uOttawa.ca?subject=


/EDUCATION

https://acufc.ca/educ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