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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日期及费用

课程至少需要预定1周。对于非英语强化课程的学生，LanguangeCert口语测试证书需要另收£50费用。

牛津

开课日期 2019 每周费用

7月10日、7月17日、7月24 日、7月31日、8月7日

活力英语课程（12-17岁学生） £1025

英语强化课程（12-17岁学生） £1025

开课日期 2019 课程费用

未来领袖计划（2周）

7月10日：企 业 家 精 神 及 领 导 力 或 世 界 领袖

7月31日：大学预科课程

£2165

艾斯米尔
开课日期 2019 每周费用

7月10日、7月17日、7月24日、7月31日、8月7日

探索英语课程（8-11岁学生） £850

活力英语课程（12-17岁学生） £850

英语强化课程（12-17岁学生） £850

莫尔顿

开课日期 2019 每周费用

2019年7月10日、7月17日、7月24 日、7月31日、8月7日

活力英语课程（12-17岁学生） £889

英语强化课程（12-17岁学生） £889

动物生态保护营（12-17岁学生） £889

共享接送机服务（单程）
共享接送机的单程服务费用为£45，运营时间为每周三上午10点至傍晚19点抵达或前往以下机场的学

生：希斯罗机场、曼彻斯特机场或利物浦机场。在上述时间段以外抵达或出发的学生需预定单独接送
服务；学生团体可咨询团体价。

共享中转（单程） £45

单独接送机服务（单程）
牛津到希思罗机场 / 希思罗机场到牛津 £150

牛津到盖特威克机场 / 盖特威克机场到牛津 £295

牛津到斯坦斯特德机场 / 斯坦斯特德机场到牛津 £295

牛津到圣潘克拉斯火车站 / 圣潘克拉斯火车站到牛津 £195

牛津到艾斯米尔 / 艾斯米尔到牛津 £195

牛津到伦敦 / 伦敦到牛津 £150

艾斯米尔到希思罗机场 / 希思罗机场到艾斯米尔 £395

艾斯米尔到曼彻斯特机场 / 曼彻斯特机场到艾斯米尔 £180

艾斯米尔到利物浦机场 / 利物浦机场到艾斯米尔 £180

艾斯米尔到伯明翰机场 / 伯明翰机场到艾斯米尔 £250

艾斯米尔到伦敦 / 伦敦到艾斯米尔 £395

莫尔顿到希斯罗机场 / 希斯罗机场到莫尔顿 £250

莫尔顿到盖特威克机场 / 盖特威克机场到莫尔顿 £230

莫尔顿到斯坦斯特德机场 / 斯坦斯特德机场到莫尔顿 £295

莫尔顿到圣潘克拉斯车站 / 圣潘克拉斯车站到莫尔顿 £230

莫尔顿到牛津 / 牛津到莫尔顿 £150

莫尔顿到艾斯米尔 / 艾斯米尔到莫尔顿 £390

莫尔顿到伦敦 / 伦敦到莫尔顿 £240

所有费用包含停车费及等待时间

无成人陪伴儿童服务* £50

可以考虑与其他时间以及目的地相同的学生一起拼单预定单独接送机服务，这样更经济实惠。
*不包含飞机航班上的陪同

Levin Wang
附注
“Levin Wang”设置的“Cancel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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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定条款

用。

个人行为
校方有权视学生接受课程合同条款及学
校规定情况决定是否接收其入学。学校
规定内容将随入学文件一并寄送。学生
严重违反校规时，校方将尽最大努力联
系其家长或监护人；中心经理仍可酌情
实施处罚，包括停学和开除。对于个人
行为不符合规定的学生，我校保留对其
进行开除的权利。学生因开除导致的离
校，校方不会退还任何费用，且因离校
发生的所有费用必须由学生承担。

财产损坏
学生因其个人原因导致学校财产遗失或
损坏的，应对此负责。所有学生抵校时
将由学校收取£50的现金作为保修金；
若学生未造成学校财产损
失，该款项将在学生离校时退还。

个人健康与人身安全
我校实施严格的个人健康与人身安全政
策。学生抵校前，校方会对所有教职员
工进行无犯罪证明核查，同时要求其接
收培训和指导。与课程相关的所有师生
比比率均遵循《儿童法》以及语言游学
课程相关管理机构规定，如英国国家英
语协会。

医疗条件
我校配有资深救护人员；且我校同当地
事故及急救治疗机构也保持良好联系。
只有在学生家长完成、签名并返还医疗
及个人信息表格（入学文件）后，我校
才能接收学生参加“少儿英语”课程。

不可抗力
若发生“不可抗力”，如火灾、洪
涝、传染性疾病及超出本公司合理控制
范围之外的其他事件，且导致学校关闭
的，我校将不会对学生予以退
款；但经学校在特殊情况下酌情考虑的
除外。

免责声明
所有信息于2018年8月如实对外公
布。所有课程以小班人数教学为准，先
到先得。我校保留更改任何特定条款的
权利，如酌情调整课程费用的权利；同
时，我校也保留取消课程或关闭学校的
权利。如必要，我校将对学生全额退款
或提供等价值的其他课程。

在IH伦敦预定课程表示您同意本条款和条
件；也可在IH伦敦网站：
ihlondon.com/terms-and-conditions
获取本条款和条件。

若通过您所在国家的代理预定IH伦敦的课
程，要与代理签署合同，该合同可能会有
不同条款和条件。

在您预定前

课程付款
在您选定课程后，为了
保留名额，我们要求您
支付£450的定金，此
费用不可退。同时，您至少
应在课程开始前30日内付清其他
费用；支付方式包括直接通过银行转账至
IH伦敦或通过我们的在线付款供应商
Flywire。

除了Flywire手续费外，信用卡公司可能
对您的每笔信用卡费用收取手续费，且费
用不可退。因此，您需要支付各类银行手
续费以及跨币种付款汇率差价。

课程变更手续费
若您在选定并确认课程后要求换选，则需
获得IH伦敦相关部门审批，且需支付最多
£50的手续费。

取消课程
开课前取消课程必须以书面形式向IH伦敦
提出申请。若课程已经预定成功后，取消
规则如下：

› 课程开始6周前取消：除£450定金
外，其他费用全额退还；

› 课程开始前6周以内，所有费用不予
退还。

入学条件
我校接收学生上课的条件是：身体健康并
且符合年龄要求（艾斯米尔、牛津、伦敦
以及莫尔顿等地对学生的年龄要求分别为
8-17岁、12-17岁、13-17岁以及12-17
岁）。

旅行信息
所有的行程信息必须至少在课程开始21日
前最终确认并告知IH伦敦，确保校务安排
机场接送服务。

请在银行汇款单

或通讯中注明您

的编号

保险服务
我校为所有学生提供保险。请参考
ihlondon.com/insurance网站了解保险
的完整内容，包括除外责任。选择机场接
送服务的学生将由IH伦敦代表接机并由其
陪伴抵校。共享接送机服务的时间为早上
10点至傍晚19点，出发地点如下：伦敦机
场、圣潘克拉斯火车站、曼彻斯特国际机
场、利物浦约翰列侬机场。若学生未在此
时间段抵达，需要自行到达学校或额外预
定单独接送服务。我校欢迎学生在上述时
间段预定共享接送或单独接送服务，后者
将按全价收费。

以上费用包括学校代表在机场接机及送
机。

个人签证及英国移民规定
若您为非欧盟申请人，则您需要办理学生
签证才能参加我校课程。作为申请人，您
需自行办理该签证；若签证类型错误，IH
伦敦概不负责。若您已办理签证但未携带
至英国，海关人员将不会放行，您也无法
参加课程。

› 根据英国签证及移民局（UKVI）积
分系统，国际豪斯学院伦敦分校为4
级赞助商（编号5BY3ENNA5）。

› IH伦敦将提供适用文件，帮助学生申
请学习签证。

› 学生在全额付款后才会收到学习签证
申请的支持文件。

› 根据法律要求，我校有义务收集并保
留申请信息、护照以及签证信息，并
向移民当局通报课程表现低于签证文
件中要求水准的学生。

› 若您未顺利申办签证，请通知IH伦敦
并将拒签信副本寄送至学校招生小
组。我校收悉该文件后将安排退款，
文件送达时刻至少在课程开始4周
前。此时我们将退还除£450定金以
外的其他款项。若您在课程开始前4
周以内通知我校，我们将按通常规则
收取课程取消费用。

facebook.com / internationalhouselond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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