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服务中心
英文课程
成人学生

在 DCU 感受充满生机的爱尔兰大学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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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柏林城市大学
我们拥有超过 25 年的经验。您可以充分相
信，我们将有效帮助您提升语言技巧，以顺
利进入大学、开始商业生涯，或者同新朋友
沟通交流。我们的课程把专业的英文教学，
同一整套社交活动、文化参观、短途旅行及
体育运动结合起来，这些都可以营造全英文
的练习环境。在学术环境里提升英文水平的
同时，亦可以直接感受异国文化。
Lonely Planet (全球最大的旅游指南出
版社) 已将都柏林列入值得游览的城市前
十名！

发现都柏林
都柏林是爱尔兰最大、最国际化的城市，市
内治安享誉四方，不论是旅客还是本地居
民，都可以安全地在城市里游览和探索。在
这里，可以探索的景点不胜枚举，包括博
物馆、艺术展厅、城堡及各种历史古迹，
丰富多样。
在校的学生喜欢踏上文学的旅途，找寻诸如
叶芝、乔伊斯这样的作家，而有洞察力的购
物者，则会在名牌时装店里选择称心如意的
商品。无论您的兴趣是在艺术展览馆踱步，
还是在俱乐部起舞，抑或是攀登都柏林的
山巅，有一点可以确定：您可以打造自己
的都柏林。

都柏林城市大学 Glasnevin 校区; 位于O’Connell Street 的 The Spi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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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柏林城市大学于 1989 年建校，有超过 16000 名全日
制学生，是爱尔兰顶级大学之一

为何要选择都柏林城市大学 (DCU)？
都柏林城市大学（DCU）是爱尔兰政府公认的
国立综合性大学。由于我们是公立大学，您完
全可以相信，在这里将会享有最好的教育和学
生福利。

地理位置

大学位于居民区，环境安全、适合学生生活，
为精彩纷呈的海外学习经历打下基础。都柏
林城市大学有多个校区，学生受益于生机勃
勃的大学氛围 –––– 我们有出色的设施，包括
餐厅、体育中心、图书馆、剧院、网球场及足
球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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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语言学校每年迎接来自全球 35 个国家
的学生，他们来这里学习英文。这里的英文语
言教学享有盛誉，以提供最优秀的语言训练为
目标，并不断努力提升学生的学习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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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CU 语言服务中心 (DCULS) 靠近都柏林的中
心，地理位置便捷。同其它语言学校相比，我
们享有无与伦比的优势：这个现代化的语言学
校，位于国际知名大学的校园里。这种益处在
于许多方面，不仅仅包括顶尖的设施资源。大
学里丰富多彩的学术活动，为语言学生提供完
美的学习氛围。

多种多样的社团，向所有学生开放，这是绝佳
的语言练习机会，同时可以交到新的朋友。
另外，DCULS 的地理位置吸引世界各地的学
生，来这里参加丰富多样的语言课程和闻名
遐迩的社会文化活动；而最专业和最优秀的
教师，则为这里的大学环境所吸引。这些意味
着， DCULS 不仅仅是一家语言学校，更是一种
语言学习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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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CU 校园，都柏林机场，都柏林市中心

“我非常喜欢这里。我很
喜欢这里的同学，这里的
老师也很风趣！总体的体
验非常不错。”
来自韩国的学生 Sung Kyung

为何要选择都柏林城市大学 (DC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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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适和设备齐全的教室、便于合作的学习空间，
营造有效的学习环境

在 DCU 的学习体验
大学的学生活动中心是放松身心、与同学
练习英文的不二选择。
设施
— 超过 40 间宽敞明亮、设备完善的教
室
— 三层楼的大学图书馆
— 用于安静阅读的学习空间
— 免费的校园 Wi-Fi
国籍多种多样
同世界各地的学生共享校园。


学识渊博、和蔼可亲的教师
我们的教师拥有资质和经历，具备大学学
位和专业的 TESOL 证书。课程生动活波
并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同时确保学生能
够获得足够的关注，以便您在英语学习中
取得最大的进步。
学生支持
DCULS 的职员敬业而专业、亲切而友好，
将为您提供有力的支持，确保最佳的学习
体验。他们不仅在学习上提供帮助，也为
您在住宿、交通和社交活动方面的疑问提
供解答。
工作坊
参加学术工作坊，提升英文技巧。可供选
择的工作坊有：对话方法、发音技巧、
简历写作、学习技巧、IELTS 考试策略，
等等。

位于都柏林的Temple Bar; 安特里姆的Carrick-A-Rede Rope Bridge

在课外时间，您将感受全英文的环境，并有机会结识新朋
友、游览名胜、探索爱尔兰的历史和文化。

感受爱尔兰文化
我们提供激动人心的社交活动，可帮助您在
课外提高英文。打开网页，查看这些活动的
日程安排。这里的社交活动团队，每周都会
组织有趣的活动，确保您在爱尔兰的时间得
以充分利用。
—
—
—
—
—
—
—

我们的学生体验团队负责帮助您实现这一
目的。他们组织多彩的活动，从晚上的娱乐
项目到外出旅行的安排，我们会帮您发展
兴趣、结识各种各样的朋友，并获得丰富的
体验。

博物馆和艺术展览
爱尔兰舞蹈
足球、篮球或爱尔兰式曲棍球
派对和夜晚活动
观光游览
周末远足旅行
参加我们的社交活动，在课外练习英文

如果您对健身感兴趣，那么一定要来屡获
殊荣的大学体育中心。这里有健身房和长
达 25 米的游泳池，也有丰富的活动供您
选择。

“非常高兴能帮助同学获得
一个难忘的学习体验。”
活动组长 Cian Galv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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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国留学是难能可贵的机会，能促进学习、获得理想
的进步

DCU 因何而不同？
教学方法
我们在都柏林城市大学开设的英文课程，极大
地运用基于交流的语言教学模型，关注 英文
的四个主要方面：听说读写。在整个课程里，
您将有很多机会同老师和同学沟通交流。教师
将使用各种不同的方法，在真实的语境中，讲
授和培训语言技巧。
协同学习
我们的教室和学习空间，专为舒适的环境
和便捷的沟通而设计，为您的学习提供多
样性。

小班课程
我们进行小班教育，以便您可以从老师那里
获得所需的关注。我们的班级，最多 15 名
学生，平均人数 13 名。

DCULS 证书
您的证书上会记录您的课程，以及在修读
完成后的英文水平，可以向未来的公司或
大学出示。

学习计划
相对长期的学生，会同高级教师一起制定学习
计划。我们将与您一起讨论学习目标，帮助您
规划路线，以实现这些目标；其中包括选择适
合的考试。亦会有定期的指导，您可以同老师
讨论学习进度、回顾学习计划。

大学社团
我们每周都会有针对特殊兴趣的课程、活动和
社团，这些将为您发挥兴趣提供绝佳的机会。

快步进取，最大提高
从早到晚讲英文、参与学术和社交活动、与
同学交朋友，这些都会帮助您取得进步。您
会在每周五参加一个简短的测试，回顾和检
验自己学过的内容。
个性化的课程
我们提供一系列的英文课程，同您所选的工作
坊互相补充，以便可以完全根据自己的需求来
学习。报名时，请选择英文课程及时间长度；
在来到 DCU 以后，再选择学术工作坊。

学习和科技
这里的课程以面对面的形式教授，但是教师
将使用现代化的数字资源，确保您的课程富
于多样化、与时俱进，并充满互动性。  

“这里的环境非常友好，非
常舒服。我现在有很多来自
不同国家的朋友。”
来自俄罗斯的学生 Nail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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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柏林城市大学的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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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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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英语

1.  商务英语
2. 综合英语
3. 学年课程
4. 备考课程
5. 教师培训
6. 大学团体课程
7. DCU Pathway 课程

包括哪些内容？
— 网上水平测试
— 教科书
— 每周进度测验
— DCULS 学生卡
—大学图书馆的使用权限
— DCULS 证书
— 免费校园 Wi-Fi
— 
校园设施，包括咖啡馆、餐厅、电
脑实验室、DCU 学生活动中心
— 
免费选修课：通过免费的下午工作
坊，结识其他同学、提升多方面的
技巧，包括对话技能、简历写作、
话剧表演、电影赏析。

学术精湛
在您来到我们位于大学校园的学校时，可以期待
最优质的英文教学，以及最新的课程材料和学术
资源。专业而高资质的教师，将助您走好每一
步。
课程
我们的课程将高标准的学术，同富于趣味性、互
动性的学习环境相结合。课程将为您培训读、
写、听方面的技巧，以及提高发音和语言流利
度，并帮您建立自信心，有效地用英文沟通交
流。
语言能力的提升.
每周的定期测验、来自教师的反馈和帮助，会利
于您取得进步、达到学习目标。
主要信息
— 课程可以从全年任何一个星期一开始
— 水平：初级 (Elementary) 到高级 (Advanced)
— 可报名一个或多个星期
— 每班人数平均 10 人（最多 15 人）

商务英语
课程
我们的课程将高标准的学术，同富于趣味性、互
动性的学习环境相结合。通过真实的场景，学习
在会议、讨论、协商、演示报告中所需的高级商
务语言技巧。
主要信息
— 水平：中高级（Upper intermediate +）
— 每班人数平均 10 人（最多 15 人）

培养商务沟通技巧，以
应对现代国际化的工作
场所。

“在这里，我结识到了非常亲
切的朋友，他们帮我提升英
文。我喜欢这个学校，以及这
里的同学和老师。”
来自意大利的学生 Giulia

我们的综合英语课
程，是您提升语言技
巧、结识世界各地的
朋友的完美选择。快
来感受都柏林城市大
学语言服务中心，体
会它为何是正确的选
择！

都柏林城市大学的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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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年课程 –– 25 周

备考集中训练
Cambridge FCE 及 CAE 课程

语言能力的提升
— 
本课程非常成功，可以将 6 个月的综
合英语课与专业备考课结合起来
— 
DCULS 擅长关于 IELTS/Cambridge 考
试的课程
— 
您将获得都柏林城市大学语言服务
中心的证书，丰富自己的简历；都柏
林城市大学名列全球“Top 50 under
50”( 前 50 名校龄少于 50 年的大
学) 排名榜
课程
— 通过有趣、互动的课程，以及诸如
网页、视频、报纸和电影的生活化材
料，提升自信心；在富于挑战性和互
动性的综合英语课上，快速提高听、
说、读、写四项重要技能
— 定期的作业任务、进度测验、教师反
馈，将帮您锻炼语言表达的精准度和
流利度
— 学习的同时，赚取收入！学生在修读
本课程的同时，可以参加工作（取决
于学生的国籍和签证规定）
主要信息
— 课程可以从全年任何一个星期一开始
— 程度从初级 (Elementary) 到高级
(Advanced)，选择最适合您的班级

备考
— 可转到备考集中训练课，无需额外费
用
— 向充满热情的 DCULS 教师学习，他们
是 IELTS 和 Cambridge 考试的专家
— 获得所需的考试技巧，达成您的目标  
签证/工作情况
— 如果您在爱尔兰学习需要签证，那么
您在爱尔兰期间必须注册一项政府认
可的考试，如 IELTS、 Cambridge、
TOEIC、TOEFL  
— 只要在学生签证的有效期内完成课
程，则可以在课程期间度假
— 如果您需要签证，并且希望在爱尔兰
学习期间参加工作，则必须注册超过
25 周的课程；对于这种情况，学年
课程比较适合。   
免费工作坊
— 大学迎新
— 简历写作和面试技巧
— 对话课
— 移民规定和程序
— 便于成功的学习技巧
— 如何在都柏林找工作
— 爱尔兰文化

如果您的目标是国际认
可的英语证书，请选择
都柏林城市大学语言服
务中心！

取得一项全球认可的资格证，来帮助自己达成工
作、学习和人生的目标！Cambridge 受世界各地的
公司和大学所认可。选择 DCULS 的 Cambridge 备
考课，取得考试成功。来同Cambridge 专家一起
学习吧！
IELTS 备考
集训课程 –––– 在 DCULS 备考，成功考取雅思
(IELTS)！我们是 IELTS 培训专家，可帮助您达成
自己的目标。在这里，学生成绩硕果累累，我们
深感自豪；其中很多考取了 6.5 或 7 分，即爱尔
兰和英国大学的入学要求。成功考取 IELTS，就在
这里开始！
TOEIC 备考
托业考试 (TOEIC) 是一项英文考试，在全球广为
认可。它旨在提升日常英语水平，以便在国际化
的环境里工作。这类商务英语证书为全球各大跨
国公司所接受。在 DCULS，充实您的简历，并强化
TOEIC 技巧！
TOEFL 考试课
托福考试 (TOEFL) 是英语国家大学的重要入学标
准，也是 DCULS 开设的专业课程之一。这一考试
竞争激烈，旨在强化学术英文能力，为修读学士、
硕士或博士学位打下必不可少的基础。在 DCULS
报名 TOEFL 课程，增加学术成功的机会！

都柏林城市大学的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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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培训

大学团体课程

放一个与众不同的学习型暑假，寻找最适合您的
DCULS 教师培训课程！

全年时间内，都柏林城市大学的团体课程为各个年龄和
不同情况的团体，提供个性化的课程，包括成人、教
师、专门学校及大学团体。从最初的咨询开始，团体的
需求和具体情况都会充分考虑，专门定制教育体验。

小学教师
巩固知识，重新发掘教学热情。
中学教师
激励您的青少年学生，强化教学技巧，并同其他国
家的教师建立联系。
大学讲师
提高语言技能、探索实用技巧、建立学术英文的自
信心，并强化授课和演示报告的技能。

DCULS 对教育充满热
情！我们提供针对小
学、中学及大学教师
的专门培训课程。

为您的团体选择丰富的课外活动：
— 客座讲座
— 公司参观
— 学术工作坊
— 学科相关内容
— 文化旅行
— 体育活动
— 个人领导力发展
— 演示报告技巧

DCULS 已同世界
各地的大学合
作，为国际学生
提供最优质的个
性化培训

都柏林城市大学的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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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CU Pathway 课程

住宿
1. 寄宿家庭

Pre-Sessional 课程

DCU 国际预科课程

我们的 Pre-Sessional 英文课程，面向英
文水平较高、但需要更多帮助才可以进入
DCU 修读学士或硕士课程的学生。

报名国际预科课程的学生，应当先申请
DCU 的本科或研究生课程。收到录取通知
后，便可以注册预科课程。

我们提供短期、密集的暑期课程，着重培
训学术英文及学习技巧。
— 10 周 pre-sessional
— 5 周 pre-sessional

IELTS 分数

Pathway

IELTS 6.0 - 6.5

Pre-Sessional

IELTS 6.0

预科

IELTS 5.5

预科

IELTS 4.5

语言学习

Programmes
Pre-Sessional 英文课程

(5-10 周)
DCU 国际预科课程
(1 个学期, 二月或六月开始)
DCU 国际预科课程
(2 个学期, 九月或二月开始)
学年课程
(25 周)

2. 学校宿舍
3. Gateway Student Village (校外)
4. 为组长提供的旅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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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宿家庭

学校宿舍

住宿
1. 寄宿家庭
修读期间，学生将作为家庭成员，居住在一个
爱尔兰家庭。这种住宿选择让学生得以在课
外练习英文，并透彻地感受爱尔兰文化。我们
所有的寄宿家庭，都要接受检查、满足 DCULS
的标准，并经过警方的审核。
特点：
— 早饭和晚饭 (周一至周五)  
— 寄宿家庭在周末提供全天的餐食
— 我们可以安排符合个人饮食需要和其它特
殊要求的寄宿家庭
— 在学生的卧室内，或家中其它地方，提供
一张书桌
— 提供毛巾和被单

2. 学校宿舍
都柏林城市大学提供现代化、自理膳食的学
生公寓，公寓的位置处于校园中心。校园住
宿会在夏季提供，房间订满为止。
特点：
— 与其他同学共用一套公寓
— 校园内的各个位置都有 Wi-Fi，无额外费
用
— 带浴室和书桌的单人间
— 提供毛巾和被单
— 公用厨房设施 –––– 公寓里可以做饭
— 学生卧室用房卡开门
— 24 小时保安
— 洗衣房
— 餐厅和咖啡店

3. GATEWAY STUDENT VILLAGE (校外)
Gateway Student Village 是距离都柏林城市
大学 1.2 千米的校外学生宿舍（走路 12 分钟
可到大学）。宿舍安全、现代化，并有充分的
维修保养。
特点：
— 每个房间均备有高水准的家具，有 Wi-Fi
— 有书桌的单人房
— 到达都柏林市中心的时间为 20-25 分钟
— 仅用电子钥匙开门
— 监控系统，以及 24 小时的职员服务

4.为组长提供的旅店
我们同本地旅店合作，为组长提供旅店住宿。
3-4 星级旅店特点：
— 单人卧室
— 免费 Wi-Fi
— 靠近 DCU Glasnevin 校区

学校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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