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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娜˙雪納莉瓦 (德國學生) 

如果英文想進步而且想認識有趣的人，LAL

倫敦校區是最好的選擇。我已經在倫敦校

區待了六週了，到目前為止都很滿意我的

選擇。 

我選擇的是 LAL 樓上的學生宿舍，環境非

常的舒適，我從到達日當天就覺得很 OK，

因為我住的宿舍很方便而且家具和設備都

很齊全，最重要的是我非常喜歡這裡的英

文課，老師們都很專業，很有創意，而且

我的朋友都會互相幫忙也很友善。LAL 的

工作人員也提供價格很優的課後活動選

擇。整體來說，我很高興我可以在 LAL 倫

敦校區學習，認識各個國家的朋友，在這

裡念書對我人生的影響非常正面! 

 
 

 

Allison 陳虹霖 (台灣學生) 

School 校區: London 倫敦 

Testimonial: 

I am glad that I chose LAL London to study English. It's really 

conveniently located and you have everything you need for your 

daily life right there! Also, you can make friends from all around 

the world. The teachers and the staff are very caring and diligent 

with students. They helped me a lot. I really appreciated it.  

我非常高興選擇了 LAL 倫敦校區。學校的地理位置非常好、附

近生活機能也很方便，每天所需要的東西這裡一出門就可以買

的到。在這裡交了世界各國的朋友。老師和工作人員都很照顧

我和其他同學。他們幫了我很多忙，非常感謝!! 



 

Misaki  Akuma 美孝 

Yamato, Kanagawa, Japan 日本 

School 校區: London 倫敦 

Testimonial: 

When I started I could hardly understand English so I was feeling a little bit 

confused and anxious. But now I can feel improvement when studying the 

classroom or having a conversation with my friend and the host family. 

Even if I speak to my teachers with my poor English, they always try to 

understand so I really appreciate it and I love them so much! 

 

剛開始到LAL上課的時候我幾乎不能用英文溝通，所以一開始有點擔心。

但是上課後我覺得英文進步了，也可以用英文和寄宿家庭的爸媽及朋友們

交談。如果我的英文還不是很流利，老師們總是很有耐心，我真的很感謝大家! 非常喜歡這裡!! 

 

安東尼 ˙葛拉柯里奇 (瑞士學生) 

我和一個朋友一月份到 LAL 倫敦校區就讀，

我們在這過得很開心! 我認識了世界各地來的

朋友也開啟我的眼界! 之前真的無法想像。 

我超愛 LAL 倫敦校區，因為我的英文在這裡

進步很大。工作人員和老師人真的很好也很

有能力。只要你有問題，他們都會幫忙到底! 

Twickenham是個非常安全也很好的地方，學

校旁邊生活機能很好，很多商店，熟食很容

易買的到。如果你喜歡下廚，在對面的商店

也有很多蔬菜及肉類，學校附近也有很多很

不錯的pub。 

 

 



Masae Okubo 大久保雅惠 

Kawasaki, Kanagawa, Japan 日本 

School 校區: London 倫敦 

Testimonial: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all your help in London. The one month 

I spent in London was full of fun and those memories are now 

treasures in my life. 

My friend Koki and I are studying at Uni in Japan but between our 

studies we worked hard to save money and I fought with my 

parents being against me going to London, but all the efforts 

were worth making. I'm really happy that I've been to England 

and I will never forget that I met many different people, experienced many things and lived in a totally 

different world from my everyday here. My friendship with Koki got stronger and now I know how 

important my best friend is for me. We were very happy at LAL as all the teachers were welcoming and 

the staff helped us a lot. We are still in touch with many friends we made there. Please say hello to my 

teachers a s well! I am hoping to go back to England one day and see every one again! 

非常感謝倫敦校區大家的幫忙。我在倫敦的這個月真的非常好玩，真的永生難忘! 我和我朋友 Koki 是

日本的大學同學。為了想到倫敦圓夢，我們在下課後工作努力存錢，甚至還不顧我爸媽的反對。不過

一切的努力都是值得的，我永遠也不會忘記在倫敦認識了這麼多國家朋友，體驗和日本非常不同的生

活。我和 Koki 也變得更好了! 我們在 LAL 過得很開心因為老師們非常的有耐心也對我們很好! 我們現

在還和很多在倫敦認識的朋友保持聯絡。我希望之後還可以再回去英國再見大家一面! 

 

 

李恩宋 (韓國學生) 

我是十月份到馬爾他的。我在這

裡待了三個月。我是從初中級的

程度開始的。剛開始我的口說能

力比較弱，但是現在我已經升級

到中高級班，開口說英文也沒有

像之前一樣這麼緊張了。在這裡

交到了很多朋友，也認識到很多

不同的文化，這些是在韓國無法

體驗到的。我很喜歡這裡的一

切，回家後會很想念大家的! 

 

 



 

亞歷山大˙盧地格 (奧地利學生) 

我是電視工作者，所以英文對我

來說非常重要。在 LAL 馬爾他校

區就讀之後，英文進步很快，也

很高興能認識這麼棒的老師們及

其他國家的同學們。 

 

 

 

 

 

約翰˙羅爾 (德國學生) 

戈左的商用英語課程對我來說很有幫

助，因為我們是小班制，學習環境非

常好，老師也很優。因為是小班制，

所以老師根據學生想學的東西來設計

課程。 

 

 

 

薇拉˙柯哈立秋娃 (斯洛伐克學生) 

我到美國之前只會幾個英文單字，但是在 LAL 羅

德岱堡校區五個月後，我已經可以聽得懂英文也

可以用使用正確的文法溝通，對我來說真的是個

奇蹟!! 

 

 

 



安德烈˙海勒 (瑞士學生) 

我是瑞士日內瓦人。在倫敦的一切我只能用

一個「讚!」字來形容。在瑞士雖然有多地方

可以去，但是和倫敦比起來真的差太多了! 倫

敦真是個很棒的城市! 

我在LAL倫敦校區就讀，位於Twickenham。

工作人員非常人很好，也很有趣，更重要的

是，需要幫助時他們總是會盡全力幫助你。 

我住在學校樓上的宿舍Allied House，設備很

好的公寓還有一個很大的客廳和廚房，衛浴

設備也很乾淨。整層樓有五位學生，每個都

是不同國家來的，所以真的是練英文的好機

會! 老師素質非常好，我在就讀的期間進步很

大，只剩下兩個月了，我會好好善用每分美

妙在LAL的時間! 

 

 

 

黑坂幸 (日本學生) 

我選擇 LAL 羅德岱堡校區的原因是因為

我喜歡海邊。我放學後都會和我朋友去

海邊。最近開始學 body board，非常好

玩!!



 

艾芙琳˙毛特(德國學生) 

出發之前我非常期待，因為我一個人

都不認識也不知道到了之後會怎樣。

到達日當天，櫃台工作人員超友善讓

我緊張害怕的感覺瞬間消失。他們人

真的很好也非常樂意幫助你。 

我的同學們人真的很好，我認識很多

不同國家來的朋友，老師也很友善，

替我們做非常密集的訓練。 

英文程度對我來說很重要，因為我在

國際企業上班，在LAL的兩週密集課

程對我的英文程度幫助非常大! 

感謝大家，我會再回來上課! 

 

 

盧卡˙聖堤司 (義大利學生) 

我選擇到LAL羅德岱堡校區的原因是

因為我知道參加一般生活英語會讓我

的語言能力大大提升。 

LAL羅德岱堡校區的英文課程讓我有

機會可以每天說英文，老師人很好而

且其他國家的學生和我一起練英文一

起進步。 

我們班是進階班，對於我之後要升大

學或是工作上也很有幫助，英文真的

非常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