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 年文化夏令营介绍 

实体营+网络营 

       2023 年枫叶实体文化夏令营介绍 

  全方位盛大回归，二十年庆。钜惠折扣，抢！ 

本推文有效期截止到 4 月 1 日。同样课程有线上安排，有兴趣的家

长请参阅线上夏令营推文。 

还记得枫叶文化实体夏令营吗？ 

市中心常去的国家艺术博物馆，夏令营的后花园-五彩的皇家山，下午每周打篮球，踢

足球的宽广运动场，大受孩子们赞誉的社区专业室内泳池，童子军的的周末亲子远

游，国家图书馆内的阅读，宽敞明亮的总部和康大空调教室，严肃紧张你追我赶的学

习气氛，洒脱放飞的野外探寻，授课老师的敬业和严谨，做不出题目时的及时帮助，

大榜排名落后时的哭泣，学业进步时的欢呼跳跃，及时沟通的家长会，一对一名校报

名指导，纷纷考上名校时的群体沸腾，开始不想来的纠结，分别时的留恋不舍和相

拥，明年再回来的笃定。。。。。。一切都将在 2023 的夏天“昨日再现”。 

枫叶文化夏令营是蒙特利尔 DOWNTOWN 著名的品牌夏令营，已有 20 届的历史和

管理经验，每年数百人的规模。2023 疫情远去，完整版高质量的实体夏令营盛大回

归，欢迎您如约而至，枫叶等你来！ 

枫叶学院补习战绩辉煌：二十年来，枫叶学院是无数孩子成长的摇

篮，学业进步的阶梯，魁省名校的直通车，教育探讨的论坛，孩子心灵释放的驿站，

家长排忧解惑的平台，职场进发的起跳板，硕果年年再现的丰收地。感恩感谢家长和

孩子们，二十年来我们一起创造并见证了魁省教育补习的枫叶奇迹。9 周夏令营，让



我们以学业为主，兼顾丰富的综艺，体育和外出活动，过一个不一样的满有学业，体

力和情操全面收获的夏天，枫叶红了，丰收的果效在金秋呈现。 

实体营营期和时间：2023 年 6 月 26 日-8 月 25 日，从一而终，教学活

动内容递进不重复，周一到周五每天上午 9 点到下午 4 点，早 7：30-9 和晚 4：00-

6：00 提供看顾服务，订餐或带饭自选，全部营期共 9 周 45 天。 

 

实体营地址：枫叶学院市中心校区 

接送安排：不开车家长，自行接送，营址离地铁站 Guy-Concordia1-2 分

钟；开车接送，早 9 点前营区咪表免费停车，家长自行送孩子进教室，下午 4 点老师

带没有看护服务的学生到接送点等家长 

实体营招生对象：招收小学学前，小学各年级，中学各年级，欢迎班的同学

（年级确认以 6 月底前所在年级为准）。 

 

实体营满足多种需求：中，小学各年级和 CEGEP 预学和提升；南岸和

岛内国际小学，科技小学，私校备考；名校中学一年级入学考试备考；中学二年级和

中学三年级插班考试备考，中四和中五省考备考；出欢迎班提速；中，小学全英文沉

浸夏令营英文提升，英文名校中学一年级入学考试备考等需求。 

出具 RL24： 退税高达 78%，收入高于 10 万的家庭也可退税 67%。退税表在

明年年 2 月电邮发给家长。 

有效利用 9 周时间，变不可能为可能，变可能为确

定，一起加油！ 

咨询电话：514-5615788，514-9967628，514-2245831 亦可加微信 ID：

paul2739, anli5615788 咨询 



欢迎进 2023 枫叶实体文化夏令营群： 

 

实体夏令营安排介绍会：  

3 月 18 日，25 日周六下午午 4-5，在枫叶学院总部进行，请扫群进群，枫叶总部地

址：1625Maisonneuve Ouest Suite301, Montreal, H3H2N4。  请电 514-

5615788 确认出席。 

实体营收费(优惠截止到 4 月 1 日)： 

营别课程项目 1-3 周优惠价 4-7 周优惠价 8-9 周优惠 备注 

学前，小学各年

级，中学 1 年到

中 4，欢迎班，中

学插班考。全英文

夏令营 

优惠价 160$/

周，收注册费

35$ 

优惠价 160$/

周，免注册费 

优惠价 140$/

周，免注册费 

原价 240-300$/周，注

册费 35 



中 5 夏令营 优惠价 350$/

周，收注册费

35$ 

优惠价 350$/

周，免注册费

35$ 

原价 300$/周，

免注册费 35 

原价 500$/周，注册

费 35 

小 5 中考夏令营 优惠价 160$/

周，收注册费

35$ 

优惠价 160$/

周，免注册费 

优惠 140$周，

免注册费 35 

原价 250$/周，注册

费 35 

夏令营期间周六小

5 中考模考班（4

次线上） 

优惠模考费用$160 （每次$40，共 4 次） 原价 320 

夏令营后小 5 中

考护航班（6 天）

实体可选周六或周

日；线上选周日 

周六或周日实体护航班：优惠价格$480 

周日线上护航班：4 月 1 日前注册优惠价格$360， 

 

周六 /周日实体：原价

$650，注册费$35； 

周 日 线 上 ：  原 价

$500，注册费$35 

爱心托儿服务 7:30-9:00, 16:00-18:00，每周收费 25$，零星单报每

天 7$ 

 

早托，晚托，或早晚托

一价收费 

订餐服务 按餐馆所给价格统一收取，每周收费 订餐自愿，欢迎自带午

饭 

 

实体营具体安排： 
 

学前，小一，小二，小三年级预学营：按年级独立成班，贴心呵护，照顾

到孩子休息和午睡的时间。主要侧重预学下一年法语，数学，英文三门课程，每天上

午上文化课，包括法文，数学，英文。每天下午上综艺课程，包括绘画，手工，音乐，

国际象棋，健美操，还有外出参观，看电影，公园活动，游泳，图书馆看书等诸多有

趣活动。欢迎注册报名按年级扫码进群。欢迎扫码进群。 

 

小学四年级中考预备营：预学小学五年级三门核心课程法文，数学和英文，做

明年中考基础的准备，模拟两次中考模考；每天上下午课堂教学，周三，周五下午外

出活动。欢迎扫码进群。 

 



小学五年级中考冲刺营：本年度中考知识的综合复习，侧重中考知识全景知识

点，包括：语法，词汇，阅读，写作，常识，数学，逻辑。全天上下午上课，周三，

周五下午外出活动。欢迎扫码进群。每双周安排一次大型模拟考试，共四次； 

 

小五中考夏令营期间周六 4 次线上模考：鼓励小五中考实体夏令营同学加

报线上模考，从 7 月 1 日第 1 次周六开始，逢单周周六线上模考，共 4 次，每 1，3，

5，7 周周六上午 9:30-12:30 或晚上 6-9 线上进行，可根据个人时间自行选择。与夏令

营连报，学费出具退税证明。欢迎扫码进群。 

 

小五中考夏令营后中考护航班：从夏令营结束后到考前，共 6 天。每天 6 小

时，共 36 小时课程，包括 2 次（线下或线上可选）模考。全面总结提升中考知识，中

考押题，模考和讲解。有实体和线上课两种形式。与夏令营连报，学费出具退税证明。

欢迎扫码进群。 

 

小六预学营:预先学习名校中一的英语，法语，数学和科学等课程，每天上下午课

堂教学，周三，周五下午外出活动，欢迎扫码进群。 

 

 

 中学二，三年插班考营：根据学生现有知识和能力水平，合理安排教学内容，

备考 10 月份和明年 3-4 月份名校插班考试，欢迎扫码进群。 

 

中一预学营: 预先学习名校中二的英语，法语，数学和科学等课程，每天上下午课

堂教学，周三，周五下午外出活动，欢迎扫码进群。， 

 

中二预学营: 预先学习名校中三的英语，法语，数学和科学等课程，每天上下午课

堂教学，周三，周五下午外出活动，欢迎扫码进群。 

 

中三预学营：进行中四省考备考预学和准备，包括法语，历史，数学，科学，英

文等课程，每天上下午课堂教学，周三，周五下午外出活动，欢迎扫码进群。 

 



中四预学营：进行中五省考备考预学和准备，包括法语，数学，物理，化学，英

文等课程，每天上下午课堂教学，周三，周五下午外出活动，欢迎扫码进群。 

 

中五 CEGEP 课程预学营：进行 CEGEP 微积分 1,2，SAT 学习，预学和提升

数学和英语能力，每天上下午课堂教学，周三，周五下午外出活动；欢迎扫码进群。 

欢迎班速出营：侧重法语听说和语法的学习和训练，每天上下午课堂教学，上午

中文教师，下午法裔教师，周三，周五下午外出活动；欢迎扫码进群。 

 

小学生全英文营：侧重小学水平的英语听说，语法，阅读理解，写作的学习和训

练，每天上下午课堂教学，周三，周五下午外出活动；欢迎扫码进群。 

 

中学生全英文营:  侧重中学水平的英语听说，语法，阅读理解，写作的学习和训

练每天上下午课堂教学，周三，周五下午外出活动；欢迎扫码进群。 

 
 

 

付款方式付： 
e-transfer:fengyecollegezoom@gmail.com.  不用设置密码。 

通过微信或支付宝付款，请联系我们 514-5615788，514-9967628 

现金，支票，银行卡方式请到枫叶总部支付. 

办公时间周一到周六 9-17. 

地址：1625 Maisonneuve Ouest ,suite301, Code:301, Montreal, Quebec, 

H3H2N4 

官网填写登记表（小五中考与其他年级登记不同注册表

格）： 

无论何种方式付款，支付后，请速速登录枫叶学院官方网站：cfycollege.com 填写

夏令营登记表，一切优惠付款时间，以网站登记时间为准。过期不享受优惠安排。 

4 月 1 日以后再见不到这个折扣（与 15 年前的价格等同），现

在就抢注吧。期待相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