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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学校

为什么选择约克洛斯学习？

关于学校 欢迎来到伦敦约克洛斯

关于学校 欢迎来到伦敦约克洛斯

欢迎来到伦敦约克洛斯语言学校

位于伦敦的核心地带
坐落于伦敦市中心的约克洛斯是一个拥有已超过26年语言
教育经验的学校，让学生身处在一个温馨的和友好的环境
下体验卓越的英语语言教学。

竭诚为学生服务至上
我们的首要宗旨是帮助您熟练掌握英语的同时，确保您享

郑重承诺学生在一个友好的环境
里完成他们的学业

受在伦敦的时光。

帮助学生开拓更多机遇
我们创新性的学习方案经过了精心设计，旨在以最大限度

伦敦约克洛斯语言学校(Rose of York)自1989年以来，已经成功培养

地提高您的进步为目的，通过丰富多样的课程设置来强化

大批的海外学生。我们保证学生在一个安全，包容的环境学习英语，

英语学习。

并尽我们最大的可能向学生提供更多的学习机会。

时刻伴随你通向成功的每一步
在这里，你将享受到我们提供的优质学习体验，深入了解英伦文化，

在一个温馨，舒适和安全的环境中学习语言的同时，约克

在这个迷人的城市在提高你的英语的同时，结交来自世界各地的朋

洛斯会整个过程中给予您最大的支持，确保您实现自己的

友。

个人目标

位于伦敦是核心地带的约克洛斯，可以为学生提供最丰富的文化体

在合作中快速实现学习目标

验，以及实用、地道、有趣及沟通的课程，帮助您快速提高英语水
平。真诚的希望您享受和约克洛斯在一起的时光！

约克洛斯语言学校是一家通过英国文化协会(British Council)
与英国私立学校评估监督机构(ISI)认证的学术英语学校，英国
英语协会成员之一。我们为能赋予学生在其学术，专业和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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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上得到进步与成功，而感到深深的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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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设施

约克洛斯始终保证为学生提供轻便、舒适与安
全的学习环境。我们以高标准的设施会更加丰
富您的学习经验

学校设施 我们的设施与环境

学校设施 我们的设施与环境

我们的设施与环境

专属的学习空间
我们配备了拥有高标准灯光设施的
现代化的教室

安静学习区域
学校的图书馆拥有范围广泛的书
籍、电脑和DVD，为学生提供一个可
以静心学习的地方。

舒适的社交环境

Aspiration in
language

学校的公共休息室除了提供食品与
饮料之外，同样配备有高清电视与
钢琴，以便学生享受午餐、与朋友
聊天、放松心情。

无线Wi-Fi
学校覆盖有免费无线Wi-Fi，使学生
能够在学习的同时能与家人和朋友
保持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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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设置

热情至上的教学
约克洛斯语言学校热情与敬业的老师
和员工会在您整个学习体过程中提供
友善的帮助与支持。

细致的课程设置
丰富多样的优质课程和住宿，可以满
足您的所有要求。

在家门前享受文化
拥有一流设施的同时，地处伦敦中
心，3分钟即可步行至摄政街与牛津
街。

我们每一门精心设计的课程，提供社交和
地道的语言学习，满足每个学生的需求

引人入胜的课外活动
丰富多样的社交活动可以让您更快地
结交更多的朋友，探索伦敦并了解英

我们所有的课程都由经验丰富的资格认证教师讲授，在您的学习过程

伦文化。

I have been
studying in Rose
of York for almost
one year and I
really enjoyed
this time. I like
the quality
of education,
professionalism
of the teachers,
members of staff
and of course the
interesting and
enjoyable social
events. I have
learnt a lot and
really improved
my English and
have become
more confident
with my English.
I would, of course,
recommend this
school to my
friends and peers.

课程设置 我们的课程

课程设置 我们的课程

在约克洛斯学习的益处

我们的课程

Aizhamal,

中提供最大的支持和鼓励，以确保您尽快达到的目标。

世界范围的联络网

吉尔吉斯斯坦

作为一所国际化的学校，您将从这里
开启与世界各地朋友的联络。
LEVELS

初学者

CEFR

Pre – A1

IELTS

0–2

初级水平

初级中等

A1

08
01

1

2–3

2

中上等水平

高级水平

专业水平

B1

B2

C1

C2

3.5 – 4

4–5

5 – 6.5

6.5 – 8

8–9

KET

PET

FCE

CAE

CPE

A2

CAMBRIDGE
TRINITY
GESE

中等水平

3

4

5

6

7

8

9

10

11

12

02
09

课程设置
课程
详细信息

日常定期评估
学生的英语进步程度是由老师通过定期5周的期中和
期末测试来进行评估。
每10周课程结束时都会进行期末测试，测试结果可以
确定学生是否可以升入更高级别的课程

课程目的

I have attended
at Rose of York
for over 3 weeks.
Our teacher is
fantastic - he can
teach English
in a funny way
and this is great!
I learned a lot
about English
grammar and
vocabul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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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克洛斯语言学校为你带来的不
仅仅只是语言的学习，还有如何
自我提高学习的技能，如何更高
效、良好地在英语国家生活与学
习
General

•

最大程度地享受英语交流课程

•

通过在课堂上与来自全世界的学生的日常英语交
流，您的英语水平将会得到最大的提升

•

我们致力于学生实现个人目标、提高沟通技巧，
从而大大提升学生在使用英语时的信心

课堂大小
平均 12人
满员 16人

课程设置 General English

课程设置 General English

通用英语 General English

开课时间
任何
星期一
级别
A1 - C2
上课时间
星期一
至 星期五
课程时间
选择
上午
09:00 12:15
下午
13:45 17:00*
*包含一个强
化课程

English通用英语对于那些希望提高日常交

流的学生来说，通用英语是最理想的课程

全方位语言服务
约克洛斯经验丰富的教师在设计课程时，充分考虑了

Benedetta,

学生的个性化需求，并专注于提供全面的语言教学，

意大利

包括词汇、语法、发音、口语、写作、阅读和听力。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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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设置
Courses Booster Classes

课程设置 强化课程班

强化课程班

强化班课程

约克洛斯学校强化班课程的学习，让您可
以在原有基础上，加速提升自己的英语水
平

约克洛斯学校的单科强化班课程，学生可以通过选择一到两
门来更均衡、快速、高效地提升英语水平

课堂大小
平均 12人
满员 16人

标准课程+

通过和老师的讨论后发现您的语言弱点后，您可以优先选择
相对的单科强化班课程。例如如果您觉得您的发音是您的弱
项，便可以通过添加发音强化班到标准课程中来进行改善。
If you are foreign
and you want to
feel comfortable
in London,
studying here is
the best way to
learn and to meet
new friends.

组合课程选择
在学习标准课程的同时，您也可以自由添加一至两门强化类
课程

强化课程班

通过注重并确定学生的关键发展领域，个性化的强化班课程
可以帮助您提高学习潜能，并提供非常实用的英语。

课程
详细信息

开课日期
任何
星期一

口语强化班
我们的老师会通过各种场景的话题与活
动的练习，来让您流利说出英语，纠正
习惯性错误及发音。
如果您想要更流利地表达你的想法，探
索不同文化、提高口语对话能力，不如
试试把口语强化课程添加到你的标准课
程里 。

级别
A1 - C2
上课时间
星期一
至星期五
课程时间
选择
强化班 1
12:55 13:40
强化班 2
13:45 14:30

Davide,
意大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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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精通是一门旨在提高您在目标业务的关键领域的业务娴

+写作强化

熟度的课程。
我们会着重培养会议和谈判技能，陈述报告、电话咨询和书

这门课的设计是为了帮助您快速提高写作
技能，为您不论是个人还是学术生活上都
做好最充分准备。您将会掌握对应不同用

写技能（如邮件、报告类等内容）。 添加至您的标准课程

途与对象的写作风格技巧及形式

的，是您能更快的您的商业目标，在您事业通往成功的路上
走的更踏实。

课程
详细信息
课堂大小
Average 12
Max. 16

Courses Booster Classes

标准课程
强化课程班

强化课程班

课程设置 强化课程班

标准课程+商务精通课程

开课日期
任何
星期一
级别
A1 - C2
上课时间

通过对段落结构，学术论文和标点符号运
用的注重改善，您将能够快速提高连贯性
文章的写作能力

标准课程+

写作强化班与标准课程的结合将帮助您培

课程时间
选择
强化班 1
12:55 13:40
强化班 2
13:45 14:30

养写作能力和流畅性

您想更自信地用英语表达自己吗？您
是否还在纠结说出来的句子连自己都
理解不了？您是不是也想让自己的英
语发音听起来更地道呢？

标准课程+考试技巧强化
为什么不试试我们的发音强化班呢？
我们的专业老师会格外注重你的错误
并给予纠正，通过不同主题的小组活
动来提高您的口音的清晰度与准确度

Booster Class

Loic,

强化课程班

I really like the
ambience and the
fact that students
come from so
many different
countries. The
teachers really
seem to enjoy
doing their job.
I’ve learned so
much about
British culture
and grammar too.

发音强化

星期一
至星期五

如果你正打算参加一个英语考试、雅思考试，这个强化班则是您的
最佳选择。我们的专业老师会通过听、说、读、写四个方面提升考
试技巧，结合您的标准课程，将让您更轻松地对待考试。

法国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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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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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设置
•

培养学生的语言技能的同时，使学生能在任何商业领域中有更出色的表现

•

专业词汇更侧重于相关特定专业，如电话咨询英语、个人陈述报告和正式邮件书
写

•

提高基于分析及特殊要求的商务英语知识能力

我们的商务课程运用了实
践的角色扮演教学方式来
进行商业用语授课，提高
文化意识的重要性
通过在各种互动的小组任务来学习商务英
语，让您在商场中取得成功

从而可以相互学习英语以及相关商业的专业知识。

试试看商务英语课程与精通商业课程的组合。

课堂大小
Average 8
Max. 16
开课时间
Any
Monday
英语级别
B1 to C2

至星期五

学生将与其他同样热衷于商务英语的学生一起上课，

为了补充您的学习和发展你的核心业务技能，您可以

课程
详细信息

上课时间
星期一

本课程侧重于各种关键领域环境下的语言技能。

组合课程选择

课程设置 Business English

课程设置 Business English

课程目的

商务英语Business English

Rose of York is in a
great location as
it is so near from
Oxford Street, the
tube station and
the BBC.

课程时间
选择
上午
09:00 12:15
下午
13:45 17:00*
*包含一个强
化课程

George,
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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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设置
课程
详细信息
课程大小
平均 8人
满员 16人
开课时间
每个
星期一

课程设置 雅思备考课程 IELTS

课程设置 雅思备考课程 IELTS

雅思备考课程 IELTS Preparation

级别
B1 to C2
上课时间
星期一
至星期五

通过对技能，考试技巧和理解能力上的
加强，让您更加轻松面对雅思考试
IELTS(国际英语语言测试系统）备考课程旨在帮助准

课程目的
•

制定应对考试所需的技巧和策略

•

词汇及其用法的学习，使学生有能力完成一篇学
术论文、2–3分钟选题口语以及其他技能

•

通过平常的测试，为雅思考试的结构和需求做准
备

•

通过评估进展并确定特定领域的词汇、技巧和技
能力的改进，帮助学生达到最佳得分

备参加雅思考试的学生达到其理想分数.

I enjoy the
lessons at Rose of
York due to the
clos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teacher and
students.
Salvador,
秘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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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时间
选择
上午
09:00 12:15
下午
13:45 17:00*
*包含一个强
化课程

组合课程选择
为了发展您的核心考试技能，试试把雅思备考课程和
我们的考试技能强化/写作强化组合看。

每年都有很多学生在我们经验丰富的雅
思教的帮助下，达到了进入英国大学所
需的分数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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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设置
课程
详细信息
课堂大小
平均 8人
满员 16人
开课日期
任何
星期一

课程组合选择
为了发展您的核心考试技能，为什么不试试备考课程
与考试技能强化/写作强化的组合

通过交际活动和练习考试提高语言意识
和技能，为您能在剑桥考试中取得成功
考试做好准备

课程设置 Cambridge Exam Preparation

课程设置 Cambridge Exam Preparation

剑桥考试备考Cambridge Exam

级别
B2 — C2
上课时间
星期一
至星期五
课程时间
选择
根据
学生要求

这类短到中期课程的侧重于FCE或CAE的备考，让你在
考试当天发挥最好的表现，轻松达到想要的成绩

课程目的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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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提升必要的能力与应试技巧
学习所需的语言知识

•

介绍FCE或CAE考试的结构与要求

•

通过日常测验来提高应试能力

At Rose of York,
the number of
students in a class
is the perfect
amount. I can
learn how British
people really
speak.
Miho, 日本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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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设置

The teachers are
kind and eager
to teach us,
whilst my fellow
students are
friendly and frank.
The lessons are
good for me.

Courses University Preparation

Courses University Preparation

大学预科英语 University Preparation

Toshinori,
日本

确保您有在英国大学学习的语言知识的
同时，掌握批判性思维和学术技能
高等教育
本课程旨在为学生提供专业知识、学习技能和在英国

约克洛斯语言学校学生进入的英国名校：

大学学习所需的学术语言能力。大学预备课程将帮助
您为进入大学前做好准备，侧重于培养大学所需的各
种技能，如聆听授课练习，课程笔记和扩展学术论文
写作技巧等。

课程目的
•

高等教育所需的语言和学术技能

•

发展批判性思维和自主学习的技能

•

为学生提供学位授课的环境

I’ve been studying
here for 5 months
and I made
good friends and
have improved
my English. I’ll
remember this
time of my life
forever.
Sofia,
巴西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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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iversity of Westminster 威斯敏斯特大学

•

SOAS (东方和亚洲研究学院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sian Studies)

•

UCL (伦敦大学学院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

Birmingham University 伯明翰大学

•

Queen Mary University 皇后玛丽大学

•

LSE(伦敦经济学院)

•

University of the Arts London 伦敦艺术大学

•

York University 约克大学

•

Central St. Martin’s 中央圣马丁大学

•

University of Bristol 布里斯托大学

•

London South Bank University 伦敦南岸大学

课程
详细信息
课堂大小
平均 8人
开课日期
任何
星期一
级别
B2 — C2
上课时间
星期一
至星期五
课程时间
选择
根据
学生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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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设置
课程设置 特殊用途英语 (ESP)

课程设置 特殊用途英语 (ESP)

特殊用途英语
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s (ESP)
本课程的设置侧重于在特定的环境行业中需要的语言技能和词汇

约克洛斯语言学校提供以下个关键领域的短期课程：

让您更快地掌握特定行业
沟通英语和行业技能
Finance
金融

Media
传媒

Law
法律

Medical
医疗

Marketing
市场营销

Tourism and
Hospitality
旅游及酒店管理

课程
详细信息
课堂大小
平均 8人

课程目的

开课日期
任何
星期一

•

培养学生在不同的行业中工作和学习的英语能力

级别
B1 -C2

•

侧重特定的词汇和功能性语言教学

•

在关键领域为学生提供知识和沟通能力的同时为
其增加就业机会

上课时间
星期一
至星期五
课程时间
选择
根据
学生要求

课程组合选择
与精通商业课程的结合，可以更高效地发展您的商务
核心技能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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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25

理解并撰写财务报告、策略及风险评估及分析报告。听取和

ESP Course

金融 Finance

了解各种媒体话题，如报纸，电视和销售。制定专门的语言
来写标题，广告制作，管理和调度编程会议，编制及呈列媒
体间距，探讨数字营销，专注于时事。分析媒体和通信

参加关于软件包、兼并和收购的间距和辩论。提高关于股票

课程设置 特殊用途英语 (ESP)

传媒 Media

ESP Course

课程设置 特殊用途英语 (ESP)

约克洛斯提供的6个关键领域的短期课程：

市场、评估和预测经济状况的功能性语言。

医疗 Medical

学习合同书写、为客户提供关键信息。提高在法庭上为客
户辩论案例的语言能力。理解和讨论在法律职业中所使用
的民事、一般和刑法中的区别。

ESP Course

ESP Course

法律 Law

阅读关于目前医疗的发展，治疗和病人的病历文章。处方书写，
症状讨论和诊断。准备和给使用特定的医学英语关键术语和语言
功能演示。提高安抚病人及沟通的技巧。

旅游及酒店管理 Tourism and Hospitality
ESP Co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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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讨论，设计和分析营销计划，了解客户和消费者的需
求和趋势，评估广告中所使用的语言和书写宣传材料。提高
营销活动提案，成功管理会议以及辩论和谈判技巧。

ESP Course

市场营销

参与案例分析和角色扮演教学。提升管理客人和员工，生
产宣传材料，撰写报告和客户满意度调查的语言技能。了
解酒店和厨房的词汇和语言来处理各种情况，如客户投诉
和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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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设置

熟悉在伦敦的生活和英国
文化，才能更好地学习英
语语法与词汇

课程
详细信息
课堂大小
根据
学生要求
开课时间
任何
星期一

课程设置 团队课程 Group Courses

课程设置 团队课程 Group Courses

团队课程 Group Courses

级别
A1 — C2

灵活调整的课程，以满足
有相同目标不同大小的学
生群体的需求
The lessons are
very interesting
and fufilling. I
have learned a lot
of things including
grammar, new
vocabulary and
new expressions
in English.
I came here to
improve my level
of English and feel
I have achieved
that.
Sarah,
法国

上课时间
星期一
至星期五

The course aims to
•

针对特定群体的学生需要, 创建合适的课程

•

着重教学团队要求的语言意识和词汇

需要。学生可以通过各种实践性的社交活动和互动任

•

提升各种情况下高效沟通的技能

务来提升英语水平。

•

无论是普通英语或特定目的，我们都会尽量满足
团队的具体要求

团队课程以它的个性化和专业专业化充分满足学生的

课程时间
选择
根据
学生要求

我们的团队课程旨在通过个性化与专业化得开发来满
足学生的实际需要。学生可以通过各种交际活动和互
动项目、任务来把他们的语言学习实践化。

The teachers
and the staff are
extremely friendly
with the great
advantage being
that the school is
located within the
heart of London.
Igor,
巴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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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设置

青少年学习项目

一对一课程

一个青少年学生专属的乐趣英语学习环
境
我们的少儿课程旨在通过结合各种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培养学生的英语沟
通和语言表达能力。这项课程可根据特定团体和学生的年龄范围量身定制

课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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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设置 青少年学习项目

课程设置 青少年学习项目

课程设置

根据每个学生的个性化需求而定制的课
程安排，可以以确保您的英语得到快速
和个性化的进展
一对一课程非常适合那些想要在一个以您为中心，鼓舞人心的环境中快提高
英语的学生。一对一课程将围绕重点并确定需求，更快速地达到目标。

课程目的
•

着眼于学生的具体目标和需求

•

让学生在各种主题的课外活动的过程中，对英国文化的认知产生兴趣

•

学习专门、个性化的语言与技巧

•

培养学生的词汇、语法和实用英语知识

•

设计灵活且量身定制的时间表，满足学生的个人需求和学习领域

•

注重培养在各种相关场合的有效沟通英语

•

更快速地提高英语水平

•

个性化应用纠错和适应学生的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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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服务
我们的服务 多样化的住宿选择

我们的服务 多样化的住宿选择

Community in
language

多样化的住宿选择

选择住在正确的地方和选
择合适的课程学习一样重
要！
我们意识到，正确的住宿选择，与合适的课程选择一
样重要。出于这个原因，我们能够提供一系列的咨询
与服务，满足您的各种预算和要求。您的所有住宿都
会经过我们的宿舍管理员严格审查，以确保其符合约
克罗斯语言学校的住宿准则。

选择你的理想住宿
寄宿家庭除了为您带来与当地人同住的机会，让您享
受家一般舒适的住宿环境，更是有了课堂以外练习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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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se of York is
the perfect
place to feel
comfortable
in London and
share all the new
experiences in
this huge and
beautiful city.
My host family
are incredibly
accommodating
to my needs and
are so friendly.

语的机会。在另一方面，学生宿舍则更适合那些更喜

Ayumi,

欢独立性的学生。

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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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服务
我们的服务 寄宿家庭

我们的服务 寄宿家庭

寄宿家庭
我们所有的寄宿家庭都郑重承诺，确保学生感到家一
般的温馨。所有的寄宿家庭都是亲切充满爱心的，其
中一些家庭已经招待的学生多年，这意味着我们熟悉
了解并信赖他们对学生的照顾。

所有约克洛斯的寄宿家庭
•

让学生有宾至如归的感觉，并保证把他们视为
家庭的一员

•

尽可能鼓励学生开口说英语

•

保证提供一个干净舒适并适合学习的环境

•

保证为学生提供健康，均衡的饮食

My homestay
family are so
welcoming and
recently took
me to my first
English rugby
match which
I thoroughly
enjoyed! I
definitely feel
at home here.
Sanjay,
印度

一般来说，我们不会将相同国籍的学生安排在在同
一个寄宿家庭（学生要求除外）

舒适的家庭住宿会为您提供个性化的生
活。我们所有经过严格考察的寄宿家庭
会为您的伦敦之旅添上一抹格外的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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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克罗斯语言学校的所有宿舍提供有

学生公寓

设备齐全的厨房

我们的服务 学生公寓

我们的服务 学生公寓

我们的服务

包含水电、Wi-Fi 无线上网等在内的所有帐单

内设洗衣设施

我们提供的独立和社区化学生宿舍，都
经过我们的严格审查以保证符合约克洛
斯的住宿标准

学生公共休息室和学习室

24-小时安保

那些想拥有更独立的住宿的学生，并愿意结交学校以
外其他国家的朋友，可以选择这种类型的住宿。

让您更享受住宿
The student
residence has
really helped to
make me feel at
home quickly, as
I have been able
to make friends
easily through my
love of cooking.
Abi, 尼日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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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的宿舍都非常舒适，配套齐全

•

根据不同的宿舍，学生可以选择单间，双人间或
带厨房的套间

•

大部分住宅都提供共用厨房和浴室

•

基本所有的住宿都位于伦敦1区或2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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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服务
Services Student Welfare Support

Services Student Welfare Support

给学生支持
学生在约克洛斯的福利永远是我们的优先事项。我
们保证随时解决学生的任何问题，无论大小，无论
学术上或是个人生活上。
约克洛斯的管理和福利工作人员都经过专门培训，
并随时待命帮助学生。我们会为学生提供关于伦敦
学习和生活上全方位的帮助、支持和建议。

我们保证用心了解并好好
照顾我们的学生
您的要求永远放在第一位

How we can help you
签证服务 Visa Information
约克洛斯语言学校签证团队将全程指导您的签证申请程序，并

我们保证微笑面对学生提出的所有需要，并提供最

提供所有必需的文件。

实用的帮助。
我们要确保学生有一个愉快，无压力的住宿环境，并
能够把重心放在他们的来这里的主要原因 上- 提高英
语水平！

机场接送服务 Airport transfer
约克洛斯语言学校可以为个人或团体的学生安排机场接送服
务，我们有十分安全可靠的合作伙伴。

英国大学入学服务 University Placement Service
I always recommend Rose of York
to other students because of its
attractive price and the high quality
of the lessons.
Aliou, 法国

学生可以在这里得到最专业的意见和指导，帮助学生获得英国
大学的offer

圣三一学院考试中心 Trinity GESE Exam Centre
约克洛斯语言学校是圣三一学院GESE考试的注册中心，我们
可以安排团体学生在我们这里参加GESE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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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服务
Services Our Social Activities

Services Our Social Activities

丰富的社交活动

学生社交和练习英语的最佳方式！
约克洛斯语言学校在学生学习之余，会组织各色各样
的课外活动，如参观博物馆，观光旅游，各类主题
parties，问答比赛等等。

通过语言结交更多朋友
I like the quality
of education and
professionalism of
the teachers and
social events.
Raquel, 中国

社会活动的组织者通常是我们的老师，他们会时刻伴
随着学生，并确保每个人都参与其中并玩得很开心。
这是结合游玩和学习英语的最佳途径之一。在约克洛
斯，学生们之间会接下深刻的友谊，即使在他们离开
学校后仍依旧保持下去。

I am naturally shy but I have really
benefitted from being at Rose of
York. I love going on organised social
events with people on my course,
such as enjoying picnics in Regent’s
Park, parties and boat trips!
Nasuha, 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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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服务
Services Contact Us

Services Contact Us

联系我们 Contact Us

We look forward to speaking with you
电话 Phone

邮箱 Email

+44 (0) 207 434 0643

hello@roseofyork.com

传真 Fax

Skype

+44 (0)20 7580 9992

roseofyorklanguageschool

地址 Address

网址 Website

Rose of York London

www.roseofyork.com

45 Oxford Street
London
W1D 2D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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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ccess
in langu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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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se of York
Language School
London
Rose of York Language School
45 Oxford Street
London
W1D 2DZ
Tel +44 (0) 207 434 0643
www.roseofyor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