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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得RH 成为独一无二的学校的主要原
因就是在他们适当地将语言和跨文化交
流结合在训练课程中，同时还拥有美丽
的环境和具有专注精神和丰富知识的老
师们。

我在全球航空行业做过很多工作，在我
漫长的事业旅途中曾多次因不同原因去
过那里，每次都要待上几个星期，我可
以很负责地说，那里真是一个特别的地
方，一个让你难忘的地方...”

�� Maunu von Lüders, 前印度JL 和瑞典FN 
CEO。



语言环境---- 首家寄宿培训中心
1971年，当RH成为全球第一个把寄宿融入语言培训中时，就有很多模仿
者，但是RH是寄宿培训开始的地方。

理查德D路易斯爵士大胆而单纯的想法就是让忙碌的专业人士有可以享受生
活，自由呼吸和梦想的地方，并且全天都生活在一个完整的英语环境中。了
解他们需要的教员们会采用一对一或者小组的方式对学员们进行教学。

学员们会在那里成为朋友，也会接触并学习到其它国家的文化。他们不仅会
努力学习，还会尽情享受那里美丽环境，结识新的来自不同国家的朋友，使
他们在那里的生活更加难忘。很多学员都表示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再次回到这
里。

RH已经培训了超过1.5万名学生，今天，你也可以经历并成为我们故事里
的一员。

RH 的故事



你也许在你的国家就已经听说过我们的学校，
或者看过我们的网页。不管怎样，我们都会：

1) 了解您的需要

2) 评估您的语言水平和有效进行交流的总体
能力

3) 为您制定符合您语言水平，可实现您的具
体目标的个性化课程

如果您个人和团队都需要提高在国际活动中的
商务能力，RH 能帮您做到。我们的目标就是
帮助您在全球环境中自信的表达和影响他人。
我们的出发点就是使语言，交流能力和跨文化
交流融合在一起。

我们对您的需要了解越多就越能帮助您。比
如，您也许有一个新的计划想让董事会赞成，
也许您正准备主持欧洲委员会其中的一个会

议。也许您需要让您的客户知道如何使用您的
软件。

不论你的交流能力有多好，我们都可以让你更
上一层楼。

我们的教学涉及各种领域，市场营销，信息技
术，金融，人力资源，管理，计划，生产，欧
盟法规和研究开发。所有这些将会使您的学习
内容更全面完善。

最后要说的是，有效的交流就是使他人做你想
让他们去做的事。

有计划性且灵活的教学方法

从哪里开始？



您会拥有一个教导小组专门为您服务，并由其
中的一位做为领队。其中一些老师已经在RH
工作15年之久或超过15年。因此，您会从他
们的经验中获益。他们在商务，政府和当前形
势方面拥有的广泛知识，也会让您从现在所从
事的工作中找到更多有趣的部分。

不论您是在信息技术行业，医药行业，通信，
银行，政府部门，工程技术，咨询，制造，建
筑，物业，教育，法律，石油，军队，或者其
它行业，我们确定这里一定有了解您这个行业
领域的老师。

“ 完美的安排从飞
机场接机开始一
直到课程结
束。”

     德国某技术公司总经理

专注的教师团队

“ 我的导师总是一针
见血地指出我的问
题 – 我要给他们
最高分。”

 某比利时制药公司市场部经理

丰富的经验，渊博的知识，钻研的精神。

“ 你们创造了一个很温馨且热情的环境。”

瑞典政府部门



一天的学习是什么样的?

如果你至少在这里待上两个星期，你就能更好
利用这里的资源。

私人的，面对面的教学方式，还有根据学生个
人水平和学生学习目标而配置的教师们会让您
的学习更加利于吸收。同时，您还可以根据您
确切的需要和要求来选择强度适合的训练。

在我们认为对你学习有帮助的情况下，您也可
能会参加小组的集体工作。

我们将会合理的安排您的学习计划，不论是对
教师的指导计划还是在日常训练之外的活动。

要求学员最小年龄在18岁或18岁以上。 

你的个人计划也许会包括

•  对您语言结构和常犯错误的点评

• 提高语言的流利程度和自信心

•  结合个人所需重点关注语法，例如表述某个
过程或者对未来的预测

• 提升您与听众交流能力

• 使您的演讲技巧提高的技能

•  怎样有礼貌的坚持自己的做法

• 用言语为你的工作创造一个适宜的环境

•  会议和谈判技巧

•  扩展专业词汇量

•  用您会在工作中遇到的难词和短语来练习语
音和语调

•  与不同文化的朋友建立信任关系以求得更好
的结果

•  练习如何调整您的交流方式以便可以被接受
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接受

•  写出的邮件达到你希望的效果

•  在解决方案远程会议中的演讲与写作

学习经历--- 个人描述

“ 学费比我想像的要低很多。”
某立陶宛政府官员

08:15  -  08:45  和同伴们一起吃早餐，读报。

08:45  -  09:00 自习时间，提供宽屏电脑。

09:00  -  09:40 培训课程 1

09:45  -  10:25 培训课程 2

10:25  -  10:35 复习

10:35  -  10:50 休息时间，供应茶，咖啡，
在此期间可以和同伴练习英语。

10:50  -  11:30 培训课程 3

11:35  -  12:15 培训课程 4

12:20  -  13:00 培训课程 5

13:05  -  14:30 午餐 – 另一个与你的同伴建立友好关系的机会。

14:30  -  15:10 培训课程 6

15:15  -  15:55 培训课程 7

15:55  -  16:05 复习

16:05  -  16:20 下午茶时间—可以继续你们未完的话题。

16:20  -  17:00 培训课程 8

17:00  -  19:00 对当天所学知识的巩固/休闲时间

19:00  -  20:15 晚餐时间

20:30  -  21:45 可以在我们晚上的节目时间中彻底放松。



跨文化交流

通过文化交流获得竞争优势
理查德D路易斯爵士是一位全球首屈一指的跨
文化学者，所以我们根据他的经验在您将来可
能会用到跨文化交流的地方加入了强效的且具
有实用性的训练。

交流不仅仅是专指语言，而是我们语言和行为
的背后那些有价值的东西。我们的大多课程都
包括了跨文化因素。我们会提供独特的文化形
式和大量的材料。所有这些是其它语言学校难
以达到的。

我们会根据根据个人的需求分析，为您设计更
详细的计划。您可以从超过80个国家中的课
程选择想学习的内容。您可以或者做全方面的
学习，又或者以某种特殊性为目的进行选择性
学习。

比如，假设您领导一个团队，您可能希望提高
这个团队的工作效率和成功性，或者把您的演
讲调整到以适合美国人的习惯。

您也可以在课程之外花一二天的时间完全的专
注在跨文化交流上，当然费用另算。

所有的学员都可以从我们好评如潮的文化活动
网站上注册个人主页，注册信息会经教员批准
通过。

“ 理查德D路易斯已经
将这种方法发展为丰
富且强大的一个工具
以使得复杂的文化得
以传播，在机会与风
险之间达到平衡。这
种平衡在任何国际商
务领域都有着不可替
代的重要地位…这种
全球化理念是我们每
个人都必须有的。”
Marta Szabo White, Ph.D. 
助理教授 
乔治亚洲立大学商学院 

Georgia State University

国际商务教育和研究
路易斯爵士的跨文化模型是北卡洛来纳洲
杜克商学院ICE项目的核心。

ICE 是杜克大学，路易斯交流文化活动学
校合办的一个项目。目的是为商业领域
中的跨文化教育和研究创立一个全球的中
心。

近年来，杜克教育集团一直被金融时报和
新闻周刊评为行业中和老大。



�

我们努力给学员们一种难忘的经历，让这种知
识真正的印记在学员们的记忆里。

与在枯燥乏味的教室里侍上一整天后再回到
旅店里不同，RH提供的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学
习过程。

社交课程包括:
• 参观剧院

•  参观附近的乡村

•  周六的伦敦，牛津，索尔斯堡或巨石阵

• 参观英国第一个首都，温彻斯特

• 关天英国奶酪的有趣介绍

• 苏格兰舞蹈

• 魔法之夜

在这一个星期里，每组学员在他们之中选举一
个主席（到目前为止，至少有三个曾经的主席
分别成为他们各自国家的首相）。团队精神在
其中迅速发展起来，在RH结识之后，各国和
地区的学员们始终保持着联系。

日常学习之外的生活?

“ 我很喜欢这种社交课程
和文化之旅；很精彩也
让我了解到很多历史，
人文和英国文化。”
某日本汽车公司销售总监

在RH的学习不仅仅是在教室里，
也包括在有组织，有活力的特定
环境中去体验，使用和学习语
言。我们的目的是尽快的让您融
入到有效的环境中与真实的朋友
接触，这些人当中有当地人还有
其它学友们。



“太棒了，我太喜欢我的房间了。” 
芬兰航空公司总裁秘书，斯坎森。

“ 真不错，你们的
厨房真是太棒
了。”
西班牙制造协会，人事主管

RH学校占地20公顷，坐落于汉普郡乡村

的深处，在那里，您会在两栋宿舍建筑中

的一间拥有一个私人房间。我们的主建筑

已被列入保护建筑范围，其可追溯到公元

14世纪。有着中世纪原貌的礼堂奠基于

1328年。据说小说家简，奥斯汀曾在这

里度过周末。

每天供应早，中，晚餐，而且我们会照顾
到每个人的不同需求。厨师们提供国际大
餐，材料有来自享有盛名的 West Meon
的肉，来自汉普郡新鲜的鲑鱼，来自
Warnford 附近的西洋菜，还有当地其它
的食品。

食宿



“健康的思想来自于健康的身体”

保持健康

我们很认同一句拉丁俗语 mens sana in 

corpore sano，意思是健康的思想来自于健

康的身体。因此，为帮助缓解紧张的学习课

程，我们为学员们免费提供综合的休闲娱乐

设施。

• 经美国高尔夫协会批准高尔夫课程和9洞球
场

• 健身房

• 网球课程（三个球场，其中两个是人造草
皮，一个是天然草皮球场）

• 纯正的芬兰浴

• 户外游泳池（夏季）

• 自行车运动

• 乒乓球

RH学校四周是美丽的乡村风景，是散步和慢
跑的理想之处。还可以骑马到世界著名的垂钓
之处，伊钦河。

如果您对学习高尔夫很有兴趣，就
来向JOHN请教吧。 美国职业高尔
夫协会专业选手，哈里斯

他会在每年的四月到十月在RH，在
此期间，他会给你指导你如何获得
正规差点卡，此卡在全球任何高尔
夫球场上都有效。

在某些国家，高尔夫已经成为商务
关系中具有影响力的一个因素。可
不是你想像的那么难学。



“健康的思想来自于健康的身体”
•  根据个人对课程选择，学习时间在周一到周

五每天上午9点到下午5点，课程包括一对
一课程和指导下的自学部分

• 所有的学习教材

•  参观当地公司，如果情况允许，还会与和您
在同领域工作的专业人士见面

•� 计算机辅助课程

•� 所有的卧室和培训间都有无线网络覆盖

•� 文化活动网站的网上文化资源

•� 提供一个由理查德D路易斯编写的《文化碰
撞》

•� 早茶，下午茶

•� 完美的饮食（早，中，晚）

•� 校内住宿，私人空间，包括洗衣设施

•�  晚会（对没有选择参观剧院的学员）

•�  所有的卧室和培训间都有无线网络覆盖

•� 对课程在二星期以上的学员的周日一日游

•� 免费提供南安普敦机场，伯恩茅斯机场，希
斯罗机场或是盖特威克机场的接送服务

•� 全部课程的结束总结和下次到RH学习的详
细建议书

你的学费会为您换来什么?

RH学校，公司会议
的理想场所

�

斯堪斯卡建筑公司董事长兼总
裁，Juha�Hetemäki��先生，把RH学校
做为高级管理人员会议地点。

老顾客们总是会选择RH学校。做为一
个公司内部会议的场所，一个能提高
团队活力的地方，为什么不在以下会
议开展前选择我们呢！

• 销售启动会议

• 领导人会谈

• 团队活动

•  语言或跨文化训练和公司会议（包括
特别活动）



地处汉普郡，伦敦西南方向60英里 
最近的飞机场是南安普敦机场（开车35分钟），再远就是
伯恩茅斯机场（开车50分钟），然后就是希斯罗机场（开
车1小时），最后就是盖特威克机场（1小时20分钟）

RH在哪?

Map to be created

Riversdown House 
Warnford  
Hampshire 
SO32 3LH 
大不列颠和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电话:�+44�1962�77�11�11�
传真:�+44�1962�77�10�50

电子邮件:�info@crossculture.com

网址: www.crossculture.com/riversd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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