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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的目標是想跟經驗豐富的專業老師學習英語 ，CET 國際語言學校將會是您正確的選擇 ！
我們的老師都有考取劍橋大學考試委員會頒發的 TKT 教學證書 （母語為非英語國家的中小學
或成人英語教師研發的英語教學能力證書）。

關於我們
CET 國際語言學校成立於 2015 年，是菲律賓唯一全校教師都有 TKT 教學證書的學校。我
們致力於提供優質的客製化語言教學、經濟實惠的價格、友好並專業的學習環境。幫助學生們
提高他們的知識、社交和專業的語言能力，這是我們作為一間英語學校的使命。

為什麼選擇我們？
1. 位置佳

學校位於宿霧市中心 Maria Luisa，這是一個很安全方便的地方。步行至購物中心、咖啡
店、飯店、健身房、按摩店、電影院及超市等，只需數分鐘時間。
2. 我們的教師

我們擁有雄厚的師資陣容，是菲律賓唯一一間所有老師獲取 TKT 教學證書的語言學校。
我們的教師英語流利，根據學生們的需求設計教程，創造外語環境，激發學生們的積極性，建
立學生們的信心。他們創建現代需求的學習環境，讓學生們更快，更徹底全面地學好英語知
識。
3. 氛圍

學校的氛圍是非常友善熱情的。你會感覺到置身於一個大家庭中，認識到來自不同國家的
親切、志同道合的朋友。不同國籍的學生在用餐時間聊天交流，提供英語日常交談的機會。
4. 經濟實惠的高品質課程

我們專注於學生們並確保他們盡可能得到最好的學習經驗。更加有效並有趣的英語實踐課
程能夠提高學生們的英語表達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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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學生生活

學生每週的典型生活包括： 晨間活動、班級回顧複習、學生們用餐時的彼此交流、與學校
經理的諮商、購物以及經濟實惠的按摩服務。我們也安排各類校內活動、週末旅行、和遍及宿
霧景點的短程旅遊 。 這些活動都是自主選擇的 ， 歡迎在指定日期前登記報名 。 活動包括跳島
遊、瀑布山崖徒步遊 、高空滑索、賞鯨鯊 、游泳、浮淺、沙灘度假區、博物館、節日、電影之
夜、宗教歷史地等等。
6. 特色


快速小測試-每天盡可能地給學生們一個簡短的小測試，作為回顧複習之前教過的
語言知識和技能。



Morning Circle-這是每日正規課程前 20 分鐘的選修課程，每天的課程主題都不
一樣，老師會以遊戲或課堂活動等的趣味方式引導學生學習。

演講-商務英語課程的學生需要準備一個自選主題的演講作為他們的畢業發表。

















聽力/閱讀-學生們週末作業:使用學校指定的 App，自己選擇短文閱讀並練習聽
力，最後在線上提交跟述作業。

新生校外導覽-跟學校經理或其他工作人員在校外參觀，認識學校周邊的環境與設
施。

全程英語政策-這不僅是提高英語水準的一個方法，更在學習英語過程中起了重要
的作用，為學生們創造了每天實際運用英語的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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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安排

課程

英語精讀課程

說明
*1:8 課程 - 100 分鐘
*1:4 課程 - 100 分鐘
*1:1 課程 - 200 分鐘
英語初學者上 1:2 的課程取代 1:8

英語標準課程

*1:8 課程 - 100 分鐘
*1:4 課程 - 100 分鐘
*1:1 課程 - 100 分鐘

英語初學者上 1:2 的班級取代 1:8
英語基礎課程
迎考英語精讀課程（多益・托福・雅思）

*1:8 課程 或 1:4 課程 - 100 分鐘
*1:1 課程
- 100 分鐘
*1:8 基礎英語課 - 100 分鐘
*1:1 迎考英語課 - 300 分鐘

要求水準： 初中級

迎考英語標準課程（多益・托福・雅思）

*1:8 基礎英語課 - 100 分鐘
*1:1 迎考英語課 - 200 分鐘

商務英語精讀課程

要求水準： 初中級
*1:8 基礎英語課 - 100 分鐘
*1:1 商務英語課 - 300 分鐘

商務英語標準課程

要求水準： 初中級
*1:8 基礎英語課 - 100 分鐘
*1:1 商務英語課 - 200 分鐘
要求水準： 初中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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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KT 教學證書課程

*1:1 課程 - 300 分鐘
*1:4 課程 - 100 分鐘

要求水準： 初中級

職業英語（飯店、醫療英語、空服、航
空、旅遊業等）

學生可以參加 1:1 的基礎英語和商務
英語專業課程。
要求水準: 初級，初中級，中級

實習計畫
實習計畫中的學生們將有機會跟導師一起，選擇有興趣的工作類型進行實習參觀，跟隨
員工在不同職位上工作，執行研究或分析，投入特定專案，根據他們的興趣和領域得到
培訓。

■住宿

學校提供乾淨、舒適、安全的學生宿舍。學生們可以選擇單人房、雙人房、三人房
或四人房。每間房都配有冷氣、床、浴室、衣櫃、書櫃、書桌椅和書架，教室及房
間都配有 Wi-Fi。住宿的體驗將是獨立和社交的完美結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