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Welcome to 
CET  



 學校簡介 
 



學校正式名稱 CET-Cebuesl and Travel Inc (former Pacific Tree) 

設立年分 2015年為舊名(PacificTree) ，2018年更換了經營者，2019年正式由 Cebu ESL and Travel Inc
經營。 

資本 日本 

SSP號碼 認可 

TESDA號碼 認可 

可容納人數 約６０名 ※或可住校外飯店。 

學生宿舍 房間數量 合計２６間（男性住一樓、女性住二樓） 
單人房／雙人房／三人房／四人房 

供餐 平日三餐／週末・國定假日 兩餐（早午餐、晚餐） 

設備 學生宿舍、自習室兼圖書室、會議室、食堂、学生ラウンジ、按摩室、 
羽球、桌球桌 
※學校有與校外健身房合作。平日晚上或週末可與菲律賓人一起打籃球。 

服務 每週一次的醫生到校看診、洗衣服務、學生宿舍打掃服務（一週三次）, 可與老師一起外出
（學伴老師專案） 
每月一次的志工活動（需付費）。 



Ayala 購物中心-約 20分 

SM 購物中心 –約30分  

麥克坦機場 – 約30ー40分 

海灘度假勝地 – 約1小時 

  

地點 

治安良好 

適合學習的環境 



ほどよく街から離れて 

勉強に適した環境 

A. Streetscape Mall Cebu (徒歩5分鐘) 

有咖啡館及冰淇淋專賣店、按摩店、健身房等。 

 

B. Gaisano Country 購物中心 (徒歩10分鐘) 

距離學校最近的大型購物中心。 

在這裡可買到大部分需要的日常用品。 

 

C. Banilad Town Centre  (徒歩10分鐘) 

有各國餐廳與大型超市。 

 

D. Ayala 購物中心 (車程15分鐘) 

宿霧市最有人氣的大型購物中心。 

商店種類豐富、 異國餐廳、 大型電影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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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選擇  CET ? 

 



本校多數教師都有通過TKT/ TESOL 的英語教師
認證。沒有參加認證考試的教師也幾乎都擁有可在
菲律賓教授英語的教師資格。 

注重教師的品質。 

關於TKT／TESOL・・・・ 
TKT- 劍橋英語教師認證 
TESOL – 教授英文為其第二語言的外國人 
這是劍橋大學認定的考試，是用以評量教授英文為其第二語言的外
國人的教學能力測驗。 
換言之本校教師的英文教學技能是英文母語者也認可的。 



購物中心大多都在學校附近， 
日常生活很便利。 

安全舒適的 
留學生活 

日本人經營的學校提供最優質的服務品質。 

備有24小時監控的CCTV(監視器)， 
及全天候駐校的警衛，守候各位的安全。 

台灣人及中國人佔極少數，有更多與外國人練習說英文的機會。 



提供日式飲食。 

如果學校食物不合胃口的話，學習也會事倍功半。 
正因如此，本校堅持供餐品質。 

特點 ① 
日本人構思的菜單 

  特點 ② 
為了避免學生吃膩，學校提供韓國、日本、菲
律賓、西餐等各式各樣的餐點。  

特點 ③ 
道地的日本食物，調味料最重要！ 
餐點製作時使用日本的調味料。 



學校課程 



★個別諮商系統★ 
為了有效提升英語能力，入學第一天、第一週、還有最後一週(最後一次英語
能力測驗後)，會與學校經理進行面談諮商。 
入學第一天將會確認學習重點及目標。第二次開始的諮商會針對教科書是否
合適、與老師有沒有問題, 以及課程以外的生活方面: 學校生活與人際關係等。 

 
 

1. 依科目別與級別分類，提供符合學生程度的課程方案。 

2. 學習期間中可以更換課程。長期停留的學生若程度提升，也可另

選擇符合程度的課程。 

3. 可以把重點放在自己想加強的科目上來學習。 

4. 有需要的話，任何時候都可以針對課程進行面談。 

5. 有多益/雅思/托福 的分數保證班。 

6. 有英語教師養成的課程。 

7. 依學生學習目的客製化課程。 



          ESL 一般英語課程 

本課程學習一般普遍使用的英語。經由一對一課程及小團體課程，英語能力能
夠全方位的提升。 

小團體課是由持有TKT／TESOL資格的教師來教學。 

＊可選擇全部上一對一課程。 
＊兩節課的小團體課為①發音矯正、口說課程採用Callan Method的方式教學(以快問快答的方式，養成用英文
來思考的英文腦，並不斷反覆練習，直到能立即回答對方的問題為止)。 
②上課重點集中在口說的Presentation class。 



       ESL 一般英語課程 

ESL輕量級課程 共計 : 4 堂課/每日 

2 堂課 一對一課程 1堂課50分鐘 
僅星期五為每堂課45分鐘 

2 堂課 1：4 或 1：8 的團體課 

ESL密集課程 共計 : 8 堂課/每日 

6 堂課 一對一課程 1堂課50分鐘 
僅星期五為每堂課45分鐘 

2 堂課 1：4 或 1：8 的團體課 

ESL標準課程 共計 : 6 堂課/每日 

4 堂課 一對一課程 1堂課50分鐘 
僅星期五為每堂課45分鐘 

2 堂課 1：4 或 1：8 的團體課 



       TOEIC/IELTS/TOEFL 應試課程 

依學生程度教學的ESL+應試課程組合，或也可選擇全部上應試課程。 

應試對策 

• 一般英語   /   口說   /   聽力   /   閱讀 

• 閱讀   /   單字    /   文法 

應試對策 

• 口說   /   聽力   /   閱讀 

• 閱讀  /   單字   /  文法 

應試對策 
• 口說   /   聽力   /   閱讀 

• 閱讀   /   單字   /   文法 



       TOEIC/IELTS/TOEFL 應試課程 

★若報名12週以上課程的學生，可申請上保證班。 
學校每個月會舉行模擬考。學生畢業前的一個月內也會接受考試。 

密集課程 共計 : 8 堂課/每日 

6 堂課 一對一課程 1堂課50分鐘 
僅星期五為每堂課45分鐘 

2 堂課 1：4 或 1：8 的團體課 

標準課程   共計 : 6 堂課/每日 

4 堂課 一對一課程 1堂課50分鐘 
僅星期五為每堂課45分鐘 

2 堂課 1：4 或 1：8 的團體課 



商用英語課程 

學習電子郵件應對或簡報技巧等，專門用於職場的英語。 

電話應對 

職場應對 簡報 

會議 電子郵件應對 

談判 



商用英語課程 

★ 可自由組合所需的課程。 
 可針對學生個人需要的職場類型或技巧，集中學習。 

★ 報名本課程的學生，英文程度需要中級以上。 
★畢業前學生必須進行簡報發表。老師會根據表現給評價單。 

密集課程  共計 : 8 堂課/每日 

6 コマ 一對一課程 1堂課50分鐘 
僅星期五為每堂課45分鐘 

2 コマ 1：4 或 1：8 的團體課 

標準課程      共計 : 6 堂課/每日 

4 コマ 一對一課程 1堂課50分鐘 
僅星期五為每堂課45分鐘 

2 コマ 1：4 或 1：8 的團體課 



          英語教師養成課程 

由具備TKT或TESOL教師資格認證的老師來講述英語的教授方法、 
掌握受到英語母語者認定的國際標準技能。 

本校被認可為TKT的官方考試會場，所以
在本校也可以上TKT官方考試的課程。 
 
若英文能力還不足，也可與ESL課程搭配
來上課。 



英語教師養成課程 

確實提升教學技巧。 考取終身使用的證照。 

能夠有在海外當教師的機會。 能夠有升遷的機會。 

為什麼要以TKT為目標呢？ 

★ 上本課程需要有中上級以上的英文程度。 

★ 關於課程時間安排，歡迎隨時諮詢。 



 提升職場能力課程 

可依照學生的需求，安排特別課程。。 
可學習個別職業中用到的英語。 

特別課程 所需英文程度 

護理師、醫生 中級 

空服員 中級 

飯店 初級 

導遊 初級 

IT 初級 

★可與 ESL課程或TOEIC等的各種英文能力檢定課程組合上課。 

★ 歡迎隨時諮詢。 



實習方案 

英語研修課程學習結束後，可參與實習方案。 
（需先報名至少4週以上的fulltime英語研修課程) ） 
＊具備與菲律賓人可無障礙溝通的英文程度。 
 
機場、飯店、醫院、留學代理、語言學校、幼稚園、教師實習（公立／私立的小學至高中）、咖啡館、旅館、
觀光部、化妝品公司、旅行社（導遊）等。可在上述職業種類中自行選擇。若有其他職業種類的需求，也會幫
忙找。 

 

Learnership (見習方案） 
在弊校學習4週以上的學生(僅希望參與者)，可在咖啡館、餐廳或其他希望的職業類別來體驗見習3天。（與實習
方案相同，但期間較短)。不收手續費。※若為旺季（７－９月），僅限留學8週以上的學生。 
＊因為是短期，所以僅限學校提供的職業種類。 
例）大學教授為了在日本上英文課而留學、這名學生可加入私立高中的班級（商業課程的聽講生），針對老師專
業科目的商業內容，以英文來上課。。 

 
 



學習活動 

Morning Circle 
每天日常課程開始前，有20分鐘的英文學習兼暖身課堂活動。 
（平日早上８：００~８：20。可自由參加） 
 

提升閱讀及聽力技巧的APP  

本校使用姊妹校Campbell Academy的學生在使用的APP、學生可選擇符合自己程度的外文書及解說來練習聽力、

依照聽到的內容來模仿發音，可矯正發音且提升讀解能力。用於評量聽解及閱讀能力的提升。 

＊這是週末的作業。週一老師會確認學生錄音的內容，並給予評價。 

 

ＴＯＥＩＣ 模擬考試（每月一次／免費） 
學校每月舉辦一次多益聽力&閱讀的模擬考試。 
免費、可自由參加。 

 



TIME TABLE 

週一- 週四 (１堂課 50分) 週五 (１堂課 45分) 

7:00 - 8:00 早餐  7:00 - 8:00 早餐  

8:00 – 8 :20  Morning circle  8:00 – 8 :20  Morning circle  

8:20  - 9:10 Class  8:20 - 9 :05  Class  

9:15 - 10:05  Class  9:10 - 9:55  Class  

10:20  - 11:10 Class 10:10 - 10:55   Class  

11:15 - 12:05 Class  11:00 - 11:45   Class  

12:05 - 13:00  午餐  11:45 - 12:30  午餐  

13:05 - 13:55  Class  12:35 - 13:20  Class 

14:00 - 14:50  Class  13:25 - 14:10  Class  

15:05 - 15:55  Class  14:25 - 15:10  Class  

16:00 - 16:50  Class  15:15 - 16:00  Class  

18:00 – 19:00  晚餐  16:00 - 17:00  畢業典禮 

18:30 – 20:00  Evening class(自由參加) 18:00 - 19:00  晚餐   

第一段課程 

第二段課程 

第三段課程 

第四段課程 

第一段課程 

第二段課程 

第三段課程 

第四段課程 



 學生宿舍／學校活動 



可從單人房-四人房的四種房

型做選擇。 

學生 
宿舍 

設備： 書桌,  床鋪 
 浴室, 溫水淋浴 
 Wi-Fi, 衣櫃 
 冰箱（共用) 
 飲水機 
     電風扇（有需要的人） 

※ 也可選擇校外住宿，並在學校 

    上課。  

住宿 

洗衣服務 

包含房間打掃(一週三次） 



為了讓學生能享受宿霧的生活， 

學校提供豐富的活動。 

 

 

 

Activity 

・每月一次  學校活動 

（ＢＢＱ派對、萬聖節、聖誕派對、情人節等） 

• 每月一次NGO 志工活動 

• 週末アクティビティ 

（跳島、Oslob之旅、市內觀光等） 

 

 

 

活動 



   醫療服務 



關於醫療 

平日白天去醫院的情況 

學校工作人員會陪同學生至宿霧醫科大學附屬醫院。 
醫生會說明患者的症狀。診察後根據症狀轉去專門科
別的診所再度診察 
。Ex: 外科, 內科, 皮膚科, 眼科。 
 

若需於夜間或週末看診，學校工作人員會陪同至
宿霧醫科大學附設急診中心  
 

 
 
 
 

因不習慣海外生活，可能會有身體不舒服的情況。 
如果身體不適，學校工作人員會帶學生去醫院。 
※學校有常駐護理師。校內設有醫務室，若症狀較輕微，可在學校醫務室看診， 
若症狀較嚴重，會帶學生去醫院。 
註）因為菲律賓較難給門診病人做點滴注射、若有嘔吐、腹瀉或脱水等症狀、 
很可能會需要住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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