遊學手冊

菲律賓遊留學的優勢
投資自己放眼世界，遊學成為增加就業競爭力

號。而且更方便親人前往探視。

的新趨勢。有調查顯示，英文程度決定了你薪
水的高度，語言程度的好壞，英文程度好的應

3. 全英文生活環境，不得不說

徵者，錄取後薪水差異更可高達 5,000 元以

19 世紀末至二次大戰前，菲律賓成為美國殖

上。尤其活用英語更可累積國際工作經驗，獲

民地，為了更加落實殖民統治，美國人在菲律

得更具競爭力的工作機會，許多人拼高普考想

賓各地大量推廣英語教育，使得菲律賓成為繼

掙得鐵飯碗，還不如出國遊學投資自己，替自

美國、英國之外，全球第三大使用英文的國

己的未來創造一條康莊大道。

家，菲律賓人從幼稚園、小學、中學、高中至

近年來菲律賓成為亞洲遊留學的首選，提供九

大學，皆在全英語教學的環境下學習，成為可

大誘因給您參考：

以提供您「100% 全英文環境、沉浸式英文學
習環境」的最佳遊學國度。

1. 全球商業英文程度全球第三
根據 Global English Corporation 最新研究報
告指出，2012-2013 年，菲律賓在「全球商業

4. 學費僅需歐美遊學的 1/3 費用，
人人都負擔得起

英文程度指數（BEI）」評鑑見中，連續兩年

菲律賓為全球唯一的遊學通包式費用計算方式

被評鑑為全球第一，商業英文程度超越美國，

的國家，提供包含：學費、住宿、三餐膳食、

被喻為「全球商業英文最為流利的國家」。菲

房間打掃、洗衣與網路…等全包式配套服務。

律賓的英文普及率非常高，為全球市場持續提

再加上當地低廉的宿舍費及生活費，以及短距

供大量優秀的英語人才，近幾年更取代印度，

離的廉價航空票價，跟同樣是以英語作為媒介

成為全球語音服務中心 (Call Center) 的樞紐。

語的國家，如：美國、英國、紐澳甚至加拿大
相比，菲律賓的語言學校的費用至少便宜三分

2 . 離台灣最近 2 小時就飛到

之一甚至到二分之一以上，為遊學者打造 CP

菲律賓是距離台灣最近的英語系國家，從台灣

值最高的英文學習環境。

桃園飛往菲律賓首都馬尼拉只需約 2 小時左右
航程、高雄起飛更只要 1.5 小時航程，零時差

5. 比台灣更便宜的消費，吃喝玩樂都輕鬆

的距離，讓菲律賓的行程與省時、省錢畫上等

菲律賓當地的平均物價水平約為台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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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行所

馬尼拉經濟文化辦事處

執行製作 宏碩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台北市內湖區洲子街 55/57 號 2 樓

地址

新北市新店區中興路三段 3 號 10 樓

電話

02-2658-8825

電話

02-5599-9999

網址

www.meco.org.tw

傳真

02-5590-5979

菲
律
•
更多的考試測驗，學校全天採取緊迫盯人制，

如牙刷牙膏、乳液、防曬油、毛巾等，上面的

讓你不得不專心學習。選課之前，最好有心理

標價數字跟台灣差不多，只是幣值換成了菲律

準備，以免壓力過大反而產生反效果。

賓披索，匯率換算後可說是足足打了七折呢！

家如：美國、英國、加拿大、澳州和紐西蘭，

學校的開課時間，採一對一的小團體教學的菲

都是在 10-15 人的班級上課，提供每週 10 至

律賓的遊學機構，時間上相對彈性許多，課程

20 堂英語課，置身在大團體的班級上，每節

都可配合遊學者的要求客製，時間相對彈性很

課學生不會有超過 5 分鐘的說話練習時間，加

多。尤其對於工作忙碌、很難請假的上班族而

上身邊的同學程度參差不齊，每個人學習進度

言，達成率相對提高更很多，想重新當個學

不同，老師也無法同時兼顧到同學個別的問題

生，精進自己英文程度的上班族而言，菲律賓

與需求。

海外遊學讓您美夢成真！

紹
•

班制教學，學程時間有一定的規定，必須遵循

介
•

相較於歐美及英國、紐澳等英語系國家，採大

相較於台灣的英語補習班，或是其他英語系國

學
•

8. 課程安排超彈性
6. 一對一課程最多，小班制教學效果最好

遊
•

束力來強迫學習，從清晨早課到晚上晚自習，

名品牌的洗髮精、沐浴乳，或是個人盥洗用品

賓
•

70%。以一些民生用品消費為例，一些國際知

菲律賓大多學校提供每天多達 4-10 堂一對一
英語課，是目前全球唯一專為亞洲學生設計的

9. 觀光資源豐沛，度假、學習，一舉兩得

學習英語方式。這種「一對一家教式密集學習」

想要一邊學英語一邊度假？選擇到菲律賓遊學，

以及「小班制的團體課」的方式，可以解決害

可說是再正確不過了！菲律賓由七千多座島嶼

羞的亞洲人在英語學習上害怕表達的缺點。

組成，氣候終年溫暖，其綿長的海岸線、美麗
的細白沙灘、豐富的自然景觀，多元的歷史文

7. 特殊的「斯巴達式」課程，自我突破學習

化，更是美食饕客天堂，各種國際美食都可在

對於一些學習力不容易集中的人來說，可能擔

菲律賓找得到，加上當消費十分低廉，只要用

心自我約束力不夠而影響學習成效，浪費學

少少的預算，就可以享受超值的旅遊，度假式

費。菲律賓有一個特殊的學習課程叫做「斯巴

生活兼學習，兩種願望在菲律賓一次滿足！

達式課程」，利用「嚴格、紀律」較強勢的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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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賓的夏都〕

碧瑤 Baguio
碧瑤位於呂宋島北部，距離馬尼拉北方 250 公里遠，
人口約 30 萬人，海拔約為 1540 公尺，年平均氣溫
在 12-25 度之間，是菲律賓著名的避暑勝地，又稱
為菲律賓夏都。碧瑤是個位於山間的城市，房子依
山形而建立，隨著山巒起伏，別有一番景緻；特別
是三、四、五月期間，由於氣候涼爽，吸引許多觀
光客來此度假。
碧瑤市也是菲律賓北呂宋的教育中心，共有 15 所大
學在此設立，是一座大學城。
碧瑤著名景點
• 總統夏宮 (Mansion House)--- 是菲律賓歷屆總統用來避
暑的一個行宮，大門是仿倫敦白金漢宮而建造，民眾無
法自由出入此官邸，只能在大門外拍拍照。
•Camp John Hay-- 是以前美軍在菲律賓興建的夏季避暑山
莊，現為度假中心及觀光景點。這裏不僅有高爾夫球場，溜冰場，野餐區，更興建了許多小木屋及飯店。
• 萊特公園 Wright Park-- 有超過 200 隻馬匹可租借，可以騎馬看市景以及山景。
• 瞭望公園 (Mines View Park)-- 由此處瞭望，碧瑤的山巒可以盡收眼底，沿途還有很多當地市集，販賣一些
手工藝品以及當地特色小吃。
• 碧瑤教堂 (Baguio Cathedral)-- 位於碧瑤一個山丘上，菲律賓天主教堂建築一直是必參觀的觀光特色，受
到西班牙將近 400 年的殖民，深深地影響菲律賓的宗教以及建築。從教堂可以鳥瞰整個城市。
• 碧瑤博物館 (Baguio Museum)-- 這個博物館介紹關於北呂宋島原住民的生活文化，包括服裝、生活用品，
雕刻藝品，甚至可以看到山區原住民的懸棺。
• 原住民文化村 TAM-AWAN Village-- 這是一個結合各個部落的特色建築以及藝術家齊聚的藝術文化村，在
此不僅可以一覽難得一見的不同建築特色，還可以參觀各藝術家的創作。
交通資訊
國際交通：目前從臺灣沒有直飛碧瑤的航班，也沒有國內線航班，遊客抵達馬尼拉機場後，可以搭計程車前
往鄰近的 Pasay City 巴士站搭乘 Victory Liner https://www.victoryliner.com/ 巴士前往碧瑤，出發前建議先上
網查詢最新的時刻表，搭乘時間約為 7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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碧瑤
Baguio
馬尼拉
∣ Manila

• 無股東的私人非營利組織，能堅定於教學理念
• 學生皆由嚴格篩選的受託人細心照料

成立時間：1909 年 ( 二次大戰期間暫時關閉 )
認證：TESDA、IB、CIS、ACS WASC、DepEd、EARCOS、NHS、
Episcopal Church in the Philippines
課程：ESL 一班英語課程

大堡
∣ Davao

學校資訊

宿霧
∣ Cebu

• 座落在菲律賓的避暑勝地

長灘島
∣ Boracay

為何選擇 Brent ？

克拉克
∣ Clark

Brent International School
最早成立於 1909 年，由加拿大神父 Bishop Brent 於菲律賓任職宣教主教時所創建的。當時主
要提供駐點於菲律賓的美國家庭小孩就讀，Bishop Brent 期望 Brent 學校成為教育界的標竿。
歷經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暫時關閉，Brent 學校於 1947 年重新營業，並開放菲律賓當地小孩就讀。
自此，Brent 學校正式成為國際學校，並因馬尼拉的美國家長要求，入續在馬尼拉等地成立學區。
現今 Brent 學校已在菲律賓設立四間學區，並各自經營。Brent 學校是間私人的非營利組織，秉
持著主教 Bishop Brent 的理念，著重學生的心靈發展，繼續堅持提供健全的音樂獎學金與宣導
基督教理念。

學生國籍：澳洲、家拿大、中國、丹麥、德國、香港、印度、日本、韓國、
黎巴嫩、紐西蘭、挪威、台灣、英國、美國等
宿舍： 僅收 10 歲以上或 5 年級的學生
地址：Brent Road, Baguio City 2600, Philippines
電話：+63-74-442-405
網址：http://brent.edu.p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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碧瑤
Baguio
馬尼拉
∣ Manila
克拉克
∣ Clark

HELP

長灘島
∣ Boracay

HELP 國際英語學校成立於 1996 年，位於菲律賓碧瑤和克拉克兩大城市，現運營有三所校區，
分別為 LONGLONG 校區、MARTIN 校區以及 CLARK 校區，畢業生已達到五萬名以上，是國
際學生認可的英語培訓中心。HELP 國際英語學校是菲律賓首家引入斯巴達培訓概念的寄宿型學
校。持續創新的教學方式和教材、獨特的授課方式和管理，讓學生可在短時間內快速提升英語
程度。HELP 會依照學生的英語程度和學習成果靈活的安排課程，從一開始檢定學生的英語能力
後量身制定課程，至上課後根據學生的進步程度安排相應的進階課程。老師的工作著重於針對
學生個人情況講授課程，讓學生的英語能力獲得最大程度的提升。在 HELP ，講著一口流利英
語的老師就是你的私人英語家教！讓 HELP 幫助您實現征服英文的夢想！

宿霧
∣ Cebu

為何選擇 HELP ？
• 全英文環境的密集英語強效學習
• 一對一專屬教師提供一天最少 4 小時英語學習
• 專人打理三餐與房務，提供全力支持的學習環境

大堡
∣ Davao

• 合理的費用、優越的環境，出國留學者的最佳跳板
• 經驗豐富的教師團隊和優秀的學生管理模式
• IDP 雅思官方考場
• 完善的住宿和接機服務
學校資訊
成立時間： 1996 年
認證：TESDA、SSP、S.E.C. Permit
課程：ESL、IELTS、TOEFL、TOEIC、TESOL、商務英語、青少年課程
教職人數：150 人
學生人數上限：350 人
學生國籍：韓國、日本、中國、台灣
宿舍：Long Long 校區：雙人房、三人房、四人房
Martin 校區：單人房 ( 套房、雅房 )、雙人房
Clark 校區：雙人房、三人房、四人房、六人房
地址：Long Long 校區：Long Long Trinidad City
Martin 校區：Martin Apartments, Teachers Camp, Brentwood Village, Baguio, 2600 Benguet,
Philippines
Clark 校區：Clark Freeport Zone, Pampanga
電話：+63-74-423-0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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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址 : http://eng.helpenglish.co.kr/

碧瑤
Baguio
馬尼拉
∣ Manila

• 擁有世界級的英語課程
• 備有校園保全、護士、維修人員、經理人，提供安心

• 師資挑選縝密，並嚴格培訓
學校資訊
認證：TESDA, SSP, SEC
課程：ESL 課程 ( 一般

密集 )、TOEIC、TOEFL、

OPLc、IELTS

大堡
∣ Davao

成立時間：2001 年

宿霧
∣ Cebu

學習的環境
• 生活機能便利，離商業區僅 15 分鐘距離

長灘島
∣ Boracay

為何選擇 Pines ？
• 超過 10 年以上的英語教學經驗

克拉克
∣ Clark

Pines International Academy
Pines 國際語言學院，自創立於 2001 年起，一直以其名稱「Pines( 松樹 )」所代表的精神為經
營理念，於 2002 年取得 TESDA 認證至今已有超過 10 年的歷史。在旺季時，就學人數可高達
200 ∼ 350 名，大多來自日本、韓國與緬甸。Pines 的英語課程共分成 10 等級，同時也提供
TOEIC、TOEFL、IELTS 與 OPLc 的英語測驗訓練課程，能符合更多不同程度的學生需求

學生國籍：南韓、日本、緬甸
宿舍：雙人房、三人房
地址：CooYeeSan 校區：Cooyeesan Hotel Plaza,
Naguilian Road, Baguio City, 2600, Philippines
Chapis 校區：#49 Chapis village, Marcos
Highway, Baguio City, 2600, Philippines
電話：CooYeeSan 校區：+63-74-446-8865
Chapis 校區：+63-74-422-326
網址：www.pinesacademy.com
E-mail：pinesbaguio@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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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最歐化城市〕

馬尼拉 Manila
首都馬尼拉 (Manila) 位於菲律賓最大島嶼呂宋島西岸，瀕馬尼拉灣。它是全國政治、經濟、
文化的中心，也是一個重要的交通和貿易港口，有 1050 萬人口。馬尼拉從 16 世紀由西
班牙人建立城塞起，便一直做為菲律賓首都，集經濟、文化發展於一身。1975 年馬尼
拉和周圍 16 個城市組成馬尼拉大都會，簡稱為大馬尼拉（MetroManila），總面積約
是台北市的 2.5 倍，幅員廣大。英文在這裡是官方第二語言，加上熱情而好客的人民、
舉目所及的歐式建築，以及匯聚多方美味的極致料理，都讓旅遊菲律賓變得豐富而精彩。
而且世界上鮮見一個城市，能像馬尼拉一樣這般獨特。他們有將近五十年的歷史獻給了美
國，但更有將近三百多年的過去，是西班牙主導了他們的命運。承襲亞洲人的面孔，卻擁有
西班牙的熱情、美國的自信風采，完美融合中西文化的馬尼拉，不只有最道地的世界美食，古
味十足的石板路旁更矗立著絕美的歐
式建築，因而擁有「亞洲最歐化城市」
之美名。
交通資訊
目前由桃園國際機場至馬尼拉可搭乘中華航
空、長榮航空、菲律賓航空、亞洲航空及宿
霧太平洋航空。其中中華航空除台北－馬尼
拉航線外，另有高雄至馬尼拉往返之航班可
供選擇。

〔蓬勃發展的經濟特區〕

克拉克 Clark
克拉克位於馬尼拉西北方 60 公里處，曾經是美國空軍基地，1992 年美軍撤出以後，菲律賓政
府於 1993 年將此設立成一個經濟特區 (Clark Special Economic Zone)，區內有免稅商場，百
貨公司，餐廳，酒吧，學校，醫療院所，俱樂部，戲院，高爾夫球場，廣播電台，電視頻道等
眾多設施。在多年的發展中，目前已成為國際旅遊與商務中心。
在經濟特區外也有許多地方適合從事旅遊活動，可以從事跳傘，越野駕車，空中俯瞰皮納杜波
火山，搭乘熱汽球等，宛若一個大型的主題樂園，而區域內當然也少不了多元的娛樂設施與高
級酒店。
交通資訊
台灣目前沒有定期航班飛往克拉
克，旅客可以自馬尼拉機場搭車至
Pasay city 的 PHILTRANCO BUS
前往克拉克，建議事先上網確認巴
士班次時間以免耽誤行程。
網

址： https://www.pinoytravel.

com.p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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碧瑤
Baguio
馬尼拉
∣ Manila

• 最先進的學校設備
• 課程符合當今產業實際需求
• 與業界關係密切，提供實習與就業機會
學校資訊
成立時間：1932 年
學生人數上限：1,000 名
課程：建築系、商務管理系、法律系、醫藥系、科學系、護理系、教育與自由藝術系、研究所
學生國籍：日本、韓國、台灣、泰國、緬甸、中國、俄羅斯等 31 國

大堡
∣ Davao

認證：CHED、PAASCU、PACUCOA、IQUAME

宿霧
∣ Cebu

• 師資俱備碩士與博士背景，學術專攻，產業齊全

長灘島
∣ Boracay

為何選擇 Adamson University ？
• 在 2010、2011 與 2012 年皆被評選為「亞洲前 300 大傑出大學」

克拉克
∣ Clark

Adamson University
Adamson 大學是一所天主教教育機構，成立於 1932 年，擁有多個專業系所，提供學生最專精
的學術知識，並有亞洲最大的化學實驗室，因提供國內外學子高品質的教育服務與實習機會而
聞名。Adamson 大學的語言中心提供多國語言課程，更有因應特殊需求而設計的教材，滿足學
生的需求。

地址：900 San Marcelino St., Ermita 1000, Manila, Philippines
電話：+632-524-2011
網址 : http://www.adamson.edu.ph/?p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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碧瑤
Baguio
馬尼拉
∣ Manila
克拉克
∣ Clark

Edulynx Corp.

長灘島
∣ Boracay

Edulynx Corp 是一間由加拿大與菲律賓共同
經營的英語學習中心，擁有具全球性的完整教
學系統，提供世界級的教師訓練課程與英語學
習 課 程， 包 括 EPIP、TESO、EWAS、EPA、
TOEFL、IELTS、CCTAPS， 同 時 也 是 NEAP
與 NEEP 的服務據點之一。
為何選擇 Edulynx Corp. ？

宿霧
∣ Cebu

• 符合國際標準的海外研習課程
• 聘任符合資格的英文母語老師
• 設備齊全的現代建築
• 具競爭性的學費
學校資訊

大堡
∣ Davao

認證：TESDA, BPAP
課程：ESL, TESO, EWA, EPA, TOEFL, IELTS,
CCTAOS
地址：SW114 Goldloop Towers St. J.M. Escriva
Drive, Ortigas Center, Pasig City, Metro Manila, Philippines 1605
電話：+63-636-3322/ +63-633-8544
網址 : http://www.edulynxcorp.com/index.html
Email: info@edulynxc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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碧瑤
Baguio
馬尼拉
∣ Manila

• 保證提供符合國際最高標準的教學
• 訓練學生擁有領導者必須具備的技巧
• 教學著重產業實際的技巧運用
• 確保學生學習與進步的完整性

學校資訊
成立時間：2008 年 (ESL 課程 )
認證：CHED、SSP、COR、IELTS 雅思、ESL、Merchant Partner
宿舍： 單人房、雙人房
地址：1100 Campus Avenue, McKinley Hill, Fort Bonifacio, Taguig City 1634 Philippines
電話：+63 (2) 856-5000

大堡
∣ Davao

課程：專業證照、短期課程、語言課程、學術教學、企業發展、觀光管理

宿霧
∣ Cebu

• 與世界專業企業合作實習課程

長灘島
∣ Boracay

為何選擇 Enderun College ？

克拉克
∣ Clark

Enderun College
Enderun Colleges 因擁有專門領域課程、經驗豐富的教師和密集實習活動，讓學生擁有一個準
備就業的學習環境。學生透過在學院學習的過程，成為一個獨立思考與有效實踐的專業領導者。
Enderun 畢業的學生皆具備核心競爭力，是世界各地許多企業相繼爭取的領導者人選。

網址：https://www.enderuncolleges.com/
Email: admissions@enderuncollege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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碧瑤
Baguio
馬尼拉
∣ Manila
克拉克
∣ Clark

Far Eastern University

長灘島
∣ Boracay

FEU 成立於 1928 年，由 Nicanor Reyes, Sr. 博士創建，
是菲律賓知名的大學，提供多樣專門課程，並教育出許多
專業人才，目前已在各行各業有所成就。FEU 的教師皆
在國內或海外的頂尖教育機構接受專業訓練，有些教師更
已在專業領域上有相當突出的表現。FEU 的語言學習中
心提供國內外想提升專業英文能力的人士一個學習的機
會。
為何選擇 Far Eastern University ？

宿霧
∣ Cebu

• 教師皆來自各行各業專業人士
• 教室與實驗室設備新穎齊全
• 提供多樣專門領域課程

大堡
∣ Davao

學校資訊
成立時間：1928 年
認證：PATA、AACSB、AUTONOMOUS STATUS、CHED、
PACUCOA
課程：一般密集英語、專業密集英語、商務英語、英語簡報技巧
地址：Nicanor Reyes Street, Sampaloc, Manila, Philippines
電話：+63 (2) 735-5621
網址 : www.feu.edu.p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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碧瑤
Baguio
馬尼拉
∣ Manila

•Truth 事實
•Justice 正義
•Peace 和平

長灘島
∣ Boracay

Miriam College 的價值核心？

克拉克
∣ Clark

Miriam College
Miriam 學院提供來自世界各地想增進英文或其他外國語文能力的學生、老師以及專業人士一個
高品質的學習環境。我們理解並尊重各種文化與國籍背景，並由此提供各式各樣的課程內容，
期望成為英語學習界裡的領導者。成為全球互動交流領域上一個主動的媒介是 Miriam 學院堅定
不移的使命。

宿霧
∣ Cebu

•Integrity of Creation 創造的完整性
學校資訊
成立時間：1926 年
認證：CHED、PAASCU
學生國籍：韓國、日本、中國、越南、泰國、德國、土耳其等
宿舍：學區內宿舍
地址：Room 300, 3rd Floor, Caritas Building, Miriam College, Katipunan Avenue, Loyola Heights, Quezon

大堡
∣ Davao

課程：密集英語課程、密集英語及菲律賓文化課程

City, Philippines
電話：+63 (2) 580-5400 至 29 分機 1190 和 1191
網址 : http://www.mc.edu.ph/
Email: llc@mc.edu.p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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碧瑤
Baguio
馬尼拉
∣ Manila
克拉克
∣ Clark

PICO Philippines Inc.

長灘島
∣ Boracay

創建於 2011 年的 PICO Philippines Inc. 位於 Alabang 市中心，距離 NAIA 機場僅 20 分鐘的車
程，位於國際商辦林立的金融中心 Madrigal Business Park，因此生活機能便利且安全。PICO
為確保所提供的課程符合學生程度，提供學前 Skype 面談，以安排最適合的課程，如一般 ESL
英語、TOEIC 訓練、商務英語或會話加強等課程。更安排景點參觀旅遊與免費 Zumba 舞蹈教學，
讓學習生活更多采多姿。
為何選擇 PICO ？
• 提供學前 Skype 面談，確認學生程度，安排合適課程
• 教師來自多方專業領域

宿霧
∣ Cebu

• 位於 Alabang 市金融中心，生活便利、安全無虞
學校資訊
成立時間：2011 年
認證：TESDA

大堡
∣ Davao

課程：密集

高效英語課程、商務英語、TOEIC、DME 課程

學生國籍：日本 95%
宿舍：鄰近學校宿舍或 Azumi Boutique 飯店
地址：Unit 401-404 of Admiralty Building, 1101 Alabang, Zapote
Road, Madrigal Business Park, Muntinlupa City
電話：+63 (2) 478-3335
網址 : www.evenglish.com
Email: ev-global@hanmail.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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碧瑤
Baguio
馬尼拉
∣ Manila
克拉克
∣ Clark

Clark Institute of the Philippines (CIP)

長灘島
∣ Boracay
宿霧
∣ Cebu

克拉克學院（CIP）是位於菲律賓克拉克市 (Clark) 的私人機構，提供英語教學給來自非英語系
國家，如韓國，日本，台灣，中國，香港，越南，泰國，俄羅斯 , 歐洲，阿拉伯和其他國家的學生。
CIP 成立於 2007 年，通過技術教育和技能發展局（TESDA），移民局和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
（SEC）的認可，並在 2012 年起被澳大利亞 IDP 認證為雅思官方認證中心，TEOSL 教育中心，
也是美國密蘇里州官方的 IFG 英語課程教育中心，更是 MOU 于呂宋島科學學院 - 聖菲爾南多校
區指定的英語課程配合機構，而商業管理課程的學分更於 2012 年正式取得 LCCI, UK 官方認可。
學生每天可以有 1 至 5 個外師 / 或菲師一對一的上課以及 2 堂外師團體課，以及 2 堂根據特別
主題開設的團體選修課。學生也可以報名參加密集 ESL 課程，學術英文課程例如多益，托福和
雅思或專門課程，如商業管理課程。
當你來到 CIP，你將體驗到無微不至的照顧及關心，因為每一位學校的員工 , 都已經準備好協助
你在 CIP 旅程的每一步。.
為何選擇克拉克學院？
• 擁有最多來自美國 , 加拿大 , 澳洲及英國的外國母語教師，效果十足
• 課程系統是由有豐富教學經驗及最優秀的教學策略的教師所領導
• 由外師提供 1:1 及小班制的教學，確保所有學生都有表達與交

大堡
∣ Davao

• 使用 Oxford 與 Cambridge 教材

流的機會
• 提供最強多益、雅思課程
學校資訊
成立時間：2007 年 5 月 7 日
認證：TESDA、AFFS 菲律賓移民局
教職人數：70 名 ( 外師：14)
經理職：南韓、台灣、日本、越南、泰國
學生人數上限：105 名
班級人數：1~6 人制
學生國籍：韓國、日本、台灣、越南、泰國
宿舍：單人、雙人房、三人房
地址：Philippines, Pampanga, Angeles, Lots 18 & 19 block 37
Kamatigue st. cutcut.
電話：+63 45-887-2791
網址 : https://www.cipenglishschool.com/k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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碧瑤
Baguio
馬尼拉
∣ Manila
克拉克
∣ Clark
長灘島
∣ Boracay
宿霧
∣ Cebu

Global Standard

大堡
∣ Davao

Global Standard English 位在克拉克經濟特區內。學校環境漂亮，課程嚴謹，適合決心學好英
文的人。校園內設備完整，即使不出校門亦能享受多彩多姿的學習生活。為了能提供最新最健
全的語言學習模式，GS 語言學院進行多項調查並擁有頂級的語言學習設備與完備的專業師資，
力求成為最好的語言學校，除此之外，更有完善的課程與學生管理機制。讓所有學生能達到理
想的英文程度、自在用英語溝通，一直是 GS 語言學院的教學指標。
為何選擇 Global Standard ？
• 是克拉克經濟特區最早成立的語言學院
• 環境便利，離觀光景點、購物中心、運動中心等只有 5~10 分鐘距離
• 頂尖教師團隊，皆由擁有美國大學背景的院長親自考核
• 大型度假村式校園，服務設施一應俱全
• 體制化課程管理，因材施教
學校資訊
成立時間：2005 年
認證：SSP、TESDA
學生人數上限：500 名
課程：ESL 一般英語課程 (6 等級 )、商務英語、CNN 專門課程、TOEIC 多益、TOEFL 托福
宿舍：單人房、雙人房、三人房
地址：B/D #5208 C.M Recto Avenue, Clark Freeport Zone, Clark Field, Philippines
電話：+63-45-499-2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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碧瑤
Baguio
馬尼拉
∣ Manila

• 聘任超過 120 位頂尖教師
• 是 UPM 唯一 ESL 語言學習中心
• 教師皆在專業領域上擁有學士學歷
• 學區環境優美並定期整修、穩定成長
學校資訊

大堡
∣ Davao

成立時間：2002 年 8 月
教職人數：超過 120 名
學生人數上限：200 名
學生國籍：韓國、台灣、日本、中國等
課程：ELCEP、一般

密集英語課程、暑期

宿霧
∣ Cebu

• 完成 ESL 課程後可直接就讀 UPM，取得學歷

長灘島
∣ Boracay

為何選擇 Times-SLC ？

克拉克
∣ Clark

Times-SLC
Times-SLC 是 UPM (University of the Philippines, Manila) 唯一的 ESL 語言學習中心，於 2002
年 8 月開始招生，就讀 Times-SLC 的學生一但完成 ESL 課程便可直接就讀 UPM 取得學位。位
於菲律賓最乾淨最安全的蘇比克灣 Freeport Zone，Times-SLC 秉持著英文應該用英文授與和學
習，並擁有最好的學習環境、設施、課程與超過 120 位頂尖的英文老師，提供各國學生線上與
離線 ESL 英語課程。讓學生擁有最好最細膩的英語教育服務是 Times-SLC 的經營方針。

寒假英語課程、

英語檢定培訓課程
宿舍：單人房、雙人房、三人房
地址：Bldg 8638, Upper Mau Cubi Point, Subic Bay
Freeport Zone, Philippine
電話：+63-70-7858-3438
網址 : www.times-slc.com
E-mail：timescore.slc@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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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最美的沙灘〕

長灘島 Boracay
長灘島是馳名全世界的渡假勝地，位於西維薩亞斯群島班乃省西北角，擁有細白沙灘、怡人的
天氣與溫暖清澈的海水，像一塊催眠磁鐵一像，總是能夠誘引旅客多停留幾天，吸引每年全球
有超過 50 萬人來此觀光旅遊。
長灘島，整座島為狹長像骨頭型狀，說它是小島一點都不為過，因為它的長度只有 7 公里左右，
最寬處約 4 公里，最狹小處只有約 1 公里寬；東岸是綿延不絕的珊瑚礁，有時還可看到海蝕形
成的珊瑚礁洞；而島的西岸則是綿延達 4 公里的白沙灘（White Beach），沙質又潔白又細柔、
顏色亮眼，讓人嘆為觀止。
長灘島的美麗連續幾年先後被《英國 BMW 旅遊雜誌》《Lonely Planet 雜誌》《asia-hotels.
com》《The British Publication TV Quick》《Yahoo Travel!》以及 Condé Nast Traveler 雜誌評
鑑為世界最美的沙灘，最美島嶼，最佳旅遊地等殊榮。
近幾年長灘島已經是台灣眾所皆知的島嶼度假勝地，除了美麗
的細白沙灘以外，琳瑯滿目的水上活動，佈滿在沙灘岸上的國
際美食、酒吧、海鮮，無論是購物或美食從白天到深夜都能滿
足不同族群的需求，住宿的選擇從背包客棧到六星級國際飯店
超過 150 家可以提供旅客選擇。
在此度假遊學將充滿樂趣與陽光！
交通資訊
目前台灣有菲律賓航空，宿霧太平洋航空直飛長灘島 Kalibo 卡利波機
場，從卡利波機場旅客再搭乘巴士前往卡迪克蘭 Caticlan 碼頭轉搭交
通船至長灘島。另外旅客也可以選擇從馬尼拉轉機，直接飛至卡迪克蘭
Caticlan, 再轉船至長灘島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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碧瑤
Baguio
馬尼拉
∣ Manila

• 課程注重能否與現實生活互相呼應。
• 提供最好的服務與幫助，讓學生有「家」的感覺。
• 唯一德國政府官方認可的語言學校。
學校資訊
成立時間： 2005 年
課程：3 種語言課程、商務英語、CAE、TOEIC、TEFL、IELTS、風箏 &
風帆衝浪課程、水肺淺水課程、烹飪課程、其他 ( 服務業、教師訓練 )
經理職：加拿大、菲律賓

大堡
∣ Davao

認證：TESDA、BI

宿霧
∣ Cebu

• 在世界最美的島嶼上學習英文。

長灘島
∣ Boracay

為何選擇 Paradise English ？

克拉克
∣ Clark

Paradise English
位 於 長 灘 島 的 Paradise English 是 由 加 拿 大 人 所 經 營 的 語 言 學 習 中 心， 成 立 於 2005 年，
至今已有超過 50 國的學生。擁有來自美國、加拿大及英國的師資陣容，授予學生最專業的
英 文。Paradise English 更 在 2013 年 獲 得 LanguageBooking.com 年 度 最 受 學 生 歡 迎 獎 與
LanguageCourse.net 年度最佳服務獎的殊榮。Paradise English 致力於幫助學生在充滿驚奇與
冒險的生活中學習並增進英文，以達到理想的目標並激發你的潛能。

學生國籍：法國、韓國、西班牙、台灣、義大利、德國、瑞士等
宿舍： 雙人房、三人房
地址：Cagban, Manoc Manoc, Boracay Island, Malay, Aklan, Philippine Islands
電話：+63 (36) 288-4544
網址 : http://paradiseenglish.com/zh

菲律賓遊學手冊 •17

〔充滿宗教文化色彩的皇后之都〕

宿霧 Cebu
是菲律賓中部維賽亞斯群島宿霧省的首府，也是菲律賓第二大城。宿霧市位於宿霧島北岸，是
菲律賓宗教歷史最悠久之城。由於位處菲律賓中部，宿霧市是菲律賓主要的國際航運中心之一，
也是維薩亞斯地區最重要的政治、商業、貿易和文化中心，有「南方皇后市」之稱。整個宿霧
大都會區人口約有 170 萬，其中宿霧是約占 80 萬人。
西班牙航海家麥哲倫 (Ferdinand Magellan) 於 1521 年航行至宿霧，以西班牙之名在此插下基督
教十字架，是宿霧市最著名的地標 ---- 麥哲倫十字架。然而早在宿霧成為西方通往東方的閘道之
前，它早就是亞洲商人的入口。早在明朝時代，中國人就已經與此地通商貿易。
鄰近宿霧島東南方的薄荷島 Bohol 就像是宿霧的後花園，薄荷島是菲律賓第 10 大島，島上約有
人口 100 萬，著名的巧克力山是世界七大奇景之一，島上充滿
自然與生態觀光資源，是世界十大潛水勝地之一。
從宿霧至薄荷島每天有至少 35 班船來回兩島之間，交通非常
便利，國際遊客到宿霧旅遊決不會錯過造訪薄荷島。
目前大多數的語言遊學中心多設立於宿霧市，建議上網多做功
課比較各家地理位置、學校設施、課程安排與價格等，以達到
最佳效益。
交通資訊
從台灣直飛宿霧的航空公司有菲律賓航空，長榮航空，宿霧太平洋航空
與亞洲航空，除了長榮航空公司有天天飛以外，其餘航空公司出發時間
皆不同，出發前建議先上網查詢航班以利行程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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碧瑤
Baguio
馬尼拉
∣ Manila

• 超過 10 年的教學經驗
• 位於宿霧市中心，生活便利
• 所有設施皆設立在同棟樓
• 免費跳舞課程
• 最高品質的老師教授一對一與小班制課程
• 兩小時自選課，隨性討論 (Casual Discussion)& 複習課

學校資訊
成立時間：2002 年 4 月

大堡
∣ Davao

(Review Class)
• 美籍與英國籍教師提供團體發音訓練課程

宿霧
∣ Cebu

• 無線網路順暢快速

長灘島
∣ Boracay

為何選擇 3D Academy ？

克拉克
∣ Clark

3D Academy
位於宿霧市中心的 3D Academy (3D Universal English Institute Inc.) 成立於 2002 年 4 月，至
今已有超過 7,000 名學生就讀。「Discover 發掘」、「Do 行動」、「Develop 發展」的三維發
展是 3D Academy 的經營理念，秉持教授「實用性」英語，鼓勵學生從日常生活談話中學習英文，
著重學生的英語會話技巧。獨特的「實用性英語 ESL 課程」讓 3D 在眾多語言學校中獨樹一格。

認證：SSP、TESDA
教職人數：120 – 160 名 (2 美籍 &1 英籍 )
學生人數：200 – 240 名
課程：ESL 實用英語課程 (6 等級 )、商務英語課程、專業英語
檢定課程 (TOEIC、IELTS、TOEFL)
學生國籍：日本、韓國、台灣、俄羅斯、沙烏地阿拉伯等
宿舍：單人房、雙人房、三人房、四人房、六人房
地址：2F, La Nivel Hotel, JY Square, Lahug, Cebu City ,6000,
Philippines
電話：+63-32-231-7976、+63-32-231-1048
網址： http://3d-universa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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碧瑤
Baguio
馬尼拉
∣ Manila
克拉克
∣ Clark

Cebu Blue Ocean Academy

長灘島
∣ Boracay

「Blue Ocean 藍海」一詞在經濟學上指具有很大市場潛力，而以此作為學院名字是希望建立一
個幫助彼此實現夢想，不斷挑戰自我的教育學院。擁有超過 10 年英文教學歷史的 CBOA，以學
生為中心的課程和豐富經驗的英文教師是學校的經營理念。「Nothing Compares 無可匹敵」是
學院的座右銘，致力提供學生最新最好的求學經驗。
為何選擇 Cebu Blue Ocean ？
• 專門從事英文教育
• 渡假村內的學校
• 國籍多樣化

宿霧
∣ Cebu

• 學習與放鬆兼具

大堡
∣ Davao

• 校區安全設施完善

• 提供最好的英語教師
• 最有效的課程
• 營養均衡的美味菜色

學校資訊
成立時間：超過 10 年
認證：TESDA, SSP, Business Permit
教職人數：80 名
學生人數上限：150 名
課程：基礎英語、一般英語、密集英語、會話加強
英語、TOEIC 多益、IELTS 雅思、商務英語、
家庭英語課程、自選課程
學生國籍：南韓、日本、台灣、越南、中國
宿舍：單人、雙人房、三人房
地址：EGI Hotel Resort, Maribago, Lapu-Lapu
City 6015, Cebu
電話：+63-32-493-5070
網址 : http://www.cebublueocean.com/blueocean/
intro.html
Email: cebu.blue.ocean@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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碧瑤
Baguio
馬尼拉
∣ Manila
宿霧
∣ Cebu

• 經驗豐富的老師和熱心助人的員工

長灘島
∣ Boracay

為何選擇 CELLA ？

克拉克
∣ Clark

CELLA English Language Learning Academy
CELLA 座落在擁有最密集英語教育機構及世界知名景點的菲律賓宿霧，於 2006 年在菲律賓
政府的教育機構 TESDA 認證下所建立。CELLA 提供的專業課程在眾多語言學校中脫穎而出，
如針對職場面試的 Job English 與商業談判技巧的 Business English，強化會話技巧的 Power
Speaking，英語老師培訓課程 TESOL，以及協助想當空服員的同學通過面試的 ACE 課程。
CELLA 以嚴格的標準維持高水準的教學與服務，不斷的進步與革新，以成為語言教育機構中最
高規格的標竿，並帶領 CELLA 學生朝著更好的未來與生活品質邁進。

• 依學生需要設計適合的課程，讓學習效率最佳化
• 半斯巴達式的學風與一天十堂的密集訓練
• 提供多樣特殊課程，滿足學員需求
• 與菲律賓政府合作策劃公益服務計畫

大堡
∣ Davao

• 全新校區與高級宿舍，備有 24 小時監控系統
• 位於宿霧市的鬧區中心，生活機能便利
學校資訊
成立時間：2006 年
認證：TESDA、SSP、Business Permit、CALA
經理職：韓國、日本、中國、越南、伊朗等
學生人數上限：850 名
學生國籍：韓國、日本、中國、台灣、越南等
課程：SPARTTA 斯巴達校區：一般英語 ( 會話加強 )、家庭課程 ( 幼兒班、監護人班 )、銜接課程 (Job 英
文 )。CLASSIC 克萊斯校區：一般英語 ( 會話加強 )、考試培訓課程 (IELTS&TOEIC)、特殊課程 (ACE、
TESOL、PATHWAY)
住宿：SPARTTA 斯巴達校區 : 單人房、雙人房、三人房
CLASSIC 克萊斯校區 : 單人房、雙人房、三人房、四人房、五人房
CAPITAL 卡皮塔校區 : 單人房、雙人房、三人房、四人房
地址：SPARTTA 斯巴達校區 : Minoza st., Brgy, Tigbao, Talamban, Cebu City, Philippines
CLASSIC 克萊斯校區 : 2815, S.Cabahug St. cor, F.Gochan St., Mabolo, Cebu City, Philippines
CAPITAL 卡皮塔校區 : Emillio Osmena cor., Bataan St., Guadalupe, Cebu City, Cebu 6000,
Philippines
電話：+63-32-520-9208

網址：www.smenglish.com

E-mail：bestcella@nave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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碧瑤
Baguio
馬尼拉
∣ Manila
克拉克
∣ Clark

CG ESL

長灘島
∣ Boracay

希望熟練掌握英語的學生，到 CG ESL 來實現自己的夢想吧！
CG ESL 為學生提供的不僅是語言學習環境，更從學生的角度思考問題，帶領學生體驗當地的文
化，大幅提升學生的英語實力。CG ESL 深信提供學生一個滿意的學習環境才能達到最大的功
效。學校採用斯巴達式，提供每天 12 小時的英語教學與每堂授課不超過 4 位學生的小班制，以
及保證 4 ∼ 5 個小時的 1 對 1 教學，並嚴格施行 EOP( 只准講英語政策 )，保證學生在 CG ESL
能確實的學習並提升英語能力。
為何選擇 CG ESL ？

宿霧
∣ Cebu

• 歐洲度假村風格的高檔設施，提供最佳的全英語環境
• 每月測試英語能力，精準掌握學生具體實力
• 每天提供 4~5 小時的 1:1 教學
• 採用最多不超過 4 人的小班制
• 每天 12 小時高強度斯巴達式課程

大堡
∣ Davao

• 嚴格實施 EOP 只准講英語政策
• PAP 大學附屬 ESL 中心，修完 CG 語言課程學生可獲得 PAP
ESL 結業證書
• 學院、宿舍設備齊全，為學生提供全方位的生活服務保障
• 客製化系統的學生管理
學校資訊
成立時間：2004 年 3 月
證照：SEC、SSP、TESDA
教職人數：110 人 ( 含一位加拿大籍教師 )
經理職：南韓
學生人數上限：150 名
年齡限制：15 歲 ( 小於 15 歲需有成人陪同 )
學生國籍：韓國、日本、台灣、越南
課程：一般英語 ESL 課程 (8 等級 )、專業英語檢定培訓課程
(TOEIC、TOEIC Premier、IELTS)、商務英語課程
宿舍：單人、雙人房、三人房、四人房
地址：195-A-1 Uldog st., Casojong, Talisay City, Cebu, Philippine
電話：+63-32-239-6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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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址 : www.cebucg.com

碧瑤
Baguio
馬尼拉
∣ Manila

• 專門科目授課老師，使課程品質永保第一
•15 種多樣課程及經驗豐富教師能依據學生程度及需求提供最適當的課程

大堡
∣ Davao

• 雅思官方報名及培訓審核中心

宿霧
∣ Cebu

• 政府立案經營，配有 24 小時警衛巡邏、校車接送服務及住校護士
• 擁有完整教師能力及資格審核制度，嚴格把關教師品質

長灘島
∣ Boracay

為何選擇 English Fella ？

克拉克
∣ Clark

English Fella
English Fella 成立於西元 2006 年，是獲得菲律賓政府認證，擁有合法營業許可證的 ESL 語言
學校。English Fella 分自律型及斯巴達型兩個校區，分別位在宿霧 Talamban 學區內。偌大的校
園提供度假式生活環境及多樣化英文學習課程，是少數於創校時便設有教師培訓機構的名門語
言學校。電子化管理系統，有系統地管理教師、學生出缺勤，使得每年教師缺席率低於 0.5%，
學生出席率高於 98% 水準。每種課程設有專科部門，各部門教師能針對同一個英文科目領域發
揮最大的教學專長，使課程品質永遠保持第一。除了英文課程與一般體育活動外，學生也可參
加學校提供的有氧舞蹈、瑜珈等課程，維持健康體魄。
2017 年，English Fella 正式與英國文化協會 (British Council) 合作並授權為雅思官方報名中心
及培訓審核中心 (Review Center)，由來自英國的雅思主考官親自參與營運管理，為學生提供最
優質的英語教育服務以考取理想的雅思成績。

• 學生可依據學習需求選擇自律型、半斯巴達、斯巴達三種學習模式
• 備有 6 名中文經理，不用擔心因語言不通造成不便
• 豐富課外活動，完整體驗菲律賓當地生活
• 設 Fella Time ( 比當地時間快 10 分鐘 ) 及提醒服務 (Knocking
Service)，嚴格控管出席率
• 校園設施齊全，如小型社區
• 菜單豐富，台灣家常菜、正宗韓式、日本料理、道地菲律賓料理輪流
學校資訊
成立時間：2006 自律型校區、2008 斯巴達校區
學生人數上限：120 名 ( 自律型 )、220 名 ( 斯巴達 )
學生國籍：日本、韓國、台灣、中國
課程：9 個等級的 ESL 課程、TOEIC、TOEFL、IELTS
宿舍：單人 ( 套房 & 雅房 )、雙人房、三人房
地址：自律型校區：Sitio Hightway11,BrgyTalamban Cebu-city, Philippine
斯巴達校區：Tigbao, Brgy Talamban Cebu-city, Philippine
電話：+63-32-239-6162

網址 : www.cebuc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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碧瑤
Baguio
馬尼拉
∣ Manila
克拉克
∣ Clark

EV Academy

長灘島
∣ Boracay

EV Academy 成立於 2004 年，是宿霧知名的英語學習機構，提供短期與長期英語課程，資源完
整包含英語課程、住宿、餐飲與精選課外活動，並代表菲律賓參與全球性的語言學校行銷活動。
學生多來自韓國、日本與台灣，全校備有 100 位老師皆為菲律賓籍並受過 TESOL 訓練，學生可
依自己的需求選擇一般 ESL 語言課程、TOEIC、TOEFL、IELTS 或 ESP。在 EV Academy，學
生不只能提升英文能力，更能透過日常生活擁有最棒的海外留學回憶。
為何選擇 EV Academy ？
• 和來自世界各地的學生一同學習、交流
• 在位於東南亞中心的英語系國家學習

宿霧
∣ Cebu

• 提供最有效的教學系統

大堡
∣ Davao

• 校園與學習環境優美

• 學習與休閒一舉雙得
• 依據學生需求，提供最適合的課程
• 擁有 13 年的教學經驗
• 學生專心於學習，EV Academy 提供完整日常照顧
學校資訊
成立時間：2004 年
認證：TESDA, IATEFL, ITAA, Asia TEFL, CALA Member
教職人數：100 名
經理職：南韓、中國、法國、日本、越南、菲律賓、俄羅斯
學生人數上限：195 名
年齡限制：15 歲 ( 小於 15 歲需有成人陪同 )
課程：ESL 課程、TOEIC、TOEFL、ESP、IELTS
學生國籍：韓國、日本、台灣、越南
宿舍：單人、雙人房、三人房
地址：Gov.Cuenco Avenue Barangay Kasambagan, Cebu
City 6000 Philippines
電話：+63-32-505-3201 或 +63-32-505-3202
網址 : www.evenglish.com
Email: ev-global@hanmail.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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碧瑤
Baguio
馬尼拉
∣ Manila

• 客製化教學課程
• 提供有趣的課外活動
• 提供想進入英國、美國、加拿大與澳洲大學的學生專屬課程
• 提供學生在實際生活上練習英文的機會
• 學生國籍多元化

大堡
∣ Davao

• 擁有來自美國、英國與澳洲的專業師資

宿霧
∣ Cebu

• 課程多樣化

長灘島
∣ Boracay

為何選擇 Genius English ？

克拉克
∣ Clark

Genius English Proficiency Academy Corp.
Genius English 位於 Mactan Island 知名度假村 EGI Hotel 內，臨近美麗海岸。在 2015 年分別
獲得 English Proficiency Academy in Cebu, Best English Proficiency Academy in Philippines,
People's Choice Excellence Awardee, People's Choice Entertainment Awardee, Country's
Pride 評選第一名等殊榮，更獲得 2014-2015 年宿霧區最佳英語學習中心大獎。秉持高品質的
住宿、服務與教學是 Genius English 一直以來的堅持，更在提供優質學習環境之餘，鼓勵學生
利用假日深入了解菲律賓的文化、參觀獨特景觀，借此實際運用所學的英文，達到學以致用的
成效。舒適的學習環境、完善的教學課程、經驗豐富且充滿熱忱的合格教師，Genius English
Proficiency Academy 絕對是您學習英語的最佳選擇。

• 學區臨海，宿舍位於附屬的度假村內，環境舒適，臨近學校
學校資訊
成立時間：2013 年
證照：TESDA、移民局認可
學生國籍：日本、德國、沙烏地阿拉伯、台灣、韓國、西班牙、義大
利、埃及、越南、法國等
課程：一般英語、商務英語、IELTS、TOEFL、TOEIC、GetSet
Programme (for University)
宿舍：單人房、雙人房、三人房
地址：EGI Hotel, Bldg. 1, Looc, Maribago, Lapu-Lapu City 6015
Cebu Philippines
電話：+63-32-236-1442
網址 : http://www.studyenglishgenius.com/en/
E-mail: info@studyenglishgeniu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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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EA English Network

長灘島
∣ Boracay

IDEA English Network 是由 IDEA CEBU、TOP ESL( 線上英語 ) 和最新成立的 IDEA Academia
所組成。我們引以為豪的教學方式綜合了 CEFR PREP 溝通方式和課堂聽力練習，讓學生們以
簡單、活潑的學習方式充份達到學習目標。IDEA Cebu 採半斯巴達式，而 IDEA Academia 則
是走自由校風，學生可依據自身需求選擇適合的學習方式。IDEA Academia 位於宿霧市中心
GAGFA IT 大樓的最頂層，擁有高樓景觀，提供學生舒適的學習環境以及如咖啡廳般時尚的學習
生活空間。IDEA 依據每位學生的需求和目標以最符合的課程提供優越的環境，並同時教授最優
質的教學。

宿霧
∣ Cebu

為何選擇 IDEA English Network ？
• 著重英語會話
• 周邊環境便利，離宿霧最大購物中心只有幾分鐘的距離
• 提供半斯巴達式與自由校風供學生選擇
• 提供專業師資且要求教師必須持續提升英語能力

大堡
∣ Davao

• 是宿霧唯一一間由日本籍經營並提供半斯巴達式教學的語言學校
學校資訊
成立時間：2015 年 (IDEA Academia), 2012 年 (IDEA
Cebu)
證照：SSP、TESDA、移民局認可、CALA 成員
經理職：日本、台灣、中國、泰國、越南
學生人數上限：250(IDEA Academia), 180 (IDEA Cebu)
課程：一般英語、口語英語、商務英語、專業英語檢定培
訓課程 (IELTS、TOEFL、TOEIC、TESOL)
住宿：宿舍、旅館、公寓、單人房、雙人房、三人房、四
人房
地址：IDEA ACADEMIA: 16F GAGFA IT TOWER,
Panagdait, Mabolo, Cebu City, CEBU 6000
IDEA CEBU: La Casita Bldg, Cabahug St, North
Reclamation Area, Mabolo, Cebu city, CEBU
6000
電話：+63-(0)-32-234-0879
網址 : https://www.ideaenglish.net/
E-mail: info@ideaenglish.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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碧瑤
Baguio
馬尼拉
∣ Manila

• 致力於幫學生建立更好的未來
• 不間斷的創新進步
• 培育人才，提供新機會
• 致力於提供高品質的服務

學校資訊
成立時間：2003 年 6 月
認證：TESDA、菲律賓移民局 & 觀光局、澳洲 IDP、

大堡
∣ Davao

• 以最大的責任感確保最有效的課程

宿霧
∣ Cebu

• 提供高品質的學習環境

長灘島
∣ Boracay

為何選擇 Philinter Education Center ？
• 致力於符合高品質的學術教育

克拉克
∣ Clark

Philinter Education Center
位於宿霧 Lapu-Lapu 市的 Philinter Education Center 成立於 2003 年 6 月，提供學生非常緊湊
的學習課程，除了一般課堂和功課外，也有課外學習活動。Philinter 的老師皆通過層層關卡選
取聘用，讓學生能在 45 分鐘內有效率的學習吸收。Philinter 更著重於學生的英語會話，因此在
2013 年 1 月成為菲律賓第一間加入 ALTO 組織的語言學校。自 2012 年 5 月，Philinter 開始依
據學生國籍採取配額制度並採用標準學費制度系統，更讓 Philinter 獨樹一格。

CALA 會員、ALTO 會員
學生人數上限：150 人 ( 加上校外宿舍可容納至 200 人 )
學生國籍：韓國、日本、越南、泰國、中國、台灣、蒙古
課程：一般英語、密集英語、會話密集訓練、商務英語、
IELTS、TOEIC
住宿：單人房、雙人房、三人房
地址：Mustang Rd, Lapu-Lapu City, Cebu, Philippines,
6015
電話：+63-32-340-7458
網址 : www.philinter.com/en

菲律賓遊學手冊 •27

碧瑤
Baguio
馬尼拉
∣ Manila
克拉克
∣ Clark

QQ English

長灘島
∣ Boracay

屬日系的優質 QQ 英語學院，採用開放式英語教學，讓學生從生活中體驗並實際活用所學英文，
因此教學著重在聽、說的基礎能力。授課以一對一為主，能針對學生的個別程度提供最合適的
課程，更讓學生有充足的會話練習。而學區分別位於宿霧的 IT PARK 科技園區以及知名度假村
區，學生可依需求選擇希望的學習環境。
為何選擇 QQ English ？
• 以一對一教學為主，一堂課 60 分鐘
• 頂尖教材開發陣容，教師全員持有 TESOL 證照
•Q-Friend 特別教師，負責學生生活與上課管理，更協助學生心理諮詢

宿霧
∣ Cebu

• 校園環境便利，風景優美

大堡
∣ Davao

經理職：南韓、中國、日本、台灣、伊朗、泰國、俄羅斯

學校資訊
成立時間：2012 年 (IT 校區 )、2015 年 (Seafront 校區 )
認證：TESDA, SSP
學生人數上限：250 名 (IT 校區 )、200 名 (Seafront 校區 )
課程：一般英語課程 ( 著重會話 )
學生國籍：韓國、日本、台灣、越南
宿舍：單人、雙人房、四人房、六人房
地址：8th Floor, Skyrise 4 Building, Cebu IT Park, Lahug, Cebu City, Philippines 6000
電話：+63-32-479-9047
網址 : http://www.qqe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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碧瑤
Baguio
馬尼拉
∣ Manila

• 英國文化協會指定的雅思官方考場以及資源中心
• ETS TOEIC 認證的官方考場

長灘島
∣ Boracay

為何選擇 SMEAG Global Education ？

克拉克
∣ Clark

SMEAG Global Education
學習英語必須根據學生的程度，通過專業的系統化教育課程，達到理想的英語程度。SMEAG 菲
律賓教育中心擁有完善的學區與宿舍，讓學生於培訓期間可完全集中注意力在學習上。擁有英
國文化協會 (British Council) 官方認證的 IELTS 雅思測驗中心、美國 TOEFL 托福認證中心，並
和許多國外大學合作，都讓 SMEAG 更專業，更獨一無二。SMEAG 的教師皆受過英國文化協會
提供的教師培訓系統，提供最專業有效的教學課程，致力將學生打造成高英語水平的國際人才。

宿霧
∣ Cebu

• 美國大學入學考試 ACT ES 指定的 GAC 官方培訓中心
• 劍橋 ESOL 考試中心，並提供培訓課程
• 擁有三大校區，交通便利，更是菲律賓規模最大的英語培訓中心
• 專業的教師培訓，提供最專業的教師與教育研發團隊

大堡
∣ Davao

• 多國籍學生，體驗多國文化並隨時隨地都需用英語溝通
• EAP 培訓課程，讓學生進入海外大學深造
• 焊接技培訓專案，協助想技術移民至加拿大等國的學生
• 系統式學生管理，學生上課資訊一目了然
學校資訊
成立時間：2006 年 8 月
認證：TESDA、菲律賓移民局、TOEFL、IELTS、ACT、GAC、
Cambridge ESOL
經理職：韓國、日本、中國、越南、伊朗等
學生人數上限：850 名
學生國籍：韓國、日本、中國、台灣、越南等
課程：一般英語、IELTS、TOEIC、TOEFL、Cambridge
住宿：SPARTTA 斯巴達校區 : 單人房、雙人房、三人房
CLASSIC 克萊斯校區 : 單人房、雙人房、三人房、四人房、五人房
CAPITAL 卡皮塔校區 : 單人房、雙人房、三人房、四人房
地址：SPARTTA 斯巴達校區 : Minoza st., Brgy, Tigbao, Talamban, Cebu City, Philippines
CLASSIC 克萊斯校區 : 2815, S.Cabahug St. cor, F.Gochan St., Mabolo, Cebu City, Philippines
CAPITAL 卡皮塔校區 : Emillio Osmena cor., Bataan St., Guadalupe, Cebu City, Cebu 6000,
Philippines
電話：+63-32-520-9208

網址：www.smenglish.com
菲律賓遊學手冊 •29

〔菲律賓最大的都市〕

大堡 Davao
大 堡 (Davao) 又 翻 譯 為 納 卯 市 或 達 沃
市，是菲律賓總統杜特蒂的家鄉，南方
民答那峨群島最大的都市，也是南方主
要港口以及貿易商業工業中心，是菲律
賓第三大城，以地理面積來說，大堡是
菲律賓最大的都市，也號稱全世界面積
最大的都市。人口約有 150 萬人，加上
外來人口約有 200 萬人。大堡市擁有豐
富旅遊資源，曾於 1999 年被評為菲律賓最適宜居住的城市，擁有天然優良的港口。
觀光景點
• 阿波山 (Mt. Apo)-- 於城南的阿波山海拔 2,954 公尺，是菲律賓第一高峰，終年 山嵐飄渺，是登山露營勝地。
• 菲律賓鷹保育公園 (Philippine Eagle Center)-- 這裡所孕育的菲律賓鷹（Philippine Eagle）， 展翼後全長
2 公尺，是全球鷹類之冠，號稱大堡天空之王（King of

Davao's skies），因以猴為食，又名食猴鷹，為

瀕臨絕種的保育品種。
• 伊甸園 (Eden Nature Park)-- 位於大堡市近郊的 Eden Nature Park 是一個占地 80 公頃的自然有機公園，
園內有諸多綠地、有機農藝、人工湖泊、森林步道、還 有一些冒險公園設施，是一個適合全家度過悠閒
假期的好去處。
•Samal Island-- 沙茂島 (Samal Island) 是大堡市的後花園，美麗的沙灘島嶼渡假村林 立，這裡曾經是珍珠
養殖農場，用以培養粉紅色、白色、金色的南洋珍珠。現 在這個 11 公頃的農場，已改為珍珠島度假村
Pearl Farm Resort。喜愛水上活動、 浮潛、游泳、深潛或划舟的人，絕對不能錯過這個美麗的海域。
交通資訊
從台灣尚未有直飛的班機，旅客必須從馬尼拉或宿霧轉國內班機，馬尼拉每天有超過 17 個航班飛往 Davao
City，宿霧每天也有超過 7 個航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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碧瑤
Baguio
馬尼拉
∣ Manila

• 是 Davao 唯一一間 ETS 公認 TOEIC 考試中心
• 課程多樣化，包括家庭英語課程、商業英文實習課程、英語高爾夫課程
• 強化英語會話能力，幫助學生擊敗「說」英文的恐懼
• 位於菲律賓南部的旅遊仙境

大堡
∣ Davao

• 嚴格選聘教師，並定期評量教學能力

宿霧
∣ Cebu

為何選擇 E&G Language Center ？

長灘島
∣ Boracay

在 E&G 展開你的英文學習之旅！
E&G 位於菲律賓南部的 Davao( 大堡 )，成立於 2006 年，是 Davao 唯一一間擁有 ETS TOEIC
認證的報考中心。始終堅持各國學生的一定比例，讓學生能與來自世界各地的學生一同學習、
交流。E&G 嚴格選聘教師，除了必須具備 TESOL 執照以及豐富教學經驗外，更會定期檢定英
語並要求不斷精進教學能力。E&G 具有精準的英文程度檢定，幫每位學生依據其能力設定最適
合的課程。也有專為家庭設定的 Family Course，讓家長可以和小孩一同增進英語能力。E&G
的商務英文課程和 The Ritz Hotel 合作，學生能一邊學習一邊在 The Ritz Hotel 實習，從實際工
作環境中熟念英語。英語高爾夫課程是 E&G 另一個獨特的課程，喜愛打高爾夫又想學英文的人
絕對不能錯過！

克拉克
∣ Clark

E&G Language Center

學校資訊
成立時間：2006 年
認證：SSP、TESDA
課程：ESL 一般英語課程 (6 等級 )、TOEIC、TOEIC Premier、商業英語、
IELTS
學生國籍：日本、韓國、台灣、越南
宿舍：單人、雙人房、三人房、四人房
地址：Maryknoll Drive, Barangay Pampanga, Lanang, Davao city,
Philipppines, 8000
電話：+63-82-234-7225
網址 : http://engdavao.com/

Email: engdavao@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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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lish Drs Academy

長灘島
∣ Boracay

Davao 是 菲 律 賓 最 安 全 的 城 市 之 一， 更 因 自 然 美 景 聞 名 世 界。 為 於 Davao 的 English Drs
Academy 成立於 10 年前，因堅持高品質的英語課程，在成立一年後便得到韓國最大遊學代辦
中心評選為第一名的菲律賓語言學校。English Drs Academy 堅信良好的管理系統，才能讓學
生有效的學習，因此設有專門管理學生作息的經理人，並依學生程度與需求提供客制化英語課
程以及 6 小時 1 對 1 英語課程。所聘任的教師皆通過層層檢測關卡篩選而出，並要求在其專門
領域上不停的精益求精，以提供學生最好的教學品質。English Drs Academy 歡迎更多不同國
籍的學生加入，在專業的英語教學環境中增進英文程度並同時享受自然美景的洗禮。

宿霧
∣ Cebu

為何選擇 English Drs Academy ？
• 管理良善的英語學習系統
• 提供 6 個小時的 1 對 1 英語課程
• 依學生的程度與需求客製化課程
• 經嚴格把關、層層篩選的教師與經營團隊

大堡
∣ Davao

• 自給自足的優美學習環境
學校資訊
成立時間：超過 10 年
認證：SSP、TESDA、SEC、BIR、新加坡政府、IDP 認
證的 IELTS 報名中心
經理職：韓國、日本
學生人數上限：55 名
課程：一般英語、密集英語、IELTS、TOEIC、商務英語、
求職面式英語
學生國籍：韓國、日本、中國
宿舍：32 間 ( 單人、雙人、三人 )
地址：U nits 5-16, Davao Airport View Commercial
Complex, Carlos P. Garcia Highway, Catitipan,
Buhangin, Davao City, Philippines 8000
電話：+63 (082) 291-5120
網址：www.englishdrs.com
Email: englishdrs@hot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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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行申請 ]

菲律賓旅遊注意事項
[ 航班 ]

了解菲律賓各地區的差異，選擇自己想
選擇地點 要生活的區域
& 學校 透過網路搜尋可靠的學校資訊，選擇適
合自己的課程和學校

菲律賓航空公司：https://www.philippineairlines.com

出發期間確定
準備申請 確認課程與住宿
聯繫學校確認報名流程

長榮航空公司：https://www.evaair.com

填妥報名文件
正式報名 提供護照資料
繳交註冊訂金

宿霧太平洋航空：https://www.cebupacificair.com
中華航空公司：https://www.china-airlines.com
亞洲航空公司：http://www.airasia.com

[ 時差 ]
當地時區為 GMT+8，與台灣無時差

[ 菲律賓觀光簽證須知 ]

註冊確認信
費用表單
收到校方
相關規定 ( 校規、退費規定等說明 )
資料
匯款帳戶資料
辦理簽證須知

與菲律賓有邦交之國家人民，持有效護照並出示下一

機票預訂準備
準備相關
簽證資料準備
所需
匯款費用準備

處申請簽證。

確認報到時間並前往航空公司 / 旅行社
機票訂購 或上網訂票 ( 完成訂票後，請聯繫校方
安排接機服務 )
簽證

辦理簽證

辦理海外平安險
準備出發 收拾行囊
備好愉悅的心情出發

[ 透過遊學代辦中心申請 ]
上網搜尋口碑，信用，合法的代辦，
選擇代辦中心 貨比三家，然後前往信任的代辦中心
了解細節
確認留學

與代辦中心洽談，並選擇自己喜歡的
地點和理想的學校，確認課程和相關
資訊，並交由代辦中心申請

安排行程

確認行程日期
代辦中心將協助安排接送

準備出國
證件

機票預訂準備
簽證資料準備

付款給代辦中心 ( 學費、代辦費、海
付款
外平安險等等 )
確認單據文件
準備確認的單據文件，攜帶在身邊
出發

參加行前說明會
收拾行囊
備好愉悅的心情出發

個目的地機票可以免簽停留 21 天，無國籍人士和來
自非菲律賓邦交國之旅客除外。持香港及台灣護照
者，入境菲律賓均需向菲律賓大使館及經濟文化辦事

申 請 流 程 及 旅 遊 注 意 事 項

菲律賓遊學入學途徑

※ 申請簽證資料如下：
1. 兩吋大頭照 2 張（彩色、白底、六個月內的近照）
2. 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3. 護照正本（六個月以上效期）
簽證申請處：馬尼拉經濟文化辦事處
地址：台北市內湖區洲子街 55/57 號 2 樓
TEL：02-2658-8825
駐台代表處網址：www.meco.org.tw
※ 電子旅遊許可：
適用於十五歲以上台灣護照持有者，申請者可隨時隨
地線上申請，詳細資訊：www.meco.org.tw
官方連結：https://onlinetravel.meco.org.tw/EVISA/

[ 海外旅遊協助單位 ]
駐菲律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Taipei Economic & Cultural Office in the Philippines
地址：41F, Tower 1, RCBC Plaza, 6819 Ayala
Avenue, Makati City 1200, Metro Manila, Philippines
電話：+63 (2) 887-6688
網址：http://www.taiwanembassy.org/ph/
※ 急難救助：
如遇有關生命安危緊急情況等，可撥打急難救助電
話。( 非急難重大事件，如護照、簽證、文書驗證等
領務事項，請於上班時間撥打辦公室電話洽詢 )
行動電話：+63-917-819-4597
菲國境內直撥：0917-819-45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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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台北市內湖區洲子街 55/57 號 2F Email：philtour@ ms57.hinet.net
電話：02-2658-2851、02-2658-2861 網址：www.itsmorefuninthephilippines.com.tw
申請電子簽證官方連結：https://onlinetravel.meco.org.tw/EVIS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