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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ila

Clark

克拉克概述

克拉克市距離香港、台灣、新加坡、日本和韓
國約 3.5 小時的航程，台灣更是只需要兩小時即可
抵達。它幾乎和新加坡一樣大，曾經是美國最大的
海外空軍基地。此經濟特區由菲律賓總統直接管
理，有安全、通訊、供水、污水均獨立管理。

學生的安全是我們的優先考量。由於其安全的聲
譽，大多數外國人士居住在克拉克-安吉利斯地區。
在 CIP English附近，有很多現代化的舒適設施，包
括帶保齡球館的三大購物中心、電影院以及數百家
商店、服務和餐廳。

從CIP到克拉克國際機場僅許搭車20分鐘即可抵達，
學生想要去長灘島、巴拉望、宿霧等地都可以找到
便宜又方便的來回機票。若是想去海灘、火山、古
蹟亦或是其他自然景觀都僅需1-2小時即可抵達目的
地，跳島、潛水、實彈射擊、開小飛機的活動更是
一項都沒有少唷。

在克拉克-安格拉斯這個充滿外籍人士的
地區，格外適合學習英文，不僅美國、
英國更有澳洲、歐洲國家的外國人在這
居住。CIP English的學生更有機會在逛
街購物時有機會實際應用英文，加上
CIP提供各種不同的活動可以讓學生有
更多機會與外國人做溝通。



• To Subic 1-hour drive
• To Manila 2-hour drive

克拉克/安格利斯概念圖



為什麼選擇 CIP English 

CIP English 為外師創建的一對一的課程，及自然的英語學習環境

提供外師一對一課程

ü CIP English是外師一對一課程的先驅，並影響了許多在菲律賓開設外師課程的語言學校。

ü 我們一直在思考如何讓外師一對一課程更具教育性，以及如何與菲律賓教師合作。

ü 另一個優勢是您可以以相對較低的價格參加外師 一對一課程。是美國和加拿大語言學

校費用的一半。

菲律賓教師和外籍教師之間的相互合作

ü 菲律賓教師的優勢眾所周知。對他們來說，英語是他們的第二語言，而不是他們的母語。

菲律賓老師知道學習英語有多難，他們知道如何教好語法、詞彙、基本對話和模式。

ü 我們必須認識到菲律賓教師的優勢和局限性，並為學習者提供更好的課程。外師可以為

您的英語提供額外支持，並引導您朝著更完善的方向發展。

ü 在 CIP  English 中，菲律賓教師和外籍老師正在合作。在這裡你的口音和語調會更準確，

你的表達會更豐富、更深沉。這是當地人說的實用英語。



追求考試課程目標分數

Ø 在您留在 CIP English 期間，我們負責提高您的英語技能和成績。我們將每週檢查您的成

績和水平，並為您提供反饋。

Ø 班級空間/建築物根據學生的程度分開。 （從 2023 年開始）

50 分鐘課程

Ø 菲律賓的大多數語言學校更喜歡 45 分鐘的課程（5 分鐘的休息時間）

以節省資金。然而，這可能會產生相反的效果，降低課堂沉浸感。

Ø CIP Englsih堅持“50分鐘上課+10分鐘休息”的原因很簡單。

因為我們相信你的身體和你的老師記住的 50 分鐘的課程是最有效的。

改造一個新的環境

Ø 疫情大流行後重新開放需要徹底改造。這是因為學校停課兩年多，大部分設施自然受損。

Ø CIP English 將從 2022 年初開始對整個校園進行改造。

您將使用的教室和房間將是一個全新的環境。我們會關注每一個細節，讓您住得舒心。



COURSES
這是CIP ENGLISH ACADEMY
2022年3月1日重新開課後的課程指南。
部分課程如雅思成績保證班於2022年10月1日開始。
多益保證班於2022年11月開始。



課程 常規課 選修

密集一般英文 Intensive ESL One-on-one (4), Native Small-group (2), Group (2), Self-study (2), Weekly test 

一般英文 Regular ESL One-on-one (4), Native Small-group (2), Group (1) (1) 

外師一般英文 Native ESL One-on-one (3),  Native One-to-One (1),  Native Small-group (2),  Group (1) (1) 

輕量一般英文 Light ESL One-on-one (4) (1) 

口說課程 Speaking Master One-on-one (6),  Native Small-group (2) (1) 

外師口說課程 Native Master One-on-one (5),  Native One-to-One (1),  Native Small-group (2) (1) 

商務英文 Business One-on-one (4),  Native Small-group (2),  Group (1) (1) 

雅思密集班 IELTS Intensive 
One-on-one (4),  Native small-group (2),  IELTS Small-group (2),

Group (1),  Self-study (2),  Weekly test,  IELTS mock test (Sat) 

課程內容



課程 常規課 選修

雅思保證班 IELTS Score Guarantee 
One-on-one (3),  Native small-group (2),  IELTS Small-group (2), 

Group (1),  IELTS Mission (2),  Self-study (2),  Weekly test,  IELTS mock test (Sat) 

托福密集班 TOEFL Intensive 
One-on-one (5),  Native small-group (2),  Group (1),  Self-study (2), 

Weekly test,  TOEFL mock test (Sat) 

多益標準班 TOEIC Regular One-on-one (4),  Native Small-group (2), Group (1) (1) 

多益保證班 TOEIC Score Guarantee 
One-on-one (4),  Native small-group (2),  Group (1),  TOEIC Mission (2), 
Self-study (2), Weekly test,  TOEIC mock test (Sat) 

初階英文 Primary English One-on-one (5),  Review & Practice (1) 

青少年一般英文 Junior ESL One-on-one (5),  Native Small-group (1),  Group (1),  Review & Practice (1) 

青少年外師英文 Junior Native 
One-on-one (4),  Native One-on-one (1),  Native Small-group (1),  Group (1), 

Review & Practice (1) 

青少年雅思 Junior IELTS 
One-on-one (6), Native Small-group (1), Review & Practice (2), 
Weekly test,  IELTS mock test (Sat) 

課程內容

50-minute class, 10-minute break.            Native/IELTS small group: 4~6 people； Group: around 8~10 people ； Optional: unlimited.  



密集一般英文 Intensive ESL
此為有效的斯巴達式課程，可以在短時間內提高英語技能。 內容包括每天約將近10 小時的課程和每週的考試測驗。 放學後，會有一
名菲師會負責協助及監督參加晚自習的學生。

• 一對一（4堂）：文法知識、寫作技巧、口說練習、聽力和聽寫、閱讀能力，詞彙學習
• 外師小團體課（2堂）：問題應答，口說練習，主題演講， 角色扮演英文，發音練習
• 菲師大團體 (2堂) ： 美式發音練習、雅思詞彙、慣用語和片語
• 自修課 (2堂) ：複習當天的課程內容。由菲師負責協助及監督。
• 每週測驗 (週二、週四) ：每週進行兩次先前學習內容的測試

一般英文 Regular ESL
一般英文是半斯達課程，著重在外師及菲師的口語課程。本課程總共8小時，包括4堂的一對一課程、3堂的團體課程，1堂的選修課程。
這課程有著嚴格的出勤規定及宵禁。

• 一對一（4堂）：文法知識、寫作技巧、口說練習、聽力和聽寫、閱讀能力，詞彙學習
• 外師小團體課（2堂）：問題應答，口說練習，主題演講， 角色扮演英文，發音練習
• 菲師大團體 (1堂) ： 美式發音練習、雅思詞彙、慣用語和片語
• 選修課(1堂) ： 電影賞析、文法（選修課依照當時學校提供）

輕量一般英文 Light ESL
本課程適合可以一邊工作一邊學習的商務人士或父母。

• 一對一（4堂）：口說練習、旅遊英語、詞彙學習、文法練習
• 選修課(1堂) ： 電影賞析、文法（選修課依照當時學校提供）



口說課程 Speaking Master
提供各種口語技能課程，例如：詞語表達、發音、語調、討論、動詞三態、成語、慣用語和俚語。推薦給那些想在短時間內快速提高口語
能力的人。

• 一對一（6堂）：有自信的對話、流利和準確的表達、講故事、採訪和報導、詞彙認識、閱讀和復述技巧
• 外師小團體課（2堂）：問題應答，口說練習，主題演講， 角色扮演英文，發音練習
• 選修課(1堂) ： 電影賞析、文法（選修課依照當時學校提供）

外師一般英文 Native ESL
在課程裡加入了一對一外師課程，本課程總共8堂，包括4堂的一對一課程、3堂的團體課程，1堂的選修課程，推薦給想從外師深入學習實
用表達和發音的人。

• 一對一（3堂）：口說練習、聽力和聽寫、文法知識、閱讀能力、詞彙學
• 外師一對一（1堂）：演講和發音，學習英語 Podcast
• 外師小團體課（2堂）：問題應答，口說練習，主題演講， 角色扮演英文，發音練習
• 菲師大團體 (1堂) ： 美式發音練習、雅思詞彙、慣用語和片語

• 選修課(1堂) ： 電影賞析、文法（選修課依照當時學校提供）

外師口說課程 Native Master
課程學習內容與Speaking Master課程相同，唯一區別是增加外師一對一課程。

• 外師一對一（1堂）： 演講和發音，學習英語 Podcast

• 一對一（5堂）：有自信的對話、流利和準確的表達、講故事、採訪和報導、詞彙認識、閱讀和複述技巧
• 外師小團體課（2堂）：問題應答，口說練習，主題演講， 角色扮演英文，發音練習
• 選修課(1堂) ： 電影賞析、文法（選修課依照當時學校提供）



商務英文Business
商務英文可以提高商業詞彙量、寫作、閱讀和口語技巧，使您可以在商業環境中自信而專業地表達。

• 一對一（4堂）： 商務概念、商務英語交流、社會趨勢、商務郵件
• 外師小團體課（2堂）：問題應答，口說練習，主題演講， 角色扮演英文，發音練習
• 菲師大團體 (1堂) ： 美式發音練習、慣用語和片語
• 選修課(1堂) ： 電影賞析、文法（選修課依照當時學校提供）

雅思密集班IELTS Intensive
為斯巴達課程規範，涵蓋了雅思所需的技能，擁有 3 年以上經驗的雅思教師和協調員負責管理學術課程和分數。 專門為雅思
學生準備的單獨學習區（STAGE 4）設置教室及自習室。

• 一對一（4堂）：雅思寫作、雅思閱讀、雅思聽力、雅思口說、雅思詞彙和文法
• 外師小團體課（2堂）：口說練習、主題演講、發音練習
• 雅思團體課（2堂）： 雅思閱讀、雅思聽力、雅思口語和文法
• 菲師大團體 (1堂) ：美式發音練習、慣用語和片語
• 自修課 (2堂) ：複習當天的課程內容。由菲師負責協助及監督。
• 每週測驗：星期二、 星期四 文法與單字
• 雅思模擬考：星期六，考試時間為三個小時



雅思保證班IELTS Score Guarantee
該課程的特點是學習強度高，可在 8 或 12 週的有限時間內達到目標雅思成績。

保證班入學資格要求

Ø 雅思 5.5保證班：雅思 4.0 或同等英文等級
Ø 雅思 6.0 保證班：雅思 5.0 或同等英文等級
Ø 雅思 6.5 保證班：雅思 6.0 官方成績

Schedule according to the study period 

學習週數 官方考試時間 考試後 Benefits 

8 週 第8週 結束課程畢業 如果沒有達到目標分數，4週學費的50%將退還。

12 週 第 10 周 or 第 11 週
您可以在成績公佈前 5-10天

參加您想要的課程

如果沒有達到目標分數
免除後續學費（最多 8 週）

但是宿舍費、當地費用、雅思考試費用由個人承擔。

• 一對一（3堂）：雅思寫作、雅思閱讀、雅思聽力、雅思口說、雅思詞彙和文法

• 外師小團體課（2堂）：口說練習、主題演講、發音練習
• 雅思小團體課（2堂）：雅思閱讀、雅思聽力、雅思口語和文法
• 菲師大團體 (1堂) ：美式發音練習、慣用語和片語
• IELTS Mission (2堂) ：進行學生主導的討論和學習。 教師只是為了促進討論和學習
• 自修課 (2堂) ：複習當天的課程內容。由菲師負責協助及監督。

• 每週測驗：星期二、 星期四 文法與單字
• 雅思模擬考：星期六，考試時間為三個小時
• 雅思官方考：免費參加一次雅思官方考試



托福密集班TOEFL Intensive
為斯巴達課程規範，幫助獲得 TOEFL iBT 分數。

• 一對一（5堂）：托福口說、托福聽力、托福閱讀、托福寫作、托福詞彙和文法
• 外師小團體課（2堂）：問題應答、有效口說練習、主題演講、角色扮演英語、發音練習
• 菲師大團體 (1堂) ：美式發音練習、慣用語和片語
• 自修課 (2堂) ：複習當天的課程內容。由菲師負責協助及監督。
• 每週測驗：每週進行兩次先前學習內容的測試
• 托福模擬考：星期六

多益一般班TOEIC Regular 
本課程幫助您需要的多益英語學習，以便您能夠找到一份好工作或您的目標升職

• 一對一（4堂）：多益文法、多益聽力、多益閱讀、多益詞彙
• 外師小團體課（2堂）：問題應答、有效口說練習、主題演講、角色扮演英語、發音練習
• 菲師大團體 (1堂) ：美式發音練習、慣用語和片語
• 選修課(1堂) ：電影賞析、文法（選修課依照當時學校提供）



多益保證班TOEIC Score Guarantee
本課程在嚴格的學習環境中取得 TOEIC 成績和會話技能的提升。 每天 11 小時的斯巴達計劃。

保證班入學資格要求
Ø 多益700 保證班：多益 450 或同等英語水平

Ø 多益800 保證班：多益 600 或同等英語水平
Ø 多益900 保證班：多益 740 或更高

學習週數 官方考試時間 考試後 Benefits 

12 週 第 10 周 or 第 11 週 在成績公布前參加口說課程。

如果沒有達到目標分數
免除後續學費（最多8週）+多益官方考試費用(一次）

但是，宿舍費、當地費用、延簽費用由個人承擔。

• 一對一（4堂）：多益聽力、多益閱讀
• 外師小團體課（2堂）：問題應答、有效口說練習、主題演講、角色扮演英語、發音練習
• 菲師大團體 (1堂) ：美式發音練習、慣用語和片語
• TOEIC Mission (2堂) ：進行學生主導的討論和學習。 教師只是為了促進討論和學習
• 自修課 (2堂) ：複習當天的課程內容。由菲師負責協助及監督。
• 每週測驗（週二、週四）：每週進行兩次先前學習內容的測試
• 多益模擬考：星期六
• 多益官方考：免費參加一次多益官方考試

Schedule according to the study period 



初階英文 Primary English (5-11歲)
本課程利用兒童與生俱來的語言學習能力，培養學生使用英語基本結構的能力。

• 一對一（5堂）：演講和發音、寫作、詞彙學習、探索閱讀、聽力理解、語法教學
• 複習與練習（1堂）：在老師的監督下複習當天的學習內容。

青少年英文 Junior ESL（12-15歲)
本課程為青少年提供以口語為導向的課程，具有青少年教育經驗的教師讓課堂更有趣。

• 一對一（5堂）： 演講和發音、學習聽力、閱讀能力、演講課、段落和散文寫作、文法和結構
• 外師小團體課（1堂）： 主題對話、辯論和討論
• 菲師大團體 (1堂) ：美式發音訓練、講故事
• 複習與練習（1堂）：在老師的監督下複習當天的學習內容。

青少年外師英文 Junior Native（12-15歲)
此課程與青少年英文課程相同，但不同之處是由外師教學演講和發音訓練

• 一對一（4堂）： 演講和發音、學習聽力、閱讀能力、演講課、段落和散文寫作、文法和結構
• 外師一對一（1堂）： 演講和發音、學習英語Podcast
• 外師小團體課（1堂）： 主題對話、辯論和討論
• 菲師大團體 (1堂) ：美式發音訓練、講故事
• 複習與練習（1堂）：在老師的監督下複習當天的學習內容。

青少年雅思 Junior IELTS（12-15歲)
本課程推薦給即將參加雅思考試的人，也適合想要在青少年英文系統中學習實用口語的人。

• 一對一（6堂）：雅思寫作、雅思閱讀、雅思聽力、雅思口說、雅思詞彙、雅思文法
• 外師小團體課（1堂）：主題對話、辯論和討論
• 自修課 (2堂) ：複習當天的課程內容。由菲師負責協助及監督。
• 每週測驗：星期二、 星期四 文法與單字
• 雅思模擬考：星期六，考試時間為三個小時 (9:00~12:00)



密集一般英文 雅思密集班

07:00 ~ 07:50 早餐 7:00 to 8:30 am.

08:00 ~ 08:50 團體課: 美式口音訓練課程 團體課: 美式口音訓練課程
09:00 ~ 09:50 一對一：Speak Out 雅思小團體課：IELTS Reading
10:00 ~ 10:50 一對一：Listening and Dictation 一對一：IELTS Writing
11:00 ~ 11:50 外師小團體課：Current Issues 一對一：IELTS Writing

12:00 ~ 12:50 午餐 12 :00 to 1:30- pm.

13:00 ~ 13:50 雅思小團體課：IELTS Speaking
14:00 ~ 14:50 一對一：Reading Power 一對一： IELTS Listening
15:00 ~ 15:50 一對一：Grammar Expert 一對一： IELTS Reading
16:00 ~ 16:50 外師小團體課：Topic Presentation 外師小團體課：Topic Presentation
17:00 ~ 17:50 菲師大團課：Idioms and Phrases 外師小團體課： Effective Speaking

18:00 ~ 18:50 晚餐 6:00 to 7:30 pm.

19:00 ~ 19:50
20:00 ~ 20:50 晚自習 (每週二、四考試) 晚自習 (每週二、四考試)
21:00 ~ 21:50 晚自習(每週二、四考試) 晚自習(每週二、四考試)

Saturday 雅思模擬考

每日課程表（範例）
目前用餐時間為1小時，學校會再視情況調整



School

有3棟教學樓。
在辦公室，進行上課、更換教師和諮詢。
營業時間：8:00 至 18:00。週一至週五。

• 一對一課堂
• 小組教室
• 學術辦公室
• 雅思教室
• 自習室

•出勤和考試是強制性的。
•沒課的時候可以出去。
•改造將在不影響學習和生活的情況下進行，預計2023年初完工。

設施和環境



Dormitory

宿舍距離教學樓有1-3分鐘的步行路程。
共有3棟宿舍樓，游泳池位於中心。
每個房間都配有冰箱、空調、風扇、衣櫃、書桌、檯
燈、架子、鞋櫃、衛生間（熱水淋浴）。
提供Wi-Fi 

n 門禁：週一至週四，週日 - 22:00。
週五和周六 - 第二天凌晨 1點。

• 單人房A
• 單人房Ｂ
• 雙人間
• 三人間（四人間）
• 洗衣房
• 吸煙室

•22:00 後在房間內保持安靜。
•房間內嚴禁異性進入、飲酒、吸煙。
• 10 月 1 日起禁止飲酒。
•校園設備更新施工將在不影響學習和生活的情況下進行，預計2023年初完工。



Other Facilities

在CIP English，您可以感受到陽光、清新的空氣、
舒適的環境。在非上課時間，您可以在休息區與同
學和老師聊天。

• 休息室和餐廳
• 體育場：籃球、羽毛球、慢跑
• 游泳池
• 學生烹飪區
• 宿舍及設施管理、警衛、消毒、清潔等

Meals

3 名廚師每天準備 3 餐。
提供1~2個主菜單，4~6個副菜單，提供水果和湯。
3週輪換。提供的菜單可能會根據學生的國籍比例
而有所不同。

•2022年11月週日開始，只提供晚餐。



Dormitory 1 Dormitory 2 Dormitory 3

Single Room Double Room Triple Room



Student Support Center One-on-One Classroom Group Classroom

School Gym Study Hall Cafeteria



CIP ENGLISH ACADEMY
Discover your hidden English potential

http://www.cipenglish.net

EMAIL: cipenglish@gmail.com

ADDRESS: Lots 18 & 19, Block 37, Camia Street, Cutcut, Angeles City,
Philippines 2009

FACEBOOK:  https://www.facebook.com/CIPENGLISH

LINE: cipenglishacademy

SKYPE: onlinecipenglish.coordinator@gmail.com

INSTAGRAM: @cipenglishacademy

YOUTUBE: CIP Show

mailto:cipenglish@g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