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First English Global College
宿霧家庭式英語學院



 理念

夢を常においかけ、世界中の⼈に夢を与え

ありがとうを集める集団である


To chase dreams , to provide dreams to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and earn gratitude

最⾼の留学を通して夢の創造と実現

私たちが本気でやり、元気に明るく、そして誠実にすることで


ファーストイングリッシュの事業理念に向かいます


Creating and realizing dreams through the best study abroad 
Our creed is based on having true passion , utmost energy , cheerfulness and honesty



G-net. 公司歷史

2004年年成立 
G-net Inc.

在⽇日本廣島市經營補
教事業，⽬目前共有9

間補習班

2015年年正式改名為
First English Global 

college.
並且開始招收台灣學⽣生.

2013年年7⽉月
在宿霧麥克坦島成立

First English
Academy

2017

2012年年
在⽇日本福岡成立

First English 海海外
留留學代辦中⼼心



學校位於宿霧的渡假勝地-⾺馬克坦島上，距離機場15分鐘的⾞車車程。
⾺馬克坦島是富有歷史的渡假觀光勝地，在這邊街上你可以看到來來⾃自世界各地的遊客、蔚藍藍的⼤大海海，也有⽩白⾊色的沙灘

及遠離都市塵囂的良好學習環境。

First English 校區

Lot 2 Block 35, Vista Mar Subdivision Gate 2, Dap-dap 
Lapu-Lapu, Lapu-Lapu, Philippines.



First English 特⾊First English 國籍比例

90%⽇日本⼈人
10%台灣⼈人



First English 9個主要的學習⽅法

黃⾦金金
學習計畫

複習

每週
輔導服務

教師/課程
問卷調查

單字測驗

開放式
學習空間

假⽇日
提供課程

Buddy  
Teacher

Buddy
Staff



First English 課程種類

⼀一般課程 多益課程

商業課程 半天悠活課程

完美1對1課程

孩童課程



First English 課表範例

早餐時間

07:50-08:00 每⽇日單字測驗

08:00:08:50 發⾳音課

09:00-09:50 實⽤用片語/短語
10:00-10:50 基礎情況訓練

11:00-11:50 辯論課

午餐時間

13:30-14:20 演說課

14:30-15:20 複習課

15:30-16:20 ⾃自修/額外課程
16:30-17:20 ⾃自修/額外課程
17:30-18:20 ⾃自修/額外課程



First English 課表調整
每個學⽣生都可以根據⾃自⼰己的需求去訂定適合⾃自⼰己的課表

⼀一般課程

1:1

實⽤用片語/短語 1 class

Group

辯論課 1 class
發⾳音課 1 class 演講課 1 class
複習課 1 class 基礎情況訓練 1 class
Total 3 Total 3 

classes

學⽣生可以在每週三提出更更換課程的請求

⼀一般課程

1:1

實⽤用片語/短語 2 class

Group

辯論課 1 class
發⾳音課 1 class 演講課 1 class
複習課 0 class 基礎情況訓練 1 class
Total 3 Total 3 

classes



First English 課表調整
每個學⽣生都可以根據⾃自⼰己的需求去訂定適合⾃自⼰己的課表

⼀一般課程

1:1

實⽤用片語/短語 1 class

Group

辯論課 1 class
發⾳音課 1 class 演講課 1 class
複習課 1 class 基礎情況訓練 1 class
Total 3 Total 3 

classe

學⽣生可以在每週三提出更更換課程的請求

⼀一般課程

1:1

實⽤用片語/短語 1 class

Group

辯論課 1 class
發⾳音課 1 class 演講課 1 class
會話訓練課 1 class 基礎情況訓練 1 class
複習課 1 class
Total 4 Total 3

+1



ESL 課程 - 發⾳課

入學發⾳音測驗 測驗報告書

Vowel 19/19 Front Central Back

High
[i:] feed [u:] boot

[i] fib [u] book

Mid
[ei] fade [ɜ:r] curd [ɜr]keeper

[ou] old
[e] fed [ʌ]cut [ɜ]about

Low [ae] cat [ɑ] cot [o:] ball

Low-High
[ai]mine

[oi] boy
[au] cloud

Low -> Mid [ɑ:(r)] car [o:(r)] door

課程重點放在弱點⾳音

需加強

尚可

很好



ESL 課程 - 實⽤⽚語/短語

Example

Party 
animal 派對動物︖ 喜歡參參加Party狂

歡的⼈人

Bread and 
butter

麵包與奶
油︖

麵包與奶油是美國⼈人常
吃的食物。

Bread and butter 比喻
⼀一個⼈人的主要收入來來
源，或者可以⽤用來來比喻 

⼯工作

Graveyard 
shift 墳場班︖ ⼤大夜班



ESL 課程 - 基礎情況訓練

教師會指導我們在⽇日常的⽣生活情境中實⽤用的語法該如何去表達及應⽤用

餐廳點餐 看電影 電話訂房

逛街買衣服 警察臨臨檢 酒吧點酒



孩童課表  

孩童課程

1:1
⽂文法課 1 class

1:1
⾳音樂與藝術 1 class

單字課 1 class ⼝口語課 1 class
發聲練習 1 class 複習 / 寫作 1 class

Total : 6 classes



ESL 課程 - 辯論課

在課程的進⾏行行中, 教師會先說明主題, 並會有相關主題的⽂文章訓練您的閱讀能⼒力力, 在⽂文章
後會有問題探討, 在在後⼀一堂課同學將會分為“⽀支持者”和“反對派”進⾏行行辯論. 在這個
課程當中您必須表達我⽅方觀點, 並針對反⽅方的觀點提出反駁, 相當有挑戰及有趣.



演說課程主要培養學⽣生在公開場合進⾏行行⼝口頭介紹的能⼒力力 
透過訓練可增進您的信⼼心即使在公開場合也能侃侃⽽而談 

歡迎⾃自⾏行行準備錄影設備(⼿手機或相機), 老師能為您紀錄您的演說. 您可以在課後檢視⾃自⼰己的演講, 了了解並修正您的弱點.

ESL課程 - 演講課



主題

Socializing Telephoning Meetings Emails

在商業場合之中，如何使⽤用⽤用
禮貌且適當詞彙與句句⼦子與客
⼾戶社交，讓對話愉快的延續
下去是Socializing主題的重
點。

在⼯工作場合崗位上，當有外
國客⼾戶打電話過來來來來，如何透
過電話解決客⼾戶的疑問，或
者與國外客⼾戶確認詳細的資
訊是Telephoning課程的必學
技能。

成功的使⽤用⽤用英⽂文開⼀一場正式
的會議。 
內容包含：如何作為會議主持
⼈人、在會議中報告進度、在會
議中進⾏行行討論、談判。
最重要的事如何與與會⼈人達到
共識才是這堂課的精華。

⼀一封成功的商業書信包含，
如何明確地點出這封信的⽬目
的、禮貌性的⽤用語、如何寫
內容、如何回覆信件、如何
透過商業信件與客⼾戶討

論、....等，在這⾨門課中會學
習到⼤大量量的商業信件詞組。

商業課程



在課堂中，學⽣生可能會
犯錯，老師會在將學⽣生
的錯誤與弱點記錄上訂
正簿上，每⼀一天最後⼀一
堂Review課中，複習課
老師將針對訂正簿上的
部分進⾏行行加強。 

早餐時間

07:50-08:00 每⽇日單字測驗

08:00:08:50 發⾳音

9:00-09:50 實⽤用片語/短語

10:00-10:50 基礎情況訓練

11:00-11:50 辯論

午餐時間

13:30-14:20 演說

14:30-15:20 複習

再確認你每
堂課中所學是
否清楚明⽩白.

諮詢你所
遇到的

困境和問題.
激發你的意志 !

複習課



每⽇日精選⼀一個單字

單字選字VOA’s 1500 單字

Wed Thu Fri Mon

criticize criticize criticize criticize criticize 

crop crop crop crop 

dispute  dispute  dispute  

diplomat  diplomat  

dictator    

Tue

單字測驗



Buddy Teacher

課程上的進
步

未來來的夢想

遊學⽣生活 問題 / 困境 

Buddy Teacher System



Buddy Staff

課程好像
不太合適

房間⾺馬桶
不通

我想考潛
⽔水證照

我想去跳島

Buddy Staff System



入學測驗

最後測驗

諮詢輔導：
1.討論入學能⼒力力測驗結果 及 設定⽬目標
2.第⼀一次到這邊有很多的「擔⼼心」+「不知道」＋「全英⽂文」
3.每隔⼀一段時間後再次諮詢輔導，因為可能有⼀一些問題比較慢出現 

入學測驗與諮詢輔導



評價你的老師 / 課程 投入意⾒見見箱

每週評價



教室採開放式的空間，教室內充滿讓⼈人興奮的氛圍

封
閉
型
教
室
的
缺
點

課程無法準時開始

推銷

睡覺

玩⼿手機

有效訓練學
⽣生在社交場
合對話

開放式空間
達到互相監
督的效果

開放式學習空間



Sun Mon Tue Wed Thu Fri Sat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open

open
open

open

學校僅有在新年年(1⽉月) / Holy 週(3或4⽉月）/ 聖誕節 停課! 

即使是國定假⽇日，First English也不惜⽀支付雙倍薪⽔水請
老師上課，堅持不浪費學⽣生的時間與⾦金金錢。

菲律律賓過多的國定假⽇日



免費提供吹風機與衛⽣生紙

和其他學校相比，我們提供的東⻄西都是實⽤用且必要的！

7個校園情報



ＷiFi 訊號強！！

讓您在菲律律賓也有快速且穩定的網路路
Youtube、線上電影 完全沒問題

7個校園情報



入學組合包

筆記本
拼字本
 瓶裝⽔水
⽔水杯

衛⽣生紙（無限量量供應）
⼀一次量量的盥洗⽤用品（沐浴、洗髮）

菲律律賓旅遊情報雜誌

7個校園情報



花園廣場

7個校園情報



褓姆照顧 與 托兒所

7個校園情報

我們提供您安⼼心良好的學習環境, 您可以放⼼心的將孩⼦子留留在托兒所內. 並且孩⼦子們同時也
享受在這裡快樂的時光.

你也可以出⾨門享受SPA與Shopping



7個校園情報

美味的⽇日式餐點

從學⽣生們的問卷調查顯⽰示，我們的食物是⼈人⼈人讚賞的
我們隨時歡迎提供意⾒見見與建議



7個校園情報

每間房間皆配有獨立的衛浴設備



學校師資情報

教師的錄⽤用

測驗 初次⾯面試 最終⾯面試 試教 訓練

⾼高階英⽂文能⼒力力測驗

⼈人格測試

確認⽂文法

確認發⾳音

確認⼝口⾳音

教學組長

教務主任

總經理理

執⾏行行長

教學演⽰示

總經理理

教務主任

教學組長

每個⽉月的TOEIC測驗

每個⽉月的教學訓練



學校師資情報

師資流動率  低



學校設施

宿舍

花園宿舍 主宿舍

V
S



學校設施

花園宿舍



學校設施

主宿舍



學校設施

籃球場



學校設施

孩童遊戲室



學校設施

開放式教室&⾃自習室

每⽇日開放⾄至午夜12點



TESDA
技術教育及技能發展局認證



Thanks for your particip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