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2003 年 7 ⽉ 29 ⽇成⽴以來，我們始終保持優質的服務，並被公認為宿霧最好的語⾔學校。	

我們主要服務項⺫是為學⽣提供專業和優質的服務：	

協助及提供學⽣成為英語⽤⼾的機會，使他們能夠在國際社會中理解及交流。	

⾺克坦島校區於2022年落成，是⼀個度假村式的校園，為學⽣提供了⼀個輕鬆的學習氛圍。	

學⽣可以在週末參觀附近的餐廳和景點。	



CIA ⾺克坦島校區提供度假村般的	
舒適環境，並擁有寬敞的游泳池、	
圖書館和健⾝房等。	

CIA已通過雅思、OET和劍橋官⽅考	
試中⼼之認證，為喜歡參加官⽅考	
試的⼈提供考試場所。	

我們邀請不同國籍的學⽣來體驗和
⽂化交流。	
我們的英語政策(EOP System)可以
使學⽣運⽤此政策強迫練習英語⼝
說並結交到朋友。	

CIA 提供廣泛的課程，為學⽣提供	
各種選擇，滿⾜他們註冊時想要	
學習的課程。	

CIA提供可⼝，健康且均衡的餐點，	
滿⾜國際學⽣的需求。	

CIA 提供 24 ⼩時客⼾服務⼈員，並	
且提供便捷的教育⼈員的協助管道。	







設施	

周邊設施	
交通	 距離	

克⾥姆斯SPA度假村	

⾺克坦島-新興城市	

⾺克坦國際機場	

J公園島⽔上樂園度假村	



A棟：IDP考場 /	合作社 /	旅⾏社 /	吸菸區	
B棟：⼤廳-CRO(舍監)	/ ⾏政辦公室 	/	咖啡廳 /	學⽣餐廳 /	醫護室 /	教室 /		
	         健⾝房 /	歌唱室 /	娛樂室 /	圖書⾃修室	
C棟：教師休息室 /	校內宿舍 /	洗⾐部 /	游泳池 /	籃球場	



校園	

校⾵	

地理位置	

課程	

程度分級	

可容納⼈數	

宵禁	

⾺克坦島校區	

半斯巴達 Plus	

宿霧-⾺克坦島	
劍橋 ESL, 多益, 雅思, 商業英語, 打⼯度假, 親⼦課程 & 孩童	

初階-中級-⾼級	(Lv.	1,	2,	3,	4,	5,	6)	
學⽣180名	/ ⽼師80名	(2022年)	

週⽇⾄週四&國定假⽇-晚上10點	
週五,週六&國定假⽇前-晚上12點(ex.週⼀為國定假⽇,週⽇即晚上12點)	





・通過參加⼀般的模擬考測試，將訓練學⽣為官⽅測試做準備。	
	
・在他們訓練過的地⽅直接參加官⽅考試。	
	
・以最⼤幅度地提⾼學⽣能⼒並獲得最佳成績。	

福利	





多元化國際學⽣	

英語政策	

CIA課程	

・15種國家	
・全球性的體驗	
・建⽴⼈際關係	

・監察糾察隊	
・罰款 / 捐贈	
・適⽤全校所有⼈	

・⼀對⼀課程	
・團體課程	
・特別課程	







・CIA提供了廣泛的課程，從劍橋英語(ESL)到考試準備課程，例如雅思、托福及多益	
；實⽤英語，例如商業英語、⼤學合作及打⼯度假。	

	
・多樣化的課程和科⺫為學⽣提供及滿⾜所有需求的多種選擇。	

以學習者為中⼼的系統	



劍橋評估英語考試被全球超過25,000所⼤學、雇主及政府所接受。	
鑑於CIA已獲得劍橋的充分認可，在⾺克坦島校區我們保證我們的學⽣將擁有符
合劍橋標準的⾼效英語知識和學習能⼒。	

・ESL	1:1課程：⼝語, 聽⼒, 閱讀, 寫作	
・1:1課程：2堂劍橋1:1課程包含在ESL課程內	
・ESL團體課：對話, 綜合團課,	CNN, 外師, 凱倫課程	

  劍橋 ESL	



多益課程旨在為學⽣準備商業和學術⺫的。	
	
通過每⽇和每週的模擬考試，學⽣可以增強其多益的⼝語、聽⼒、閱讀、寫作
和應試能⼒。此外，他們可以發展⾃⼰的時間管理技能，並提⾼訊息處理、效
率和意識。CIA的多益⽼師也充滿熱情和訓練有素；他們的主要⺫標是協助和幫
助學⽣達到⺫標和官⽅考試成績。	







雅思該課程旨在為希望參加雅思考試的學⽣和需要或想要在國外學習、⼯作或
居住，以英語為主要交流⽅式的學⽣提供學習。	
	
CIA獲得了雅思共同所有⼈IDP	EducaGon	Limited的認可，該組織還在全球範圍內
開發、管理和負責雅思官⽅考試。希望參加雅思考試的學⽣可以向CIA申請。	







商業英語適⽤於希望與英語國家開展業務的⾮英語⺟語⼈⼠，通過獲得求職
或⼯作場所必備的英語技能，幫助學⽣成⻑為商務專業⼈⼠。 我們確保學⽣在
離開 CIA	時對商業環境中的語⾔有深刻的理解，並能夠在現實的商業世界中執⾏
他們的學習。我們確保學⽣在離開CIA後，對商業環境有著深刻的了解，並能夠
在真實的商業環境中進⾏學習。	
・準備商務簡報	
・會議主持	
・談判經營	
・⽂書寫作（例如，商業信函、提案、電⼦郵件）	
・了解⼯作概況和市場⾏銷	



此課程旨在為希望前往澳洲或加拿⼤的學術和專業⺫的獲得打⼯度假計畫(WHP)簽證
的學⽣做好準備。	
	
歡迎任何⽔平的學⽣參加該課程。他們將被介紹給澳洲⼝⾳和那裡的⽣活⽅式。 此
外，他們將能夠學習英⽂⾯試和對話技巧，並創造出令⼈印象深刻的簡歷和履歷表。	

打⼯度假	



宿霧國際學院(CIA)提供夏季和冬季應與國際令營，為希望發展親⼦和孩童在愉快且互動的氛
圍中掌握英語技能。我們確保住宿的舒適性和附近活動的選擇，以確保語⾔學習的和諧組合。	
我們擁有的最有趣、最激動⼈⼼的課程不僅使學⽣享受各種校外活動，⽽且還可以學習英語
並與不同國籍的其他學⽣互動。	
・8	節課，適⽤於家⻑和低年級學⽣	
・為低年級學⽣提供全天⼀對⼀課程	
・家⻑⼀對⼀和⼩團體課程	

親⼦ & 孩童	

Junior	

Parents	

1:1	 S-Group	 Self	Study/Free	8me	

6	 0	 2	/	2	

4	 2	 2	/	2	

＊課程詳情請參照本校官網	



英語夏令營⾃ 2003	年以來，CIA	英語夏令營是菲律賓宿霧排名第⼀的英語夏
令營。每年有 400-500	名來⾃⽇本、韓國、中國、台灣、越南和阿拉伯的學⽣參
加。 課程和活動經過創造性的設計和規劃，為學⽣提供有趣的學習體驗以及學
習英語、發現⽂化、加強友誼和聯繫、提⾼技能和發展才能的各種機會。	

・專業⽼師的⼀對⼀課程	
・指導準確發⾳和語調的外師教師分組上課 	
・優秀的分級系統和課程，配有適當的教材	
・體育課，學習各種體能活動並享受其中	
・菲律賓宿霧有趣的⼾外活動，如滑索、⽔上運動、釣⿂等。	
・度假村⼀⽇遊（J-Park	度假村、PlantaGon	Bay	和 J	Center	Mall	的天空⽔上樂園）	
・偏鄉志⼯⼀⽇公益活動	
・才藝表演	
・紀念品購物	



・通過規劃和加強相關且有趣的互動課程來滿⾜學⽣的需求和興趣。⿎勵學⽣積	
				極參與學習過程。	
	
・教育組定期實施指導教師發展計劃、觀察並收集學⽣的反饋，以保持優質服務。	





・CIA	⼯作⼈員將在機場等候新⽣。	
	
・為新⽣提供熱情的歡迎和接送服務	
	
・學⽣和接機⼈員會⼀起搭乘專送專⾞安全的前往 CIA	校園。	



⼊學測驗	

・所有新⽣都必須在第⼀周的星期⼀參加⼊學考試，以獲得準確的等級和課程。	
	
・⼊學考試是對每個學⽣在聽、說、讀、寫⽅⾯的英語技能的程度評估。	
	
・學⽣將在下午根據他們的程度等級拿到他們的對應的適當教材。	



・每位新學⽣都會分配
⼀名指導⽼師(學術顧
問)，以幫助他們滿⾜其
學術需求和學校⽣活。	

・專屬的台灣籍經理協
助學⽣當地事務。	

・CIA 國際經理將是您
最好的⽼師和朋友。	







晨考	

・開學第⼀天，新⽣將收到每⽇的測驗教材。	
・每⽇測驗包含基本詞彙和⽂法，供學⽣學習。	
・從星期⼀到星期四進⾏測驗。	
・每週總成績：40分，ESL	-	24分 /	TOEIC,	IELTS	-	26分，低於這些最低要			
					求分數的學⽣，不允許在隔週末外出。	





・CIA	提供美味、健康的餐點，滿⾜不同⼝味的需求	
	
・我們的廚房⼯作⼈員不斷提供均衡的⻝物選擇，包括無限量的沙拉和⽔果	
    每餐都有的⾃助吧	
	
・每個⽉底都會準備特別菜單	



宿舍舍監服務台(CRO)	
・我們為學⽣提供365天，每天24⼩時輪值的服務。	
・我們為您解決問題/不便，並儘快處理。	
・在發⽣緊急情況時，CRO團隊可以聯繫適當的國際經理，並對緊急情況做出	
					應對，例如協助就醫。	
・還提供包裹收取服務。	

・我們為學⽣提供365天，每天7:00AM	-	8:00PM	的服務。	

	清潔	/ 洗⾐服務	



校醫服務	

・學校護⼠將從週⼀⾄週五(08:00	AM	- 18:00	PM)來照顧學⽣的健康。	
	
・校護提供醫療建議或⼀次性免費處⽅。	
	
・校醫將會每週⼀次拜訪學校來為學⽣免費看診。	
	
・校醫/校護將會在需要時建議⾄⼤醫院就診，並對緊急情況做出迅速決定。	



		程度測驗	/ 畢業考試	& 畢業典禮	

・通過程度和畢業考試，學⽣可以了解他們的學習進度	
	
・所有 ESL、打⼯度假、商業英語等課程就讀5	週(含)以上的學⽣必須參加	
	
・畢業考試在每週三退房前⼀周的下午 1:30	⾄下午 3:30	
	
・頒發結業證書給畢業學⽣	





			每週活動	/	週五活動	

・每週五，每週都有不同的課後活動	
	
・演講⽐賽、閱讀挑戰、寫作⽐賽	
	
・所有學⽣都必須在畢業前參加其中⼀項⽐賽	
	
・這些活動絕對有助於學⽣建⽴⾃信⼼	



  每⽉活動	
・通過參加各種活動來體驗和展現才藝	
	
・其他每⽉活動，例如：美⻝嘉年華、尊巴舞、偏鄉⼀⽇志⼯公益活動等	
	
・與其他學⽣和⽼師互動	
	
・與 CIA	⼤家庭⼀起度過有趣和難忘的遊學⽣活	















	
	
	
簽證延⻑	

簽證	 第1次延簽	 第2次延簽	 第3次延簽	 第4次延簽	 第5次延簽	

適⽤8週之學⽣	 適⽤12週之學⽣	 適⽤16週之學⽣	 適⽤20週之學⽣	 適⽤24週之學⽣	 適⽤28週之學⽣	

可拘留59天	 89天	 119天	 149天	 179天	 209天	

以59天	
觀光簽證為例	 PHP	5410	 PHP	3540	 PHP	3540	 PHP	3540	 PHP	4650	

以下是學⽣抵達菲律賓後必須⽀付的當地費⽤	

・註冊費：⼀次性	/ 若取消報名將不會退回	
・週⽇免費機場接送，其他時間⼀律收取PHP	1,000	
・SSP：沒有學⽣簽證⽽想在菲律賓就讀的⼈需申請特別就學許可(7,000披索)	
・I-Card：持30天旅遊簽證，在第⼀次延簽時都必須持有本卡(4,500披索)	
																				持59天旅遊簽證，居留超過8週的學⽣必須持有本卡,	此卡的效⽤如同護照(4,500披索)	
・宿舍押⾦：抵達學校時須⽀付PHP	2,500，退舍前將會退回	
・電費：每四週PHP	2,000	
・⽔費：每四週PHP	1,000	
・書籍費：第⼀套教科書為強制購買PHP	2,000共9本(ESL)，視學⽣學習狀況，約可使⽤8週	
・ID	Card	/ ⼤頭照：PHP	200	
・綜合管理費：每四週PHP	2,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