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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世界級旅遊勝地的宿霧

具現代度假村風格的校園

可以轉到另一個校區

Dreams come true
IN CG ACADEMY
希望熟練掌握英語的學生
歡迎到CG語言學校來實現自己的夢想吧！

CG語言學校為學生提供全英語的教學環境, 對學生如家人般細心照料     
CG語言學校為學生提供的不僅是語言學習的環境, 更站在學生的角度考慮問題, 並且幫助學生大幅
提升英語實力以及帶領學生參與當地的文化體驗, 這些一直都是我們努力的方向     
我們堅信, 任何一項學習活動, 只有在學生滿意的環境下進行, 才能達到最大的效果
      
教學課程為零基礎學生們所設計的入門班 ; 針對剛開始熟悉英語而需要提高英語水平
而設計的初級班 ; 讓學生英語發音像英語母語者而設計的中級班, 以聽, 寫, 同步口譯為目標所設計
的高級班, 共分成四個階段, 而每個階段透過具體的教學課程來實現

CG Academy Sparta Campus CG Academy Banilad Camp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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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個CG ACADEMY優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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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G語言學校有系統的學習模式
2004年開始為了培養用英語作為第二外語的全球人才,
CG到現在一直努力開發獨家的學習模式
CG語言學校以頂級師資, 及最佳的教師培訓和教師管理系統讓
新教師的能力大大提升而感到驕傲

最多不超過4人的團體課
菲律賓遊學的最大優點除了1對1課程外, 也給學生提供集中式的教學, 
且每堂團體課最多4位學生   
設有豐富且多樣化的課程, 學生能依照個人需求任選適合自己的課程

有營養的自助式餐點
又好吃又健康, 各國籍都適合的自助式餐食
為了滿足學生用餐的滿足感, 每週一日特製菜單
用新鮮食材提供早餐, 午餐提供主菜和多樣小菜配合的跨國料理
晚餐可以享用3個主菜和10多道小菜, 以及各種當季水果, 蔬菜,
沙拉, 各種飲料等豐盛的料理

多元化的國籍比率
目前有韓國, 日本, 臺灣, 越南, 中國, 蒙古等多國國籍的學生為了
自己的英語目標在努力學習
穩定的國籍比率會幫助讓學生增進文化交流且提高英語能力

根據學生的需求訂制豐富且多元的課程
CG語言學校包含快速提高英語實力的Sparta校區及最佳地理位置,
且提供半斯巴達, 一般ESL, 親子遊學等多樣課程的Banilad校區
根據學生的個人水平和需求量身定制,  幫助他們最有效, 最快速地學
習英語

最強的斯巴達式 Sparta Campus!

位於宿霧市中心的 Banilad Camp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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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RTA Campus
乾淨且舒適的度假村風格的學校

宿霧最強的斯巴達式學校

CG斯巴達校區 
有一天十二小時的最強斯巴達式課程

CG語言學校在寬鬆和嚴格間取得
了良好的平衡, 讓學生能夠得到英

語能力和文化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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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12小時的
最強斯巴達式授課

- 週一 ～ 週四(週五上課到17：00)
  早上八點到晚上十點, 由資歷深, 經驗豐富
  的專業教師為學生提供高標準的英語教學

- 禁止平日一到四外出, 打造良好的學習風氣
  和環境, 讓學生集中精神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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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EOP(English Only Policy)

- 為了最有效地提高英語水平, 實施在校內只講
   英語的EOP

- 實施時間：正規課時(08:00 ～ 16：50)

- 例外時間：午餐時間以及正規教學課時以外

- 例外區域：宿舍內, 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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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在研修期間的生活所需

- 書桌, 書櫃, 衣櫥, 床, 冷氣, 化妝室樣樣具備,  
  每棟宿舍備有免費無線上網設施

- 學校設施包括游泳池, 籃球場, 乒乓球場, 
   慢跑道, 販賣部, 自習室, 會議室及Wi-Fi使用等
   便利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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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G Academy Sparta Campus

雙人房

團體課程學校全景

單人房

四人房

籃球場 販賣部

三人房



BANILAD Campus
溫馨的半斯巴達式學校

位於宿霧市中心的學校

CG Banilad校區 
提供為每位學生量身定做的各種課程

位於宿霧市中心, 是同時學習,
娛樂和文化體驗的最佳語言學校

CG Academy Banilad Camp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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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人房單人房

三人房 四人房

多樣化課程及教育系統

- Banilad校區提供適合不同學生需求的課程     

- 為了想更專心學習的學生而開設了比原有的 
  General課程更嚴格的Semi-Sparta課程

- 小學, 國中, 及高中學生可在家長陪同下舒適
  且安全地研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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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給學生提供更集中而豐富的教學, 每堂
  團體課設限不超過四位學生 (正規課程內的團
  體課都採用這種團體課模式)

- 設有豐富多樣化的課程, 學生可按照個人所
  需任選適合自己的課程

最多不超過4人的團體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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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宿霧最方便的位置

位於被稱為宿霧市最中心的Banilad地區,
離周邊最繁華的 IT-Park僅5~10分鐘路程

步行5分鐘即可找到韓國, 日本, 義大利餐館,
按摩店, 水療館, 各國超市（韓國, 日本）和銀行

學校周圍有很多出租車和 Grab,
位於市中心, 方便快捷到達任何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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籃球場

1:1課程團體課程

自習室



SPARTA Campus Program BANILAD Campus Pro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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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8個等級 共8個等級

CG Academy Sparta校區課程介紹

日程表 日程表
1 Level Elementary

2 Level Low Beginner

3 Level Mid Beginner

4 Level High Beginner

5 Level Low Intermediate

6 Level Mid Intermediate

7 Level High Intermediate

8 Level Advance

1 Level Elementary

2 Level Low Beginner

3 Level Mid Beginner

4 Level High Beginner

5 Level Low Intermediate

6 Level Mid Intermediate

7 Level High Intermediate

8 Level Advance

時間 課時 課程
07:00 ~ 08:00 早餐(周末及公休日 8:00~9:00)
08:00 ~ 08:45 第一節

1:1課程或1:4課程或空堂
(實行EOP)

08:55 ~ 09:40 第二節
09:50 ~ 10:35 第三節
10:45 ~ 11:30 第四節
11:40 ~ 12:25 第五節 (可以吃午餐)
12:25 ~ 13:25 午餐
13:25 ~ 14:10 第六節

1:1課程或1:4課程或空堂
(實行EOP)

14:20 ~ 15:05 第七節
15:15 ~ 16:00 第八節
16:10 ~ 16:55 第九節
17:05 ~ 17:50 Evening Class
17:50 ~ 19:00 晚餐
19:00 ~ 20:00 Vocabulary Test& Essay (預留座位) 
20:10 ~ 21:00 自選自習課 (預留座位)

※ 平日不可以外出, 周五畢業典禮後可以外出

時間 課時 課程

07:00 ~ 08:00 早餐(週末及公休日 8:00~9:00)
平日(Vocabulary Test)

08:00 ~ 08:45 第一節

1:1課程或1:4課程或空堂
08:50 ~ 09:35 第二節
09:40 ~ 10:25 第三節
10:30 ~ 11:15 第四節
11:20 ~ 12:05 第五節 (可以吃午餐)
12:05 ~ 13:05 午餐
13:05 ~ 13:50 第六節

1:1課程或1:4課程或空堂
13:55 ~ 14:40 第七節
14:45 ~ 15:30 第八節
15:35 ~ 16:20 第九節
16:25 ~ 17:00 Optional Class 1 – Essay

17:05 ~ 17:50 Optional Class 2 – Grammar, TOEIC Listening, IELTS Listening
(可以吃晚餐)

17:50 ~ 19:00 晚餐
19:00 個人時間

Sparta Course IELTS Basic Course

IELTS Guarantee Course

IELTS No Guarantee Course

Premier Sparta Course

TOEIC Sparta Course

TOEIC Premier Sparta Course

Business English Course

Banilad校區課程介紹Sparta校區課程介紹

•  1:1課程 (4堂課) + 1:4課程 (4堂課)
•  Evening Class (1堂課 : 文法, TOEIC Listening, IELTS) 或者 Self Study
•  Vocabulary Test & Essay (1堂課) + 自選自習課 (2堂課)

•  1:1課程 (4堂課-IELTS, ESL) + 團體課程 (4堂課-IELTS, ESL)
•  Evening Class (1堂課-IELTS) 或者 Self Study
•  Vocabulary Test & Essay (1堂課) + 自選自習課 (2堂課)

1. 開課日 : 每月指定開課日期 (參照學校網站)
2. 研修時間 : 12週 (10週上課 + 2周等待考試結果)
3. 保障分數登錄條件
- IELTS 5.5 Course : Entrance IELTS Test 3.5 以上 或者 TOEIC 500 以上
- IELTS 6.0 Course : Entrance IELTS Test 5.0 以上 或者 TOEIC 700 以上
- IELTS 6.5 Course : Entrance IELTS Test 6.0 以上 或者 TOEIC 810 以上
※ 如果沒有官方考試成績 , 當學生到學校的時候, 實施CG的模擬考試.
•  1:1課程 (4堂課-Speaking, Writing, Reading, Grammar) +
   團體課程 (4堂課-Listening, IELTS Preparatory Exam)
•  Evening Class(1堂課-IELTS)
•  IELTS Vocabulary (1堂課) + 義務自習時間 (2堂課)

1. 開課日 : 每週一
2. 研修時間 : 4週~12週
3. 各分數報名條件
- IELTS 5.0~5.5 Course : Entrance IELTS Test 3.5 以上 或者 TOEIC 500 以上
- IELTS 6.0~6.5 Course : Entrance IELTS Test 5.0 以上 或者 TOEIC 700 以上
※ 如果沒有官方考試成績 , 當學生到學校的時候, 實施CG的模擬考試.
•  1:1 課程 (4堂課-Speaking, Writing, Reading, Grammar) +
    團體課程 (4堂課-Listening, IELTS Preparatory Exam)
•  Evening Class (1堂課-IELTS)
•  IELTS Vocabulary (1堂課) + 自選自習課 (2堂課)

•  1:1課程 (5堂課) + 1:4課程 (3堂課)
•  Evening Class (1堂課 : 文法, TOEIC Listening, IELTS) 或者 Self Study
•  Vocabulary Test & Essay (1堂課) + 自選自習課 (2堂課)

•  1:1課程 (4堂課-Listening, Reading&Vocabulary, Grammar, Speaking
   中選擇) + 1:4課程(4堂課)
•  Evening Class (1堂課 : 文法, TOEIC Listening, IELTS) 或者 Self Study
•  Vocabulary Test & Essay (1堂課) + 自選自習課 (2堂課)

Level1~4-根據多益分數來分Level

•  1:1課程 (5堂課-Listening, Reading&Vocabulary, Grammar, Speaking
   中選擇) + 1:4課程 (3堂課)
•  Evening Class (1堂課 : 文法, TOEIC Listening, IELTS) 或者 Self Study
•  Vocabulary Test & Essay (1堂課) + 自選自習課 (2堂課)

Level1~4-根據多益分數來分Level

•  1:1課程 (4堂課-Business English, ESL)
   + 1:4課程 (4堂課-Global Business English, ESL)
•  Evening Class (1堂課-文法, TOEIC Listening, IELTS) 或者 Self Study
•  Vocabulary Test & Essay (1堂課) + 自選自習課 (2堂課)

研修時間 : 4週(可以跟其他課程組合進行)

CG Academy Banilad校區課程介紹

General ESL Course

•  1:1課程 (4堂課) + 1:4團體課程 (2堂課)
•  Optional Class 1 – Essay
•  Optional Class 2 – Grammar, TOEIC Listening, IELTS Listening

Semi-Sparta Course

•  1:1 課程 (4堂課) + 1:4課程 (4堂課)
•  單詞考試 (強制) - 如考試未及格則限制當天外出
•  Optional Class 1 - Essay (強制)
•  Optional Class 2 - Grammar, TOEIC Listening, IELTS Listening
                                   (不強制)
    ※ 正式課程內不可以外出, Essay課之後才可以外出

Intensive ESL Course

•  1:1課程 (5堂課) + 1:4團體課程 (1堂課)
•  Optional Class 1 – Essay
•  Optional Class 2 – Grammar, TOEIC Listening, IELTS Listening

Power ESL Course

•  1:1課程 (6堂課)
•  Optional Class 1 – Essay
•  Optional Class 2 – Grammar, TOEIC Listening, IELTS Listening

IELTS Basic Course

•  1:1課程 (4堂課) + 團體課程 (4堂課)
•  單次考試（強制）- 如考試未及格則限制當天外出
•  Optional Class1 - Essay（强制）
•  Optional Class2 - Grammar, TOEIC Listening, IELTS Listening
                                  (不強制)
   ※ 正式課程內不可以外出, Essay課之後才可以外出

Family Guardian ESL Course

•  1:1課程 (4堂課)

TOEIC Course

•  1:1 課 共4節 (3節 – TOEIC課, 1節 – ESL 課)
•  1:4 團體課 共4節 (2節 – TOEIC課, 2節 – ESL 課)
•  單詞考試 (強制) - 如考試未及格則限制當天外出
•  Optional Class 1 – Essay (強制)
•  Optional Class 2 – Grammar, TOEIC Listening, IELTS Listening 
                                   (不強制)

* 正規課時內不可以外出，Essay課之後才可以外出
* 每2週進行一次 TOEIC 模擬考試

Family Junior ESL Course

•  1:1課程 (4節課) + 1:4課程 (2節課)

•  1:1課程 (4節課) + 1:4課程 (2節課)
- 小學4年級以上至未滿15歲的青少年
- Family Junior ESL Course費用 + 每4週 $300
- 菲律賓駐校老師的陪同及管理下研修

Junior ESL with Guardian Course



Global Business English 不僅講授商務英語 (Business English), 還結合實際就業,
使講課內容對學生將來就業有所幫助

American English 
Conversation

重點講授實用的文法及單字,
讓學生熟練掌握日常生活中實際能用到的英語表現方式

Daily Expressions & 
Survival English

通過從實際生活場景中精選的內容進行剖析練習,
培養學生自己能熟練解決困難和問題的能力

CNN
通過收看收聽CNN新聞, 反復進行訓練
提高學生能夠正確掌握句子內容的能力

Media
通過觀看電影和電視劇,
熟練掌握在不同場景的生活中實際有用的英語表現方式

Debate & Argumentation
針對每天新的主題, 促進學生能夠正確使用英語表達以及展開論述自己的想法
同時提高學生的思維能力及溝通能力

Forms Of Listening
通過反复及有效的聽力訓練, 讓學生熟練掌握文章構造,
能夠準確掌握傳達信息的核心內容

Public Speaking & 
Speech Communication

培養說話能力, 走進聽眾的心裡
學習能夠點燃聽眾熱情, 鼓舞及感動人心的談話要素

Creative Writing 正確活用文法, 以豐富的想像力為基礎, 幫助學生培養具有獨創性的寫作能力

Oral Conversation & 
Listening

學習教程以外, 在日常生活中常用到的, 不同的口語表達方式

Supplementary English
學習在簡短的句子裡精通地使用慣用語, 連詞方法和適合的表達,
適合動詞使用方法的課程

Fundamental Guide 
To Effective Writing

通過了解句子的結構, 提供一種更容易閱讀原文的方法, 並且提高寫作能力
培養學生如何剖析句型的結構也提高學生閱讀速度以及寫作水平

OPIC
課程為準備OPIC考試的學生建立自信心, 學習如何以豐富的表達方式,
闡述自己的想法

Intensive Approach 
To The New TOEIC Listening

讓學生密集訓練TOEIC聽力部分
提高聽力成績的同時, 也可鍛煉學生平時的聽力能力

Tactics For TOEIC Speaking 以提高TOEIC口說的成績為目標, 針對學生弱點以提高英語口語水平

Intensive IELTS 
Preparation Course

針對 IELTS的密集備考課程, 有助於習得應考技巧以及提高實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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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ive Speaker

Native Speaker

1:4團體課程選擇 CG Academy 註冊規定

退款
規定

注意
事項

學校
規定

01. 出國前2週申請

02. 出國前2週~出國天前申請

03. 開課後研修時間25%之內申請

04. 開課後研修時間25%-50%之內申請

05. 開課後研修時間50%以上申請

扣除註冊費之外全額退款

退全額的80%

上課當週除外退還50%

上課當週除外退還20%

不予退還

<Banilad校區>

-  平日：從早上8點開始, 空堂時可以自由地外出  
   (但, Semi-Sparta課程及IELTS Basic課程的學生17:00
   以後才可以外出)
-  週末及公休日 : 從早上5點開始可以外出
-  週五, 週六, 公休日前一晚上(隔天沒有課的情況下)
    ⇒ 24:00 (晚上12點)
-  週一到週四, 週日, 公休日的最後一天(隔天有課的
   情況下)⇒ 22:00 (晚上10點)
-  唯有在出外旅遊時, 才准在學校外過夜, 但必須要提
   前提交旅遊計劃書 並且在隔週一要提交住宿收據等
   憑證
-  因安全上的考量, 禁止到宿務市, 曼達維市, 塔里塞
   市, 馬克坦島旅行過夜.
   (馬克坦島只允許住在學校指定的酒店)
     *  在學校內飲酒或帶酒回來時
     *  出入異性房間時
     *  不聽其他管理員指示時
9.  罰分是累積計算, 按累計的分數來計算是否被禁足
10. 學校對天災, 紛爭, 航班延誤或取消等不可抗力而
      發生的損失概不負責
11. 所有事故的直接責任由本人負責,而在學校, 宿舍以 
      外的區域因個人原因發生的事故, 學校概不負責
12. 針對研修期間有可能發生的物品遺失及安全事故, 
      出國前請先在國內投保旅行險, 這樣研修期間所發生
      的事故才能得到合理的理賠, 學校一律不負責

退學相關規定
照學校的相關規定被勒令退學時, 沒有任何退款或補償
且學校會通知該學生的代辦以及父母

1.  無特殊原因, 不得隨意更換課程和教師 (每週三可以
     申請更換課程, 得到批准後在下週一開始上新課)
2.  若遲到, 早退, 曠課分三種處罰方式
3.  菲律賓國慶日以及公休日不上課
4.  CG語言學校有權提前通報並可以更改課程
5.  學生自己準備個人用品, 例如 : 肥皂, 牙膏,
     洗髮水, 衛生紙等
6.  沒有委託管理員另行保管的個人物品被盜或遺
     失時, 學校一律不負責
7.  除了公用電費以外,學生根據空調的電錶繳納空
     調費.(一旦發現更動電錶會罰款)
8.  對以下情形給予罰分
      * 未參加正規Level Test時
      * 違反門禁時間時

<Sparta校區>
-    平日不能外出(週五畢業典禮以後才能外出)
-    週末(週五、週六)及公休日→晚上12點前回學校
-    週日及連假最後一天(隔天有課時) 
    →晚上9點前回學校
-    唯有在外旅遊時, 才准在學校外過夜, 
     但必須要提前提交旅遊計劃書, 並且在隔週一要提交
     住宿收據等憑證
-   因安全上的考量, 禁止到宿務市, 曼達維市, 塔里塞市,
    馬克坦島旅行過夜.
    (馬克坦島只允許住在學校指定的酒店))

CG語言學校的註冊規定
和退款規定, 都了解了嗎?

請務必在出境前確認CG註冊規定和退款規定。
對於未確認而造成的損失, 學校一律不負責。

請帶Cirrus或Plus或者其他海外可用的國際信用卡

基本盥洗用具, 消耗品(紙巾等)可以在宿務購買,會更加便宜
電子詞典是必備的, 毛巾, 內衣, 短袖等要充分地準備
因在學校24小時開空調,學生容易感冒, 因此需要幾件長袖, 薄長袖外套和感冒藥
外傷藥和OK蹦, 維生素C等也可準備, 以及個人所需藥物

您有國際信用卡嗎?

準備個人所需物品

* 註冊費不予退還
* 課程註冊需四周(含)以上, 才可使用退款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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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日程表 Sparta 每日日程表 Banilad

週五, 週六, 週日可以外出
門禁：週五, 週六24:00, 週日21:00

每天都可以外出
門禁 : 週一到四及週日22:00, 週五及週六24:00

早餐時間
開心地享用營養又豐富的餐點吧!

07:00~08:00

早餐時間
享用均衡營養的早餐後開始嶄新的一天吧!

07:00~08:00

單詞考試
每日驗收讓學生了解個人進步的程度

(Semi-Sparta及IELTS Basic)

07:00~08:00

上午課程
每堂課45分鐘及5分
鐘的下課休息時間

08:00~12:05

午餐時間
提供10-15種豐富又營養的菜

餚讓學生重新積蓄精力投入到
下午的學習當中

12:05~13:05

下午課程
每堂課45分鐘及5分鐘
的下課休息時間

13:05~16:20

選修課
作文(Semi-Sparta及IELTS Basic是強制的)

16:25~17:00

選修課
依個人需求可在Grammar, TOEIC Listening, 
IELTS Listening中擇一

17:05~17:50

晚餐時間
讓學生在享受美味食物的過程中享受一天的充實,

並滿懷期待地準備新的一天

17:50~19:00

個人時間
能妥善利用這段時間
自習或和同學交流以
活用英文

19:00~

上午課程
每堂課45分鐘及10分鐘的下課休息時間

08:00~12:25

午餐時間
EOP解放時間，能盡情地講母語好好地吃午餐

12:25~13:25

下午課程
每堂課45分鐘及10分鐘的下課休息時間

13:25~17:05

Evening Class
依個人需求可在Grammar, TOEIC Listening, 
IELTS, Self Study中擇一

17:05~17:50

晚餐時間
用10-15道菜色的晚餐 - 補認真學習消耗的精力

17:50~19:00

單字測驗及作文練習
驗收自己是否進步的好時機, 更能透過作文改
善文筆能力

19:00~20:00

自習時間
選擇性參加, 

也能自行利用時間安排適合自己的計畫

20:10~2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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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G IELTS 考試結果
Cebu Globalization Academy Cebu Globalization Academy

INTERVIEW

HI！我是JUNE, 從事牙醫助理的工作, 相信不管任何的工作, 大家或多或少都會碰到外
國人吧？當然我也不例外, 每當碰上外國人時, 都要絞盡腦汁用畢生所學的破英文跟
他們溝通, 總是會耗上一段時間在雙方溝通不良的狀況下, 因此, 當朋友邀請我一起到
CEBU學英文時, 我幾乎想都沒想就答應了(直接答應才去問老闆可不可以請長假)!
當初選CG Banilad的原因很簡單, 因為離市區近又是旅遊勝地, 難得出國, 大家除了學
習也要好好地遊玩一下當地! 來到這間學校, 起初很擔心上課全英文我怎麼可能聽得
懂, 但是老師會以最簡單的單字解釋讓我能理解, 或是畫圖的其他方式, 如果再不行, 最
後才查字典 (猜來猜去的其實蠻有趣的), 有任何問題也都可以問老師, 老師都會竭盡所
能地回答, 體會到完全不同的學習方式。
另外我所遇到的學生們各個都很友善, 好相處, 在當中也不乏很厲害的學生(非臺灣), 不
但英文已經很有程度了連中文都會講(臺灣學生也是有超厲害的), 心裡真心佩服, 也感
受到自己在學習上是多麼的不足, 在那你真的會有好好學語言的動力!
雖然我只有待短短的一個月, 但我待的每一天都有好的回憶, 期盼往後還有一段時間再
過來這學習!

Review: How was your class in CG?
It is said that a good classroom creates a friendly environment for students to 
learn and discover the world. That is also the plus point for learning English at CG 
ESL Center in Cebu.
CG not only impressed me with the dormitories for students which are extremely 
clean and comfortable, but also provides 1:1 classrooms and group classes fully 
equipped with teaching facilities. It makes students feel excited during their 
study. The three-storey classroom is close to the dining room and the A and B 
dormitories. This is very convenient for students to move to the classroom.
Every student here is required to study at least 6 lessons a day, which is arranged 
in a way that is appropriate for each student’s level. After the entrance test on 
the first day, students will receive exam results and timetable as well as the level 
appropriate to the learning of each person. Each class is equipped with tables, 
books suitable for level of students and also air conditioner. 1:1 classroom is small 
for 1 student and 1 teacher. This class allows student to communicate and talk to 
the teacher more and the teacher can focus on helping students improve their 
speaking ability. 
If you take the basic course, you will have 4 periods of 1:1 a day. The group class 
will consist of 4 students. The teachers are mostly young people, dedicated to 
the profession. They always take full advantages of their ability to teach their 
knowledge to the students.
In short, CG Academy is an ideal English language school for you if you want to 
improve your English quickly and most professionally.

I had a nice time in CG for 1 month. CG has a strict rule that pushes me 
to study. For example is the EOP (English only policy), I can’t go out 
during week days If I will have a lot of penalty points. I think that I can’t 
have the chance to put myself in this strict environment again. You 
may think “Isn’t it too strict?”
There are humorous teachers, a lot of friends from other countries, 
cheering each other, and having some time to play made forget now 
hard it is.
I can study English practically, different from the one that I can learn in 
Japan.
So, I could get TOEIC score surprisingly higher than before.Thanks to 
everyone in CG.
If you’re hesitating, I recommend you to study in CG!

在CG待了六個禮拜, 我⼗分享受在這裡的日⼦。抱持著精進英文的想法來到這裡, 我
非常滿意。除了自己選定的課程以外, 平常下課嚴格的EOP(English Only Policy) 讓我
能夠⾝處在一個全英文的環境中, 這點非常可貴, 也是我離開台灣來到菲律賓最重要的

理由。

CG號稱的斯巴達教學我認為幫助極大, 不只是我自己, 下課時也能看到來自不同國家
的同學們, 即使英文不夠流利, 仍努力的地讓對方理解自己的想法, 這個才是學習的⽬

的。

除此之外, 晚上的單字考試也能逼迫自己更努力用功, 才不會上完課就忘了, 非常適合

培養自律能力。

另外一個重點則是, 這邊的老師大多為菲律賓籍以及一位加拿大籍, 意味著他們唯一會
的語言只有英語, 但不必擔心, 這邊的老師雖然大部分都很年輕, 卻都非常有教學經驗

並且專業到讓你忘記他們的年齡!

菲律賓是一個由7000多座島組合的國家, 在認真讀書之餘別忘了找到自己的方式去放
鬆, 跳島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尤其宿霧為非常熱⾨的旅遊聖地, 不怕不好玩, 只怕玩不
透。

名      字      Nishijima Taro (William)
國       籍      日本 (Japan)
研 修 期      2018/7/1 - 2018/7/29 (4 weeks)
校      區      Sparta 校區

名      字      Chen Yi Hsuan (Frankie)
國      籍     台灣 (Taiwan)
研 修 期      2018/6/17 - 2018/7/30 
               (6 weeks)
校      區      Sparta 校區

名      字      Wang Chen Yun(June)
國      籍     台灣 (Taiwan)
研 修 期     2018/8/19 - 2018/9/17 
               (4 weeks)
校      區      Banilad 校區

名      字      Tran Huyen Linh (Sarah)
國      籍     越南（Vietnam）
研 修 期     2018/5/27 - 2018/6/24 
               (4 weeks)
校      區      Banilad 校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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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CG語言學校, 學生能透過著名的旅遊勝地
宿霧以了解及體驗多元文化

在CG語言學校, 學生可以享受著名的旅遊勝地 
宿霧的環島探險, 水上活動, 度假村旅遊等多樣的旅遊活動

Bohol I

宿霧嘉華山瀑布

Ayala Mall

香格里拉度假村

Plantation Bay Resort 

Cebu Tops H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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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G ACADEMY
證書

Sparta Campus    1951-A-1 Uldog Cansojong, Talisay City, Cebu, Philippines

                                  TEL (CEBU) +63-32-462-5013

Banilad Campus   Base Camp, Maria Luisa Road, Banilad, Cebu City, Philippines

                                  TEL (CEBU) +63-32-234-3267

                                  E-MAIL cgworld@cebucg.com
                                   www.cebucg.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