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英语语言学院   2019 
  

 

 

 

 

 

 

 

 

 

 

 

 

 

 

 

我们提供以下课程: 

 

学术英语 

此教学方案适用于国际留学生希望提升英语能力，希望通过

学习顺利通过IELTS，CAE或者FCE考试。 

该方案将学术英语分为10个区间进行分段式教学，力求帮助

国际留学生根据自身能力和目标，从初级至高级有效快速的

提高英语能力。我们的专业英语讲师通过科学的教学方法和

敬业的工作作风，帮助学术类学生在英语能力考试中尽可能

取得好的成绩。 

 

新西兰国家英语证书 NZCEL 

此教学方案针对国际留学生准备进入新西兰高校就读或者不

需要雅思成绩而设计的全日制英语学习。六个不同的级别从

基础到高级涵盖了听，说，读，写四个方面。 

国家英语3级相当于雅思5.5水平，4级相当于雅思6.0水平。 

 

学生假期英语项目 

每年学生假期期间开展的全日制学习与游览相结合的项目。

特色的英语教学和丰富的课外活动让学生感受一个充实丰富

的假期学习。 
 

医疗专业英语 

针对专业医护人员设计的全日制英语课程（特别针对护士）。

课程目的为提高专业护理英语水平和顺利通过OET考试。全

日制英语学习和3小时针对OET强化训练（需额外支付150纽

币）。 
 

普通实用英语课程 

针对意向在新西兰工作或生活的群体而开设，教授日常常用

英语，课程时长及内容可根据学生需求灵活配置，随来随学，

帮助新移民快速融入当地生活。 

 

瑜伽英语 

全职学习英语时间为一周五天，上午9点至下午3点。由有资

质的瑜伽教师（英语）课前或课后授课，每周五个课时。英

语课每周390纽币，瑜伽课每周60纽币，一周共计450纽币。 

有关瑜伽信息请浏览 www.yogapalmerstonnorth.co.nz。 

 

雅思预测试中心 

ETC是雅思考试认可的预测试中心之一。全真预测试环境和

雅思模拟考试能帮助学生有效和有针对性的应对雅思考试。 

 

OET 行业英语测试 

这个课程是为打算在医疗行业工作或进修的学生而设计，尤

其是在护理方面。课程中包括专业医疗英文教学以及为 OET

考试作准备。OET 考试的证书在澳大利亚，新西兰和新加坡

均被认可。OET 课程分为两个部分，上午是学术的课程，下

午学生可以自由选择在校自习或在护理中心实习。 
 

剑桥英语－我们提供初级水平和高级水平课程。 
 

托业考试－惠灵顿中心 
我们是针对托业考试(TOEIC)经授权的教育和考试中心。 
 

私人英语教学 

根据您的要求量身定做的私人化英语教学。每班1-2名 

学生并制定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 
 

高品质教学 

拥有超过25年的教育经验，每年教学规模超过250名全日制学

生。我们是新西兰领先的语言教育培训机构之一。 

 
 

高素质的教师队伍 

 学校教师经验丰富，有专业资格认证 

 学校教师和善，乐于提供帮助 

 学校经新西兰学历评估委员会认可 

 New Zealand Qualifications Authority正式认可 
 

学生适龄范围 

ETC是新西兰政府授权可接收14岁及以上学生的教育机构。对

于18岁以下的学生没有监护人的情况，我们需要收取50纽币

的委托监护费，以确保学生在学习和生活上得到充分的照顾。 
 

国际留学生支持 

 我们将安排你的住宿 

 我们将提供接送机服务 

 我们将协助你办理银行开户 

 我们将提供协助您加入运动和文化社团 

 我们将提供学业辅导 
 

课程收费及信息咨询 

欢迎登陆我们的官方网站进行浏览 www.etc.ac.nz  

如有问题，欢迎联系我们，微信/电话/邮箱均可。 
 

开课时间和上课时间 

在一年里任何一个星期一可以开始你的课程,学生根据自己学

习进度自由安排学习周数。上课时间为周一到周五上午九点

到下午三点。学校的活动费用已经涵盖在学费中，但可能会

有一些额外的可选择的小收费项目在我们的附加活动和短途

旅行中。 
 

住宿 

我们为学生安排友善的寄宿家庭，创造日常对话的家庭气氛。

学生有自己独立的房间，住宿家庭每天提供早中晚三餐。 
 

保险 

新西兰政府规定国际留学生必须购买旅行和医疗保险，若选

择自己购买保险，请在到达新西兰时必须出具相关证明。 

1 个月 6 个月 12 个月 

70 纽币 316 纽币 633 纽币 

(Southern Cross Healthcare 旅行保险 2019

“专业的英语教学轻松应对学习和就业” 

——新西兰英语语言学院（ETC）校长约翰-布

鲁斯登。 

 

ETC是在新西兰政府注册并经新西兰学历认证局

（NZQA）许可的专业教育机构。我们自1993年创

立以来一直致力于国际和当地学生的英语学习和

就业准备。在我们的帮助及学生的共同努力下，

众多学生在商业金融，计算机，科学等不同领域

获得了成功。学术类学生顺利的进入新西兰和澳

大利亚的大学进行学习和深造。目前，有分别来

自45个国家的250多名学生在我们3个不同校区进

行不同级别的英语学习。 

http://www.yogapalmerstonnorth.co.nz/
http://www.etc.ac.nz/


北帕校区 (主校区) 

地址: 

140 The Square,  
PO Box 995 

Palmerston North 

New Zealand 

 
邮箱: office@etc.ac.nz  

电话: +64 6 357 7107 

 

初级至高级英语      

学术英语／雅思学习       

学生假期英语项目  

农场寄宿        

学生年龄 14 岁以上    
 

 

惠灵顿校区 

地址: 
204 Willis Street, Te Aro,  

PO Box 9787  

Wellington  

New Zealand 

 

邮箱: marketing@etc.ac.nz  

电话: +64 4 385 0066  

 
初级至高级英语      

托业考试／剑桥英语  

实习实践   

课外活动   

学生年龄 14 岁以上  

 

 

北帕校区（主校区） 

 
北帕莫斯顿校区位于城市中心，比邻美丽的城市中央广场

和国立图书馆。众多不同风格的咖啡厅和多元文化的餐馆

让您的生活得到充分的便利，当然在我们校区附近您也可

以找到大部分世界知名的快餐厅。新西兰国立理工学院

(UCOL)比邻我们的校区，乘坐便利的城市公交系统可以很

方便地到达距离我们校区大约 5 公里的梅西大学(Massey 

University)。 

 

我们的教学大楼拥有 14 间多媒体教室，每间都配备了先进

的多媒体设备，可以同时容纳 150 名学生在此学习。此外

每个楼层都配备了宽敞的休息区域和厨房，每天提供微波

炉加热午餐, 免费的茶水和咖啡。我们提供覆盖整个校区

的快速Wi-Fi互联网，让您随时可以和世界互联，此外休闲

娱乐区提供了电脑上网以及桌球，乒乓球等娱乐活动设施。 

北帕莫斯顿市 

 

北帕莫斯顿市是马纳瓦图地区的首府，被誉为新西兰的

“教育之城”和“学生之城”，常住人口约 80,000 人。因

为有着众多的教育资源在这里汇聚，其中包括了著名的梅

西大学(Massey University)和新西兰国立理工学院(UCOL)，

所以这里又有新西兰“知识之城”的称号。每年超过

11,000 多名来自新西兰和世界各地的留学生在这里求学，

让这座城市充满了年轻的活力。 

 

北帕莫斯顿位于新西兰北岛的腹地，有利的地理位置和便

捷的公路系统使得这里成为新西兰北岛的交通枢纽之一。

驱车半小时就可以到达海滩，两个小时就可以到达新西兰

首都惠灵顿和最大的内陆湖(Taupo),其附近有滑雪场及活

火山公园，地质喷泉，沸腾的泥潭和水疗护理用温泉浴场。

年轻人还可以尝试冲浪木筏(White Water Rafting)，钓鳟鱼 

(Trout fishing) 和蹦极跳 (Bungee Jumping)，以及在当地葡

萄园品尝葡萄酒等活动。 

 

 

 

惠灵顿校区拥有 8间设备完善的教室可以容纳 100多名学生

在此学习。学生可以在电脑室使用电脑上网。学生厨房提

供微波炉加热午餐,还有免费茶水和咖啡。 

 

惠灵顿校区地处惠灵顿 CBD 区域，众多的餐馆，咖啡店，

剧院以及艺术馆都在附近。校区距离梅西大学惠灵顿校区

和维多利亚大学大约 1 公里，距离机场大约 10 公里。 

 

惠灵顿市 

 

惠灵顿市作为新西兰的首都，融合了传统和现代的元素。

不同的文化在这里交融碰撞，形成了新西兰特有的文化特

色。世界著名的维多利亚大学也座落于惠灵顿。 

 

您可以站在惠灵顿市内的山顶俯瞰尼克尔森港 (Port 

Nicholson)的日落美景，可以去海豹栖息地，也可以一试身

手去海钓和潜水，更可以去尝试攀岩(Rock Climbing)。当

然，或许您更应该去参观一下国家博物馆(Te Papa)领略新

西兰博大精深的文化底蕴和人文特色。著名的动画公司－

维塔工作室也座落在惠灵顿。 

 

从惠灵顿港口您可以做游轮去周游世界或者乘坐大型渡轮

去新西兰南岛。您可以看到雄伟的山脉，亚热带雨林的美

景。如果您想在南岛滑雪，钓鱼及参观火山地貌，便利的

公路交通大约四小时便可到达目的地。 

 

下哈特校区 

地址: 
Level 3 MacKay House, 92 

Queen’s Drive 

Lower Hutt  

New Zealand 

 

邮箱: lowerhutt@etc.ac.nz  

电话: +64 4 974 9984  

 
初级至中级英语      

学术英语／雅思学习       

学生年龄 14 岁以上  

下哈特校区是 ETC 于 2015 年在下哈特中心地段设立的最

新校区,比邻 Westfield 购物中心。下哈特有着便利的交通

设施连接首都惠灵顿。大约 15 分钟时间便可到达惠灵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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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异的雅思成绩 
 

Mira Knoche   9.0 英语口语 

Richard Dongon  9.0 英语阅读 

Celine Yuan    9.0 英语听力/英语阅读 

Karen Gucor   9.0 英语听力/英语阅读 

Markus Hermanns  8.5 英语听力/英语阅读 

Ali Al-Baghdadi  8.5 英语听力/英语阅读 

Jian Xu   8.5 总体成绩 

Kaori Fumoto  8.5 英语听力 

Hoang Xuan Vui   8.5 英语听力 

Fumiko Aikawa  8.5 英语阅读 

Maria Kladnitskaya  8.5 英语口语 

Stefanie Ulrike Leippert 8.0 总体成绩

Bacha Zhang   8.0 英语听力  

 
 

ETC 毕业学生感言 

来自中国的 钱峰 

“我认为这是一次令人激动和内容丰富的学习之旅。通过
在ETC的学习，我不仅提高了英语水平和能力，丰富的课
外活动也让我零距离的体验到了纯净的新西兰。之后我在
新西兰国立理工大学完成了我的研究生学业并成为了一名
平面设计师。我很高兴的向所有希望提高英语水平及对未
来充满理想的学生们推荐ETC” 

来自日本的 Yuka Yamaguchi 

“我很乐意向您推荐 ETC 作为那些希望提高学术类英语能
力的学生们的去处”
 

来自沙特阿拉伯的 Ahmed Abdul Rahman A Yankissar  

“非常感谢 ETC 优秀的老师和针对性的教学方法使我取得
了高级别的英语水平评定。ETC 给了我机会去结交来自世
界各地的朋友，这段学习时光让我终身难忘。特别是 ETC

组织了很多的旅行及参加很多节日活动，这让我得到非常
宝贵的人生体验。我非常高兴我能在 ETC 学习英语，感谢
ETC”
 

来自法国的 Catherine Elizabeth Lucie Bricot  

“我会推荐我的朋友到ETC来学英语，因为这里有高素质
的老师，他们对于学生有着非常耐心和专业的辅导。所有
ETC的工作人员都可以帮助学生解答任何的疑问” 
 

 

 

 
 

  规则: ETC 同意遵守和履行新西兰教育部公布的《对留学生的指导与照顾之行业规则》。该行业规则可从本校获取，也可

从新西兰教育部网站 (www.minedu.govt.nz) 上获得。 

 

移民条例: 有关新西兰的签证和许可条件、在新西兰学习期间的工作权利和报告要求，请向新西兰移民局咨询。这些信

息也可从新西兰移民局网站: www.immigration.govt.nz 上获得。 

 

享受医疗服务的资格：大多数留学生在新西兰学习期间都没有资格享受新西兰的公共医疗。如果在新西兰期间接受医疗

服务，您可能需要自行承担全额费用。享受公共医疗服务的条件详情可向卫生部索取，也可在其网站 www.moh.govt.nz

上获得。 

  

 

http://www.minedu.govt.nz/
http://www.immigration.govt.nz/
http://www.moh.govt.nz/
http://www.moh.govt.nz/


 

 

 

 

为什么选择新西兰留学? 
新西兰教育体系世界领先 
新西兰在全球 35 个国家为 15 至 24 岁青少年教育和培养的排名中名列第一。根据经济
学人智库 2017 年的一份报告称，新西兰拥有世界上最好的教学环境。 
 

 
 

新西兰在社会进步方面排名第一 
 

新西兰是世界上社会最发达的国家。 
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迈克尔·波特（Michael Porter）根据 54 项社会进步指标，在 130

个国家中把新西兰排在第一位。 

新西兰在个人权利和自由方面的指标居世界首位，在供水和卫生设施、接受教育和高等
教育的机会以及对少数群体的容忍和包容方面均名列前四。   新西兰先驱报 2014 年 4 月 3 日 

 

世界领先的教育  
 

经合组织(OECD)在 2011 年的《更好的生活》报告中指出:“新西兰在教育体系的质量
方面是表现最好的国家。”报告还称，新西兰在读写、数学和科学方面是“经合组织中
实力最强的国家之一”。                              美好生活报告 经合组织 2011 年 

 

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UN Development Programme) 2011 年《人类
发展报告》(Human Development Report)，新西兰在教育领域处于世
界领先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