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语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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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选择选择
课程和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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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克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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坎贝尔学院
坎贝尔学院是新西兰一所领先的英语语
言学校，其校区分别位于惠灵顿市中心
和奥克兰海滩郊区。
坎贝尔属于一级英语语言学院（最高级
别），学生可以在学习14周的全职课程同
时享有每周20小时的课余打工时间。
坎贝尔不仅提供传统以交流为主的普通
英语课程，而且也提供为考试而准备的
课程，还有为进入中学和大学的学业预
备课程，以及提供多种的实习，义工和
运动等项目。

我们也是新西兰语言联谊学校的成员之
一，其它成员包括在奥克兰的全球英语
学校，在尼皮尔的新视野英语学校，以
及在皇后镇的新西兰语言学校。
在坎贝尔学习的学生获取的是在英语
水平上极大的进步，因为坎贝尔拥有先
进的教学方法，结合定期的进度测试，
并为学生提供大量的额外帮助以及理
想的学习环境，使学生的英语水平得到
提高。

关于全职课程信息，包括学习
时间表，学费和申请信息请与我
们联系 : info@campbell.ac.nz
www.campbell.ac.nz

其他信息
入学时间：每周周一
平均每班学生：10-12名
（最多16名学生）
课程期限：2-48周/可选全职和半职
课程

为何选择在坎贝尔学习

级别：初级到高级
年龄：13岁及13岁以上
（根据课程要求）
校区：惠灵顿市区/奥克兰海滩郊区

所有教师均通过剑桥
CELTA最低要求认证

多种学习项目选择

任何报名参加六周以上
学习课程的学生，均可
享受在惠灵顿校区和奥
克兰校区间免费转学的
优惠

进入新西兰高中和大学
学习的学术通道

每个学生都享受与老师
一对一自由交流的机会

友好的家庭氛围

设施（惠灵顿）
免费超速Wi-Fi
学生休息室和自助餐厅
图书馆和计算机配备的学习中心
15间教室和电影放映室
靠近酒吧，餐馆和咖啡厅

使惠灵顿成为你的校园

在奥克兰生活，学习和娱乐

新西兰的首都，40多个国家在此设立大
使馆和领事处。

生活品质 ─ 奥克兰于2014年由Mercer
的生活品质调查评选为世界第三最适宜
居住的城市。

更多关于惠灵顿的信息请参阅 :
www.wellingtonnz.com

金融中心 ─ 作为新西兰金融和经济的
中心，对于各种技术人才的需求在许多
领域里逐年上升。

更多关于奥克兰的信息请参阅 :
www.aucklandnz.com

通道 ─ 绝佳的中心地理位置，是连接
北部和南部群岛的通道。
智能城市─惠灵顿是新西兰的创新中
心-是世界领先的游戏，互动和互联网
公司之家。
安全的都市 ─ 全球排名前10座最安全
城市之一、是唯一被世界卫生组织命名
为‘安全社区’的首都城市。
美食之都 ─ 惠灵顿人热爱美食，其林
立的咖啡馆，餐厅和酒吧，人均比例已
超过了纽约市。

城市生活 ─ 在奥克兰你可以享受到大
都市的风采和令人惊叹的自然游乐场。
试想除了奥克兰，你还能在其它哪个城
市于一小时车程内进行航海，骑马，徒
步，冲浪，划船或者山地自行车如此之
类的活动？
学生中心 ─ 新西兰最热门的国际留学
生目的地。

课程和项目
坎贝尔英语

坎贝尔的途径

联谊学校

普通英语

高中预备课程

在新西兰学习和旅游

普通英语包括听说读写课程，从初级班
到高级班均有设置。

完成课程后你将会：
能够和本地人（kiwi）交流对话
能够高中的环境里更自信有效地交流
批判性的思考和表达自己的观点
在新西兰高中的环境中获取成功

我们最受学生欢迎的的英语课程，从基
础入门到高级英语，同时为需要提高英
语交流，旅游，工作的学生提供了完美
的契机。

同时还有研讨会和单元课程：如发音课
程，写作和商务英语课程。

高中预备课程：为准备进入新西兰全日
制高中学生而设置的课程。

所有坎贝尔学生均可享受每周一次免费
一对一的师生研讨会。

Campbell.ac.nz/high

Campbell.ac.nz/english

坎贝尔教育

雅思考试准备

雅思考试预备课程 ─ 学术英语或普通
英语。

坎贝尔学院是坎贝尔教学机构的一部
分，为惠灵顿地区提供教育途径。如想
获取更多关于坎贝尔教学课程和途径的
信息请参阅

这个课程均衡了语言提高和考试准备，
而两者对于雅思成绩的保障都是很必
要的。

Campbelleducation.co.nz

Campbell.ac.nz/ielts

在新西兰的高中学习是具有挑战性的，
特别是高年级的学生。

坎贝尔大学途径
坎贝尔直升大学的途径

坎贝尔是新西兰唯一获准惠灵顿维多利
亚大学无需雅思考试成绩而直升大学的
语言学院。
坎贝尔直升大学项目是专门为以下的学
生设置的：那些具有相等于雅思5.5英语
水平可进入维多利亚大学学习基础课程
的学生；或想要进入坎贝尔其他伙伴学
院学习文凭课程的学生。
通用英语2-48周
坎贝尔直升12周
维多利亚基础课程学习
8个月
学士学位
Campbell.ac.nz/direct

高中假期强化班

高中假期强化班能使学生在高中假期期
间，在短而密集的时间内专注于提高他
们的英语技能。
在课程期间您将会：
注重扩大词汇量
识别任何语法弱点
提高学术写作技巧
提高对话交流技巧
愉快地结交国际朋友
Campbell.ac.nz/holiday

坎贝尔英语+工作
MOJO咖啡师证书

坎贝尔已经与Mojo咖啡，一个新西兰著
名的咖啡企业，开发了一个资格认证课
程，从而能为学生提供一个业界认可的
资格证书。
课程包括
咖啡的背景知识
咖啡的语言
在咖啡馆使用咖啡机的实践训练
职场中的沟通技巧
www.campbell.ac.nz/barista

选择在4个绝佳位置的优秀联谊学校学
习，将为您在新西兰学习和旅游提供了
一个理想方案。
联谊学校可以让你选择在新西兰2至4
个地方进行学习 ─ 是学习旅游者的完
美选择。

免费转学服务

报名超级组合项目的学生（12周或者
12周以上）将享有学校之间的免费转
学服务

惠灵顿

坎贝尔英语语言学院
www.campbell.ac.nz

奥克兰

全球英语学校
www.worldwideschoolofenglish.com

尼皮尔

新视野英语学校
www.nhce.ac.nz

皇后镇

新西兰语言学校--皇后镇
www.languageschool.co.nz
Campbell.ac.nz/combo

Complete Courses Overview
Course

Campbell English

Campbell Pathways

Campbell English
+ Work

Campbell English
+ Sports

General English

Auckland

Wellington

Length
(weeks)

Min Age

Level

•

•

2-48

14

Beginner to Proficiency

IELTS Exam Preparation

•

2-48

14

Intermediate to Proficiency

Cambridge Exam Preparation

•

12

14

Intermediate to
Upper Intermediate

Campbell Direct
University Pathway

•

6

17

Beginner to Proficiency

High School Preparation

•

•

2-48

13

Beginner to Proficiency

Holiday Booster

•

•

2

13

Beginner to Proficiency

Demi Au Pair Programme

•

•

12 or 24

18

Upper Intermediate to Proficiency

•

4

16

Intermediate to Proficiency

Mojo Barista Training
Internship Programme

•

•

8+

18

Upper Intermediate to Proficiency

Volunteer Programme

•

•

8-12

18

Upper Intermediate to Proficiency

Rugby

•

•

4+

18

Elementary to Proficiency

Sailing

•

4+

14

Elementary to Proficiency

•

4+

16

Beginner to Proficiency

•

4 full-time
or 10 part time

20

Advanced to Proficiency

Combo Schools
Campbell Teacher
Training

Cambridge CELTA

Other Services

1:1 lessons

•

•

14

Beginner to Proficiency

Job Hunter

•

•

18

Intermediate to Proficiency

新西兰 ─ 世界游乐园

学生支援中心

坎贝尔活动计划为你提供了能够体验新
西兰一些神奇经历的机会，同时也是一
个绝佳的交友，练习英语的理想方式。

坎贝尔设立学生支援中心，有以下
服务：

Campbell.ac.nz/for-students

签证的申请和更新
开设银行账户
手机 ─ 我们提供免费电话sim卡，学院
内提供充值服务
学术咨询
生涯途径规划
保险理赔处理
旅游建议
就业支持
住宿安排

所以请加入坎贝尔的大
家庭吧
我们将给予你在新西兰最好的体验，
和结交世界各地的朋友的机会。让我们
来帮助你实现你的英语学习。
关于全职课程信息，包括学习时间表，
学费和申请信息请与我们联系：
info@campbell.ac.nz
或请参阅我们的网站:
Campbell.ac.nz

WELLINGTON

AUCKLAND

104 Dixon Street
Te Aro
Wellington 6011
New Zealand

17D Aberfeldy Road
Highland Park
Auckland 2010
New Zea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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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 Box 24-300
Wellington 6142

auckland@campbell.ac.nz
p +64 9 534 4292
f +64 4 803 3435

campbell-nz

info@campbell.ac.nz
p +64 4 803 3434
f +64 4 803 3435

www.campbell.ac.n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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