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語學習
的更佳選擇

課程和專案學程

威靈頓
奧克蘭
紐西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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坎貝爾學院
坎貝爾學院是紐西蘭一所名列前茅的英
語語言學校，其校區分別位於威靈頓市
中心和奧克蘭海灘郊區。
坎貝爾屬於一級英語語言學院（最高級
別），學生若修習14以上的全日課程，
即可同時享有每週20小時內的課餘打
工時間。
坎貝爾不僅提供傳統以交流爲主的一
般英語課程，也提供爲考試而準備的課
程，還有爲進入中學和大學的學業預備
課程，以及提供多種的實習，義工和運
動等項目。

我們也是紐西蘭語言夥伴學校的成員之
一，其它成員包括在奧克蘭的全球英語
學校，在納皮爾的新視野英語學校，以
及在皇后鎮的紐西蘭語言學校。
在坎貝爾學習的學生，其英語將有極大
的進步，因爲坎貝爾擁有先進的教學方
法，結合定期進度測試，並爲學生提供
大量的課外協助以及理想的學習環境，
使學生的英語程度得以提高。

爲何選擇在坎貝爾學習？

所有教師均通過劍橋
CELTA基本要求認證

任何報名參加六週以上
學習課程的學生，均可
享受在威靈頓校區和奧
克蘭校區間免費轉學的
優惠

進入紐西蘭高中和大學
學習的學術管道

多種學習項目選擇

每個學生都享受與老師
一對一自由交流的機會

友好的家庭氛圍

關於全職課程資訊，包括學習課程
表，學費和申請資訊請與我們聯
繫：info@campbell.ac.nz
www.campbell.ac.nz

其他資訊
入學時間：每週週一
平均每班學生：10-12名
（最多16名學生）
課程期限：2-48週/可選全日和半日
課程
級別：初級到高級
年齡：13歲（含）以上
（根據課程要求）
校區：威靈頓市區/奧克蘭海灘郊區

設施（威靈頓）
免費高速Wi-Fi
學生休息室和自助餐廳
設有圖書館與電腦配備的學習中心
15間教室和電影放映室
靠近酒吧、餐館和咖啡廳

爲什麽選擇在威靈頓學習？

在奧克蘭生活，學習和娛樂

紐西蘭的首都，40多個國家在此設立大
使館和領事處。

生活品質：奧克蘭於2014年由Mercer
的生活品質調查評選爲世界第三最適
宜居住的城市。

更多關於威靈頓的資訊請參閱:
www.wellingtonnz.com

金融中心：作爲紐西蘭金融和經濟的中
心，對於各種技術人才的需求在許多領
域裡逐年上升。

更多關於奧克蘭的資訊請參閱:
www.aucklandnz.com

交通樞紐：絕佳的中心地理位置，是連
接北部和南部群島的通道。
威靈頓是紐西蘭的創新中心－是世界
領先的遊戲、互動媒體和網路公司之
家。
安全都市：全球排名前10座最安全城市
之一、是唯一被世界衛生組織命名爲‘
安全社區’的首都城市。
美食之都：威靈頓人熱愛美食，其林立
的咖啡館、餐廳和酒吧，人均比例已超
過了紐約市。

城市生活：在奧克蘭你可以享受到大都
市的風采和令人驚嘆的自然遊樂場。試
想除了奧克蘭，你還能在哪個城市於一
小時車程內進行航海、騎馬、徒步、衝
浪、划船或者山區自行車之類的活動？
學生中心：紐西蘭的國際留學生最嚮往
的地方。

課程和專案學程
坎貝爾英語

坎貝爾的途徑

夥伴學校

通用英語

高中預備課程

在紐西蘭學習和旅遊

通用英語包括聽說讀寫課程，從初級班
到高級班均有設置。

完成課程後你將會：
能够和本地人（Kiwi）交流對話
能够在高中環境裡更自信有效地交流
批判性的思考和表達自己的觀點
在紐西蘭高中的環境裡成功地學習

我們最受學生歡迎的英語課程從基礎
入門到高級英語，同時爲需要提高英語
交流、旅遊、工作的學生提供了全方位
的課程選擇。

同時還有研討會和單元課程：如發音課
程、寫作和商務英語課程。
Campbell.ac.nz/english

雅思考試準備

雅思考試預備課程 ─ 學術英語或一般
英語。
這個課程兼顧了語言學習和考試準備，
而兩者對於取得優秀的雅思成績都是
很必要的。
Campbell.ac.nz/ielts

坎貝爾大學途徑
坎貝爾免雅思直升大學途徑

坎貝爾是紐西蘭唯一獲准威靈頓維多利
亞大學無需雅思考試成績而直升大學的
語言學院。
坎貝爾直升大學項目是專門爲以下的學
生設置的：那些具有相等於雅思5.5英
語水平可進入維多利亞大學學習基礎課
程的學生；或想要進入坎貝爾其他夥伴
學院學習文憑課程的學生。

高中預備課程：爲準備進入紐西蘭全天
制高中學生而設置的課程。

Campbell.ac.nz/high

坎貝爾教育

坎貝爾學院是坎貝爾教學機構的一部
分，爲威靈頓地區提供教育途徑。如想
獲取更多關於坎貝爾教學課程和途徑的
資訊請參閱：
Campbelleducation.co.nz

高中假期加強班

在紐西蘭高中學習是具有挑戰性的，特
別是高年級的學生。
高中假期强化班能使學生在高中假期期
間，在短而密集的時間內專注於提高英
語技能。
在課程期間您將會：
專注於擴大字彙量
識別文法弱點
提高學術寫作技巧
提高對話交流技巧
結交國際朋友、獲得樂趣

通用英語2-48週
坎貝爾直升班12週
維多利亞基礎課程學習
8個月
學士學位

Campbell.ac.nz/holiday

Campbell.ac.nz/direct

坎貝爾與紐西蘭著名的Mojo咖啡公司
共同開發資格認證課程，從而能爲學生
提供業界認可的資格證書。

坎貝爾英語+工作
MOJO咖啡師證書

課程包括：
咖啡背景知識
咖啡語言
在咖啡館使用咖啡機的實際訓練
職場中的溝通技巧
Campbell.ac.nz/barista

選擇在4個絕佳位置的優秀夥伴學校學
習，爲您在紐西蘭學習和旅遊提供了一
個理想方案。
夥伴學校可以讓你選擇在紐西蘭2至4
個地方進行學習 ─ 是學習旅遊者的完
美選擇。

免費轉學服務
報名超級組合項目的學生（12周或者12
周以上）將享有學校之間的免費轉學
服務 。

威靈頓
坎貝爾英語語言學院
www.campbell.ac.nz

奧克蘭
全球英語學校
www.worldwideschoolofenglish.com

納皮爾
新視野英語學校
www.nhce.ac.nz

皇后鎮
紐西蘭語言學校--皇后鎮
www.languageschool.co.nz
Campbell.ac.nz/combo

Complete Courses Overview
Course

Campbell English

Campbell Pathways

Campbell English
+ Work

Campbell English
+ Spo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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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eneral Engl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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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jo Barista Training

•

4

16

Intermediate to Profici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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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紐西蘭 ─ 世界遊樂園

學生支援中心

坎貝爾活動計劃爲你提供了能够體驗
紐西蘭一些神奇經歷的機會，同時也是
一個絕佳的交友，練習英語的理想方
式。

坎貝爾設立學生支援中心，有以下
服務：

Campbell.ac.nz/for-students

簽證的申請和更新
開設銀行帳戶
手機 ─ 我們提供免費電話sim卡，學院
內提供充值服務
學術諮詢
生涯途徑規劃
保險理賠處理
旅遊建議
就業支持
住宿安排

所以請加入坎貝爾的大
家庭吧
我們將給予你在紐西蘭最好的體驗，
以及結交世界各地朋友的機會。讓我
們來幫助你實現你的英語學習目標。
關於全日課程資訊，包括學習課程表，
學費和申請資訊請與我們聯繫：
info@campbell.ac.nz
或請參閱我們的網站:
Campbell.ac.n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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