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www.english.co.nz

 奥克兰英语学院



关于奥克兰

奥克兰是新西兰最大城市。

奥克兰人称"风帆之都"。船只与人

口的比例超过世界上任意一个城市!

根据Mercer咨询2017年的环球调

查结果, 奥克兰市的生活质量名列

世界第三!

新西兰

亚洲
国家

法属波利尼西亚

中东
国家

欧洲
国家

非洲
国家

拉丁美洲
国家

新西兰地处太平洋之中, 风景秀丽, 文化生活丰富, 当地居民由

多种民族构成, 主要来自欧洲、亚洲、波利尼西亚地区, 还有本

地的毛利人。

奥克兰是新西兰最大的城市, 也是新西兰的商业中心, 在很多项

国际调查中, 都被列为"最宜居城市"。这里的生活绚丽多彩, 更

令人称道的是娱乐, 旅游和艺术, 当然还有教育。市区环绕港湾

而建, 港里千帆点点, 停满了游艇和各类船只。

奥克兰学术英语学校就在奥克兰市中心, 周围是博物馆、图书

馆、餐馆、酒吧, 还有美丽的Albert公园。

Auckland

Wellington

Christchurch

欧裔

毛利裔

亚裔

太平洋岛民裔

其他

69%

14.6%

9.2%

6.9%

0.3%

新西兰的民族成份

在AEA发现自我

学生来自超过20个国家和地区

新西兰欢迎你

关于新西兰

新西兰人自称Kiwi; 新西兰有很多奇

特的野生动物品种, 包括新西兰独有
的Kiwi鸟。

2015年, 福布斯将新西兰列为全世
界"最友好的国家"。

最适合经商的经济体第一名。

美国智库Cato研究所公民自由指数
全球排名第三。

新西兰文化

毛利人是新西兰土著居民。

新西兰是多元文化国家, 世界上最大

的波利尼西亚社区就在这里。

在毛利语中, 新西兰称作"Aotearoa",

意思是"白云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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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AEA实现梦想！

担任英语教师

提高英语水平
结识国际友人

了解世界

雅思

继续学习
大学学位

AEA TESOL

雅思备考

通用英语标准

英语强化活动

Kiwikindy 实习

J-Shine课程（针对日本留学生）

通用英语强化课程

通用英语标准课程

ICL 雅思备考

ICL 商学院

大学

在新西兰工作、学习
通用英语强化课程

通用英语标准课程

AEA 咖啡师培训课程

职业技能英语

通用英语强化课程

选择AEA的理由

掌握英语技能

结交朋友

了解世界

高质量的教学

发挥潜力

AEA是NZQA(新西兰教育主管机构)认

可的一类学校, 按照NZQA鉴定, AEA的

教学质量达到最高水平。

AEA亦是新西兰英语协会(English  
New Zealand)的成员, 是这一新西兰最

优秀的语言学校组织的成员。

AEA的学生来自世界各地, 了解和分享

彼此的文化!

AEA一共开设了6门英语课程, 和母语

是英语的人们一起说英语!

学习+游历! 探索世界上最美丽的国家! 

体验全新的文化和传统。

敞开胸怀, 走向世界! 英语是世界上应

用最广泛的第二语言, 也是世界上最流

行的语言之一!

入门 初级 低中级 中级 高中级 高级

强化交流英语(日班)

标准交流英语(晚班)

AEA TESOL

AEA 咖啡师培训课程

职业技能英语

英语强化活动

雅思备考

幼儿园实习

AEA 划分的英语等级

在AEA的帮助下发现潜力, 实现梦想! 自从1988年成立以来, AEA始终保持着高水平

的教学质量, 是新西兰最广为人知, 备受赞誉的英语语言学校之一。

新生活第一步, 从AEA迈出!

* 部分课程由ICL商学院讲授, 该校同样是ICL教育集团的成员, 与AEA在同一座大楼 。

主管机构、行业组织与合作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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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留学生涯中的助力

• 母语服务

• 学业辅助

• 生活关怀

• 简历、求职指导

• 食宿

• 机场接机

• 在线办理签证

学校工作人员能够使用包括中文、日语、法语、韩语、印地语、阿拉伯语、葡萄牙语、西班牙语

等语言、不论是在校内、校外遇到困难, 都可以向学校的工作人员寻求帮助。

AEA于2016年加入"对留学生的指导与照顾之行业规则The Education (Pastoral Care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Code of Practice"。

留学生服务能够解决大部分问题, 必要时还能提供咨询服务, 帮助学生了解校外的各种情况。

可以选择：
• 寄宿家庭
• 学生公寓(Rocklands)

年满18周岁的学生, 如果没有父母陪伴, 

都要在寄宿家庭中住宿。AEA设有学生

住宿与关怀专员, 保证留学生能够在新西

兰有舒适的住宿环境, 所有寄宿家庭都由

AEA精心挑选。

服务包括:
一日两餐(周末一日三餐)
Wifi(视学生要求提供)
洗涤

通过寄宿家庭了解新西兰
文化和家庭生活

房间: 单人间, 双人间 

地点: 奥克兰Gillies Avenue

www.rocklands.co.nz

Rocklands公寓的独立住宿

膳宿

学生服务

免费 Wifi 学生休闲咖啡厅 自助厨房 图书馆 计算机房

校园设施

在新西兰学习、生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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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英语
学习英语，满足日常交流的需要

在AEA学习交流英语?

• 可以选修强化课程(白班)和标准课程(晚班)。

• 在英语语言环境中快速提高。

• 与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交流。

• 扩展就业前景。

• 选修交流英语课程的学生, 每6周接受一次英语技能考试, 

检测学习进度。

强化课程(白班) 标准课程(晚班)

强化课程与标准课程

星期一至星期四 星期五

09:00-10:30

10:45-12:00

13:00-14:00

14:10-15:00

阅读/词汇

语法/写作

阅读/听力

发音/讨论

休息

午休时间

休息

活动

活动

午后选修课程: 职业技能英语课程(需拥有中级以上基础)。

该课程的学生将参与每周五下午活动, 并可视能力选修职 
业技能英语。

星期一至星期五

沟通技能

写作/语法

报名参加14周及更长时间学习, 有兼职打工需求的留学生, 
最适合选修AEA的晚间课程。如果白天课程紧凑, 也可以
利用晚上的时间, 学习英语课程。 

* 该课程的学生不参与星期五下午活动, 也不能同时选修
职业技能英语。

Fernanda
来自巴西
交流英语(标准)强化课程学生

在AEA学习期间, 每一天都有新的感受。我在这里认识了世界各地的人们, 感受新奇的文化, 

也向别人交流本国的文化传统. 我在这里提高了英语水平, 结交了终身的朋友。在AEA学习英

语之后, 我对融入新西兰的生活充满了信心。

AEA的员工全都很专业, 而且永远乐于提供帮助。过去的八个多月在AEA的学习感觉真是好

极了, 我永远忘不了这段经历。向AEA表示感谢!

Andrew 
来自意大利
交流英语(白班)强化课程学生

AEA是最棒的! 这里不仅有英语课程, 还有星期五活动以及求职协助。我总是很期
待每周五的活动, 我们能够体验城市观光, 结交有趣的朋友, 留下美好的回忆。学
校的教师都很风趣, 课程选择也很灵活, AEA最值得称道之处就是课程选择众多, 
你一定可以找到最适合的。一直很享受在AEA的学习过程。我会推荐AEA给每一
个想在快乐的学习中就能够快速提高英语的人!

星期五下午活动(仅针对白班课程):
• 天空塔游览

• 参观奥克兰博物馆

• 溜冰(冬季)

• 体育运动

• 室内攀岩

• 乘坐渡轮前往 Devonport

• 皮划艇(夏季)

• 奥克兰动物园/水族馆

• 桌上游戏

• 自学班级最多人数：15名学生
每周一开课

• 为继续深造打下基础。

• 在旅游, 休闲中学习, 接触英语环境。

• 帮助留学生制定ILP (个人学习计划), 有助于达到学习目标。

• 通过听、说、读、写、全面培养英语语言技能。

17:30-19:00

19:30-21:30

休息

掌握最全球化的语言选修咖啡师与职业技能英语课程继续深造

10:30-10:45

12:00-13:00

14:00-14:10

19:00-19:30

* 具体时间可能变化, 以通知为准

课程表示例

课程表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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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思备考课程
帮助你获取在英语国家学习、工作、移民所需的相应雅思成绩

参考雅思, 意味着：
• 达到ICL商业院, 大学或是其他高等教育课程的入学要求。

• 向(潜在)雇主证明你的英语能力。

• 取得移民所需之雅思分数。

• 取得雅思这一国际公认的英语技能考试的优秀成绩。

学习:
• 培养语言能力(语法, 词汇)。

• 提高语言技能(听, 说, 读, 写)。

• 雅思考试的应试方法和策略。

• 雅思考试资讯。

ICL教育集团的雅思备考课程, 在新西兰
首屈一指。这门课程由经验丰富的雅思
教师讲授, 精心设置以确保学生得到优异
的成绩。

ICL的雅思课程有一套独特且多年来被广
为证实的方法确保学生能够取得佳绩, 课
程专注于在雅思考试中获得高分的技能
与方法。

课程分为多个等级。从最基础的雅思预
备课程到雅思7+高分班应有尽有, 重点是
提高学生的技能和技巧, 让学生在雅思考
试中取得理想的成绩。

ICL与UNITEC理工学院合作, 每月举办雅
思考试, 考试地点就在ICL教育中心。

学习雅思备考课程的学生, 每6周接受一
次全面的模拟

课程

Surya
来自印度尼西亚
雅思备考课程学生

我在ICL学习了四个月的雅思课程, 对我

的英语水平提高帮助极大。学校的教师

都很友好、耐心。

我最喜欢ICL的一点是每6周都有一次大

型模拟测验, 每次测验之后, 学生都会收

到反馈报告, 了解、纠正自己的不足。

对我自己来说, 在ICL学习雅思帮助我打

开新的大门, 现在我已经进入ICL商学院, 

学习文凭课程!

强化课程 标准课程 兼职课程 星期六课程

全天课程：

25小时/周

20小时/周

每周一开课

班级最多人数:

雅思备考课程: 30人

雅思高级备考课程: 40人

全部晚班授课：

20小时/周

每周一开课

白班兼职课程：

15小时/周

10小时/周

每周一开课

6小时/周。或

4小时/周。或

2小时/周

每周六开课

国际公认的测验很多学生的雅思分
数都能达到7+

雅思考试，打开今
后学习的大门

* 雅思备考课程由ICL商学院讲授。该校同样是ICL教育集团的成员，与AEA在同一座大楼。

学术类

雅思学术类考试适用于英语国家的高等教育和职业入学

考试。它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学生的学术语言能力, 评估

学生是否有能力接受学习、培训。

通用类

通用类雅思考试是为前往英语国家学习, 培训或工作的考

生设立。

它也是包括新西兰在内的大部分英语国家针对移民的英语

能力的一项要求, 考试的重点是在工作与社交环境中广泛

层面的基本英语技能。

ICL的雅思课程分为学术类和通用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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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EA对外英语教学课程
适用于英语为第二语言的学前教育或小学教师

 AEA对外英语教学课程是一项五周的强化课程, 针对希望可以
在本国担任学前或小学英语教师的非英语国家学生开设。

学习内容: 

• 向年幼的学生教授英语的理论, 方法。

• 如何备课。

• 怎样教授听、说、读、写。

• 如何鼓励年幼的学生。

• 怎样在歌唱, 游戏和活动中完成教学。

• 怎样制作和使用教材。

选修AEA对外英语教学课程的理由
• 回到本国, 担任幼年学生的英语教师/助教。

• 培养/提高教学技能, 积累教学经验。

KIWIKINDY 课程
学习英语、在新西兰幼儿园中积累四周的工作经验

工作经验

• 在新西兰的幼儿园, 学前学校实地工作。

• 以英语和本地的教师、儿童交流。

• 参加学前教育活动。

• 观察教学活动, 与学前教师讨论。

• 协助教师和其他工作人员。

我们的Kiwikindy实习课程是AEA TESOL一个组成部分生可以

在新西兰的幼儿园取得实地工作经验。

实习地点在奥克兰的某个幼儿园, 学生和孩子们互动, 亲身了解

当地教师的教学方法。课程长度适学生自身需求决定。

课程长度：
不定(参加幼儿园实习的天数, 由学生自行决定)

Takami
来自日本
AEA对外英语教学课程和日本专项课程学生
我在AEA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间, 即增长了知识, 又增加了就业的可能性。和一群同样有志于

成为老师的同学们一起学习充满了乐趣。

我们的授课教师非常棒, 帮助我们达到了学习目标。我愿意向每一位立志成为幼儿英语教师的

学生推荐 AEA对外英语教学课程课程。

第一周 第二周

星期一 TESOL课程语言入门
数字

第三周 第四周 第五周

歌唱、舞蹈动/表达 发音/表达 童谣/表达 常规课程的准备工作

星期二 词汇/表达 颜色/表达 讲故事/表达 语法/表达 常规课程1

星期三 数字/怎样教唱歌、
跳舞

字母表 戏剧、表演 常规课程规划 常规课程2

星期四 参观幼儿园及反馈 参观幼儿园及反馈 参观幼儿园及反馈 参观幼儿园及反馈 常规课程反馈 / 毛利
文化

星期五 游戏 / 检查一周以来
的教材

教学技巧使用识字卡 儿童的年龄和发育阶段 参观幼儿园及反馈 毕业

回到本国担任幼
童的英语教师

提高英语水平5 周强化课程
+选修幼儿园实习

AEA TESOL 课程表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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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 + 活动 课程
边学边玩, 寓教于乐

短期课程, 适合11周岁及以上的学生。每周上午学习交流英语

课程, 下午有两到五次的课外活动!

这项课程是在全面体验新西兰的过程中学习英语的最佳方式, 

向往新鲜体验的你, 在奥克兰可以有无尽的探索。

选择英语 + 活动 课程的原因

• 学习英语, 全面了解奥克兰的各项特色。

• 课程长度不定: 通常为两到四周。

• 体验异国的风光, 文化和生活。

•  了解新西兰各个地区的风貌。

•  每周有两到五次的课外活动。

AEA 咖啡师培训课程
一个挑战自我与学习新技能的完美课程!

AEA咖啡师培训课程持续五天, 每个周末晚上6点至9点授课、

结合理论与实际教学、涵盖了咖啡调制与顾客服务的的技巧。

教学地点在ICL教育中心的学生休闲咖啡厅。

选修AEA咖啡师培训课程的理由 

• 了解意式咖啡的调制和拉花方法。

• 掌握顾客服务的技巧。

• 获得AEA咖啡师培训课程毕业证书。

• 更加深入地了解AEA!

• 为你的朋友调制咖啡、展现身手。

职业技能英语
提高语言能力和技能, 以胜任用英语作为工作语言的岗位

课程长度：
等级：

6周(选修课程)
中级

 选修职业技能英语的原因 
• 学习寻找和申请职位的技巧。

• 学习怎样写简历和参与面试。

• 掌握工作环境中的语言与会议技能。

• 练习电话交谈, 互动技能。

学生每天上午学习交流英语课程, 每周另有两个下午的授课时间
用于强化就业技能英语。完成课程的学生将得到结业证书。

课程长度：
开始日期：

2 - 4周 
不定, 取决于学生人数。

课程长度：
时间：

一周(5天)
每天下午6点到9点

Masaki 
来自日本
交流英语+职业技能英语+AEA咖啡调制课程

我在AEA学习了6个月的交流英语。我喜欢尝试挑战和新鲜事物, 所以选修了AEA的咖啡调制

课程. 这门课程不太好学, 但是教师非常有耐心, 我现在能为同学调制咖啡了。这项新技能让

我享受到了乐趣!

职业技能英语是一门有用的课程, 我学会了怎样撰写简历, 参加职位面试, 还有如何职业的电话

沟通技巧。老师也帮助我完善简历, 现在我更加充满信心!

申请程序

马上报名! 实现梦想!

向AEA的新生表示祝贺! 你为实现目标迈出了第一步。可以

在线报名! 访问 www.english.co.nz 填写在线申请

表格, 也可以下载申请表的 pdf 文件。

如果在任一步骤仍不清楚, 你可以直接联系学校! 学校可以提

供母语帮助, 具体的联系方法参见学校的网页。

选择课程, 填写

申请表

等待录取通知书。收

到费用清单以后付款

办理签证, 购买

保险, 机票……
收到收据 前往新西兰, 就

读于AEA

第1步 第2步 第3步 第4步 第5步

环球之旅,  
始于 A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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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9 368 4343
info@english.co.nz
www.english.co.nz

学校校址
新西兰奥克兰市中心
10 - 14 Lorne Street, 
Auckland CBD,  
New Zealand

奥克兰英语学院是ICL教育集团成员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