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介绍 NESE
一所以优异的教学质量著称的学校



学习英语的特别机会®

 ♦致力于优异的课堂教学质量

 ♦制定充满挑战和激励的课程

 ♦相信来到 NESE 的每位学生都有各自独特的能力，需求和目标；所有这
一切对其成功都至关紧要

 ♦理解一个温馨而支持性的学习环境的重要性

 ♦坚信每个学生都有获得成功的能力

 ♦认识善良和同情的威力和价值

 ♦认识到语言学习必须了解语言使用环境的文化

 ♦努力创建一个学习英语的特别机会

宗旨

years



 ♦Robert Bier先生，工商管理学硕士 
哈佛大学工商管理研究生院

 ♦Brian Buckley先生，教育学硕士 
哈佛大学教育研究生院

 ♦Hye-Jin Choi女士，建筑学硕士 
耶鲁大学建筑研究生院

 ♦ Julio C. S. Dimer先生，文学学士 
Unisinos - 社交学院

 ♦Susan B. J. Dobson女士，教育学硕士 
哈佛大学教育研究生院

 ♦Richard Downing先生，文学学士 
哈佛大学艺术与科学学院

 ♦ Jeff Francois先生，教育学硕士 
哈佛大学教育研究生院

 ♦Mark S. Gurecki先生，教育学硕士哈 
佛大学教育研究生院

 ♦Martha M. Hall女士，教育学硕士 
哈佛大学教育研究生院

 ♦ Todd Hannig先生，文学硕士 
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

 ♦ John Hartman先生，教育学硕士 
波士顿大学教育学院，哈佛大学实习教师计划

 ♦Christian Hollenberg博士，哲学博士 
工商管理学硕士，哈佛大学工商管理研究生院

 ♦Panos Philandrinos先生，文学学士哈 
佛大学艺术与科学学院

 ♦Edward B. Quigley先生，教育学硕士 
哈佛大学教育研究生院

 ♦ Ian B. Shine博士， 
医学博士

 ♦ Thomas A. S. Shine先生，建筑学硕士 
耶鲁大学建筑研究生院

 ♦ Frances Tsakonas女士，CAS 
哈佛大学教育研究生院

奖项及荣誉NESE 的咨询委员会

成员均为教育、艺术、

商业和科学等领域的成

功专业人士。作为咨询

顾问，他们向 NESE 

提供指导、专业知识，

并以其丰富的经验帮助 

NESE 不断发展。

 ♦ 2015 年[哈佛大学] 
教师被哈佛大学授予“哈佛英雄”荣誉称号

 ♦ 2014 年[波士顿环球报和联邦学院] 
在马萨诸塞州前 100 所由女性领导的机构中名列第 11

 ♦ 2012 年 [ACCET]  
认证续期–满分

 ♦ 2011 年 [Veja 杂志] [Viagem e Turismo Magazine]  
名列全球前五名顶级英语学校

 ♦ 2010 年 [Veja 杂志] [Viagem e Turismo Magazine] 
名列全球前五名顶级英语学校

 ♦ 2010 年 [美国公民外交中心]  
前 10 名杰出计划之一

 ♦ 2002 年[MATSOL]  
杰出工作条件奖

 ♦ 2001 年 [语言旅游杂志]（四月和八月刊） 
代理推荐的学校 – 美国

 ♦ 2000 年 [语言旅游杂志] 
代理推荐的学校 – 美国

 ♦ 1999 年 [语言旅游杂志] 
代理推荐的学校 – 美国

 ♦ 1996 年 [Exame]  
全球面向高管的最佳英语课程

 ♦ 1995 年 [Exame]  
代理请求的前四所学校之一 (美国)

 ♦ 1993 年 [语言旅游杂志] 
代理推荐的学校 – 美国

NESE 获得 ACCET 认证，并与 TESOL、MATSOL、NAFSA、English USA、IIE 和 Southern Law Poverty 
Center 保持密切的专业关系。并且，NESE 还获得多个国家政府机构的认可，包括德国的 Bildungsurlaub 和沙特阿
拉伯文化社团等。

拍摄者：Rose Lincoln

咨询委员会



NESE 独特的教育方法基于 NESE 创建者（现任校长）

在哈佛大学教育学研究生院修学硕士学位期间所作的教育

研究分析结果。她对学校和课堂环境有效性的探索和洞察

使其能创建 NESE；这所学校以优异的教育质量为宗旨，

学校由教育工作者创建和管理

Anna Shine, 教育学硕士， 
哈佛大学

NESE 创建者和校长

Martha Hall, 教育学硕士，  
哈佛大学

NESE 主管 

Ashim Shanker, 教育学硕士，  
哈佛大学

NESE 教务主任

尊重所有的人，并坚信学生都有获得成功的能力，并认识

到每位学生的具体要求和目标对其成功都是至关紧要的。 

拍摄者：Rose Lincoln

教师



方法

出色的学校能帮助所有的学生获得其最佳结果，不论其学习能力

如何。出色的学校还鼓励所有的学生发挥其长处。因此，NESE 

配备了质量最高的课程和教育经验最丰富的教师，我们意识到，

为了真正了解每一位学生并帮助他们实现自己的目标，我们还必

须作进一步的努力。

基于这样的信念，NESE 还建立了 NESE 个人化语言习得方法；

该系统认为每位学生都是独特的个人，都有其具体的学习方式，

需求和目标。

NESE 的个人化语言习得方法向每位学生提供支持，不论学生的

程度、文化或独特需求，帮助他们快速有效地学习英语并了解美

国文化。 

NESE 个人化的语言习得方法 “NESE 在一个高效率的教育系统中实现一个完美的结合：经验丰富、敬业的教师和以帮助教育为目标的管理团队。”

Alex Sandro Dos Santos Bastos | IT 专业人士，巴西

此方法包含四个步骤： 

 ♦ NESE 的语言技能评估

 ♦ 个人化的学习进度

 ♦ 开门咨询

 ♦ 持续的语言能力重新评估

若要了解更多信息， 

请访问：WWW.NESE.EDU



课程

NESE 课程安排 “教师和管理人员都是那么亲切耐心。在 NESE，你完全不会感到紧张，因为那里的人们都是那么的和蔼可亲 。”

Ece Gundogan | 土木工程学生，土耳其

选修课(1) 和校外课程(2)

学生除了修学我们的专业课程外，还可以选择选修课程

和校外课程，包括强化托福(TOEFL®)预备课程、商业英

语、面向专业人士的商业英语、法律英语、英语发音、大

学入学准备和职场沟通等科目。学生可以将选修课程和一

般的专业课程合并，以实现一个最适合自己需要的课程安

排。程度高的学生还可以在哈佛大学的扩展学院(2)和其他

学院修学他们感兴趣的领域的课程。

英语专业课程

所有的 NESE 学生都可以按语法和习惯用语、对话和听

力，以及阅读和写作的顺序学习英语专业课程。每门课均

有十个等级；学生通常每个月完成一个等级。因此，如果

学生在进入 NESE 时对英语不了解或是了解很少，则应

该计划在 10 个月的时间内完成 NESE 所有十个等级的课

程。学生在完成第十个等级课程后，其语言能力便能使他

们在各种不同类型的专业和学术环境中成功地使用英语。

等级

课程 1 2 3 4 5 6 7 8 9 10

强化托福(TOEFL®)预备课程

商业英语

面向专业人士的商业英语

法律英语

大学入学准备课程

职场沟通

机构托福(TOEFL®)考试

英语发音

计算机辅助语言学习

词汇

阅读和写作

会话和听力

语法和习惯用语

(1)选修课程 - 免费。(2)校外课程 - 另行收费。

若要了解更多信息， 

请访问：WWW.NESE.EDU



由于 NESE 非常理解专业人员在国外修学课程时所面临的语言和

生活方面的挑战，学校提供了一个专有的课程结构来满足他们的

要求。课程、教师类型、活动、住宿、计算机室和休息室等都针

对专业人员的学习方式、有限的时间和实际需求等刻意设计。此

外，NESE 还为专业人员提供了一个适合他们需求的时间安排：

 ♦使用我们常规的强化或半强化的课程安排

 ♦修学 NESE 的专门化课程，如商业英语、法律英语、英语发音

和托福(TOEFL®) 预备课程等

 ♦接受私人讲课

 ♦参加特别小组的课程

 ♦选修以上各项的任意组合

面向专业人员的课程 “我认为，如果想学英语，就应该到 NESE 去学习。你一定会满载而归。”

Heinz Hawreliuk | 商人，德国

教学

若要了解更多信息， 

请访问：WWW.NESE.EDU



“我早已向所有想要获得最佳英语学习体验的学生推荐 NESE，并将继续这样做 。”

Bander Alnogaithan | 律师，沙特阿拉伯

由于许多学生迫切希望能进入美国的大专院校或研究院， 

NESE 特别注重向学生提供实现自己学业目标所需要的技巧和指

导。除了我们的托福(TOEFL®)预备选修课和我们的校外大学入学

预备课程之外，NESE 还在每个月为高程度的学生提供机构托福

(TOEFL®)考试，并提供全面的额外服务项目以帮助未来的大学生

完成其 NUPS 课程。

面向学生的课程

教学

若要了解更多信息， 

请访问：WWW.NESE.EDU



NESE 大学入学服务(NUPS)
NESE 向打算在美国大专院校学习的 NESE 学生提供大学入学服

务(NUPS)。

NUPS 的目标是确保您个人的需要和能力与您所选定的高等院校

所要求的相匹配，并确保您在整个申请过程中获得有力的支持、

帮助和指导。 

NESE 在大学咨询方面的多年经验意味着您能够更轻松地申请您

所需要的专业，并被录取。NESE 的(NUPS) 服务以及 NESE 

所提供的各种指导会、课程和项目帮助 NESE 学生在许多地区大

学内继续他们的学业。 

“NESE 是最佳学校中的佼佼者!!! 如果您打算学习英语并申请大学的本科或研究生专业，那么 NESE 则为您提供了实
现这一目标的最好条件!”

Gulnara Ilyassova | 律师，哈萨克斯坦

NUPS

若要了解更多信息， 

请访问：WWW.NESE.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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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点

一个最有利于学习进程的环境 “由于哈佛广场得天独厚的位置，NESE 的学生能方便地参加许多附近大学举办的活动。”

Eva Du | 皮肤科医生，中国

哈佛广场 

我们的地点

NESE 位于剑桥的哈佛广场内，与哈

佛大学毗邻，并与查尔斯河仅几分钟

步行路程之遥。

哈佛广场是学生活动的聚集地，也是全

美国最有趣、最充满活力的学生中心。

哈佛广场是满足学生需求、提供娱乐的

理想场所；四周为咖啡馆、餐厅、书店

和精品店所环抱。大学的课堂仅为几步

之遥，经典和最新电影就在街对面，剧

场和音乐会拐弯就到，街头和公园内更

是处处飘逸着音乐之声。 

不论您的兴趣何在，您都可以在哈佛

广场得到满足。

剑桥：一个令人兴奋的大学城

剑桥市是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这两

所世界顶级对象的所在地，而且在美国

是学生和专业人士最著名的聚集地。 

在 9 月到 5 月的每个学年内，此地区

的学生人口多达三十万以上。  

在美国，很少有其他地方能在这样一

个充满动感的现代生活方式背景下向

学生提供如此令人兴奋的文化、传统

和历史，以及英语教师的完美结合。

波士顿：新英格兰地区的学术和文化

中心

在波士顿，您可以发现著名的博物馆

和室外艺术展、安静的公园和活跃的

夜生活、世界一流的交响乐团和随时

出现的爵士乐队、历史遗址和尖端高

科技公司。您还会有机会参加该城市

众多高等院校赞助的一些讲座、电

影、戏剧和支持活动。而且，你将无

法抗拒波士顿众多美食佳肴的诱惑。

毫无疑问，您将尽情享受这样一个独

特的学习氛围；它完美结合了对过去

的尊重、对当今的热情以及对未来的

向往。

若要了解更多信息， 

请访问：WWW.NESE.EDU



住宿

NESE 认识到不同的学生需求决定了不同的住宿选择。 

NESE 还相信如果学生在住宿环境中感到不舒畅，他们便

无法在课堂上集中精力。因此，我们特别关注学生对住宿

的选择。为此，NESE 提供了美国寄宿家庭（均提供单人

房、早餐和晚餐）、面向专业人员的独住宿舍（均可选用

单人房或双人房，提供早餐和晚餐）。

所有这些选项都旨在实现 NESE 的高标准，并为学生提供

一个舒适方便的家外之家。正如 NESE 处地理想，NESE 

的所有住宿也都方便地位于地处中心、舒适美观的小内，

并靠近公共交通以及波士顿的主要景点。

NESE 在校生离开自己的国家之前就为他们做好了所有的

住宿安排。这意味着他们可以提早抵达，从机场直接前往

自己的住所。这样，到注册日那天，他们对波士顿地区就

已经有所了解，并能轻松地度过在 NESE 的第一天。

满足不同学生类型需求的不同住宿安排 “在 NESE，我不但与学生交朋友，还与这里出色的教职员工亲密相处。他们使我感到受欢迎，使我每天感到心情愉快！”

Alice Macedo | 学生，巴西

若要了解更多信息， 

请访问：WWW.NESE.EDU



在 NESE 的生活

我们建议您在 NESE 探索新的地方，与新的人们交往，尝试新的

事物。NESE 的课外活动包括我们每周举办的电影聚会、俱乐部

活动（如 NESE 最流行的“公开对话俱乐部”）、NESE 的语言

伙伴活动，参观波士顿的博物馆、剧院和参加运动活动等， 

以及到本地区著名的历史遗址、大学和本地组织的短途旅游等。 

NESE 还经常组织访问纽约、尼亚加拉瀑布和其他著名景点的周

末游。

开始体验美国的文化 “在 NESE 学习英语是我至今为止最出色的专业、学术和个人经历。”

Karem Ivette Lora Kesie | 律师，哥伦比亚

 ♦ 学生和专业俱乐部

 ♦ 贵宾演讲活动

 ♦ 语言伙伴活动

 ♦ NESE 一日游和周末游 

 ♦ 健身俱乐部会员

若要了解更多信息， 

请访问：WWW.NESE.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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