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SE 簡介
辦學卓越，獲獎肯定

卓越的英語學習環境®

♦♦致力於卓越的課堂教學
♦♦提供帶來挑戰又能促進學習的課程
♦♦明白每個來到

NESE 的學生，都有自己獨特的能力、需求及
目標，這些都是學生成功的關鍵

♦♦瞭解溫馨與支持的學習環境很重要
♦♦相信每個學生都有能力成功
♦♦欣賞友善與慈悲的力量與價值
♦♦體認到語言學習若要完整，必須理解語言使用所在的文化
♦♦承諾創造學習英語的絕佳機會

years

理念

NESE 的委員會
由教育、藝術、商
業及科學領域成
功的專業人士組
成。NESE 的顧問
提供指導、專業知
識，匯集共同的經
驗，促進 NESE 的
成功。

♦♦Robert Bier 先生，工商管理學碩士
哈佛大學工商管理研究院
♦♦Brian Buckley 先生，教育學碩士
哈佛大學教育研究生院
♦♦Hye-Jin Choi女士，建築學碩士
耶魯大學建築研究院
♦♦Julio C. S. Dimer 先生，文學學士
Unisinos － 社會傳訊學院
♦♦Susan B. J. Dobson 女士，教育學碩
士哈佛大學教育研究生院
♦♦Richard Downing 先生，文學學士
哈佛大學藝術與科學學院
♦♦Jeff Francois 先生，教育學碩士
哈佛大學教育研究生院
♦♦Mark S. Gurecki 先生，教育學碩士哈
佛大學教育研究生院

獎項及榮譽
NESE 獲得 ACCET 認證，並且維持與 TESOL、MATSOL、NAFSA、美國密集英語課程聯盟 (English
USA)、IIE 及美國南方貧困法律中心 (Southern Law Poverty Center) 的專業合作關係。此外，NESE 也
獲得了許多其他政府機構的認可，包括德國 Bildungsurlaub，以及駐美國沙烏地阿拉伯文化辦事處。
♦♦2015 [哈佛大學]

工作人員獲頒哈佛大學榮譽「哈佛英雄」
♦♦2014 [《波士頓環球報》與美國聯邦研究所]

百大女性領導的麻薩諸塞州機構，排名第 11
♦♦2012 [ACCET]

認證更新 – 滿分
♦♦2011 [Veja 雜誌] [Viagem e Turismo 雜誌]

五大頂尖英語語言學校 - 全球

♦♦Martha M. Hall 女士，教育學碩士
哈佛大學教育研究生院

♦♦2010 [Veja 雜誌] [Viagem e Turismo 雜誌]

♦♦Todd Hannig 先生，文學碩士
哥倫比亞大學師範學院

♦♦2010 [美國公民外交中心]

♦♦John Hartman 先生，教育學碩士
波士頓大學教育學院，哈佛大學實習教師計劃
♦♦Christian Hollenberg 博士，哲學博士
波昂大學；哈佛大學工商管理研究院工
商管理學碩士
♦♦Panos Philandrinos 先生，文學學士哈
佛大學藝術與科學學院
♦♦Edward B. Quigley 先生，教育學碩士
哈佛大學教育研究生院
♦♦Ian B. Shine 博士，
劍橋大學醫學博士
♦♦Thomas A. S. Shine 先生，建築學碩
士耶魯大學建築研究院
♦♦Frances Tsakonas 女士，CAS
哈佛大學教育研究生院

攝影：Rose Lincoln

顧問委員會

五大頂尖英語語言學校 - 全球
十大傑出課程

♦♦2002 [MATSOL]

傑出工作環境獎
♦♦2001 [Language Travel Magazine] (四月、八月)

代辦推薦學校 – 美國
♦♦2000 [Language Travel Magazine]

代辦推薦學校 – 美國
♦♦1999 [Language Travel Magazine]

代辦推薦學校 – 美國
♦♦1996 [Exame]

最佳商務人士英語課程 – 全球
♦♦1995 [Exame]

代辦詢問最熱門的四所學校之一（美國）
♦♦1993 [Language Travel Magazine]

代辦推薦學校 – 美國

教育專家創辦
與管理的學校

Martha Hall
哈佛大學教育碩士
NESE 總監

NESE 獨特的方法以教育研究為基礎，來自 NESE

的方針是致力於卓越的課堂教學、尊重所有的民族、

的創辦人（也是現任總裁）於哈佛大學教育研究所修

相信每個學生都有能力成功，並且明白每個學生具體

讀學位期間，進行研究分析的結果。她仔細探究各種

的需求與目標，都是學生成功的關鍵。

Ashim Shanker
哈佛大學教育碩士
NESE 教務主任

有成效的學校與課堂環境，因而創辦 NESE，學校

Anna Shine
哈佛大學教育碩士
NESE 創辦人暨總裁

教育專家
攝影：Rose Lincoln

NESE 的個人化
語言習得方法
優秀的學校讓所有的學生達到自己最好的表現，無論學生的
學業能力如何。優秀的學校也會鼓勵所有的學生發揮自己的
特長。因此，NESE 致力於提供最高品質的課程，以及最
有能力的教師，我們相信，要真正理解並協助每一個學生達
成自己的目標，我們必須更進一步。
出於這個動機，NESE 開發了 NESE 的「個人化語言習得
方法」，這套系統體認到每個學生都是獨特的人，有自己獨
特的學習方式、需求及目標。

「NESE 提供了有效率教育體系最理想的組合：敬業的教師有豐富的學識，行政團隊主要的目標就是協助您。」

Alex Sandro Dos Santos Bastos | IT 專家（巴西）

此方法包含四個步驟：
♦♦ NESE

的英語技能評估

♦♦ 個人化的學習進度
♦♦ 隨時提供諮詢
♦♦ 持續的程度再評估

無論學生的程度、文化、年齡，或是有哪些獨特的需
求，NESE 的「個人化語言習得方法」都能提供了每個學生
需要的輔助，盡可能快速又有效學習英語並理解美國文化。

方法
進一步瞭解，
請參閱：WWW.NESE.EDU

NESE 課程

「老師和行政人員都很好，又有耐心。在 NESE 不需要覺得緊張，因為他們熱心又親切。」

Ece Gundogan | 土木工程學生（土耳其）

學校英語課程

選修(1) 與課後課程(2)

所有的 NESE 學生都能按部就班研習「文法與用
語」、「會話與聽力」、「閱讀與寫作」的學校英語
課程。每個課程都分為 10 級，學生通常循序漸進，
每月完成一級。因此，來到 NESE 的學生，即使只
會少許或是完全不懂英語，預計也能在 10 個月內完
成整個 NESE 的 10 級課程。完成第 10 級的學生，
就達到熟練掌握的程度，在各種不同的專業與學術環
境，都能流利運用英語。

除了我們按部就班的課程，學生可以搭配選修課程
與校外課程，包括密集托福®準備、商務英語、專業
人士商務英語、法律英語、發音、大學準備課程，
以及職場溝通。學生可以利用選修課程搭配一般學
習課程，打造最適合自己需求的學習方案。進階班
的學生還可以進修特別有興趣領域，參加哈佛大學
推廣教育學院(2) 及本地其他學院提供的課程。
(1)

選修課程：免費。(2)課後課程：額外收費。

級別
課程

1

2

3

4

5

6

7

8

9

10

密集托福 ® 準備
商務英語
專業人士商務英語
法律英語
大學準備
職場溝通
機構托福 ® 測驗
發音
電腦輔助語言學習
字彙
閱讀與寫作
會話與聽力
文法與用語

課程
進一步瞭解，
請參閱：WWW.NESE.EDU

專業人士班

「我會說，如果想要學英語，來 NESE 學英語就對了！您會得到您想要的成果。」

Heinz Hawreliuk | 商人（德國）

因為 NESE 瞭解專業人士參加海外研習課程可能面臨的特
殊挑戰，包括語言方面與實務方面，所以提供了專門規畫的
課程結構，滿足專業人士的需求。班級、教師的類型、活
動、住宿、電腦室，以及交誼區，都經過刻意的設計，滿足
專業人士學習方式不同、時間有限，以及實務方面的需求。
此外，NESE 提供不同時間安排的選擇，專業人士根據自
己的目標，選擇最適合的：
♦♦按部就班，參加我們正規的全天密集或半天密集課程
♦♦參加 NESE 的專門課程，例如商務英語、法律英語、發

音、托福 ® 準備
♦♦一對一私人指導
♦♦參加專門的團體課程
♦♦以上各種方式任意搭配組合

教學
進一步瞭解，
請參閱：WWW.NESE.EDU

學生班

「我已經推薦給很多人，也會繼續推薦給任何想要美妙英語學習體驗的學生！」

Bander Alnogaithan | 律師（沙烏地阿拉伯）

因為我們的學生有很多人希望盡快進入美國的大學、院校
或研究所，所以 NESE 特別注重提供學生需要的技能與指
導，協助學生早日達到學業目標。除了選讀我們的托福 ® 準
備課程，以及我們課後的大學準備課程，NESE 每個月都
為高階班學生舉行機構托福 ® (Institutional TOEFL®) 測
驗，並且提供完整配套的額外服務，透過 NUPS 計畫，協
助學生申請理想的大學。

教學
進一步瞭解，
請參閱：WWW.NESE.EDU

NESE 大學
入學申請服務 (NUPS)

「NESE 是最好的學校當中最好的學校！如果您想要學好英語，申請某個研究所或大學的課程，NESE 提
供很好的機會，協助您達成目標！」

Gulnara Ilyassova | 律師（哈薩克）

NESE 提供大學入學申請服務 (NUPS)，協助打算進入美
國大學校院就讀的 NESE 學生。
NUPS 的目標是確保您個人的需求與能力，達到您所選學
校要求的標準，也確保在整個申請過程中，有您需要的支
援、協助及指導。
NESE 有多年留學諮詢的經驗，意味著日後將會比較容易
申請（以及進入）您選擇的系所課程。NESE 的 (NUPS)
服務，以及我們在 NESE 提供的各種工作坊、輔導課程及
方案，已經協助 NESE 學生順利進入許多本地的大學繼續
深造。

NUPS
進一步瞭解，
請參閱：WWW.NESE.EDU

最理想的
學習環境

「NESE 的學生很容易參與附近大學的一些活動，因為學校就在哈佛廣場，地點很好。」

Eva Du | 皮膚科醫師（中國）

哈佛廣場：
我們的位置

劍橋：人文薈萃的
大學城

波士頓：新英格蘭的
學術與文化中心

NESE 位於劍橋市的哈佛廣場，
緊鄰哈佛大學，從查爾斯河走路過
來只要幾分鐘。

劍橋市是哈佛大學與麻省理工學院
(MIT) 所在地，全球最頂尖的學府
有兩個在這裡，也是美國最重要的
學生與專業人士集中地區之一。

在波士頓，您會發現一流的博物館
與戶外表演、安靜的公園與熱鬧的
夜店、世界級的交響樂團與即興的
爵士樂團、歷史古蹟與先進的高科
技公司。您也有機會參加講座、電
影、音樂會、戲劇，以及本市多所
大學校院主辦的體育賽事。最後，
您會無法抗拒波士頓豐富多樣的美
食佳餚。

哈佛廣場是學生活動的聚焦點，也
是美國最有趣、最有活力的學生集
中地區之一。「廣場」，因應學生
的需求與休閒，周圍有許多咖啡
館、餐廳、書店及精品店。到大學
聽課，只要走幾步路；看電影，經
典老片或熱門新片，對街就有；舞
台劇、演唱會，就在附近，而且街
頭、公園經常飄揚著音樂。

學年（從九月到五月）期間，有超
過 30 萬學生在這個地區。
在美國，沒有幾個地方能為學生提
供這樣人文氣息豐富的環境，融合
文化、傳統及歷史（還有英語教
師），襯托著充滿活力的現代生活
方式。

毫無疑問，您一定會喜歡這種結合
了尊重過去、品味現在、放眼未來
的學習氣氛。

無論您的興趣是什麼，都可以在哈
佛廣場找到您喜愛的事物。

Logan
International
Airport

Harvard
University
哈佛大學哈佛大學

洛根國
際機場

NESE

CAMBRIDGE
劍橋

M.I.T.

波士頓

BOSTON

地點
進一步瞭解，
請參閱：WWW.NESE.EDU

不同類型的住宿
適合不同類型的學生
NESE 明白，學生有不同的需求，因此必須有不同
的住宿選擇。NESE 也知道，如果學生住得不舒
適，上課就不能好好集中。因此，我們投入大量的心
力，安排學生的住宿選擇。例如，NESE 提供美國
寄宿家庭（都是單人房，供應早晚餐）、為專業人士
與學生提供不同的宿舍（都可以選擇單人房或雙人
房，供應早晚餐）。

「在 NESE，我交了很多朋友，不只是我們的同學，也有這裡優秀的工作人員。這些優秀的人讓我覺得很親
切，而且每一天都很快樂！」

Alice Macedo | 學生（巴西）

這些選擇方案的設計，都是為了達到 NESE 的高標
準，同時提供學生有如第二個家的舒適與便利。就
像 NESE 理想的地點，NESE 提供的住宿選擇，也
都位於有吸引力、交通便利的社區，靠近大眾運輸系
統，以及波士頓的主要景點。
學生出國之前，NESE 就會先做所有住宿的安排。
這就表示，學生可以提前抵達，直接從機場到住處。
然後，到了註冊日，學生已經比較熟悉波士頓地區，
就能放鬆心情，開始他們在 NESE 的第一天。

住宿
進一步瞭解，
請參閱：WWW.NESE.EDU

開始體驗
美國文化

「在 NESE 學英語，是我經歷過最好的專業、學習及個人生活體驗之一。」

Karem Ivette Lora Kesie | 律師（哥倫比亞）

在 NESE，我們鼓勵您去探索新的地方、認識新的朋友，
以及嘗試新的事物。NESE 有豐富多樣的課外活動，包括
我們每週的電影欣賞、社團活動 (例如 NESE 最熱門的「暢
談社」)、NESE 的語言夥伴計畫，還有參觀波士頓的博物
館、劇場、球賽，以及遊覽本地的名勝古蹟、大學、社團組
織。NESE 也經常安排週末旅遊的活動，前往紐約、尼加
拉瀑布，以及其他熱門景點。

♦♦ 學生與專業人士社團
♦♦ 邀請來賓演講
♦♦ 語言夥伴計畫
♦♦ NESE

一日遊與週末旅遊

♦♦ 健身俱樂部會員資格

NESE 生活
進一步瞭解，
請參閱：WWW.NESE.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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