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比马耳他更好的适合学习英语的地方？我们拥有宜人

的气候、水晶般清澈的大海、热情好客的人们，还有 

6000 年的悠久历史和文化，这一切使得马耳他成为理

想的度假胜地。继 160 年的英国统治之后，马耳他还

成为一个说英语的国度 － 是希望让自己沉溺于英语语

言的学生们的最佳选择。

马耳他岛坐落在地中海中部，距离西西里岛南部只有 

100 公里，拥有丰富和悠久的历史。几个重要的海上势

力，从腓尼基人到罗马人，还有英国的圣约翰骑士团，

在某一历史时点曾统治过马耳他。他们都在这个岛的历

史文化中留下了烙印。石器寺庙、古罗马镶嵌画、巴洛

克教堂和由骑士们建造的宏伟防御工事，都使马耳他成

为艺术、建筑和文化爱好者的天堂。

坐落在马耳他北部的保罗海湾是一个典型的古代地中海

渔村。尽管该地区现在拥有所有的现代设施，例如商

店、银行、影院、邮局，几个专门提供本地菜的饭馆、

酒馆以及露天咖啡馆，但它仍然保留了古代的魅力。群

山环绕的海湾是所有水上运动狂热者完美的地点。帆板

运动员和滑水运动员与五彩缤纷的马耳他渔船融合在一

起。远远望去，您可以看到两座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岛

屿，圣保罗在公元 60 年遇难于此，当时他为马耳他带

来了基督教，自那时起，马耳他一直繁荣昌盛。

为什么要在马耳他学习英语





Alpha 英语学校

Alpha 英语学校建立于 1991 
年，是一间经马耳他教育和旅

游部完全认可的、持有政府颁

发执照的学校。它拥有一支富

有责任感、高素质、经验丰富的以母语为英语的国际教职

员工队伍，可以满足不同层次和年龄阶段学生的需要。学

校班级人数设置恰当，老师可以根据学生实际情况开展个

性化教育以快速提高他们的英语技能。英语是唯一的授课

语言。

通过使用现代化沟通方法以及专业的教学辅助手段和工

具，老师可以确保学生取得可靠、快速的进步。学校除了公共假期外全年开放。所有

课程每周一开始，学校会先给学生进行一个评估测试和一个个人的面试，以评估学生

的英语水平。然后学生会被分配到合适的班级。课程结束时，所有学生会获得一个参

加证书。

公共英语课程

这是一组旨在教导学生如何在不同场合进行有效沟通的课程。 

按日程表的设定，学生会接受一系列不同的课程，除了语法、

单词和发音练习外，还包括辩论，讨论时的谈话活动和角色演

练。每个班级最多 10 个学生。标准课程：每周 20 堂团体课

程。强化课程：每周 20 个团体课程加上 10 
个一对一的个人练习课程。 级别：入门班 

– 高级班。

商业英语课程

在今天的商业世界，拥有优秀的英语能力是一

个成功的职业人士必不可少的。这个课程旨在

发展经理人员，秘书和学生在以下场合用英语

有效沟通的能力：使用电话时，阅读和分析商

业文章，主持和参与会议，安排旅游和商业往

来 － 电子邮件/报告/备忘录。每个班级最多 5 名学生）。

标准课程：每周 20 堂团体课程。强化课程：每周 20 个团体课程加

上 10 个一对一的个人练习课程。级别：预备班 +。

一对一课程

这些课程是为满足有特定语言要求的每一个体学生而量

身定制的。在学生抵达马耳他之前，以及他们到校第

一天，我们会进行一个详细的需求分析，以便围绕学生的需要准备

个人课程。因此，这种类型的课程提供了最快速、最有效的英语

语言训练可能性。标准课程：每周 20 堂一对一课程。强化课

程： 每周 30 堂一对一课程。级别：入门班 – 高级班。



二对一课程

此课程非常适合寻求个人辅导的家庭成员或者朋友/同事。该课程只

提供给英语水平相似的学生，是为满足学生的个体需要而量身定制。  

在抵达之前，以及他们上课的第一天，我们的教务长会进行一个需求

分析。该课程允许学生重点针对并实践特定的个体问题和英语领域。

标准课程：每周 20 堂一对一课程。强化课程： 每周 30 堂一对一

课程。级别：入门班 – 高级班。

一对一专门练习

这些量身定制的课程是专为满足所有学生的专业要求而设计的。我们

欢迎出于任何目的对英语课程有需求的公司和个人查询。课程包括：

法律英语、银行英语、医药英语、计算机英语、保险英语、工程英

语、酒店业英语、航空业英语等。标准课程：每周 20 堂一对一课

程。强化课程：每周 30 堂一对一课程。级别：初级班 － 高级班。

家庭辅导

该课程使学生能够完全沉浸于英语语言，学生们居住在位于马耳他任何地方的教师家庭，享受到

优势和舒适等种种好处。上午学生会随老师上一个 20 课时的课程（课程结构和一对一的课程相

同），然而教学明显不会到此为止，学生自然

而然会有从老师和主人家庭学习的机会。标准课

程：每周 20 堂一对一课程 + 提供全天膳食和

单人住宿。级别：入门班 – 高级班。

考试课程

• 雅思备考课程 － 雅思（国际英语测试

系统）是英语语言能力的综合考试。包括

阅读、写作、口语和听力部分，内容涉及

学术或普通培训。雅思已被澳大利亚、英

国、加拿大和新西兰大部分学术机构认

可。在移民和工作安排等方面，雅思也得

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我们的考试课程全部为强化课程，为期 4 至 12 周，帮助学生充

分准备以上所述的国际考试。请联系校方获取目前考试费用和日期。（每个班级最多 5 名
学生）。标准课程：每周 20 堂团体课程。最短课程时间：4 周。级别：预备班 +。

• 剑桥大学备考课程 － 剑桥大学 ESOL（母语为非英语者英语测试）考试已得到世界上

许多大学、雇主和国家教育机构的认识和认可。每年超过一百万人参加剑桥大学 ESOL 考
试，以改善就业前景、寻求进一步教育、准备出国旅行或生活。Alpha 英语学

校开办 4 类剑桥大学 ESOL 备考课程：PET － 初级英语测试（中级预备层

次）、FCE － 英语一级证书（中级层次）、CAE － 高级英语证书（中上 

－ 高级层次）、CPE － 精通英语证书（高级层次）。（每个班级最多 5 
名学生）。 标准课程： 每周 20 堂团体课程。最短课程时间：4 周。

• 托福备考课程 － 托福 非英语为母语者使用和理解在学院和大学

所用的北美英语的能力。 大部分美国和加拿大大学和学院录取国

际学生时，要求学生考取较高托福分数。（每班最多 5 名学

生）。标准课程：每周 20 堂团体课程。 最短课程时间：

4 周。 级别：中级班 +。



假期英语课程

这些课程专为 13 至 18 岁、愿意将英语课

程融入马耳他阳光假期的大学学生而设计。

（我们还接收年龄 8 - 12 岁由家长、老师

或者组长陪伴到马耳他来的学生。上午课程

结束后便是下午活动，安排是每周 3 次郊

游（由年轻好客的组长陪同），费用已含。

该课程向年轻的学生提供一种文化活动和娱

乐活动之间的平衡，使他们能够深入认识马

耳他岛屿的方方面面。

而且，校方每日组织几次其它下午或晚间活

动，或是乘船游，或是观光游，或是海滩派

对、烧烤、骑赛课程，或是晚上外出看电影

和跳迪斯科舞。无人陪同的学生被安置与马

耳他主人家庭呆在一起，而由成年监护人陪

同到马耳他旅游的学生还能选择学校住宿。 

假期英语课程只在复活节时期和 6 至 9 月
期间开办。（每个班级最多 12 名学生）。

标准课程：每周 20 堂团体课程和 +3 次
郊游。强化课程：每周 20 堂团体课程加 



10 堂一对一课程和 3 次郊游。级别：入门班 

– 高级班。

假期英语进阶课程

假期英语进阶课程由假期英语课程活动组成，还

另外为学生提供每周 4 次马耳他各地的沙滩旅

行。所有郊游和活动由组长负责。标准课程：每

周 20 堂团体课程和 +7 次郊游。级别：入门

班 – 高级班。

休闲活动

至于水上运动和海滩活动，Alpha 英语学校因

其位于马耳他北部、接近海岛沙滩而别具一格。 

潜水、帆板、帆船、滑水和滑翔伞都是非常普及

的运动，并且在夏季期间，我们在每天课后都提

供豪华轿车接送服务，可到达附近的各个沙滩。

由于马耳他的气候非常适合开展一系列体育活

动，Alpha 英语学校还会组织骑马、网球、壁

球、高尔夫球、皮艇、沿绳滑、登山、帆船和花

样滑水、风筝冲浪和水上滑板，这些活动可以单

独参与，或者与英语课程相结合的。如果您想了

解有关这些课程的其它信息，请联系我们索取

《探险与体育课程手册》副本。

因马耳他海岛历史悠久，岛内还有多处名胜景

区游客不可错过。校方组织多项活动和旅行，

从“寂静之城”姆蒂纳、首都瓦莱塔之旅到 

Gozo 和 Comino 姊妹岛乘船游，并且晚上可

去夜总会和迪斯科舞厅玩乐。 

住宿

我们精心挑选一个合适的住宿地方，还提供多样

的选择，包括自助公寓、别墅、客房，不同类型

的酒店和主人家庭。

对于那些希望感受马耳他家庭生活的同学，我们

可以推荐一个经过细心挑选的说英语的主人家

庭。在轻松的家庭气氛下友好地交谈可以提高掌

握语言能力。我们的住宿专员每年会巡察所有我

们的主人家庭三次。



一般信息

英语课程的日期：除去公共假期，学校全

年开放。除一对一/二对一/专门的一对一

课程之外的所有其它课程都是周一开课周

五结束。在规定时期内的任何一个星期一

都有可能开课。

英语课程的课时：最短 1 周，最长 50 
周。

每堂英语课的课时：一堂课 45 分钟。

学校时间表：标准课程是从上午 9.00 到
10.30 和 11.00 到中午12.30 。强化课

程是从下午 1.00 到 2.30 ，或者下午 

3.00 到 4.30 。在高峰季节，学校保留下

午举办标准课程的权利。

请注意，当一个团体课只有一名学生上课

时，课程的数量会减少三分之一。

英语课程上课地点： 通过特殊安排，一

对一、二对一以及专门的一对一课程可在

校外举办（例如在学生的住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