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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2000年初期，因菲律賓逐漸地代替集中於美國、英國、加拿大、澳洲等英語圈的遊學市場，而備受國際矚目

- 將英語作為第二外語,在亞洲地區內使用英語最為廣泛之地區

- 學校及所有公務行政機關、公文等，全部使用英語作業

- 在英語課程方面，可採用CP質最高的”師生1:1課程”

- 相比其他英語圈國家，學習和遊玩價格花費相對低廉的

- 因歷史悠久的殖民地背景，可體驗東西方文化相交融的多樣性文化

- 擁有著美麗的海灘、高山深溪、叢林，還有現在仍活動頻繁的活火山等秀麗的自然景觀

- 宿霧(Cebu)為菲律賓最佳的休閒城市，成為世界眾人旅行、教育、退休後定居的優選之地

- 宿霧市及周邊城市聚集了大大小小的私立學校、國際學校，成為初期遊學的最佳選擇

 

為何選擇菲律賓-宿霧 ? 

菲律賓宿霧

04 IMS



獲菲律賓移民局認可的留學生報名許可教育機構

由菲律賓移民局獲得認可，留學生可報名(ApprovaltoAcceptForeignStudents)及可

頒發SSP(SpecialStudyPermit,遊學許可證)的教育機構

菲律賓教育部 TESDA 認可教育機構

正式登記在菲律賓教育部旗下技術教育及技能開發部TESDA(Technical 

EducationandSkiils DevelopmentAuthority)的教育機構

Cebu City 商務運營及許可教育機構

由菲律賓政府宿霧市政廳(Cebu City)獲得商務運營及許可的教育機構

- NTR No. 201607220132 (菲律賓教育部)

- AAFS NO. JHM-18-TVET-366 (菲律賓移民局)

IMS

許可 

學校名稱

基本資訊

IMS(International Mac School)由位於宿霧市區中心都市型校園-AYALA學校和擁有極
佳治安和多種便利生活設施的宿霧富人區的寄宿型學校-Banilad學校組成。

AYALA學校依據較為自由且靈活的管理制度，主攻專業化口語為主的ESL課程和商務英語課程。Banilad

學校則是頂尖/集中ESL及強化IELTS,TOEIC,EAP等需要培訓的中長期課程為主的學校。

IMS將以上述兩類為主，提供由傳統遊學到早期及正式遊學的一站式遊學pathway項目。IMS不單只停留在菲律賓宿霧

一個城市，包括菲律賓宿霧在內，已拓寬至美國的關島、馬來西亞吉隆玻、加拿大溫哥華、美國賓夕法尼亞等地，

IMS已一舉成為了全球性語言機構。傳統與現代化並存的國際互聯網路,為提供最佳的英語學習和宏偉美好的未來

藍圖，並報答一直關注我們的遊學者，將不惜做出最大的努力。

Welcome to I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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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IT 廣場8. Ayala 購物中心7. Ayala Campus

3. 水上樂園 2. BTC 購物中心1. Banilad Campus

11. SM 購物中心

10. 大學醫院

9. IT廣場

8. Ayala 購物中心

7.  Ayala Campus

6. Banilad運動俱樂部

5. 街景購物中心
(健身俱樂部)

4. 綜合醫院

3. 水上樂園

2. BTC購物中心

1. Banilad Campus

IMSAYALA Campus
距IMSBANILAD 

Campus １０分鐘車程

I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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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麥克坦-宿霧機場11. SM 購物中心10. 大學醫院

6. Banilad 運動俱樂部5. Streetcape購物中心(健身俱樂部)4. 綜合醫院

12. 麥克坦-宿霧

07. Ayala Campus
- 距Banilad Campus       10分鐘

08. Ayala mall物中心
- 距AYALA Campus          1分鐘

09. IT 廣場     
- 距AYALA Campus          5分鐘

10. 大學醫院
- 距 AYALA Campus         5分鐘

11. SM購物中心
- 距AYALA Campus         10分鐘

12. 麥克坦-宿霧
- 距Banilad Campus        25分鐘

01. Banilad Campus
- 距市區及AYALA校園        10分鐘

02. BTC 購物中心
- 距Banilad Campus        10分鐘

03. 水上樂園
- 距Banilad Campus       15分鐘

04. 綜合醫院
- 距Banilad Campus       20分鐘

05. 街景購物中心
- 距Banilad Campus          1分鐘

06. Banilad 運動俱樂部
- 距Banilad Campus          5分鐘

IMS in Cebu City

IMS



1. 根據EPT(EnglishProficiencyTest)管理的程度

    等級細緻化以及有效的管理學習

- 過程度等級測試，準確判斷英語水平並制定學習計畫

- 通過定期測試和溝通，建議適合的學習規劃

- 提供與目標、時間相符合的教學課程及教材

2. 選擇適合自己的學校     

根據遊學目的、學習偏好、遊學時間、課程種類，選擇適合自己的學校

- Ayala Campus : 各國遊學生國際比例較高的自由型

校園, 以口語為主的教學課程

- Banilad Campus :  需要培訓之中長期課程及 IELTS 

/ TOEIC 等官方考試課程，適合快速取得高分的半斯巴達式校園

3. 最佳的地理位置

- Ayala Campus : 位於宿霧市區中心的時尚簡潔風的校園環境

- Banilad Campus : 位於宿霧富人區，擁有安全而多種便利設施

4. 較高水準的講師團隊       

- 根據嚴格的人才 Pool系統中的6種標準面試錄取

- 畢業於菲律賓明星大學並具有豐富經驗的講師

- 通過定期培訓及多項審核，維持高水準的講師團

- 根據專職講師分類制度，提供優質課程

為何選擇IMS ?

08 IMS



選擇IMS的8大理由

5. 多種國籍比率  

- 不僅僅韓國，還有日本、臺灣、中國、越南、俄羅斯等多種國籍

的學生一起學習的國際學校

- 通過英語遊學，與外國朋友一起分享各式各樣的文化，提供能夠培養

符合時代之全球國際觀的機會

韓國 : 35%, 日本 : 10%, 臺灣 : 15%, 中國 : 15% 越南 : 15%, 其他 : 10%

6. 各種學生支援服務  

- 按國家分配管理員和員工

- 定期導師、諮詢服務

- 多樣的學習支援服務

- 2次/週清潔服務、3次/週洗衣服務

    

7. 絕對的安全及健康管理 

- 安裝CCTV  / 24小時監控及保安管理

- 1日3餐，提供以韓式食物為主的均衡飲食

- 以防止急狀況發生,宿舍常駐保安人員

8. 海外名牌大學入學 PATHWAY  並提供實習項目

- 與美國名牌大學安德魯斯大學簽署MOU

- 加拿大SPROTT SHAW大學語言學校

- 與加拿大 GBC實習機構簽署MOU

- 提供IMS學生特別入學及獎學金制度

- 通過Pathway，可入學美國/加拿大/澳洲/新加坡等海外大學

09IMS



IMS special 課程

Media English : 通過聽取CNN新聞, TED演講,電影，音樂等，掌握各種英語的表現形式.

Intensive Grammar 特別講座 : 為全面理解從基礎語法結構到自身薄弱的語法部分而進行的特別講座.

Daily English : 學習日常生活中經常使用的各式各樣英語表現形式，尤其對於即將前往英語圈遊學的學生而必備的實戰英語.

Various Writing : 通過多種的主題及方法，提高書寫能力.

Debate : 根據不同的主題，表達各自的意見，提高辯論的能力..

IMS 程度等級管理是以EPT (English Proficiency Test) 結果為標準，

一共分為12個等級，這是根據目前全世界公認的國際語言等

級標準CEFR(CommonEuropeanFramework)等級系統而實施的

等級測試。不僅是每月進行學生英語程度測試，還會根據負責講

師的評價及作業完成度、出勤率等多種方式進行評價。

IMS程度等級評價

  LEVEL System

IMS LEVEL LEVEL IMS TEST SCORE TOEIC IELTS TOEFL [IBT] TEPS

Advances 12 96~100
931~990 7.5 102~109

884~918

Pre-Advanced 11 85~95 824~883

Upper-Intermediate
10 76~88 911~930 7.0 94~101 744~823

9 65~75 861~910 6.5 79~93 642~743

Intermediate
8 60~64 790~860 6.0 60~78 598~641

7 51~59 701~780 5.5 46~59 544~597

Pre-Intermediate
6 43~50 601~700 5.0 35~45 468~543

5 33~42 501~600 4.5 32~34 420~485

Elementary
4 28~32 401~500 4.0 27~31 370~419

3 21~27

1~400 0.0~3.5 0~26 281~369
Beginner

2 14~20

1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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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S 學院團隊為提供適合每個人的優質課程，以情境式環境

教學法為基礎，採用優秀的學院管理流程。並且嚴格驗證除

了講課能力以外作為講師所應具有的所有資歷，進行專職講

師分類驗證，通過研究課程、教材開發、定期講師評價、考

試等進而驗證優秀的人才管理。

IMS 學院團隊

Rael
University of Cebu
Bachelor or Secondary Education
LET Passed

Teaching Experience : 7year
Position : Head Teacher
IELTS, ESL, Business

Lourdes
Cebu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Bachelor or Elementary Education
LET Passed

Teaching Experience : 4year
Position : ESL Instructor

Ryan
Cebu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Bachelor of Science in Industrial 
Technology (Architectural Drafting)

Teaching Experience : 12 years
Position : Head Teacher 
IELTS, ESL, Business

Charis
University of San Jose
Master’s Degree Media Education

Teaching Experience : 8year
Position : Academic Manager
IELTS, TOEIC, ESL

  IMS 講師錄用 / 管理流程 

簡歷審查 > 資格考試 > 第一輪面試 > 試講評價 > 最終剛面試 > 錄用 > 入職說明及培訓 > 定期講師評價
及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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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yala Campus介紹

位於宿霧市區最大購物中心-AYALA購物中心對面的FLB大廈10樓的 AYALA學區，是採用現代整

潔的咖啡店式裝修風格之都市型學校。在自由自在的學習過程中，根據AYALA學校power speaking

式的英語授課法，用來培養英語實戰能力為目的的學校。

在AYALA學校學生們可以在趨近於實際生活的開放式學習空間，根據個人的英語學習目標選擇適合自

己的學習方式。

IMS獨特的口語強化訓練

並非單方面的注入式教學，而是通過教師與學生自然的提問和討論，發現創意性的解答，講師將通過學生學

習的內容，提出優質的、個人能夠活用的問題，自然地引導其對話和討論的方式進行。因此，學生可以通過

實境一般的課程，迅速掌握英語這門語言。

課程提供

- Premium ESL Course
- Power Speaking Course
- Business English 1 & 2 Course
- Junior ESL 1 & 2 Course

推薦給此類學生

- 希望在自由的氛圍中學習並培養對英語有興趣和自信的學生

- 為掌握適合情境之多樣英語表現力，且希望以口語為主體的學生

- 希望能夠均衡享受到英語學習和旅遊及課餘時間的學生

- 即將前往英美國家進行交換生的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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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設施介紹

學習設施 : 40間 1:1空間, 小講室6間，大講室 3間,自習空間

住宿形式 : Banilad學校走讀(除少兒課程), 

                   學校周邊外部宿舍(酒店,公寓)

便利設施 : 自助餐廳,休息室，會議室

餐食 : 提供1餐/日（午餐）/ 使用外部宿舍的走讀生午餐另計

服務提供 : 私人儲物櫃,課桌，免費無線網

校園周邊環境

AYALA學校位於宿霧市區中心，周邊有購物中心、銀行、餐廳、

藥店等便利設施以及酒店、公寓等多樣的住宿設施，因此在學

習英語的同時，為理性的享受旅遊、課餘時間提供了優越的地

理條件

- AYALA 購物中心

作為宿霧最大的購物中心，擁有餐廳和帶有綠化的休息區

域，是備受遊客和當地居民愛戴的場所。作為來訪宿霧必

訪之處，購物中心內還有時裝、超市、書店、影院等.

- IT廣場

位於宿霧郊區的IT廣場，類似於韓國的‘林蔭道’。裡面有各

種購物商店、高檔餐廳、咖啡店等，刪掉被當地人和

遊客稱為美食廣場，和AYALA購物中心一樣也稱為

必訪之處。晚上還有夜市開放，可以品嘗到菲律賓各式各

樣的經典小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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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yala campus 課程介紹

項目 課程 最低授課等級
課程構成

總節數 授課時間 遊學時長 入學對象
1:1 團體

ESL
Premium ESL

所有等級
4 4 8 節課

1節課
45分鐘授

課
休息10分

鐘

1 周以上

15歲以上
Power Speaking 3 1 4 節課

Business
Business English 1

TOEIC 400
4 4 8 節課

Business English 2 3 1 4 節課

Junior
Junior ESL 1

所有等級
4 4 8 節課

7 ~ 14歲
Junior ESL 2 3 1 4 節課

* 寄宿在Banilad Campus ，PowerSpeaking,BusinessEnglish2,Junior2授課時間分為上午/下午課程，遵守學院提供的通勤車輛時間.

* 可進行彈性授課 ( 增加1 : 1 時 $150 / /團體課 ->變更1 : 1 時 $100 ) 4周

Timetable

Time Premium 
ESL

Power 
Speaking Business 1 Business 2 Junior 1 Junior 2

1st class 08:30-09:15 One on One One on One One on One One on One One on One One on One

2nd class 09:25-10:10 One on One One on One One on One One on One One on One One on One

3rd class 10:20-11:05 One on One One on One One on One One on One One on One One on One

4th class 11:15-12:00 One on One Group class One on One Group class One on One Group class

12:00-13:00 Lunch

5th class 13:00-13:45 Group class
(Native Speaker)

Group class
(Native Speaker)

Group class
(Native Speaker)

6th class 13:55-14:40 Group class
(Native Speaker) Group class Group class

7th class 14:50-15:35 Self-Study Self-Study Group class
(Speech)

8th class 15:45-16:30 Group class
(Native Speaker) Group class Group class

9th class 16:40-17:25 Group class Group class

* 本課程表僅為樣本, 課程表將根據個人行程有所變動. / * 在Ayala Campus 學習的Banilad Campus 學生要遵守上/放學班車時間表(未遵守時自行前往)
* Groupclass(NativeSpeaker)針對於入學測試等級3級以上，未達標者將由當地講師進行授課。

14 IMS



▶ Premium ESL / Power Speaking Course
- 將根據初級到高級的等級水準進行授課，全方位講授聽、說、讀、寫、語法、詞彙、發音
等的課程
- 反復將日常生活中經常使用的句子和表達方式能夠熟練地應用到實際生活應用
- 並非單方面的填鴨式教育，而是教師與學生通過自然的提問和討論，有效的提高口語能力
- 最多可以上3節外籍老師的團體課（Premium-ESL 3級以上）
- 由正常授課 8節課 (Premuim ESL) / 4節課 (Power Speaking) 構成
- 通過1次/月的程度測試進行成績管理(Premium ESL 授課必修/限於自願進行 PowerSpeaking 
授課者)

  Premium ESL and Power Speaking Class Contents

* Morning CNN, BBC, Ted Talk, Pop song, Sitcom

One on One Speaking, Grammar, Writing, Reading, Vocabulary

Group Listening, Debate, Pronunciation, Expression (Native Speaker)

* Night Daily English / Intensive Grammar / Various writing

* Morning and night classes are optional for Banilad dormitory students.

- IMS LV.3 以上可進行授課
- 偏向於學習商業英語的商務會話者而進行
- 以備因工作需求需要接待客戶、海外出差、參加會議，學習更加專業的商務用語和成語
- 準備大型企業求職面試、跨國企業求職面試者
- 與常駐國內企業的外國支援進行業務溝通、業務報告/指示，需提高主持會議能力者
- 由正常授課 8節課 (Business English 1) / 4節課 (Business English 2) 構成
- 通過1次/月的程度測試進行成績管理 (Business 1 授課必須 / 限於自願進行Business 2 授課者)

Business English Class Contents

* Morning CNN, BBC, Ted Talk, Pop song, Sitcom

One on One Speaking, Grammar, Writing, Vocabulary

Group Listening, Presentation, Reading, Expression

* Night Daily English / Intensive Grammar / Various writing

* Morning and night classes are optional for Banilad dormitory students.

- 孩童與父母可一同參加，針對父母與子女分別提供相應課程
- 可使用外部宿舍(酒店及度假村) - 費用另計
- 孩童 : 父母陪讀時需滿7周歲以上/父母未陪同時需滿10周歲以上即可（限前25名）
- 由正常授課8節課(Junior ESL 1) / 4節課(Junior ESL 2) 構成
- 通過1次/月的程度測試進行成績管理(Junior ESL 1 授課時必修/限於自願進行 Junior ESL 
2 授課者

Junior ESL Class Contents

One on One Speaking, Grammar, Writing, Reading, Vocabulary

Group Listening, Vocabulary, Speech, Expression Group class (Native Speaker)

* Timetable could change depending on an individual schedule.

▶ Business English 1 & 2 Course

▶ Junior ESL 1 & 2 Course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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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nilad campus介紹

 
Banilad campus位於宿霧最大富人區，也是安全地區之一的 Maria Luisa Village 。校區周邊還有購物

中心、游泳館、健身中心、按摩、餐廳等多種便利設施

另外，因常駐多名韓國管理員及學院管理員，是適合學習長期ESL課程、官方英語考試分數課程、海外大學入學

課程等需要中長期學院式管理的學校。

課程提供 

- Premium ESL Course
- Intensive ESL Course
- Pre-IELTS Course
- IELTS Course (Academic / General)
- IELTS Guarantee Course
- Pre-TOEIC Course
- TOEIC Course
- TOEIC Guarantee Course
- EAP (English for Academic Purpose) Course
- Family Program (Junior Course / Parents Course)

推薦給此類學生

- 以海外大學入學為目標，正準備取得官方英語考試分數、想順利留學的學生
- 目標為通過豐富的學習內容和集中式管理，以快速提高英語水準的學生
- 準備移民的學生
- 以獲得官方英語考試高分為目標的學生

IMS 賦予目標達成動機專案

自主學習的捷徑 ! 根據個人意願申請並達成目標！
- IMS 鼓勵積極的 IMS 學生!!!
- 每天寫隨筆
- 將每天的隨筆（日記、主題寫作）交由老師進行確認並進行指導
- 限量獎品獎勵- 贈送咖啡,按摩 ,游泳館使用卷等IMS紀念品及禮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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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設施介紹
- 學習設施 : 講室(1:1, 團體課), 圖書館, 兒童室, 自習空間

- IELTS, TOEIC 專門研究室

- 住宿形式 : 宿舍 (單人間 27間, 雙人間 27間, 3人間 12間, 4人間 8間)

- 便利設施 : 餐廳, 休息室, 自習室, 多功能廳等

- 餐食 : 提供1日3餐

- 提供服務 : 機場接送、醫療支援服務、免費無線上網、

- 2次/週清潔及3次/週洗衣服務

IELTS 專用圖書館
專用資料及圖書館運營

設置考試所需的全部資料

最新的IELTS 資料

IELTS Team
- 全體講師持有IELTS公認成績

- 通過每週的專門訓練，分析最新動態及備課

- 定期講師培訓及考核評價

校區周邊環境
Banilad學校位於的Maria  Luisa地區是宿霧最大富人區，類似於韓

國的清潭洞。由於是富人區，治安也相對安全，並且設有很多便利

設施，住著很多外國居住者和當地上流社會人士。 Banilad 中心的

學生不必刻意前往大型購物中心採買，也可以利用餐廳、購物中心、

超市等，並且還有機會與附近的游泳館、健身中心等地與在當地居

住的外國人進行交流。

- Street Scape Mall

距Banilad學校徒步1分鐘的街景購物中心設有各國風味餐廳、咖啡

店、按摩店、健身中心等。其健身中心不僅是宿霧最大規模且設施齊全，

備受 Banilad 學生們的青睞

- Banilad運動俱樂部 

距Banilad學校徒步3分鐘距離的 Banilad 運動俱樂部為義大利人運營

的俱樂部，同時還設有游泳館、網球場，以及餐廳和酒吧。

尤其受在當地居住的外國人和遊客的青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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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nilad Campus課程介紹

項目 課程
最低授課

等級

課程結構
總課時 授課時間 授課時長 入學對象

晨課 1:1 團體 自習 晚課

ESL
Premium ESL 所有等級 1 選修 4 4 選修 2選修 11節課

1節課
授課45分

鐘
休息10分

鐘

1周以上

15歲以上

Intensive ESL 所有等級 1 選修 6 3 - 2必修 12節課

IELTS

Pre-IELTS 所有等級 1 選修 4 4 必修 2必修 12節課

IELTS IELTS 4.0
TOEFL 430

1 選修 4 4 必修 2必修 12節課

IELTS Guarantee 1 選修 4 4 必修 2必修 12節課 12周以上

TOEIC

Pre-TOEIC 所有等級 1 選修 4 4 必修 2必修 12節課
1周以上

TOEIC
TOEIC 400

1 選修 4 4 必修 2必修 12節課

TOEIC Guarantee 1 選修 4 4 必修 2必修 12節課 12周以上

EAP EAP Program IELTS 5.5 1 選修 6 2 必修 2選修 12節課 8周以上

Family
Junior

所有等級
- 4 4 - - 8節課

1周以上
7~14歲

Parents ESL - 3 1 - - 4節課 20歲以上

* 各課程早課 : 必修 * Intensive ESL : 晚課必修

Timetable

Time Premium
 ESL

Intensive 
ESL

Pre-IELTS
IELTS

IELTS Guarantee

Pre-TOEIC
TOEIC

TOEIC Guarantee
EAP

Program Junior Parents

06:30-08:30 Breakfast

07:00-07:45 Morning Class (一~五)

07:45-08:30 Vocabulary Test (一~四)

1st class 08:30-09:15 One on One One on One One on One One on One One on One One on One One on One

2nd class 09:25-10:10 One on One One on One One on One One on One One on One One on One One on One

3rd class 10:20-11:05 One on One One on One One on One One on One One on One One on One One on One

4th class 11:15-12:00 One on One One on One One on One One on One One on One One on One Group class

12:00-13:00 Lunch

5th class 13:00-13:45 Group class One on One Group class Group class One on One Group class

6th class 13:55-14:40 Self-Study One on One Group class Group class One on One Group class

7th class 14:50-15:35 Group class
(Native Speaker)

Group class
(Native Speaker)

Self-Study
(Writing)

Self-Study
(Reading)

Self-Study
(Vocabulary)

Group class
(Native Speaker)

8th class 15:45-16:30 Group class
(Native Speaker)

Group class
(Native Speaker) Group class Group class Group class

(Native Speaker)
Group class

(Speech)

9th class 16:40-17:25 Group class
(Native Speaker)

Group class
(Native Speaker) Group class Group class Group class

18:00-18:50 Dinner

Night class 19:00-20:50 Night class IELTS
Exercise and Review

TOEIC
Exercise and Review

Self-Study
(Homework)

* 本課程表為樣本,授課時間根據個人行程有所變動. /* 晨間單詞考試為必修，根據各課程規定分數的通過與否，方可允許課後每天/假日外出/外宿.

* Groupclass(NativeSpeaker)針對入學等級3級以上進行授課，未達標者將由當地講師進行授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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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LTS 保證班

目標分數 IELTS 5.0 IELTS 5.5 IELTS 6.0 IELTS 6.5 IELTS 7.0

入學基準分數 IELTS 4.0 / TOEFL 40
TOEIC 430

IELTS 4.5 / TOEFL 45
TOEIC 490

IELTS 5.0 / TOEFL 60
TOEIC 680

IELTS 6.0 / TOEFL 80
TOEIC 800

IELTS 6.5
TOEFL 90

優惠 12 weeks : 1 OfÞ cial IELTS Test, 24 weeks : 2 OfÞ cial IELTS Tests, 36 weeks : 3 OfÞ cial IELTS Tests

條件

至少報名12週以上的課程, 出勤率最低 95%, 未缺席任何模擬考.
未能2次以上維持之前模擬考分數時，將無法滿足保證班條件

得到3個學習/生活警告時，將無法滿足保證班條件，在課程開始後無法變更課程
均滿足上述條件，但未能達到目標分數時，認證考試每4周提供一次考試且免費授課直到達成目標為止（住宿費自行承擔）

課程起始日 在菲律賓宿霧進行的官方IELTS 考試前10週開始課程.

Pre-IELTS Course
- 對於尚未取得官方英語分數或者IELTS分數未滿4.0,IELTS課程入門推薦課程

IELTS (Academic / General) Course
- 以取得IELTS考試高分為目標的課程，分為Academic / General Course 運營

IELTS Guarantee Course
- 根據入學分數設定目標分數，必須滿足規定條件再進行授課

-完成IELTS 保證班的授課仍未達到目標分數時，直到達到目標分數之前免費授課，

並提供重考費用

-IMS的 IELTS保證班學生在保證期之後，有99% 獲得目標分數

Pre-IELTS, IELTS Course Class Contents

Morning CNN, BBC, Ted Talk

One on One IELTS Speaking, IELTS Grammar, IELTS Writing, IELTS Vocabulary

Group Pre-IELTS : Listening, Debate, Pronunciation, Expression (Native Speaker)
IELTS : IELTS Reading, IELTS Listening

Night IELTS Exercise and Review

 *morning,night class contents為義務事項 

■ IELTS

1. 針對全數持有IELTS 官方成績的講師進行授課，通過分析最新動

   態的試題進行講課

2. IELTS 專用圖書館- 隨時查閱最新資料及教材，獲取想要的資訊

3. 根據多年的經驗及運營管理，短期間內即可獲得目標分數

4. 由晨間課程 1節課 + 正常授課 9節課 + 晚間課程 2節課構成 (共計12節課)

5. 通過1次/週的模擬考試，以備實戰、短期間獲得高分而制定教學

    課程和成績管理

6.  必修自習寫作課-由IELTS專門講師進行指導（考試程度測試及針對性指導）

IELTS

IMS



TOEIC 保障班

目標分數 TOEIC 600 TOEIC 700 TOEIC 800 TOEIC 900

入學基準分數 TOEIC 400 TOEIC 500 TOEIC 650 TOEIC 800

優惠 12 weeks : 1 OfÞ cial TOEIC Test, 24 weeks : 2 OfÞ cial IELTS Tests, 36 weeks : 3 OfÞ cial IELTS Tests

條件

至少報名12週以上課程, 出勤率最低95%以上, 100%參加模擬考. 
未能維持2次以上之前模擬考分數時，無法滿足保證班條件

得到3個學習/生活警告時無法滿足保證班條件，課程開始後無法變更課程
均滿足上述條件，但未能達到目標分數時，認證考試每4周提供一次考試且免費授課直到達成目標為止 (住宿費自行承擔）

課程開始日 在菲律賓宿霧進行的官方TOEIC 考試前10週開始課程

■ TOEIC 

1. 針對全數持有TOEIC官方成績的講師進行授課，通過分析最新試題動態進行講課

2.TOEIC 研究室–最新資料及常駐專門講師，隨時可獲得所需資訊

3.根據多年的經驗及運營管理，可在短時間內獲得目標分數

4.由晨間課程 1節課 + 正常授課 9節課 + 晚間課程 2節課構成 (共計12課程)

5.通過1次/周的模擬考，以備實戰，為在短時間內獲得高分而制定教學課程和成績管理

▶ Pre-TOEIC Course
- 目前未獲得官方英語考試分數或者 TOEIC 分數未滿 400 時, TOEIC課程入門時推薦課程

- Pre-TOEIC 口語、書寫課程加補給基本實力而課程制定

▶ TOEIC Course
- 以獲得TOEIC考試分數而進行的課程

▶ TOEIC Guarantee Course
- 根據入學分數設定目標分數，必須滿足規定的條件方可進行授課

- 雖完成TOEIC保證班的授課而仍未達到目標分數時，直到達到目標分數前免費授課

- IMS的 TOEIC保證班學生在保證期間後，99% 以上均可獲得目標分數

- 認證考試免費提供（基本3個月課程1次）

Pre-TOEIC, TOEIC Course Class Contents

Morning CNN, BBC, Ted Talk

One on One TOEIC Speaking, TOEIC Listening, TOEIC Reading 5 and 6, TOEIC Reading 7

Group Pre-TOEIC : Listening, Debate, Pronunciation, Expression (Native Speaker)
TOEIC : TOEIC Grammar, TOEIC Vocabulary, TOEIC Pronunciation, TOEIC Clinic

Night TOEIC Exercise and Review

 *morning,night class contents為義務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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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mily Program 

- 孩童與父母一同參與的家庭學習課程，分別針對孩童和父母進行授課，最大限度地提高學習效率

- 正常學習之外的時間學生可在父母陪伴下外出

- 可利用Banilad 宿舍 (不可以走讀)

- 根據各科目可進行 1:1 授課，實力不足的部分也可進行圑體課程，短時間內提高語言實力及自信心

- 各團體課的授課將通過多樣性的活動，可幫助在實際使用單詞的環境中使用更加高級的詞彙

- 由晨間課程 1節課 + 正常授課9節課 (Intensive : 1:1 6節課) +晚間課程 2節課構成 (共12節課)

- 通過1次/月的程度測試進行成績管理

Premium ESL and Intensive ESL Class Contents

* Morning CNN, BBC, Ted Talk, Pop song, Sitcom

One on One Speaking, Grammar, Writing, Reading, Vocabulary

Group Listening, Debate, Pronunciation, Expression(Native Speaker)

* Night Daily English / Intensive Grammar / Various writing

Premium ESL – Morning, Night classes are optional to attend
Intensive ESL – Morning classes are optional, Night classes are compulsory to attend.

Junior Course
-  孩童每天實施正常授課8課程 1:1(4), 團體課(4)

Parents Course
- 父母每天實施正常授課4課程 1:1(3), 團體課(1)
- 由基礎/基本生活用語會話中心課程構成

One on One Speaking, Grammar, Writing, Reading / Vocabulary

Group Listening, Vocabulary, Speech, Expression(Native Speeker)

One on One Speaking, Grammar/Writing, Reading/Vocabulary

Group Listening

ESL / Family  Program

▶ Premium ESL / Intensive ES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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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AP (English for Academic Purpose)

- 為考入海外大學的學生準備課程

- 入學條件: IELTS 5.5 以上

- 由晨間課程 1 節課 + 1：1  課程6 節課 + 團體課 2 節課 + 必修自學+ 晚間課程 2 節課 = 1 日 12 節課構成

- 包括事項 : 授課費, 海外大學諮詢，入學/求職諮詢

- 以英美圈海外大學入學為目標的學生為主，為適應當地課程而訓練所需的上課技巧

- 深入英語環境中，學習實際大學課堂所需的部分，培養自主學習態度的過程

- 提前學習隨筆/報告製作、發表、討論、授課，培養海外大學入學後的適應能力

- 課程幾乎以求職、取向檢查為基礎，通過與專門顧問不斷的諮詢調整學業目標，以成功達到留學目的

- 提供與IMS交換大學及全世界可入學的大學相關的資訊

EAP Course Class Contents

Morning CNN, BBC, Ted Talk

One on One
Academic Reading, Presentation, Academic Speaking, Research Skill, Academic Vocabulary,
Advanced Grammar

Group Advanced Writing, TED Talk (Native Speaker)

Night Self-Study (Homework)

* 所有的課程將根據個人行程發生變動.

通過IMS入學海外大學的流程

ESL
英語基礎-高級水準

IELTS
為英語圈大學而考
取必備的公認成績

EAP
學習進入海外大學需要

的學習技巧
(入學條件IELTS 5.5以上)

進入海外大學

E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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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essica(IMS 授課13個月)   |         |

IMS的演講比賽使我練習了發表能力，並且有助於養成自主學習的習慣。在北美社會氛圍比較自由，因此沒有很強的學習意志就會容易放鬆。但是通

過IMS的老師的自習要求和課程，使我養成了自學的習慣，覺得這一點非常好！（IMS讚）

另外，老師們的正確指導和照顧，使離開父母獨自在菲律賓的我們，少一些孤單，並幫助我們順利達成目標。

且要求我們背單詞！這大大改善了我們的隨筆水準。相反，在北美不會要求我們背誦單詞，只會推薦我們自然地學習，但我覺得多背一些單詞，可以

有助於快速閱讀，並提高隨筆的語句水準。在IMS學習的時候會覺得學習有些累，想出去玩，但進入大學後會發現還是那時候最幸福。因此大家就多

多努力吧！！！加油！！自主學習是最重要的一點，因此老師們要求自習的時候，不要帶有不滿情緒，努力用功，歡迎來到多倫多大學哦！

                Jo(IMS授課13個月) |        |                Won(IMS授課13個月) |        |

好好控制情緒~每次有homesickness的時候，就會錯過很多部分，現在

回想起來真的好可惜~當時能和管理員老師敞開心扉暢談，對我來說都很

有幫助。雖然當時沒能即時理解，但是現在都能明白了。

偶爾會覺得困惑和疲憊，但還是要打起精神制定目標認真學習~

我現在能夠獲得全”A”，都會替自己感到驕傲!！~IMS後輩們~加油!!!

EAP課程對我的大學生活有很大的幫助。發表PPT、TED,ReptoWrriting等都

對現在的大學生活非常有幫助，我會極力地向後輩們推薦。

開始我也覺得EAP課程能有多大的幫助，想著拿到大學錄取通知書後就隨心所

欲地玩耍，但進入大學後才發現，如果沒有這個課程，我現在該有多困惑。(

事實上，韓國的那些直接考入的同學們因為只接受過注入式教育，有很多無

法跟上大學課程而放棄的同學的~)

為了實現自己的目標，現在我們要做的就是“學習”奔跑吧~~~

                                                        Tim(IMS 授課9個月) |        |

第一，我覺得從開始就訂好自己目標的大學，這一點對我的學習有很大的幫助。有很多時候我們會毫無目的盲目的學習，但想好我的前程，去追隨目

標，才能在短時間內取得好的結果。

第二，在IMS遇見學習非常用功的大哥，起初是想跟他一起玩才開始學習的，但最後我還是取得了好成績。(一句話，交朋友就要交用功學習的朋友。)

第三，擁有一個健康的趣味愛好，有助於自我控制。為了獎勵努力學習、得到好成績的我而開始喜歡上了潛水，因此我沒有向其他同學那樣有過什麼

低谷期。希望大家都能夠樹立目標，和朋友們一起尋找適合自己的愛好，並努力學習。成功就在眼前！！！

IMS 榮譽殿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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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IMS遊學期間,帶給我非常珍貴

而幸

福的經驗。在IMS學了2個月的IELTS課程，

這次也是我第一次的海外旅行。在這裡生活

的這段期間，製造了很多幸福的回憶，因為

是第一次離開家人，一切都很陌生，但在這

裡的這段時間過得非常舒心。

說實話，在來到IMS之前我並沒有想過要學

習英語。剛開始的那幾天自己學習英語有點

困難，但結識了很多來IMS學習的各國學生，

老師和管理員們也給了我很大的幫助。離開

時我很捨不得在這裡結識的老師和學生們。

通過這次的遊學我學到了很多，也成長了很

多。

剛開始沒想過要學英語，而且英語也不是很

好，IELTS成績也就2.0。但在老師們連續幾

天的指導和幫助，短短幾天就提高到了4.5。

為此我感到非常有成就感，並且還想在下個

學期再來定6.5的學習目標。

   - Suzy -

Suzy
IELTS 8weeks in Banilad

Tim
IELTS Guarantee12weeks Banilad

大家好.我是完成IELTS 12周課程的學生

第一次遊學很是害怕和緊張，但又覺得

適應幾天應該會成為很有趣的遊學生活。

第一次進到宿舍的時候，看到乾淨整潔的

環境嚇了一跳，並且IMS有著完善的清潔服務

和洗衣服務能讓學生無後顧之憂,集中精力學

習。如果我有

在學習有任何不懂的地方,也可以隨時問管理員

他們也會親切地為我解答。

我的IELTS為5.0,為考入加拿大大學我需要

考取IELTS 6.0，因此報了IELTS6.0保證班。

剛開始有點擔心自己能否考取那個分數，

但在確認了IMS的IELTS定製完善型課

程後，覺得只要我認真地按照課程表學習

就能趕上。IELTS的老師們總是那麼地親切，

英語發音也非常好。用英式發音進行IELTS

聽力課程雖然有點難，但過一些時間就能聽

清楚了。剛開始口語的表達能力也很不足，

但之後口語也進步了很多，發音也改善了

很多。

從早到晚與老師們在一起學習，我的英語水

平也得到了很大的進步，在老師們的幫助下，

也取得了自己想要的成績。謝謝！

   - Tim - 第一次來到菲律賓，一切都很生疏，並且

還有些期待。到達BANILAD，分配好宿舍後打

開房門便看到了乾淨而又寬敞的房間。乾洗每

週可申請3次，洗完後還會疊好再拿過來，這

非常方便。

課程是根據TOEIC專門老師們的體系化的授課

方式進行的。剛開始用英語溝通覺得很有負擔，

但隨著在課堂上使用英語，漸漸的也對英語有

了自信心。並且按照老師們的指導進行學習，

真的在短期間內就能得到不錯的成績。我很感謝

耐心指導我的TOEIC專門老師們。

另外，宿霧還有跳島遊，奧斯陸等適合旅遊的

好地方。平日學習，週末再去玩戶外項目，因此

我的皮膚都已經曬黑了。這段期間感謝我的老師

和管理員們。

   - Lucy -

Lucy
TOEIC 8weeks in Banil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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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S 前輩們的生動後記

Gracella
Premium ESL 4weeks in Ayala

我是住在BANILAD學校的宿舍，但在AYALA

校區學習的學生。

我的課程是每天1:1學習4個小時，團體課4

個小時，共學習8個小時。團體課中1小時

是和當地老師一起學習的。剛開始我不太了

解1:1課程是如何進行的，所以還有點擔心。

AYALA學校的1:1課程授課環境並非是在隔

間房裡進行，而是在公開的環境中自由

的進行學習。剛開始讓我在公開場合中

使用英語，我還有點不好意思，但慢慢地我也

就開始適應了。我覺得最大的收穫就是對英語

交流開始充滿了信心。每當在課堂上有困難，

只要和老師和管理員進行溝通，他們會盡最大

努力給予我幫助，會讓我們感受到老師和管理

員們都在努力為學生們營造學習的氛圍。

短短的4周內，我變得容易開口說英語，聽力

也進步了不少，之前我發音錯誤的部分，

老師們也會給我糾正，對此我感到非常滿意。

4周的時間裡，我非常感謝幫助我順利完成

菲律賓生活的管理員們。

   - Gracella -

IMS語言學院, 通過細緻化的

課程，學生們可以高效率地進行授課。第一

天的等級測試後，我便在ESL課程的LV.1進行授

課，從基礎開始慢慢積累英語。

另外，老師們也很親切，上課也很有趣，可

以讓我克服對英語的恐懼，通過1:1形式的課

程，短時間內便能取得好的成績。

不僅是學院的設施，還有為學生提供的寬敞

的休息空間及餐飲，因此在IMS的這一個月對

我來說非常充實，印象非常深刻。

   - Jane -

Jane
Intensive ESL 4weeks in Banilad

重新, 回到溫暖的國家進行家庭遊學。

與去年夏天待著3個孩子提心吊膽的來時不同，

這次的遊學我們充滿期待。

因為不僅是我，孩子們也很想念菲律賓的老師

們。

上次遊學的時候，學了菲律賓遊學最大優點的1:1

課程，與老師們結下了深厚的感情。尤其怕生的

6歲的小女兒，在這次的1:1課程中還主動延長時

間，自然地開始說話了。並且我也是開始上課之

後重新 燃起了對英語的興趣。並且在這裡不但能

夠學習 英語，還有一個好處就是能夠集中精力投

入在孩子 和我當中。在這裡的這段期間內我不用

擔心洗衣服，打掃，做飯等家務事，我也可以一

邊學習，一起玩 遊戲，一起享受下午的時光，晚

上在附近還能健身，練瑜伽，既能運動也能放鬆

心情，這一點非常好。

週末的時候還能去游泳館，在附近的度假村約

會，跳島遊等，與孩子們一起製造美好的回憶，

學習和 度假兼得，真是二全其美的好機會。如果

下次 還有機會的話遊學時間能再長一些就好了。

感謝在IMS的這段期間親切幫助我們一家的員工

們。

   - Ella -

Ella
Family Program 12weeks in Banil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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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項目介紹

跳島遊
在擁有天然的自然環境和清澈的翡翠色大海的宿霧，可享受的最具代表性的戶外活動之一。乘船出海，欣賞熱帶魚和珊瑚草，

暢享浮潛。浮潛後還可以在周邊島嶼中品嘗豐盛的熱帶水果和BBQ，同時還能體驗水上摩托，香蕉船等水上活動。

奧斯陸鯨鯊遊
在距宿霧市中心或在麥克坦地區乘車約3個小時距離的奧斯陸進行。這是在藍色大海中一邊浮潛，還能咫尺即可見到巨大的

鯨鯊的驚歎之旅，也是宿霧具有代表性的戶外活動之一。

遊覽奧斯陸教堂
位於奧斯陸海邊的歷史悠久的大教堂，因為是在西班牙殖民時期建成的，故而呈現西班牙建築風。因美麗的建築物內外的模

樣，成為宿霧觀光必去景點的世界旅遊景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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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佩德羅要塞
建於1565年的要塞是菲律賓歷史最悠久的要塞。西班牙統治末期是宿霧獨立運動的據點，美國殖民時代又是美軍的兵營，而

在日本殖民時代作為俘虜收容所，因而成為代表菲律賓艱難歷史的代表性建築物。

麥哲倫十字架
1521年麥哲倫周遊世界途中，首次登陸菲律賓而製作的十字架，傳說還有召喚奇蹟之說。傳說將十字架熬湯喝即可如願

並能治病，因而有不少人偷偷將十字架扣走。現在為了以防十字架被破壞，用堅硬的木材將它蓋住了。

PAPAKITS
Papakits是距宿霧約1個小時車程的水上游樂園。在這裡可以體驗釣魚、索道、騎馬、攀岩、穿越樹林、滑水等各式各樣的戶外活

動。在這裡就能體驗多種多樣的戶外活動，並且離宿霧也不遠，因此是宿霧語言學校學生們心中最受歡迎的遊樂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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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暢享菲律賓遊學！
在天然的自然景觀與多種水上運動相融合的宿霧體驗遊學期間，多製造些快樂的回憶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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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機場接機服務

- 為初次抵達菲律賓的新生提供收費性機場接送機服務

2. 餐飲服務

- 提供每天早/中/晚餐，菜品將通過公告欄發佈

3. 洗衣/清潔服務

- 提供2次/週指定時間免費清潔，及3次/週洗衣服務

4. 設施管理服務

- 宿舍發生的所有不便事項及問題均可通過辦公室備置的‘

‘Request Slip’，本院負責人將在1日內進行解決

5. 醫療服務

- 常駐校護

6. 郵寄服務

- 信件及包裹可通過辦公室員工進行發送/收取 (收取少額手續費)

7. 上網服務

- 提供無線網路(FreeWi-Fi)服務

8. 嚴格的學生管理-學習諮詢服務

- 根據學院管理員或課程設計師對學生進行的英語程度測試

與弱點/優點進行判斷，並提出建議和討論、提供變更課程等應對方案

9. 獎勵制度

- 針對每月優秀學生，或者達到官方考試目標分數的學生，給予獎狀和獎品

10. 志願活動

- 提供1次/月進行志願服務活動 (志願學生在10人以上方可進行)

11. 安全管理服務

- 24小時負責校園安全巡邏以及禁止外來人出入, CCTV監控系統

IMS 學生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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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S

IMS 規章制度
為多國文化和眾人共同學習的空間，為營造大家良好的學習氛圍，望遵守如下規定。

1. 學習相關規定

上課時間

(1) 基礎課程維持一個月，每節課為 分鐘、 分鐘休息，以及晚上特殊課程（週一 五）構成。

課程天數可以根據學生時間表與學習成果進行調整。

(2) 上課時間 不允許學生與老師外出 並且要在指定地點上課

(3) 學生遲到時間在 分鐘以上時，將視為缺席，是否繼續上課由老師決定。

(4) 老師遲到 分鐘以上或缺席時，將會有代課老師或進行補課。（不可退款） 等待 分鐘後聯繫辦公室，方

可迅速安排

(5) 如果因為個人因素無法繼續上課 學校將不提供補課課程。

(6) 因為自然因素或不可抗拒的因素停課 學校不進行補課。

(7) 學校遵循當地法律遇到國定假日或菲律賓特殊節日放假 學校不進行補課。

(8) 早課是早上 點 點 分 可以選擇性地參與授課 聽課生除外 。

(9) 晚課是晚上 點 點 分。 選 課程的學生為必修，除了 課

程以外的學生為選修

(10) 青少年教室在 樓（成人在 樓上課）

課程變更
(1)!課程和老師每 周可調換一次。

(2) 一旦分配了教師 該課程應至少維持 周，課程及老師的變更可在每週星期五下午 點至 樓辦公室（或

中心,“辦公室”）進行申請，確認可行與否後，下週一開始實行新課程，並前往公告欄 行程表中進行確認。

有權更改相關條規，請依公告欄當天公告為主

等級測試及月考
(1) 入學後根據入學程度測試，為學生們分配相應的課程。

(2) 根據註冊的課程決定課程的授課課時。

(3) 註冊雅思和多益的學生每週都有模擬考試。

(4) 學生在進入 學院後，每 週進行一次程度測試，結業證書上也將記錄等級。

(5) 語言學院在對學生進行測試後，不予提供試卷。若對考試結果及試題有任何疑問，可與商議後與科任老

師一起討論試題。

(6) 不參加考試將導致 次警告 且在考試期間不提供正常課程 此外 也不允許參加畢業典禮 因此缺席任何重大考

試將不頒發畢業證書。

若希望更換教材時，可與科任老師一起前往 樓接待處進行商議後，在 樓辦公室進行更換並購買。（購買教

材 變更後若在教材內做過筆記，或購買 週後不予退換）

畢業證書
完成英文課程的學生且出席率 ％或以上學校將頒發畢業證書。

(1) 若有缺勤情況時，需向管理員領取請假單進行填寫。請假單必須在課堂上課前完成填寫 且提交給該經理與辦

公室。

(2) 未能獲得畢業證書或者丟失時，可在當地重新申請畢業證書證書後郵寄至本國，學生將負擔產生國際運輸和

處理費用。

單詞考試
學生要參加指定的單詞考試。

有課的週一至週四 早上 點 分至 點 分入場 點 分前交卷。

缺考學生當日禁止外出。

每天要考 個單詞 如果分數低於標準 週六將禁止外出 外宿。 課程學生除外

. 程度測試
程度測試將在考試的每週公告欄上公佈 學生在指定的日期進行測試

未參與考試學生 下週一至週五禁止外出。

包括休假日 休假日也包括在禁止外出之列。

. 考試禁止事項
試驗期間禁止使用電子產品。另外 禁止交談。

違反時 視為作弊 分處理。 當日禁止外出 。

. 自習
所有 及 學生每週必須參加 次以上自習 。

每週未達到 次時，週六禁止外出 外宿。

生活相關規定

押金
入學後繳納當地費用時需一同繳納押金披索 。押金將在結業時扣除罰款和冷氣費用後後退還給學生。

簽證延期
所有簽證相關費用 ，將在入學時根據報名的課程長度統一收取。

課程 問題數 滿分 最低標準分數

（當日外出）

最低每日標準分數（週末外

出 外宿）

最低標準分數

（ 週， 日）

因未將護照繳交由學院而發生的問題，將由學生自行承擔。

貨幣單位為菲律賓比索 冷氣費用為 。

教材費用平均 披索 不同課程價格有所不同。

(1) 當地費用 護照 簽證， 張 照片，請在完成當天行程後遞交至辦公室。所有相關的簽證工作將會在繳交後

進行申請。

(2) 出境後重新入境菲律賓時，簽證將被重新計算，因此只需要從第一次簽證延期開始付費。屆時將根據個人學

習時長統一進行繳納費用。

(3) 個人進行簽證延期時，可根據學生本人的報名時長自行向行政工作人員進行確認，填寫延長申請書後進行延

長，由此發生的所有問題，學院概不負責。

(4) 如果學生簽證逾期申請延長簽證 可能造成的額外付費 學生需要自行承擔 學生未依學校行政作業流程走的情

況 。

(5) 如果是 簽證旅行 相關文件 機票 旅行計劃等 必須在課程開始後的第一周的星期日之前 抵達後 天內提交申

請簽證延期

(6) 課程為 個月以上學生需要申辦 出境許可證 費用為 比索。

門禁
(1) 平日將按照規定時間實行門禁確認。

星期 週一 四

通行時間

(2) 未能遵守門禁時間時，違反規定者將被處罰。 參考處罰規定

(3) 門禁時間後，僅開放個人房間及自習室，限用其他公共區域。

(4) 門禁時間後，大門將會關閉。

歸宿時間
(1) 平日 星期一至星期四 外出時間 上午 至上午 下午 至

除此之外的時間不能出入。 返校時 警衛將會檢查背包是否帶入違禁品酒 刀械等等

(2) 週末 週五 週六 外出時間從上午 至 。 含節假日前一天

(3) 只有週六才能外宿 如有需要週末外宿 需提交外宿申請書。只有滿 周歲以上學生才可以申請。 不對因

週末外宿造成的任何問題負責。

(4) 外出返回至門禁結束前。 任何因外出而發生的問題 學院概不負責。

(5) 未滿 周歲的外出返校時間是 點。 含平日 週末 節假日

(6) 因旅行等原因 除門禁時間外 必須出入的學生 經 批准後 由大家認可的理由時 可以出入。

(7) 使用兩層宿舍樓 不限父母和孩子陪同外出 外宿。

根據課程出席天數發放畢業證書的標準相同。

報名時長 押金 簽證 卡 教材

缺席申請書
身體不適 請按照表格填寫缺席申請書。可分為上午 下午填寫 每週可填寫兩次。

請務必在上課前 分鐘寫下。身體不舒服時 可通過周圍人告知辦公室。

. 出勤率
一週出席率不足 時 週六禁止外出 外宿。

. 使用英語（ ）
校內學生只能說英語

. 佩戴
(1) 所有學生週末、平日外出 外宿時，需將 交給保安人員。

(2) 繳納當地費用 簽證延期費用 教材費 、管理費（水電費）或退還押金時，需提前向管理員進行確認後

進行繳納。

(3) 首次發放 費用為 丟失重新發放時需補交

洗衣服務
每週提供三次的洗衣服務 區分性別 ，送至 樓乾洗室即可。洗衣前請先詳細了解使用規範。

(2) 貴重衣物及內衣，因實際情況偶爾可能會發生破損或丟失，因此建議個人手洗。

(3) 送洗衣物時，請在櫃檯填寫 洗衣單 後一同遞交。請與負責乾洗的工作人員確認好正確的件數。

若未進行確認，丟失時或因證據不足無法找回遺失衣物。 不對因洗衣物所造成的任何問題負責

(4) 服務為每週 次，每次免費重量為 。超重時需向工作人員支付每公斤 比索洗衣費。

(5) 節假日不提供洗衣服務。

當有昂貴服飾送洗而遭到損壞時 ＩＭＳ不負起賠償責任

請詳細確認衣物口袋內沒有任何電子產品 鈔票等個人物品均不負責賠償任何損失

購買教材
(1) 購買教材可前往 樓辦公室自行購買。 平日

(2) 購買教材時，必須用護照上的名字購買，且需出示 卡（防止有重複的名字）

(3) 首次購買教材將按照等級測試結果進行分配，在正常授課第一天前往 樓辦公室購買。

(4) 可在 樓辦公室付費使用印表機或影印機。

. 物品管理
(1) 未經允許出入他人房間，將承擔盜竊責任並履行指定懲罰。 參考懲罰規定

(2) 想使用付費置物櫃，請諮詢 樓辦公室。 置物櫃押金 千比索 使用費 比索 周

(3) 貴重物品 機票 現金 手機 電腦等 請自行妥善保管，丟失後學院概不負責。

(4) 若破壞校園內設備用品時，需賠償相應金額。 損壞玻璃、書桌等

(5) 如果遺失房間鑰匙 將收取 比索的罰款 因門鎖需要完全更換以防止被盜。

(6) 宿舍內所有傢俱及電子產品不得私自移動，若被發現將給予處罰。

(7) 宿舍內不能使用任何火源或烹飪。被發現時沒收烹飪器具，並依照懲罰規定給予懲罰。（可以在餐廳及小賣

部使用微波爐）

在校園內禁止一切金錢交易，由此發生的所有問題學院概不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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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潔
(1) 每週可申請 次清潔服務。 唯有在 就讀學生可以填寫週六打掃

(2) 需提前一天填寫本人的房間號和姓名，方能進行打掃，建議使用空堂時間。（表格在 樓行政處）

(3) 根據清潔安排，工作人員會先敲門，過 分鐘仍未應答工作人員不會進入房間，並視為已清掃。

(4) 清掃時若學生走出房間，工作人員也會隨後出門。這時也將視為已清掃，工作人員將移步至下一行程。

沒有義務賠償或負責打掃期間物品失竊的情況

房間分配
未經允許調整房間，或 小時出入其他同學的房間時，需履行規定的 。 參考 規定

確認學生周邊環境
為確認學生周邊環境，學院可能會進入學生的宿舍。這時男生宿舍會有 名以上男性工作人員、女生宿舍有 名

以上女性工作人員陪同。

校區交通接駁車
在 校區住宿，往返 中心授課的學生，需在規定時間早上 出發，未按時出門時需自行前往。

關燈、鎖門及禁止通行
午夜 點是校園的熄燈時間 任何公共空間將會關閉且熄燈 自習教室與宿舍除外 且大門將會上鎖 任何人員不得

進出。

保險延期
在本國自行簽訂的旅遊保險，須有學生本人自行檢查和延長。因未延期而發生的損失，學院概不負責。

水費及電費
(1) 公共費用 日均水費 電費 週共計 比索。 每月 號和冷氣費用一併計算發放，需在 號之前繳納。

逾期未繳納，將收取罰款 比索 週。

(2) 每間房提供 台冷氣，按月收取 比索 千瓦，由每間房人員均攤。 私自調整或損壞冷氣插座時，將收取罰

款 比索

(3) 每間房單獨設有電錶，學生需按照電錶支付冷氣費用。

結束後，請拍下冷氣電錶。拍照保存有利於證明及檢查冷氣費用。 可在每樓層樓梯旁電機室進行確認

押金核算

(1) 畢業前會在 樓辦公室進行押金核算。（可能會扣除未繳納的冷氣水電費等

(2) 畢業生在畢業當週週五（提前畢業生會在畢業當天）退還除扣費 罰款 冷氣費等 之外的押金。

外送食物
(1) 外送送餐時間僅允許至晚上 點。 點之前用餐完畢

(2) 外賣餐點僅限在 樓餐廳食用，禁止在宿舍、教室用餐。

(3) 禁止私自借用廚房用品 餐具及水杯 。

. 宿舍入住 退房及延期
(1) 宿舍入住時間為每週周日、退房截止到每週六上午 點，不得已情況下需提前告知且詢問。

(2) 如果使用超過規定時間尚未 ，視為延長宿舍使用天數需另支付 比索 天 包括當天伙食 。

包裹收取

為避免學生不便，學院每週三定期收取寄往學院的包裹，並收取 比索

醫院就醫
因身體可接受狀況不同 不提供任何相關藥品 需自行購買藥品，救護車輛僅限急救患者使用。如情況不屬於

緊急事件，可使用計程車、 、 等。

課程費用及註冊規定

合法的課程費用相關權利
學院根據匯率、稅金、物價等變動、其他政府相關條例，有權調整課程費用。

繳納課程費用
如需延長課程時，請在至少 週前繳納延長之課程費用。實行預付及現金繳納原則。

註冊費用
繳納的註冊費用 美金將不予退還。

課程延期與保留
(1) 課程保留與延期最長為 個月。

(2) 可在開課 個月後提出申請，以月份為單位進行申請。 未滿 周不可申請 個人申請休假（旅行），保留與延

期規範將無法適用

(3) 延期超過 個月後，剩下的課程將被自動終止。

課程費用退款規定
(1) 學費退款規定如下，課程開始以入境宿霧為準。

(2) 退還費用將在提交書面申請後 日內匯款至本人帳戶。 退還金額及時間等相關內容，以與 學院及代辦

公司協商溝通決定為原則。

(3) 剩餘課程時長未滿 週時，與取消時間節點無關，不予退還。

(4) 比開始課程日晚到，或者課程期間缺勤的部分，無論何種原因都不會對缺勤時段進行退款或補課。

(5) 如果因為違反校規情節重大而遭到開除 將不予退款。

(6) 學費優惠時將按照正常費用計算退還費用，有可能要求補充差額費用，若拒繳可視為開除事由。 如果被學校

開除 退款將根據規定進行

入境菲律賓 課程起始日 學費 課程費 住宿費

前
課程開始 日前 不予退還

課程開始 日前 不予退還 扣除 週費用

課程開始 日之內 不予退還 扣除 週費用 扣除 週費用

後
總課程時長 以下 不予退還 退還 退還

總課程時長超過 不予退還 不予退還 不予退還

退還其他費用
(1) 簽證費用 如有未進行的簽證延期的費用，將退還相應的費用。

(2) 一旦課程開始後將無法退還。

(3) 接送費用 在車輛時間表定前一天申請退還費用時，方可退還相應費用。

延期學習課程
(1) 初次報名 可以週別為單位進行課程延期，需在課程開始前兩週申請並交納費用。 與經理溝通後，直接向報

名之代辦公司申請延期

(2) 僅在宿舍有空餘房間時方能延期。

(3) 延期遊學費用需在開課前 週內繳納完畢。

(4) 申請延期時，不允許通過當初代辦公司以外的機構進行註冊院進行報名。

更換學區規則
(1) 學區之間的調整 ↔ 僅限調整一次。 需填寫書面申請

(2) 但僅限於要調整之校區仍有接納名額時才能調整。調整學校時所發生的的費用，由學生自行承擔。 費用

及課程費用會有差額發生

(3) 各學校間的調整，將按照學生課程開始日 通常為週一 進行調整。但是，如果學生需要調整學區需提前 週進

行申請。

校內設施使用簡介
(1) 餐廳 早餐 點 分 點 假日 點 點 中餐 點 點 晚餐 點 分 點

(2) 講室 點 分 點 開設早晚選修課時為 點 點

(3) 自習室 小時開放

(4) 吸煙區： 點 隔天早上 點，不能待超過 分鐘以上，不能大聲對話。

(5) 醫務室

處罰條例

禁止相關規定
(1) 語言學院為一體式 學院 宿舍 學院， 小時適用以下處罰條例。

(2) 扣分 累積到課程結束畢業當天為止。

(3) 除名 學生被視為沒有意願繼續履行學院規定，通過除名審查委員會（各國經理）商議結果，將進行強制退

學。

(4) 本學院學生違反學院處罰條例時，將根據以下規定進行制止，並在公告欄進行通報。

(5) 在 語言學院授課的所有學生，將視為同意遵守以下規定，學院有權履行下列義務。

(6) 如累積 次警告，將通過除名審查委員會商議結果進行除名。

規定
※更改新規定（補充）時，自公告欄公示 週後即可生效。

※更改新規定（補充）時，自公告欄公示 週後即可生效。

. 撤銷處罰（在以下情況下，僅限每段課程期間一次，可撤銷處罰）
 寫一篇關於學習英語的理由的隨筆時 紙 點 張 刪減一次警告

 活動演講 分鐘以上 發表感想時 將刪減 次警告

護照號碼

簽名

日期 日月年

我身為 學院的學生 已經詳細了解相關規定並同意遵守

事由

因擾亂校園紀律，在學校經理的判斷下需要警告時 次警告

進入校園內攜帶酒類；校園內飲酒被揭發，或在房間內發現空酒瓶或瓶蓋 次警告

私自移動宿舍內家具和電子設備 次警告

晚上 點以後使用餐廳設施 次警告

違反規定門禁時間者 次警告

私自外出 超過門禁時間的情況 次警告

私自外宿 超過門禁時間或未提交外宿申請 次警告

賭博 即使不以賭錢為性質之遊戲也將視為賭博 、發現畫圖或撲克牌也同樣適用 次警告

房間內吸煙及做飯 次警告

違反 小時出入其他同學房間的規定（同性） 通過窗戶進入他人房間者 次警告

未申請填寫外宿單卻外宿者 次警告

缺席特定課程個人、團體 次以上包括病假 出席率低於 1次警告 

點以後訂購外賣在指定場所以外吃東西 次警告

宵禁時間開始之後出入 除本人房間、自習室以外的其他場所均不允許 次警告

不履行警衛指示事項 警衛將遵守學生的基本規定 次警告

校園內親密舉動在外不予干涉 警告 次開除

違反 小時出入其他同學房間的規定（異性）–包括去往其他樓層 開除

在校園內、學校周圍使用暴力及煽動或妨礙學院的運營 當場退學

前往賭場 開除

與老師發生戀愛關係 開除

洩露學院相關優惠資訊 繳納正常金額並補繳差額
或開除

拒絕補繳差額 開除



STEP 1.  準備護照

離有效期6個月以上的護照方可在菲律賓入境。護照申請可在當地市政廳申請，也可通過合作代理公司代辦。

STEP 2. 簽證

菲律賓可免簽停留30天，每月可延期30天。

STEP 3. 機票/保險

為入境菲律賓需購買往返機票，請務必確認與護照上的英文姓名相同。以防突發醫療事故
請務必購買留學生保險。購買機票後請將航班行程告知IMS,並確認接機時間。

STEP 4. 出國物品準備

必備物 護照、往返機票、國際通用銀行卡(Debit Card), 保險證書

學習用品 電子詞典、筆記用品、練習本、參考書、書包、手提包

衣著類 短袖、短褲、長褲、帽子、內衣、外資、游泳用品(使用游泳館時必備）、鞋、涼鞋、拖鞋、高爾夫手套（高爾夫課程所需）

洗漱用品及其他用品
洗漱用品、刮鬍刀、化妝品、毛巾、衛生用品、紙巾、吹風機、轉換插頭、墨鏡、防曬霜、手錶、數碼相機、眼鏡、隱形眼

鏡、食鹽水、常備用藥

STEP 5. 換幣

兌換美金 (US$)  $100 的大面額幣，方便在菲律賓當地換幣所兌換。兌換金額只需準備個人零花錢以及在到
達當地後需要繳納的費用即可，提前準備國際通用銀行卡(Debit Card)會更加方便。

STEP 6. 出國

國際航班需提前2小時到達機場辦理乘機手續。前往要乘坐的航空公司櫃檯辦理乘機手續→辦理托運→安檢→出國審查→乘坐飛機即可。

STEP 7. 到達

到達菲律賓麥克坦-宿霧國際機場後，辦理入境手續→領取托運行李→海關檢疫→尋找機場匯合地點以及IMS
接機地點→與接機人溝通後前往學校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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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國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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