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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概況
ABOUT MeRISE



📌學校資訊

學校名稱：MeRISE English Academy

學校地址：

Corner of M.P. Yap Street and Junan 

Osmenia Street, Cebu City, 6000 Cebu

學校電話：+6392-2399-7752

學校信箱：merise_tw@meriseinc.com



上班族/商務人士專屬的語言學校

• 客製化的課程設計

• 幫助學習者提高專業溝通技巧

• 促進學生在工作上成功開發業務

• 提升職涯發展機會及自我提升

• 學校周邊生活機能良好

居住環境

商務環境

u 增進業務往來
u 累積國際經驗
u 國際化發展

學習環境

u 客製化課程
u 實戰演練
u 結果導向

u 高規格住宿環境
u 環境清潔
u 注重隱私

周邊環境

u 鄰近咖啡廳、餐廳
u 生活機能方便
u 校外配合健身房



MeRISE學生背景

MeRISE的畢業生與在校生多來自以下公司

電力公司

製造業公司

IT公司

百貨零售業

服務業人力資源公司

廣告公司

國外顧問公司

國外經融機構



MeRISE五大優勢

1 上班族專屬
• 唯一一家專給
商務人士就讀的學校

• 有機會認識具有

不同企業背景的人

2 專攻商務英語

• 主打商務英語

• 提供實用英語課程

• 客製化課程設計

4 Core Teacher 班導師
• 每位學生都有Core Teacher

• 負責提高學生的英語技能

• 透過Core Teacher更加

了解學生的需求

5 客製化課程設計
• 滿足每位學生的特定需求

• 根據個人英語程度

規劃所需的課程

• 開學前電訪了解學生狀況

3 完善的居住環境

• 2019年4月遷至新的校
舍，附近生活機能方便

• 保證清潔、舒適、
安全和便利

• 充分保障學生的隱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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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RISE學生的程度分級制度

根據學生程度設計課程並有效地學習
• 月考制度評定學生的進步程度
• 根據學生的學習目標和程度提供課堂參考教科書和補充資料

Level 9Level 8Level 7Level 6Level 5Level 4Level 3Level 2Level 1

Beginning 
Literacy 初階 中階 進階

Regular Level Check 根據學生程度安排團體課程的老師與教材



MeRISE的學習計畫

• 客製化課程：諮詢學生想學習什麼並了解他們最終的學習目標來設計課程
• 週回饋單 ：通過每週學生填寫的課程回饋單驗證及調整課程計劃

每週回饋單（評估）

開始改進過後的課程(從下周開始)

學生 MeRISE

行
動

問卷調查或電話訪問 ※開學前

面對面諮詢（設定目標/討論課程計畫） ※開學第一天

開始上課

全面性了解客戶需求

針對各個學生設計專屬課程

改善課程並計畫下週課程

確認課程對學生的實用性檢
查

實
踐

計
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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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詳情介紹

演講課程

商務會議課程

日常英語會話課程 一般英語會話課程 商務英語課程 海外派遣(就業)準備課程 考試課程
針對希望能夠輕鬆
透過英文自我表達的同學

針對想加強聽力和口說的同學 追對希望學習商務場合
英語的同學

追對計畫去海外就業的同學，
學習工作及日常英語

追對想準備多益、
托福及雅思的同學

口 說

聽 力

發 音

英語對話

口說表達

寫作能力

個別輔導

一對一

提升成績

口 說

聽 力

發 音



MeRISE 科目(Subject)

• 商用英語主要針對像是商務會議之正式工作場合的英語對話能力
• 訓練學生能在不同的商務工作環境下與同事及客戶良性溝通
• 針對學生工作之產業，補充該類別之英語詞彙

Business English 商用英文課 (一對一)

• 日常生活對話應用
• 增進英語詞彙及表達能力
• 讓學生充滿信心且毫不猶豫地開口說英語

General English 一般英文課 (一對一)

• 學生可選擇各種類之選修課程
• 訓練英語口語表達能力且靈活運用於各種場合的談話
• 配合課程需要讓學生觀看Ted Talk、電影片段及新聞…等
• 學習如何用英語寫自傳、履歷、商務信件及報告

Elective(S/L/W) 選修口說/聽力/寫作課 (一對一)



MeRISE 科目(Subject)

• 學生與教師討論全球新聞時事，如政治、經濟學、投資及股票市場…等
• 訓練邏輯性的口語表達技巧
• 教師針對每位學生的需求準備教材並給予講義

Current Events 新聞時事課 (一對一)

• 教授學生適當的發音和語調
• 反覆練習特定的發音
• 流利地開口說英語

Speech Communication 口語表達課 (一對一)

• 為培養學生公眾演講的自信心，全校師生都需參與每周五舉辦的英語演講
• 演講採自願制，教師積極鼓勵學生參與並全程給予指導
• 學生可選擇演講題目並進行五分鐘演講
• 將每日學習的各個課程融會貫通提升演講技巧

Presentation 簡報演講 (每周五下午)《因應疫情，目前取消中》



MeRISE 科目(Subject)

• 讓學生有充分的時間能複習及預習上課內容

• 學生可利用此時段完成課堂上老師給的作業

• 學生可於自己的房間內自修或是運用自修區域

Self Study 自習課 (學生自修時間)

• 提高學生在社交與商務場所有自信的說英語

• 將一對一課程所學之新知融會貫通並運用在課程中

• 由兩到四名成員組成，學習如何管理會議、進行討論、談判及做商業簡報…等活動

Group Class 團體課 (團體課)



MeRISE 課程(Course)

商用英文課
1:1

一般英文課
1:1

新聞時事課
1:1

口語表達課
1:1

選修課
1:1

團體課
1:3-5 自習課

商務英語
課程

2堂 1堂一般對話 1堂 1堂 0 2堂 1堂

一般英語
課程

0 2堂 1堂 1堂 1堂聽力課 2堂 1堂

基礎英語
課程

0 2堂 1堂 1堂 1堂聽力課 2堂 1堂

就職預備
課程

2堂 1堂 1堂 1堂 0 2堂 1堂

科目

堂數課程

＊下方表格為參考用，實際已入學前問卷及老師與學生討論後決定



MeRISE 考試課程(Test Prep)

主課
1:1

文法課
1:1

新聞時事課
1:1

口語表達課
1:1

選修課
1:1

團體課
1:3-5 自習課

TOEIC 2堂 1堂 1堂 1堂 0 2堂 1堂

TOEFL 2堂 1堂 1堂 1堂 0 2堂 1堂

IELTS 2堂 1堂 1堂 1堂 0 2堂 1堂

科目

堂數課程

＊下方表格為參考用，實際已入學前問卷及老師與學生討論後決定



MeRISE 商務英語課程教材



MeRISE 一般英語課程教材



MeRISE 考試課程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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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費表



MeRISE 學費表
（單位：美金）



MeRISE 學費/註冊費/當地支付明細

內容 學費 註冊費
(USD$250)

當地費用
(USD$150)

入學考及畢業考 ★
畢業證書 ★
教材 ★
早餐 ★
房間清掃 ★
Wi-Fi ★
使用自修區域 ★
使用Anytime健身房 ★
註冊費 ★
英語程度檢定考試 ★
課程設計費 ★
SSP ★
水電費、風扇費 ★



MeRISE 換課費用

換課種類 內容 價錢

團體課換一對一課 若學生想增加一對一課程的堂
數可將團體課換成一對一課程 USD$100/每週每堂課

自習課換一對一課 若學生想增加與一對一老師上課的
機會，可將自習課換一對一課 USD$150/每週每堂課

週六或週日 5堂一對一課 想要利用假日學習的同學

USD$150（報名一週）
USD$225（報名兩週）
USD$300（報名三週）
USD$375（報名四週）
每增加一週，增加USD$75



MeRISE 額外費用

項目 內容 價錢

延簽費用及
ACR- I card

第2次延簽(+29天) 3930 peso、第2次延簽(+30天) 5100peso
第3延簽(+30天) 3230peso (價格依政府公告，可能有所變動)

ACR- I card 3000peso
(居住超過60天者必須申請）

提前/延後住宿
入住時間：每週日下午兩點
退房時間：每周六中午十二點前
若學生想提前入住或延後退房需支付額外費用

2000 peso /晚

機場單程接機 建議學生自行搭乘計程車或Grab前往學校
費用約300~500 peso 1500 peso /趟

Café English 校內課後活動，每週二下課後可參加由
老師主持為期一小時的Free Talk，增加口說能力 Free

新生歡迎派對 新生於週一晚上七點在一樓Skillet餐廳享用晚餐，
並與其他新、舊生交流(因疫情，目前取消中） 600 peso/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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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RISE 四人房 (目前無提供此房型）



MeRISE 雙人房



MeRISE 單人房（對內窗）



MeRISE 單人房（對外窗）



MeRISE 行政房



MeRISE 8F 教室



MeRISE 1F 接待處/Skillet餐廳/洗衣店



學校周邊餐廳小吃

學校附近⾛路5分鐘內有7-11、MINI STOP
周邊眾多餐廳、咖啡廳及酒吧選擇
步⾏10分鐘有數家藥局及⼤型醫院

1. Jolibee
菲律賓人最喜歡的速食店，有著菲律賓麥當勞之稱
Merise步行10分鐘內有高達6家分店
2.  Robinsons Supermarket
位於學校斜對面 Baseline的地下一樓
3. Bo’s Coffee
位於Baseline公寓一樓的咖啡館，附近也有眾多咖啡廳選擇
4.  Boosogs
深受當地人喜愛的菲律賓餐廳
5. Abuhan
當地菲律賓餐廳

1.

2.
3.

4. 5.



學校周邊環境及設施
1. 小型社區及超市

Baseline

2.  咖啡廳
Bo’s coffee

3. 當地特色料理
Boosong Lasang Pinoy

4. 日式料理
Okinawa Heat

5.  按摩店
Thewi Thai Message

6. 美容店
Thai Born

7. 大學附設醫院
Cebu Doctors Hospital

8. 咖啡廳
Coffee Prince Cebu

9. 公立圖書館
Cebu City Public Library

10. 麵包店
Anita’s

外出的時候請儘量團體⾏動

請儘量不要深夜的時候獨⾃外出

11.藥妝店
Wastons

12. 公園
Fuente Osmena Circle

13. 大型超市
Robinsons Supermarket

14.書店
National Book Store

15. 日本拉麵店
一路發（168 Ramen)

16. 美食廣場
Mango Square



關於COVID-19 疫情相關措施

COVID-19 相關應對
上課座位區皆設置隔板及校內配置溫度計
（符合宿霧市預防感染協議）

因COVID 疫情而影響課程應對

如果你在留學前確診：
如果在前往菲律宾的當天，你正處於衛生福利部规定的隔離及醫療期，
我們將退還全額你已支付給我們的費用。
請注意，您需要出示由衛生福利部開立的確診證明書辦理退款。
如果您在就學期間確診：
如果在就學期間確診學生可選擇在房間內線上上課
若在就學期間感染新型冠狀病毒，並且因此無法上課並希望返回您國，
我們將退還從下一周起算剩餘的學費（不包含當地費用）。
此外，如果您希望在當地就醫期間繼續使用我們的住宿設施而不是醫院等，
我們將在將上述退款金額與住宿費用相抵消後計算最終退款金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