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AIWAN 
202207 

ORIENTATION 
新生入學手冊 

- 請在新生訓練前，詳閱”新生入學手冊”- 



1. 新⽣入學程度測驗及新⽣訓練⽇程表 

<請保管好⾃身的貴重物品！更多校園資訊請詳閱校園公佈欄> 

 

時間 行程 內容 

07:00 - 07:50 早餐 ▪ 地點：學生餐廳(咖啡廳旁邊) 

▪ 請攜帶學生繩卡, 避免無法進入學生餐廳用餐。 

08:00 - 12:00 
入學程度測驗 

拍攝新生ID 

▪ 地點：一樓大廳會議室Conference A (學生餐廳對面) 

▪ 新生請攜帶護照正本、來回機票影本(學校收取後不歸

還)、黑筆、電子簽證影本，及學生繩卡 

▪ 學校會免費拍攝照片，以便延簽及學生證製作，請提早預備 

▪ 新生程度測驗成績將於下午一點張貼於大廳公佈欄 

12:00 - 13:00 午餐 

▪ 學生餐廳於一樓大廳會議室Conference A 對面 

▪ 午餐供應至中午12:50 

▪ 請務必攜帶學生繩卡，避免被拒絕用餐(請隨時配載學生證) 

▪ 僅於新生開學第一天午餐時間為中午12:00，第⼆天開始都

是12:30-13:30 

13:00 - 15:00 

換菲幣、購物 

(依當⽇活動安排，學

校有權更動⽇程） 

▪ 由校方⼈員帶領至附近賣場換取菲幣及購買日常用品 

▪ 學生換取菲幣或提領現⾦，繳交當地費用及日常花費 

▪ 請在購物時間內完成購買，如超過預定時間，接下來的⽇

程必延後，請務必迅速購買必要日常⽤品即可 

15:00 - 15:30 繳交學雜費 

▪ 換取菲幣返校後，到⼤廳櫃台繳交當地費用及書局領取教

科書。回宿舍放置購買物品，並至新生訓練地點集合。(拿

到新書，請先不要馬上寫上自⼰名字) 

15:30 - 18:00 新生訓練 

▪ 請攜帶這本新⽣入學手冊及紙筆 

▪ 由中文經理介紹校園生活及規範 

▪ 如在就讀期間，已規劃國外旅遊，請提前四週告知校⽅ 

* 以上⽇程，依據當⽇活動安排，學校有權⾏使⽇程更動。 



2. 日間行程 

 

* IEP (斯巴達) 課程: 單字&句型課程, 自習課程 

2.1 學生可於大廳公佈欄確認 單字課程 & 句型課程時間 

2.2 單字課程(週一-週五)07:00-08:00 / 句型課程(週一-週四)19:00-20:00 (課程為25分鐘) 

2.3 每週五單字課程中，測驗當週句型及單字 

2.4 若測驗成績低於60分，學生必須在週五補完自習，方可外出(40-59分一小時 / 低於39分二小時) 

2.5 學生必須於課程前至大廳公佈欄確認座位，並依指定座位入坐 

2.6 如果學生遲到、未補完自習者，或擅自離開自習室。【扣兩點】 

 

 

 

 時間 行程 內容 

 06:30-07:30 選修課(自願制) 

* 學生可於週二、週四至辦公室六號窗⼝申請選修課 
 

* 學校餐廳(每日三餐) 

- 供餐時間只在⽤餐時間內供應(提前10分鐘打烊) 
 

* 校園建築物導覽 

- 校舍建築物: Cinema(1F), 教室(1F-3F), 洗手間(男/女) 

- 宿舍: 男宿(2F-3F)/親子(4F)/女宿(5F-8F) 

健身房(4F)06:00-23:00 

桌球&撞球(3F)06:00-23:00, 瑜珈室(2F) 

- 其他設備: 泳池(1F), 咖啡廳(1F) 

籃球(平日17:05-19:00, 週末12:00-19:00) 

學生可在大廳管理警衛租借桌球球拍。30 Peso/次 
 

* 學生課表 

- 週⼀⾄週五 / 50分鐘上課時間，5分鐘下課時間 

- 空堂學生必須選擇選修課或自習時間 

- 於新生第一週，自習時間學校將動安排 

- 學生可於每週五變更空堂時間，並於下週一生效 

SP 07:00-08:00 早餐 & 單字課程 

 08:00-08:50 1st Class 

 08:55-09:45 2nd Class 

 09:50-10:40 3rd Class 

 10:45-11:35 4th Class 

 11:40-12:30 5th Class 

 12:30-13:30 午餐 

 13:30-14:20 6th Class 

 14:25-15:15 7th Class 

 15:20-16:10 8th Class 

 16:15-17:05 
9th Class 

(選修課或自習課) 

 17:10-18:00 
選修課(自願制) 

或自由時間 

 18:00-19:00 晚餐 

SP 19:00-20:00 句型課程 

SP 20:00-22:00 自習時間 

 22:00- 自由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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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當地學雜費 

 

3.1 新生入學第一天必須至大廳櫃檯，完成繳交當地費用及書籍費。 

3.2 
若學生有正當理由無法於第一天完成繳費，請找中文經理協助。學生若未於第一天完成繳

費，將予以除名。 

3.3 新生教科書透過入學測驗成績、課表及英文程度安排書單。請依書單繳費收據至書局領書。 

3.4 雅思、多益及商用英文特殊課程的學生，教科書由老師第一天授課時指定。 

3.5 如需額外購買教科書，請於確認書單後購買。 

3.6 
收據請務必保管好，若遺失收據，校方將不受理任何退換書籍及費用。退換書籍請於兩天內

完成。 *若書籍已書寫或摺痕，將不予退換。 

 

 

 

 

 

 

項目 費用 內容 

SSP 

學生就讀許可證 
6,800php 強制性辦理 

保證金 
依就讀週數計算

500php/週 

就學期間的最後一週的最後一天(週五)，扣除電費及宿舍

設備，剩餘的金額，予以退還。 

保證金至多收取5000p/10w。 

電費 500php/週 

電費 3kw/天，如使用超過需多付 17p/kw，從保證金裡扣

除。(單人房 3kw/天，雙人房 3kw/天*2 人，以此類推) 

每週六於大廳公佈欄張貼當週電費使用度數。 

ACR I-CARD 

菲國之外僑登記證 
3,500php 入境菲律賓超過59天的外國人強制申請 

EV學生證 300php 遺失補發學生證300p 

Visa 延簽 依照就讀時間 每月延長旅簽之費用收取 

Visa 延簽急件 500php 依各簽證延簽急件收取 

管理費 300php/週 公共設備管理費+水費 

教科書 150p - 500p/本 依據學生英文程度及學習課程有所不同 

ECC 移民署清關費 1,010php 入境菲律賓超過六個月，強制辦理 

棉被、電扇、檯燈  100/1w, 保證金1000p (各價格請至書局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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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更換課表及老師 

4.1 新生課表請於第一天上課7:30am-7:50am，至六號窗口領取。 

4.2 學生若想申請更換課程或老師，請填寫申請表，並於六號窗口提出申請。 

4.3 當週二申請換課，新課表將於當週三生效；當週五換課，新課表將於下週一生效。 

4.4 若遇國定假日，日期將順延。 

4.5 學生可於每週五更換空堂時間。(一週一次) 

4.6 請與六號窗口確認新課表完成時間，及於完成日當天領取你的新課表。 

4.7 因老師的因素無法出席課程，該堂課程將由代課老師完成。 

4.8 上課超過五分鐘，老師若沒有出現，請學生馬上到辦公室反應。 

4.9 
不可擅自和一對一老師更換上課內容。ex:聽力課要求老師上會話課。若經校方發現，老師將

被處罰。 

4.10 學生不可參與二堂同樣類型團體課程。 

4.11 國定假期當天沒有課程。 

4.12 教師校閱會(Black 週五) –教師訓練及研討會 

1) 每月最後一週星期五(除國定假日)，每堂課縮短為25分鐘(原課程時間是55分鐘） 

2) 當天課程後學生即可外出 / 課程時間: 08:00-12:25(9堂) 

3) 校閱會當天下午將開放選團體修課程。當周週二學生可至大廳公佈欄選修。 

 

5. 更換課程體制/增加課數 

5.1 IEP (斯巴達) → SIEP (半斯巴達) 5,000php 

5.2 SIEP (半斯巴達) → IEP (斯巴達) 2,500php / 4週 

5.3 更換課程體制高價位至低價位，不予退費/低價位到高價位需付差價；另加1,000php手續費。 

5.4 
增加一對一堂數 (17:10-18:00 / 週一-週五) 

ESL課程: 6,000php / 4週, 特殊課程: 7,000php / 4週 

5.5 ESL團體課程更換一對一課程: 5,000php / 4週 (1堂) 

5.6 增加一對一堂數及更換課程體制每週至多申請一次。 

5.7 所有申請費用需付菲幣，並在週五於大廳櫃台完成付款。 

5.8 所有的流程手續將於付款後成立。 

5.9 更換課程體制於每週五，新課表於下週一生效。 

5.10 申請更換課程體制後，不可取消或是再次更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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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出缺席制度 

6.1 無故未出席課程，將視為缺席【扣2點】 

6.2 凡有請假需求，須至校園辦公室五號窗口申請。 

6.3 響鐘後，遲到10分鐘【扣1點】; 遲到15分鐘【扣2點】，將列為缺席，不得連入教室上課。 

6.4 
當週請假/缺席兩堂(兩小時)以上，須參加星期四和星期五的自習課 

*缺席3堂–1小時, 缺席4堂–2小時 

6.5 

補自習日期及時間及教室，將公佈在大廳公佈欄(進行補自習時，請知會大廳警衛。 

*IEP (斯巴達): 週四22:00-24:00, 週五17:05-24:00 

*SIEP (半斯巴達): 週四17:00-24:00, 週五17:05-24:00 

6.6 若你尚未完成補自習，將不得外出。 

6.7 若你當天請病假，當天晚上不得外出。如:週五請病假，週五晚上不得外出。 

6.8 當週出席率未達50%，週末將禁止外出。(五,六&日) 

6.9 若你三週出席率皆未達50%，將無條件立即開除。 

6.10 總出席率低於90%，無法不得領取畢業證書。 

6.11 響鐘10分鐘後，2樓及3樓學院大門將關閉。 

 

7. 新生入學測驗及升級考試 

7.1 
新生入學測驗: 當新生入學時，入學測驗可以幫助學生了解學生的英語能力。並依照測驗結

果分級學生的英語程度及安排課表。 

1) ESL, Power Speaking, 商業英語 新生入學測驗: 08:00-10:40 

2) 雅思新生入學測驗: 08:00-12:00 / 多益新生入學測驗: 08:00-11:00 

3) 考試地點和時間依情況調整。 

7.2 升級考試: 為測驗四周學習成果；入學就讀的第一天開始已算第一週 

1) 就讀超過四週的學生，每四週的週四會考升級考。 *考試地點和時間依情況調整。 

2) 就讀三週的學生，在最後一週的週四考升級考。 

3) 就讀少於三週的學生，不舉行升級考。 

4) 每週二在大廳公佈欄將公佈當週升級考試的學生名單。若不參加升級考試，必須確認並勾選。 

5) 升級考試結果將會在當天下午公布。 

6) 
升級考之後，學校不會自動為你更改課表。*但依考試成績情況,學校辦公室可能會詢問你換課

的意願。 

7) 學生在升級考試之後，需要更換課程，必須在當週週五前至六號窗口申請。 

8) 學生可以申請更變團體課程。但是學生必須自行跟上新團體課程的學習進度。 

9) 
如果學生沒有通過升級考試，一對一課程教材將使用該同級別的第二冊，如果學生不想購買該

新教材，則需要復習第一冊。 

10) 
如果學生在通過升級考試後不想購買新教材，則需要復習現有教材，但下一次升級考試將安排

新的程度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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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學校將獎勵升級考試的前三名。 

7.3 多益課程考試 

1) 每週五08:00-10:00。*若遇國定假日，考試時間將另行通知。 

2) 學生必須參與課後考試。*學生若缺席【扣2點】 

7.4 雅思課程考試 

1) 每週四課堂中。學校會另行通知考試時間。*如遇國定假日，考試時間將另行通知。 

2) 學生必須參與課後考試。*學生若缺席【扣2點】 

7.5 Power Speaking課程考試 

1) 每四週的週五，第一節及第二節課於Cinema舉行。 

2) 考試主題將在考試進行中說明。 

7.6 商業英語課程考試 

1) 每四週的週五在Cinema舉行。學校會另行通知考試時間。 

2) 考試主題將在考試進行中說明。 

7.7 多益模擬測驗 

1) 學校提供所有學生付費報名多益模擬測驗。 

2) 
多益模擬測驗日程: 每週四20:00-22:00(此為活動課程，學校有權力更改考試時間)。 

請至一至三窗口申請。請至大廳櫃台繳交費用200php。 

 

8. 活動 

8.1 校內活動*活動將視情況調整或取消 

1) 
Zumba Dance  

-每週二&週四 18:30-19:00。地點: 1樓 戶外廣場 

2) 
瑜珈 

-每週一&週三 18:00-19:00。地點: 2樓 瑜珈室 

3) 
Movie  

-每週日 14:00-16:00。1樓 Cinema 

8.2 校外活動 

1) 每週末學校將安排校外活動(跳島, Oslob Tour, Bohol tour, etc.) 

2) 大廳公佈欄將公告相關訊息及費用。 

3) 完成繳費後即完成報名流程。 

4) 校外活動低於十人參加 或 因天候不佳，故自動取消行程並退還費用。 

8.3 

*活動所有照片及影片，版權屬於EV Academy 

*照片和影片可能會在網上發佈用於宣傳和行銷目的。 

*學生若不同意，請提前通知學校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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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延長就讀時間 

9.1 學生必須事先與學校經理確認，學校是否可延長課程或學習週數。 

9.2 如果學生計劃延長課程或學習週數，必須填寫“延期申請表Extension request form”。 

9.3 學生須在至少前四週申請延長。 

9.4 當學生申請延長時，可能需要搬至另一個房間。 

9.5 所有學費必須在課程開始前兩週內全額支付。未在時間內完成繳費，即取消申請。 

9.6 學生必須支付相應的當地費用。(簽證延期、電費、管理費等） 

 

10. 退費條款 

 

11. 學校規範 

11.1 嚴禁攜帶任何酒精飲料進入學校，及在校內飲酒。 5點 

11.2 禁止攜帶武器、刀具等危險物品 退學 

11.3 禁止服用精神藥物。 退學 

11.4 禁止攻擊、盜竊、破壞財物等暴力行為。如有任何財產損壞，將要求造價賠償。 退學 

11.5 在上課時間，未經許可不得進入學院大樓。 - 

11.6 
當你在校園裡時，請遵守適當的衣著要求。(不合適的著裝：剪裁短褲、透明衣

服、露肩、睡衣等) 
- 

11.7 學生必須在校園內隨時佩戴學生證。並嚴禁損壞你的學生證。 2點 

10.1 系統報名後取消報名，報名費不予退還。 

10.2 不足四週，將無法申請退款。 

10.3 長週數註冊申請退款，長週數優惠將作廢。(僅限2019年報名) 

10.4 因任何個人或其他原因，任何遲到以及因此事而導致的相應缺勤均不予退款。  

10.5 所有退款申請皆需逶過正式的書面信函記錄。(退款申請表) 

10.6 一旦退款申請被批准，退款將統一透過代辦進行退費。 

10.7 國定假日將不予退款。 

10.8 入學後四週內申請退款，退還剩餘學費和宿舍費 50% 

e.g.) 註冊12週，第三週申請退款 = 剩餘九週退款 50% 

e.g.) 註冊16週，第4週退款申請 = 剩餘12週退款 50%。但是，折扣也將被沒收。 

10.9 入學後超過四週申請退款，退還剩餘學費和宿舍費 25% 

e.g.) 註冊八週，第五週申請退款 = 不予退還 

e.g.) 註冊12週，第五週申請退款 = 剩餘七週退款 25% 

e.g.) 註冊16週，第九週申請退款 = 剩餘七週退款 25%。但是，折扣也將被沒收。 

10.10 
因自然災害、戰爭、不可預見的情況或傳染病等不可抗拒的因素而導致學校停課，不予賠償

或退款。 

10.11 因違反 EV 政策而被開除的學生不享有任何退款（學費和宿舍費）特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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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 注意三餐用餐時間。(最後供餐時間，用餐時間結束前10分鐘)。 - 

11.9 所有餐食不得帶出餐廳。不可和老師共用午餐。 2點 

11.10 嚴禁在學校和宿舍內煮飯和使用電磁爐。 退學 

11.11 請在指定區域吸煙(包括電子煙)。請勿在房間內吸煙。 5點 

11.12 在課堂中，必須遵守各國文化禮儀及適當的態度。 2點 

11.13 學生不可使用手機，除字典之外的任何電子設備。 - 

11.14 在課堂中，請遵從老師的授課方式。 - 

11.15 尊重其他文化和生活方式，不要提及敏感話題。(宗教、政治、歷史等) 2點 

11.16 未經允許不得觸碰他人的財物。(遺失物品在三號窗口提供認領) 退學 

11.17 嚴禁給學校教職員工小費或與教職員工和老師進行金錢上來往。 - 

11.18 禁止與老師在外面單獨見面。 - 

11.19 個人若有任何過敏症狀、疾病和身體殘疾都必須告知學校經理。 - 

11.20 不接受畢業後的個人簽證延期。 - 

11.21 房間內禁止攜帶狗、貓和其他動物。 - 

11.22 嚴禁將衣物掛在窗簾桿、窗框和燈罩上。為防止火災和墜落風險造成的損壞。 2點 

 

12. 宿舍規範 

12.1 宿舍分配根據學生申請的房間類型而定，不能隨意更改。 

12.2 
如需更換房間，必須有正當理由才可申請更換，且須透過經理與學校確認，是否有空房。

(更換入住時間: 下午3點) 

12.3 如需升級宿舍，請洽經理查詢所需房型的空房情況，如有空房，完成支付費用後更改房間。 

12.4 若學生申請宿舍降級，則不退差額。 

12.5 申請更換房間，需支付1,000php(用於房間清潔和重新佈置) 

12.6 
若學生入住的房間有任何物品丟失或損壞，將從保證金中支付罰款。若押金不足，學生將需

要支付額外費用來補償。 

12.7 男女學生不得待在同一房間。若幾個男學生和女學生待在一個房間裡，所有學生都將開除。 

12.8 

請勿在異性樓層逗留或到房裡借東西！一但發現，沒有理由，雙方開除不退費。各樓層皆有

監視錄影，請勿開玩笑！ (男宿: 2F-3F / 女宿: 5F-8F / 混合宿: 4F) 

*女學生不得通過2樓和3樓走廊。男學生不得進入5樓至8樓 

12.9 個人物品遺失，請自行負責，學校不賦予任何責任。*你必須將貴重物品鎖好。 

12.10 為防止財務失竊，出門時請務必鎖好房門。 

12.11 若你弄丟了房間鑰匙，必須支付500 php。 

12.12 學校員工可在沒有事先通知的情況下，進入房間檢查。 

12.13 管理人員可根據宿舍維修情況要求學生換房間。 

12.14 左邊電梯只提供女學生使用。(1F, 4F-8F); 右邊電梯男/女學生皆可使用。(只有1F-4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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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畢業及退宿 

13.1 
學生必須在最後一週週五下午一點至電影院參加畢業典禮，並在下午三點前領取護照、畢業

證書及押金。 

13.2 週五前退宿的學生，必須到辦公室領取護照、證件和押金。 

13.3 如果學生未能在預定日期領取護照，學校無權為任何問題負責。 

13.4 
畢業生必須在週六下午12點前退宿。若沒有在預定時間前退宿，將立即清除房間物品，恕不

另行通知。 

13.5 學生若更改退房日期，必須在更改日期當天下午12點前退宿。 

13.6 學生必須參與課程至退房前一天，並且只能在最後一天外出。 

13.7 逾期住宿 

1) 逾期住宿費: 2,000php/晚(所有類型的房間) 

2) 你必須至少在一周前向學校經理提出延期申請。 

3) 視空房情況而定，若無空房則無法申請成功。 

4) 你需要換房間至其他房型。 

13.8 當退宿時，你必需將房間鑰匙及學生證交給大廳的警衛。 

13.9 退房時，可將行李寄放在大廳警衛區，但學校無權為丟失或損壞負責。 

13.10 
退宿時，不得將行李寄放在其他學生的房間內。如果被抓到，行李將被轉移到機場登機口，

恕不另行通知。同意放置行李的學生【扣5點】。 

13.11 若學生在課程週數前提早結束，學生必須至少在前一週提供班機資訊給經理。 

13.12 你的護照可能仍在移民局。如有必要，必須告知經理。 

13.13 
如果學生需要護照，必須至少在兩週前通知辦公室。若在兩週內申請護照，學校無權對可能

發生的任何問題負責。 

13.14 若學生在停留期間需出境菲律賓，請至四號窗口與負責經理協商。 

13.15 
在菲律賓境外旅行，必須出示出境菲律賓的機票。否則可能拒絕進入菲律賓。簽證延期的費

用也可能改變。 

 

14. 門禁及外出 

14.1 門禁 

1) 半斯巴達: 週一至週四17:05-22:00 / 週五及週六05:00-24:00 / 週日05:00-22:00 

2) 斯巴達: 週一至週四不得外出 / 週五及週六05:00-24:00 / 週日05:00-22:00 

14.2 違反門禁將受到處罰 

1) 超過門禁30分鐘內:【扣2點】 

2) 門禁後超過30分鐘:【扣5點】 

14.3 未成年人平日不得外出，週末無監護人不得外出。 

14.4 學生在上課時間不得外出。如需外出，如醫院或派出所，學校可酌情批准。 

14.5 外出時，學生必需在大門口繳交學生證和房間鑰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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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 不允許保留或挪用其他學生的學生證。*如果被抓住，將被開除。 

14.7 若需要在上課時間外出，必需至辦公室申請外出證。 

 

15. 旅遊規範 

15.1 如果學生想旅行(過夜)，必須在出發前至少1天上班日，填寫旅行表並提交至一號窗口。 

15.2 若在校外過夜沒有提前跟學校申請，將予以直接開除並不退費。 

15.3 基於安全因素，學校有權拒絕學生申請的旅遊。 

15.4 學生申請過夜原則如下： 

1) 兩天一夜: 週五至週六 / 週六至週日 / **不允許週日至週一** 

2) 三天兩夜: 週五至週日 / 週六至週一 

3) 四天三夜：週五至週一 

15.5 
如果申請的旅行需搭乘飛機，且有機票為證明的旅行，可依照機票時間給予申請旅遊。 

(申請旅行時，請務必附上機票影本給學校，機票影本請多印，學校不歸還) 

15.6 
若週五申請開始旅行，請務必在下午一點前離開學校，若未離開視同放棄旅遊，不得再履行

旅行。 

15.7 申請旅行期間開始前，必須參與課程。否則，將予以處罰。 

15.8 
旅遊申請表請務必填寫正確資訊。請填好填滿，否則予以退件。所有申請旅行的學生，都必

須留下緊急聯繫方式。 

15.9 
若家人或朋友來宿霧旅遊，需在旅行表格中附上家人或朋友的電子機票影本和護照影本。

(校方不予歸還) 

1) 學生允許申請在宿霧市過夜。 

2) 必需印出電子機票與旅行表格一起送出申請。 

3) 不得攜帶你的ＥＶ朋友一起旅行。 

15.10 旅遊期間不得返校，一但返校視同終止你的旅遊，不得再進行旅遊。 

15.11 
若申請的旅遊中途返校視同放棄以外，學生必須將當天申請旅遊假的缺課堂數，於未來一週

內完成補自習。 

15.12 

學生完成旅行後，需在週二下午三點前至一號窗口出示十張以上的旅遊照片，及飯店住宿收

據，若未能在時間內提出相關旅遊背景照片及旅遊申請上的成員合照，依校規【扣5點】。

逾期不受理。 

 

16. 退學(不退還剩餘期間的學費和宿舍費) 

16.1 門禁時間後試圖外出 

16.2 進入和停留異性的房間和樓層。 

16.3 性騷擾和性暴力 

16.4 盜竊和暴力 

16.5 賣淫和非法精神藥物。 

16.6 散佈關於學校的謠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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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 在學生抵達宿霧之前未能支付學費和當地費用。 

16.8 開非法集會 

16.9 對學校的財產誹謗和損害(學校有權要求任何損害賠償) 

16.10 針對菲律賓員工和管理人員的攻擊性言論和行動。 

16.11 與老師產生戀愛關係。學生及老師將被開除。 

16.12 未誠實的申請旅行。 

16.13 學校不允許外人進入。如有必要，學生必須事先詢問學校管理。 

16.14 未經授權的複製房間鑰匙。 

16.15 
嚴禁向代辦比較學費。若發現將被退學，並因此產生的進一步問題，學校可以要求學生賠償

損失。 

16.16 如果學校管理認為有必要開除學生，學生將可能被退學。 

16.17 退學的處罰依據學習週數 

1) 1週-12週: 【10點】 

2) 13週-18週: 【15點】 

3) 19週以下: 【20點】; 19週(含)以上: 【20點】 

 

17. 其他資訊 

17.1 校醫 

1) 開放時間 08:00-17:05(週一至週五)，(12:30-13:30午餐時間 無看診) 

2) 護士常駐辦公室，提供簡單的醫療服務。 

3) 不提供任何類型的藥物。如有必要，學生請自行至藥局購買。 

4) 學生如在校醫門診時間內需校外就醫，校方護士陪同車費將由學生支付。 

17.2 設備維修申請 

1) 如果宿舍設施有任何問題，請連繫大廳警衛。 

2) 通常會在一天內完成維修，但需依情況延長。 

3) 若需超過一天的時間，學生可能換房間。 

17.3 房間打掃 

1) 房間每週打掃兩次，各樓層行程安排將公告在大廳公佈欄。 

2) 
床單每週更換一次。如果床單染色或弄髒，學生必須支付罰金。 

(地板: 2,000php/枕頭套: 1,000php/床單: 2,000php/床墊: 10,000php) 

3) 請妥善保管自己的貴重物品。打掃房間後，再次檢查房間的狀況和物品。 

4) 若有人在房間裡睡覺，打掃人員將不會進行。(學校將不另行安排打掃時間) 

17.4 咖啡廳(EV Bucks) 

1) 營業時間: 08:30-24:00(週一至週五)、12:00-23:00(週六和周日) *國定假日可能有所不同。 

2) 販賣內容: 零食、點心、飲料及一些雜貨。 

3) SIM卡及儲值卡 

4) 未點餐的學生不可使用咖啡廳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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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提供列印機、影印機和掃描儀。(10php/頁) 

17.5 游泳池指南 

1) 開放時間: 每天06:00-23:00 *游泳池可能因維修而暫停使用 

2) 在使用游泳池之前，必須先淋浴。 

3) 使用游泳池時必須穿泳衣。違規【扣2點】 

4) 飲酒後請勿游泳，禁止跳躍、跳水或投擲其他學生。違規【扣2點】 

5) 因違反安全規定而造成的任何事故，學校概不負責。 

6) 未成年可以在監護人的監督下使用游泳池。 

7) 禁止穿著泳衣前往餐廳或戶外。 

8) 為防止在滑倒及任何事故，必須攜帶毛巾。 

17.6 租借服務 

1) 除學校提供的基本物品外，租借服務僅適用於以下物品: 

2) 枕頭(100php/週)、毯子(100php/週)、檯燈(100php/週)、電風扇(100php/週) 

3) 書局提供借書服務(8:00-16:30，週一至週五) 

17.7 無線網絡和SIM卡 

1) 無線網絡只有一樓提供。(大堂、書房、餐廳和咖啡廳) 

2) 每週學生可使用3GB Wi-Fi。必須使用學校給的ID和密碼登錄BVP 

3) 菲律賓的網速不好。希望你能理解。 

4) 咖啡廳提供SIM卡和儲值卡。 

5) 請查看如何在咖啡廳使用SIM卡和預付卡的說明指南。 

17.8 洗衣服務 

1) 洗衣服務僅在指定日期提供。 

2) 
服務時間 

12:30-13:30 

宿舍2F-4F: 週一&週四 

宿舍5F-8F: 週二&週五 

3) 可能因假日而異動 

4) 請至4樓點交要送洗衣物的數量。 

5) 每間房間只提供一個洗衣袋 

6) 在下個洗衣日，至四樓確認清單後，領取送洗衣物。 

7) 建議使用個人洗衣店奠洗昂貴的衣物或手洗衣服。 

8) 如下一個洗衣日未收到送洗衣物，請立即通知大廳警衛 

9) 學校不對任何損失和損害負責。 

 

18. 豁免條款 

18.1 
如因自然災害、戰爭、突發事件、疫情、航班延誤或取消等原因無法提供服務，學校或代辦

不承擔任何法律責任。 

18.2 
學生在學校內及外出或旅行時發生的所有事故、損失和疾病負責，學校對此不承擔任何責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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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 未經學校事先允許而採取的行動，造成的任何生命損失、損害，學校概不負責。 

18.4 
學生可以在學生保險和旅行保險的範圍內獲得補償，這是學生在註冊時強制要求購買，學校

不會額外補償。 

18.5 週一至週五，每週五天課程。 

18.6 若匯率和國家稅收增加、政府法律規定或學校無法控制的因素，學校有權調整價格。 

18.7 為了提高教學質量，學校有權在必要時更改課程和計劃。 

18.8 
對於翹課、無故缺席、暴力、態度惡劣等，對課堂不感興趣，或對營造學校氛圍造成困難的

學生，學校可能會給予記點或警告。如學生不改正，學校有權開除學生。 

18.9 
當學生的行為不當，導致影響學校整體，學校有權在沒有警告的情況下立即開除學生，並且

學校可以要求學生賠償任何損失。 

18.10 如果學生在校產生，學校有權通知學生的家人或代辦。 

 

 

 

 

 

 

 

 

 



[附錄] 

1. 人身安全注意事項 
 

 

 

 

 

1.1 個人安全須知 

1) 學生請善用Grab或是搭乘白色計程車。(特別是晚上，不論你是否在學校附近。) 

2) 避免自己一人出校外，不論男女同學。盡可能結伴一同前往。 

3) 避免穿戴貴重飾品或是名牌服飾，很容易成為罪犯的目標。 

4) 避免外露你貴重的物品(手機勿用牽繩掛在脖子上、相機、手錶…等等) 

5) 不要一次帶太多現金外出。 

6) 盡量不要將貴重物品放在衣服或褲子的口袋，請善用隨身包包。 

7) 外出請將隨身背包往前背至胸前。 

8) 隨時注意你身旁的狀況，即使在餐廳或咖啡廳。 

9) 避免攜帶你不可遺失之貴重物品，例如：護照、信用卡…等等。 

10) 女學生務必結伴同行外出，宿務街上(尤其晚上)時常會有女性錢包遭竊的案件。 

11) 請隨時在街上和你要錢的小孩、小小孩保持距離。甚至大人。 

12) 通常在外遺失的物品，你將永遠跟它say goodbye。 

13) 為保護自己請不要將你的個人通訊軟體帳號、手機號碼…等給陌生人。 

14) 不要喝陌生人給的飲料或是香煙。 

15) 請盡可能避免去當地的市集，例如: Colon street, Carbon street。當地市集治安較不好。 

16) 請不要搭乘Jeepney還有Habal-Habal（摩托車改良的七人座）。 

17) 請避免飲酒過量，過度飲酒通常會導致許多意外產生。 

1.2 搭乘計程車安全須知 

1) 請務必備妥零錢搭乘計程車。(面額10p, 20p, 50p, 100p的零錢)司機有時不會找錢！ 

2) 上車前請跟司機說by meter，若司機要喊價，你可以換下一部計程車。 

3) 在車上也請把所有貴重物品放在隨身背包內。 

4) 下車前請確認你所有東西都有帶在身上。 

5) 請避免太晚搭乘計程車，盡量結伴同行。不要在車上睡著。 

6) 請避免在換錢場所、銀行、ATM前搭車，讓司機誤以為你剛領完錢，有利可圖。 

7) 搭計程車時請將車牌號拍起來(建議多用Grab)。 

8) 請盡量坐在後座，並檢查副駕駛座是否有坐人。 

9) 有些偽裝成計程車的車，在你上車後會阻止你開門下車。 

菲律賓是一個發展中國家，由於經濟和社會條件不發達，存在許多威脅外國人安全的因素。 破壞

外國人安全的根本因素包括公務員腐敗、非法槍支氾濫、缺乏社會安全設施、警察人員和安全基礎

設施。 因此，外國人應該認識到他們特別容易受到扒手、盜竊和欺詐的影響。 

因此，請時刻保持警惕，並提醒自己以下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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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請不要拿取或食用計程車司機給你的任何東西。 

11) 如果你察覺司機開往小巷子或是要讓別人上車，請你立即讓司機停在安全的地方下車。 

12) 如果發現司機一直在傳訊息或是使用手機，當你發覺情況不太對，請立即要求司機要下車。 

1.3 預防犯罪份子注意事項 

1) 避免參與毒品或賣淫等犯罪活動。 

2) 避免和當地人有任何非法或是不正當的條件交換關係。 

3) 
請注意在商場、街道…等等的地方，如果有當地異性接觸你，請避開或走開。(當地有許多 

人會以性交易來索取金錢或是其他東西) 

4) 請不要去夜店或是俱樂部。 

5) 
當你已經不幸捲入正在發生的犯罪之中(被搶劫、被偷竊…等)，請不要試圖抵抗或抓取罪犯份

子；請以你的人生安全為第一考量。 

6) 
菲律賓有許多非法槍枝，若你抵抗持有非法槍枝的罪犯很危險！請務必以你的人生安全作為

第一考量。 

7) 請不要去賭場。 

1.4 緊急連絡資訊 

 
EV Academy office 

in Cebu 

(032) 384–4755 

0991-415-0373 
台灣大使館  

   

旅遊警察 (032) 412-1838 

Talamban警察局 (032) 344-7400 

消防局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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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健康醫療相關事項 
  

 

 

 

 

 

 

 

 

  

2.1) 請務必使用肥皂勤洗手。如廁後、用餐前、上下課後。建議購買攜帶式酒精隨時消毒雙手。 

2.2) 教室冷氣通常很冷，建議多喝溫熱水，每天攝取足夠的水分避免感冒。 

2.3) 請引用各樓層安裝的飲用水。避免飲用自來水。 

2.4) 請時常清洗裝飲用水的瓶子，避免累積在瓶內的水垢或是其他物質污染你的飲用水。 

2.5) 請不要與他人共用浴巾、毛巾、個人衛生用品。 

2.6) 請不要吃或是飲用留在室溫下過久的飲品或是飲料。 

2.7) 在睡覺時，請避免冷氣溫度調過低而感冒。 

2.8) 在外請避免吃未充分加熱的食物、用自來水清洗的食物或是任何冰品。 

2.9) 請不要碰觸野生的動物或是餵食在外的流浪狗、流浪貓；牠們身上通常有一些傳染病。 

2.10) 
菲律賓仍有狂犬病，如果你被在外頭的野生動物抓傷或咬傷，請盡快和學校聯繫或是立即前

往醫院的急診室。 

2.11) 
菲律賓仍有登革熱，在外時請適當使用防蚊液。若你出現高燒不止、流鼻血不止的症狀，請

立即與在校人員說明，必要時將前往醫院。 

2.12) 
如果你在上課期間感到不適，出現皮膚疹子或是服用自己帶的相關藥物仍感到不適，請隨時

告訴辦公室的工作人員或是校園護士。 

2.13) 
為了你的健康著想，請務必要有充份的睡眠、均衡的飲食以及充足的水分攝取。請適當安排

你的時間以及日程來安全地完成你的學習。 

宿霧的環境和生活節奏與你的國家風格不同。注意你的醫療保健非常重要。 

請注意以下相關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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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COVID-19相關注意事項 

 

 

 

3.1) 
由於菲律賓當地相關新冠疫苗的規定可能會變得更嚴格（出、入境等等），我們建議學生完

成三劑疫苗施打在前往菲律賓-宿霧。 

3.2) 抵達宿霧後，可以立即上課，無需隔離。但務必自主健康管理（監測體溫）七天。 

3.3) 在學校發佈新的規定前，請務必在宿舍及餐廳以外的地方配戴口罩。 

3.4) 
請隨時清洗雙手或是攜帶隨身瓶酒精來清潔雙手，若未能適當清潔雙手，請勿觸摸嘴、鼻以

及眼睛。 

3.5) 請遮掩你的口鼻當你想要咳嗽及打噴嚏。 

3.6) 
如果你感染了新冠病毒，我們建議你住院。或是搬到學校的隔離室，採取七天的隔離措施。

七天後篩檢若呈陰性，即可參與課程。(使用學校隔離室將產生額外費用，將由學生負擔) 

3.7) 隔離期間可提供網路課程或是補課，但不能延長留學期限。 

3.8) 密切接觸者用抗原檢測試劑呈陰性者，可以繼續參加課程。 

3.9) 在學生健康管理方面，我們將在疫情期間將學校的護士人數增加到3位。 

3.10) 學校正計劃請醫院定期進行學校學生的健康訪問及檢查服務。 

3.11) 
如果你在留學後或回國前需要進行RT-PCR檢測，我們將在學校提供RT-PCR檢測服務和費用

和服務費用將由學生支付。 

3.12) 
疫情期間將採取預防感染措施。（調整團體課次數、定時消毒、進出校園測溫。將依學校排

程於校園布告欄告知） 

3.13) 
我們建議你在國內購買常規藥品（止痛、發燒退燒、普拿疼等等）、口罩、抗原檢測試劑(3-

5份)。可依照你就讀的日程來進行準備的數量。 

3.14) 如果你感到不適，請注意你的症狀。可就醫或使用抗原檢測試劑。 

3.15) 
如果你想參加RT-PCR或抗原測試，以下為學校附近測試中心的相關資訊。價格如果有更動學

校將不另行通知。你可以提前致電或抵達時查詢。 

 

RT-PCR 抗原檢測 

■ UC MED (Mandaue City) 

- 電話: (032) 517-8888 

- 預約網址: pcr.ucmed.ph/book.php 

- Regular RT-PCR 

- 時間: 週一-週六  

- 報告結果: 24hours 

- 可現場預約或現場直接採檢 

- 費用: 3,360 Peso 

■ UCMED (Mandaue City) 

- 電話: (032) 888-2165 or 0925-558-9827 

- 時間: 週一-週六 

(08:00-11:00 & 13:00-20:00) 

- 報告結果: in 5~6hours  

- 可現場預約或現場直接採檢 

- 費用：660 Peso 

■ Chonghua Hospital (Mandaue City) 

- 電話: (032) 233-8000 

- Regular RT-PCR 

■ Chonghua Hospital (Mandaue City) 

- 電話： (032) 233-8000 

- 時間: 週一~Sunday / 24hours 

新冠病毒的流行尚未完全結束，病毒仍然存在。在你免疫系統低下以及高風險的群體中更容易感染

新冠病毒；因此，我們在個人以及群體活動的日常生活中應注意相關的保護措施。請時刻提醒自己

注意以下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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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peration: 週一-週日 

- 報告結果: 24hours 

- 可現場預約或現場直接採檢 

- 費用: 3,360 Peso 

- 報告結果: 2~3hours  

- 可現場預約或現場直接採檢 

- 費用：660 Peso 

 

4. How to get to EV academy? 

4.1 EV Academy地址: EV academy, Nasipit, Talamban, Cebu city, Philippines 6000  

4.2 Google地圖搜尋「EV academy」及瑩幕截圖，並給司機看。 

4.3 可以告訴司機"Family Park Talamban"，離EV Academy約50公尺。 

4.4 可以下載Grab App叫Taxi更方便。 

 

 

 

 

 

 

 

 

------------------------------------------------------------------------------------------------------------- 

!"#$%&'(&
)*$&+,$-./&

如發現有學費優惠折扣的情況立即開除。 

 

代辦名稱:                       代辦受理人:                    

 

$0&+.+1$2/&

%$."!3)/&
4'#3./&

就讀期間在校外遊遊時，發生的意外和身體不適帶來的後果，由本人自行承擔，

學校不負擔任何責任。我已經認真詳閱並熟知每個事項。 

  EV academy is not responsible for your safety including accidents that may 

happen outside the campus. I have read and agreed to 

above matters. 

 

Passport Name:                   English Nick Name:           (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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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How to use safe? 

5.1 How to set a password 

 

1) Open the door (If it’s locked, please inform the manager) 

2) Press the red button behind the door. 

3) You'll hear a beep when you press the button. 

4) Enter a 3-8 digit number within 30 seconds and press the E button. 

5) Please double check if it's locked, 

5.2 How to open and close? 

 

1) Enter the password and press E button. 

2) There will be green light and beep. (Unlocked) 

3) Rotate the handle clockwise to open the do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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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How to use Sim-crad  

                 Where can we buy the Sim Card?     ➔   EV Bucks (for 50 pesos)  

 

6.1 How to use prepaid Sim Card?  
 

    

 

 

 

 

 

6.2 How to register your internet data plan? 
 

There are 2 promos for the internet data plan for 7 days and 15 days  

 

 

Price Data Text Valid 
100₱ 8GB all sites Unlimited  

all networks 7 Days 

 
 
 
 
 
 
 

Price Data Text Valid 

410₱ 25GB all sites Unlimited  
all networks 15 Days 

 
 
 
 
 
 

Once student have decided the data promo, please inform the selected promo to EV Bucks’s staff. The staff will 

help you register your internet promo and you can pay by cash. Students will receive the confirmation via text message which 

means you are good to go for surfing now.  

                      ※ The transaction fee is 10 pesos each promo  

                      ※ If you don't register any data plans, your balance will be lost quickly. 

6.3 How to check your remaining data?   
 

1. Please send a message to 8080  

2. Typing “Data Bal” and sent  

3. You shall receive a text message detailing  

the balance you have left.  

 

 

 

 

 
※ Student may choose to charge your balance and register your data by yourself not direct through EV Bucks if you want. 

Your phone number 

Let’s start!   

1. Insert sim card into your phone  
2. Disallow your mobile data network first  
3. You will receive the message to confirm that you 

have activated the sim card and it’s ready to be 
used. 

GO 90 

GO 4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