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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來到CIP! 

我們希望你在這裡過得愉快 並且幫助你充分利用在這裡的時間😊 

以下為第一天的活動時間表，及學校的基本訊息 

星期 時間 活動 房間 注意事項 
 
 
 
 
 

 

週一 
 

9:00 – 11:30 等級測驗 學術辦公室 要帶筆哦！ 

12:00 – 12:50 午餐 學生餐廳  

 
13:00 – 14:00 

 
新生說明會 

 

 
學術辦公室 

指導及建議學生在 CIP 的課程及生活規範 

簽署學校規則同意書及特殊學習證資料 
 

 
14:00 –16:00 

換匯、購買生活用品及拍

大頭照（Nepo Mall，距

離CIP約5分鐘） 

 如果有兩張2X2英吋，白色背景的大頭

照，就不用花錢拍照（約90p） 

16:00-17:00 支付當地費用 學術辦公室 
繳交護照、2X2白色背景大頭照 

18:00 –19:00 晚餐  學生餐廳  

週二 
 

7:50 課程表及書籍分發 學術辦公室 
 

8:00 第一天開始課程  
 

 

 

1. 用餐時間表： 

週一到週日–  

早餐：7:00am~8:00am  /  午餐：12:00am~13:00pm  /. 晚餐：6:00pm~7:00pm 

2. Wifi 密碼 ： 

宿舍 - 12345678 

3. 學術辦公室上班時間： 

          週一至週五 – 8:00AM – 6:00PM  

4. 學術問題可使用Zalo詢問 （掃QRcode即可加入)  

5. 緊急聯絡電話： 

         0917 717 5509 

6. 門禁：週一至週四及週日10:00PM   週五及週六1:00AM 
 

 



學校及課程管理規定 

教室分配 
 

1. 課程根據學生的需求和目標來製作，也會以學習者所需的程度和風格來安排。 

2 . 如 果團體課的程度對於學生難度太大 ， 學生可以更換一對一的課。一開始由三堂團體課換成一堂

一對一，四周課程結束，會視情況兩堂團體課程換成一堂一對一。 

3. 一對一課程不能安排相同老師 

4. 每月有 19 節保證課程（從每月的第一天到最後一天）。因節假日不能保證19節課，將進行補課，

通常會安排節日後的週六或週日。 

5. 將根據學生的英語水平為學生提供特定的學習區域。教室將分為初階、中階、中高階和高階。

（將在2022年底前完成） 

 

假期及補課 

如果滿足一個月內保證 19 天的課程 不提供補課 

如因節假日未能滿足一個月內保證19天的上課時間 將提供補課 

因個人原因或疾病缺勤 不提供補課 

 

 

更換老師及班級 

Days Time 

周三、周四、周五 下午1:00至下午5:00 

新學生 前 2 週內隨時更換課程 

*如果無法立即更改為指定的老師或班級，您可以填寫候補名單，一次最多只能更換 3 位教師 

小組課程更換一對一課程   或 

菲師一對一課程更換外師一對一課程 
會收取額外費用 

*每個月的月初，都會公佈“本月最受歡迎的老師”。 您只需支付額外費用即可從選定的最受歡迎的老師

安排上課。（費用到校會提供） 

 

 

 

 

 

 



測驗與反饋 

Weekly Test (強制自習) 週二及週四 

晚上8:00~10:00 

斯巴達課程的學生 

Progress Test 每月最後一個星期五 所有學生 

IELTS/TOEIC Mock Test 週六早上 

早上9:00~12:00 

雅思、多益學生 

*入學兩週內入學或即將畢業的學生。剩餘三週或更短時間的學生可以選擇上課不參加考試。                                                                                                        
*考試後課程或教材可能會更換。（200pesos~600pesos） 
*測試的數量和內容因課程而異 
*如果程度測驗低於一開始的分數，會被要求參加週六的強制自修作為懲罰。 

 

 

SPARTAN PROGRAM STUDENTS 

(Intensive ESL, IELTS Intensive, IELTS/TOEIC score guarantee) 

強制自習 週一至週五 晚上8:00~10:00 Study hall 

遲到或缺課的學生必須參加週六的強制自習，週末不能外出 

 

 

IELTS / TOEIC SCORE GUARANTEE COURSE 

要有95%的出席率，包含常規課、IELTS missions和強制自修的出席率。 

每週測驗和周六模擬測驗需要100% 出席。   

如果您的模擬考試分數連續下降 3 次，您的保證班福利將被取消。 

如果您在學校或宿舍收到兩次警告，您的保證班福利將被取消。 

如果取消保證班福利，課程將持續到原計劃的學習期結束。 

 

 

BUDDY TEACHER 

Buddy Teacher會幫助新生適應學校生活，Buddy Teacher會了解你的學習、與他人的關係、健康狀

況等。 

如果您在學習或宿舍生活中有任何問題，請先諮詢您的Buddy Teacher。 

 

 

 



 

違規處理 

不參加強制自習、無故缺勤、不完成作業、課堂態

度差、考試成績差 
週六強制自修 

無故缺勤（每週2次缺勤得到一次警告）、習慣性遲

到（每週3次遲到得到一次警告） 
 

違者將發出警告信 
 
收到 3 次相同或不同違規警告的學生將被開除。 

不參加強制自學（1次） 

不參加考試（1次） 

干擾他人學習、性玩笑/對老師粗魯、拒絕管理指示 

與教師或工作人員發生性關係、進入異性房間 第一次違規立即開除 

被學校開除（第一次違規立即開除）：與教師或工作人員發生性關係，與異性共處一室，暴力、盜竊、吸毒等

犯罪行為，未告知Covid-19症狀。 

 

 

OTHERS 

著裝要求：課時必須穿著合適的服裝。請避免穿著緊身和暴露類型的衣服。課時必須穿著合適的服裝。請

避免穿著緊身和暴露類型的衣服。 

如果您需要教室來額外練習口說，請聯繫辦公室 

如果您想參加雅思考試，請聯繫辦公室。考場距離學校約20分鐘車程。 

如需延長學習時間，請聯繫您的代辦。 

 

 

 

 

 

 

 

 

 

 

 

 

 

 

 

 

 

 

 



宿舍生活規則 

 

1. 遊學生活中，必須遵守基本禮貌。 善待對方，不要干涉他人的學習和生活。 

 

2. 在房間裡的生活規則。 彼此都有不同的生活方式。 如果我們尊重室友的生活方式，一切都

可以相處得順利。 

(1) 晚上 10 點以後，必須待在房間裡並保持安靜。 

(2) 不要觸碰拿取室友的物品。 

(3) 午夜後關燈，只使用檯燈，電話應在房間外撥打，以免影響室友。 

(4) 不要強迫你的室友和你一起做某件事。 

 

門禁 

Student Days Curfew Time 

Adult 
週一、週二、週三、週四，週日 晚上10:00 

週五、週六 次日凌晨1:00 

Juniors 
週一至週五 晚上9:00 (一定要有成年人或監護人陪同) 

週六、週日 晚上5:00(一定要有成年人或監護人陪同) 

如果您外出，請盡量減少與非 CIP 學生的其他人的接觸. 

 

Junior students 外出時必須先得到經理的許可。. 

 

外出旅行必須事先獲得批准。 需要簽署同

意書。 

 

 

設施 
Area Days Time Reminder 

游泳池 

週一、週二、週三、

週四，週日 
上午9:00 - 晚上9:00 

禁止飲酒後使用游泳

池，以免大聲喧嘩影響

其他學生的休息時間，

造成事故。 

週五、週六 
上午9:00 - 晚上11:00 

運動場 
週五、週六 

上午9:00 - 晚上9:00 
運動場將在晚上 9 點前

關閉 

*嚴格使用指定吸煙和飲酒的區域。 

 *僅在 2022 年允許在校園內飲酒。 

允許喝酒的場所：學生餐廳一樓 

喝酒日：週五、週六至次日凌晨 1 點。 

 

 

 

 

 

 

 

 

 



HOUSEKEEPING SERVICE 

房間清潔 
週一至週五   9:00~17:00 

這之間為可清潔時間 

*需要填寫清潔表，清潔人員會定期

檢查                                                      

*清潔期間，需要有此房間的學生在

裡面 

洗衣服務 
週一至週五。8:00~14:00 

這之間為清洗時間 

*需要填寫洗衣表格                                                            

* 每週洗兩次衣服                                                               

*建議您自己清洗昂貴的衣服                                                                                                           

* 我們免費洗衣5公斤，超出部分將收

取每公斤70peso的費用                      

更換床單 填寫清潔表（時間同房間清潔） *女性，允許頻繁更換 

垃圾收集 每天或次日 
*垃圾桶定期清空 

*如果沒有清出，請通知辦公室 

 

 

MEALS 
早餐 週一至週日 

請注意，自 2022 年 11 月 1 日起，週

日只提供晚餐。 

午餐 週一至週日 

晚餐 週一至週日  

*您可以在學餐一樓的公共烹飪區自己做飯。                  

*烹飪工具可以從廚房借。                                                                                                                                 

 

 

HEALTH PRECAUTIONARY MEASURES 
*如果有感到腹瀉、頭暈或呼吸困難  

立即通知辦公室 

*如果您認為自己有 Covid-19 症狀，例如頭痛、喉嚨

痛、味覺/嗅覺喪失、發燒等。 

*如果您有 Covid-19 症狀，會在隔離時間提供線上課程，不提供電腦，可使用自己的手機上課。 

 

 

LEAVING STUDENTS 

宿舍押金 
*離校前1~2天可退還 

*會扣除電費 

前往機場的交通服務 *如果您需要幫助，請提前通知辦公室。 

損害賠償 
宿舍家具和其他物品將在您離開前檢查。 如果有損

壞，將被要求支付相對應的費用。 

回國時，請確認以下事項。 

*退房時間為周六下午 1 點。 

*如果需要在周日退房，必須提前獲得辦公室（student service）的批准，並支付額外住宿費2000peso含餐 

*宿舍設備損壞或故障，通知辦公室安排維修。如有必要，可能會收取付款費用。宿舍家具或物品損壞

，您必須賠償。 

 

 

 



違規處理 
違規行為 警告 開除 

門禁  

學生將收到違規的警告信 

 

如果學生收到 3 封針對同一罪行或

各種罪行的警告信。 

在指定區域外吸煙和飲酒 

製造噪音 

干擾其他學生的學習和休息時間 

與異性同居一室  

第一次違規立即開除。 暴力、盜竊、吸毒等犯罪行為 

未通知 Covid 症狀 

 

 

 

疫情影響的規定 

 

MEASURES TO STAY HEALTHY AND SAFE AT CIP ACADEMY 

除非在用餐或在房間內，否則請始終佩戴口罩。 配合消毒。 每天進行兩次 

盡量避免面對面接觸。 

 與他人交談時保持至少 1 公尺的距離。 

在房間內定期打開門窗，讓新鮮空氣在房間內流通 

當您認為自己有 Covid 症狀時，請立即報告、隔離並接受檢測！ 

確診時 

ü 在 RT-PCR 檢測結果出來之前，您將被轉移到另一個房間進行隔離。 在此期間，課程改為線上。

提供飲食和必需品.  

ü 根據症狀的嚴重程度，您可以留在房間里或去醫院。 請隨身攜帶保險憑證.  

ü 有症狀的患者和確診患者的室友也將接受檢測，並被隔離，直到獲得結果。 

 
活動日和志願者活動等暫時取消，直到 Covid-19消失。可以在校園體育場、游泳池活動。放學後，您可以

在學校體育館進行各種體育活動（慢跑、籃球、乒乓球、羽毛球、游泳）. 
 

 

 

 

 

 

 

 

 

"Successful studies and unforgettable memories",   

we hope you will feel them by the end of this study-abroa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