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chool guideline – C2 UBEC 
 歡迎來到 C2 UBEC 英語學院 

 

    歡迎來到 C2 UBEC 英語學院！我們真誠地歡迎大家，我們知道每個學生在第一次出國且來到不熟悉的環境，將會感到不安。為了

讓我們學生感到安心，C2 UBEC制定學生在 C2 UBEC 時必須遵守的指導手冊和規則。 

更新日期：2016年月 15日 

 

★僅能取用飲水機的水當成飲用水（包括當地的餐館，也僅能引用飲水機的水及冰塊） 

★菲律 宾和台湾是没有时差的。 

★不可將衛生紙丟進馬桶裡。 

★當您回到學校，請搭出租車並告知學校地址如下: 

 

C2 UBEC English Academy Across Maryville subdivision Tigbao Talamban Cebu 

※請告訴計程車司機“Marivil，Talamban”。 

※請牢記學校大門的樣子。 

 

★緊急聯繫方式： 

•SKYPE：c2englishacademy 

•學校電話：+63 32-26- 6980 

•日本經理 Ayumi：0917-948-3679或 0933-061-2624 

•日本經理 Yuya：0917-764-8536 

•韓國經理 Mr. Yoon：0906-422-5531 

★醫院聯繫方式： 

•宿務醫院：0917-305-2220 

•ＨＯＰＳ診療所：0925-503-3412 
ＨＯＰＳ診療所位於學校馬路對面的左前方。 
如果您感到身體不適，在這裡會根據您的身體狀況給您開藥。 
 

★如果您需要打國際電話，請先消除電話號碼首碼“0”，接下來請按下“+63“鍵及國家代碼”，如:0917→+ 63917，032→+6332。 

★如果您需要在當地打電話，請省去 “+63”，接下來請按下 “0”，如 ‘+63 917→0917、→  +63 32→032’。 

 

◆星期六，星期日是固定假日，學校無營業，抵達學校後，可自行活動。 

※週末和固定假日，學校照常供餐。 

※若 17：00後抵達學校，則不提供晚餐。 

 

第一天新生活動表 

◆準備：筆，護照，學校指導，支付當地費用（比索），航班信息（電子機票）。 

※進行教育之前我們會拍攝 SSP所用的照片。 
 

◆集合：早餐後，請拿著護照和電子機票出行單於早上 8點到 G2教室。 

 

07：00-08：00 早餐 

08：00-11：30 分級考試、辦理入學手續 

11：30-12：00 換錢（美金換比索） 

12：00-13：00 午餐 

13：00-14：30 新生培訓 

14：30-15：00 返還還錢後的費用，支付當地費用 

15：00-17：00 購物（Gaisano Grand Mall，可自由參加） 

17：10-18：00 晚餐 

※以上時間表可能會根據情況而改變。 
 

◆ Lesson課程  

•星期一分級考試後，下午我們會通知您結果以及分配課表和課本。如果在遊學期間您沒有變更課表，您將一直按照原來的課表上課。 

 

◆ Absence of class出席率 

•如果您因身體不適或因家人來訪等而無法到課，請事先通知我們并得到許可。 

( 您需要填寫表格 ) 

•如果沒有任何理由缺席您的課程，您將會得到一次警告（得到 3次警告將會受到退學處分）。 

•如果您不出席您的課程, 我們將會在課程開始 10分鐘後取消您的課程，並且您不能參加這堂課。 

•如果出席率低於 90%, 我們將不會給予您畢業證書。 

 

 
＜學生群組＞ 
 
※ 為了做通知而建立的群組， 
請不要在裏面發表文字。 
 
※ 禁止沒有經過同意就加好友。 
 

※Line不是咨詢窗口。如果您有

任何疑問請直接向辦公室咨詢。 
這是為了防止因信息錯誤和誤解

信息而發生的糾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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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ool guideline – C2 UBEC 
◆ Buddy Teacher 

·您會有一個 Buddy teacher 您可以針對課程、考試跟他討論並諮詢，例:教學、評估和考試準備，在課程中如有問題，請咨詢您的

Buddy teacher。. 

◆ Changing class 課程變更 

•若學生有充分的理由，我們會接受學生於每周三申請換課。 

•新生將於下周一開始新課程。 

※為了方便更換教師，請以英文填寫。 

※根據老師的課程時間，您或許無法換到您想要的教師，請您諒解。 
 

課表範例 

 

 

◆ Optional group classes 選修團體課 

•早晚以及星期六有免費的選修課程。 

※如果您申請了早晚以及星期六的課，您不能缺席課程。 

•缺課罰金:每缺課一次 300 pesos 

•週六上午課程:3節團體課 

•申請截止時間為每週三的 17：00，申請表貼在學校的公告欄上。 

•欲了解更多細節，請到‘Team leaders’ office’。 

 
◆ Purchasing text books 購買課本 

您將會在周二早上之前收到課本，到次日為止請付清書本費。 

退還及更換:在沒有使用過的情況下，請於兩天内帶著收據退還書本。 

※若課本上已被畫記過，述不退費。 

※若您的課程未滿兩週，我們將提供打印的講義。老師會提供教材，您不須額外準備。 

※第一本之後的教材會分開收費。 

※複印或打印（USB）:一張 5 pesoss 

 

 

時間 星期一至五 

07:00 – 07:45  選修團體課程 -討論 

07:00 – 08:00  早餐 

08:00 – 08:45  第一堂課 

08:50 – 09:35  第二堂課 

09:40 – 10:25  第三堂課 

10:30 – 11:15  第四堂課 

11:20 – 12:05  第五堂課 

12:05 – 13:05 午餐 

13:05 – 13:50  第六堂課 

13:55 – 14:40  第七堂課 

14:45 – 15:30  第八堂課 

15:35 – 16:20 第九堂課 

16:25 – 17:10 第十堂課 

17:10 – 18:00 晚餐或外出 / 自由時間  

17:20 – 18:05 選修團體課程 – 聽寫或自由時間 

18:50 – 22:00 自由時間( 22:0前必須回到本校) 

22:00 – 22:30 單詞考試 

22:30 –  就寢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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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ool guideline – C2 UBEC 
◆ Test 考試 

升級測驗:周三舉行，開課後每四週一次，考試日期根據每個學生都不一樣。 

※您可以在布告欄查看考試日程，若您想參加，請打勾。 

※考試日期將會在考試前一周公告於布告欄上。 

※若需變更考試時間，您須付 1,000 pesoss的更改費。 

※在校内考 TOEIC模擬考試，費用為 500 pesoss/次。 

 

◆ Course extension 課程延長 

·若需延長課程，請盡速與您的代辦或學校經理聯繫。 

·若需延長課程，學費需在開課前一週繳清。 

·若需延長課程，必須通過最初做過登記的代辦來辦理延長手續。 

 
◆ Changing course 變更課程 

·學生開課以後，一週以内不可變更課程。 

·若需升級課程，您需要付額外的差價。但是，若您要降級課程，學校不退還價差。 

·您可以根據您的意願減少一對一課程，但是，我們不會退還所產生的差價。 

 

【不退錢】ESL 課程内的降級（例如 ESL8→ESL5/ESL10→ESL6） 

※若您需要額外加一對一課程，您需要付每堂 350pesoss的費用(一堂課 45分鐘) 

 

◆ Changing room 變更房間 

·根據學生要求而降級房間類型的情況，不退還差價。但是，因為學校的原因而需要降級房間類型的情況，我們會退還相應的差價。 

 

※上述，關於延期、課程變更、房型變更需要與經理或實習生商量之後再做決定。 

※請注意，您的變更或要求不一定會被接受，這取決於是否有可以授課的老師和是否有空房位。 

 

◆ Facility Hours 學校設施開放時間 

Classroom  教室 07:00-18:30 

Intern desk 實習生辦公桌 08:00-17:10 

Gym 健身房 06:00-22:00 

Office 辦公室 08:30-18:30 

Cafeteria便利店 07:30-22:30（週一至週五） 

 07:30-15:00（週六） 

 15:00-22:30（週日） 

Dining（開放用餐時間） 07:00-08:00 (breakfast) 

 12:00-13:00 (lunch) 

 17:00-18:30 (dinner) 

Word test 單詞考試 22:00-22:30 

自習室（G1/G2） 07:00-02: 00 

※ Please observe on time 請遵守使用時間 

 

◆ Internet (Wi-Fi) [Internet available in the dormitory only] 無線網絡開放于宿舍區域 
※您可以向實習生詢問無線網絡密碼 

SSID C2_CAFE1 PW KIYOMIZUDERA 

SSID C2_CAFE2 PW ARASHIYAMA 

SSID C2DORMITORY PW KINKAKUJI（目前暫停使用） 

※.菲律賓地區網路會較其他國家稍微慢一點,不便之處請見諒。 

※宿舍内的無綫網路比較慢，若想要體驗輕快的網速請前往食堂旁邊的咖啡餐。 

 

◆ Smoking 抽煙 

·學生必須在特定的地區才能吸煙，室内不可吸煙，若被發現,學校將會提出警告或是您可能會被退學。 

（掃除時工作人員會做檢查） 

◆ Study room 自習室 

·請勿佔位。 

·請不要遺留重要物品在自習室内以及書桌上。 

※學校恕不負保管之責,若有任何物品遺失,請自行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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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quest Form 維修申請表格 

若您房間内的物品或是設備有任何損壞的話，請您到學校辦公室填寫維修申請表格並提交給學校經理。 

※在維修的過程中，會有實習生在場監督，若您沒有看到實習生請告知工作人員。 

※物品損壞的情况下學校將安排維修人員協助處理, 若未能在第一時間維修的話請見諒，學校將會盡速處理。 

※您可以申請床單被罩等用品的交換，電燈泡的維修，或衛生間、房間內損壞物品的維修。 

 

◆ Room Clean Service 學生宿舍打掃服務 

·房間打掃: 每周兩次 

·北側宿舍樓:每周一以及每周四。 

·南側宿舍樓:每週二以及每周五。 

※學校清潔人員打掃時學生不需要待在房間裡面。 

※請時常保管好重要以及貴重物品,請放置在保險箱或是書桌内鎖好。 

※節假日不提供打掃服務。 

※與室友協商不需要打掃房間的情況下請事先告知工作人員。 

 

◆ Laundry Service洗衣服務 

· 如何申請:填寫洗衣申請表，然後將您要洗的衣物以及申請表在早上 9 點之前送至咖啡廳。同時您必須要在洗衣日誌上簽名，您不

可以在沒有洗衣服務時洗衣。 

· 服務時間:  

男性學生 – 星期二和星期五 

女性學生 – 星期一和星期四 

· 洗衣結束，請在咖啡廳領取您的衣物，同時您必須再次在洗衣日誌上簽名。 

※此服務通常花費 4-5天(只剩一週的學生須注意)。 

※昂貴及重要衣物，我們建議您自行清洗。 

※洗衣服務由承包商處理，學校方面對損壞或遺失不負責，然而，我們會盡力幫您和承包商協商解決問題，希望您能諒解。 

※內衣、褲建議自己清洗。 

 

◆ About meal關於餐點 
·早餐為自助餐形式。 

·中餐與晚餐為飯盒（飯盒上寫有自己的名字）。 

·午餐分爲兩段：11:40-13:00 

·如果不吃早餐或晚餐，請在食堂的餐點名單上註記 ‘✖’。 

·週末與假日也需要注記。 

 

<Notes> 

※您必須要準時領取您的餐點，如果沒有，您將會被罰款 150pesoss. 我們將會捐給貧窮人。 

※不可將我們的餐點用任何器皿打包，若您做了，會被罰款 1,000 pesoss和受到一次警告。 

※您可以自行購買水壺或茶杯以便您在房間使用。 

  

◆ Rental items租借物品 

· Desk書桌: 300pesoss/直到留學結束 

· Wifi: 2,000 pesoss / 4週(device 1,000 pesoss, load 1,000 pesoss) 

※每樣租借物品皆有數量限制。 

※以 4週計費一次，就算短期租借也需要支付 4週的費用。 

※如果租借到期，請到辦公室返還物品。 

※若您沒準時歸還物品，我們將視為您要延長租借期。所以，請務必在指定時間内返還物品。 

  

◆ About hospital關於醫院 

·當您在就讀期間生理上出現狀況，請立即與我們聯繫。 

 （經常會有早晨腹痛，晚上住院的情況） 

·學生必須要加入個人保險(註冊須要)。 

·若您需要工作人員陪同去醫院，請負擔交通費。 

·學校不負責學生的疾病、意外、受傷與死亡，學生的個人保險將會承擔。 

·若因上述情況學生停止上課，學校並不會有額外退費，一切仍遵照我們原有的退費規定。 

·最近，多發登革熱，若感染上登革熱，一般需要住院一週並禁止出國，請自行管理好自己的身體。  

 宿舍樓内備有防蚊膏藥，超市裡也有賣。 

→在留學的過程中所得的任何病症以及感染病都學生自己的責任，本校概不負責。 

→如果您得了任何的病，我們會帶您去學校指定的醫院，請您諒解。 

→出院時若需要有人接，請事先告知工作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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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rd test單詞考試 

SUN 

門禁 22:00 

TEST 通過 

MON 

門禁 22:00 

Daily Test 

TUE 

門禁 22:00 

Daily Test 

WED 

門禁 22:00 

Daily Test 

THU 

門禁 22:00 

TEST 通過 

FRI 

門禁 24:00 

無考試、可外宿 

SAT 

門禁 24:00 

無考試、可外宿 

THU 

門禁 22:00 

TEST 不及格 

FRI 

門禁 22:00 

Daily Test通過 

SAT 

門禁 24:00 

無考試 

THU 

門禁 22:00 

TEST 不及格 

FRI 

門禁 22:00 
Daily Test 不及

格 

SAT 

門禁 22:00 

Daily Test 

SUN 

門禁 22:00 

TEST 不及格 

MON 

門禁 22:00 

Daily Test 

TUE 

門禁 22:00 

Daily Test 

WED 

門禁 22:00 

Daily Test 

THU 

門禁 22:00 

TEST 通過 

FRI 

門禁 24:00 

無考試 

SAT 

門禁 24:00 

無考試 

THU 

門禁 22:00 

TEST 不及格 

FRI 

門禁 22:00 

Daily Test通過 

SAT 

門禁 24:00 

無考試 

THU 

門禁 22:00 

TEST 不及格 

FRI 

門禁 22:00 
Daily Test 不及

格 

SAT 

門禁 22:00 

Daily Test 

 

·每日晚上 22:00在 G2有單詞考試，每日 20個單詞。 

·只有在生理狀況不佳或是正當的理由下可缺席考試，無正當理由缺席三次以上者將被開除。 

·週日與週四的綜合考試，必須要得到 80% 的分數才可通過。 

·若週日不參加考試，我們將視為 0分，並且下週不能外宿。 

·新生從週二開始參加單詞考試。 

·在有節日的情況下，節日兩天前的單詞考試會決定門禁。如果在節日兩天前的單詞考試上合格，節日前一天則沒有單次考試，門禁

時間為 24點，節日當天晚上 22點照常進行單詞考試。 

 

■ A type of word test 單詞考試類型 

· 分別有兩種單詞考試，一種是給初學 beginner，另一種是給普通 general，您可以選擇其中一種。 

·在每週三 17：00之前提交申請表，可變更下一周的單詞考試。 

·星期一至星期三自己評分數，星期四及星期日由學校評分數之後通知學生通過與否。 

 
◆ Going Out 外出 
①上課時間外出 

·平日 8:00~17:10 沒有允許不能外出。如需外出的話，在辦公室領取外出申請表填寫有關事項後，請日本經理簽字。然後，請交給門

衛的同時交出您的 ID卡和鑰匙并做登記。 

 
②上課時間以外外出 

·17:10~22:00,24:00外出的話，不需提交外出申請表，您需要在門衛處做登記并交出您的 ID卡和鑰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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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禁時間 

星期一至星期四，星期日→22:00 

星期五，六及節日的前天→24:00（僅限單詞考試通過者） 

·每當您進出大門時，務必要與警衛知會，並將您的姓名、日期以及外出時間寫在登記表上。 

·外出時，您必須將個人的身分 ID交給警衛，在您回到學校的時候再向他領取回來。 

·警衛有權審閲您包中的個人物品。刀子，槍支，酒精等是被禁止的，請您諒解。  

 

◆ Stay out overnight 在外夜宿 

·星期五 17：00之前，在辦公室填寫在外夜宿申請表和安全事故同意書等有關資料後，可在外夜宿。（星期五，六） 

·在外宿申請表上至少要填寫酒店的名稱、電話號碼這兩項。（為了您的安全考慮，私人住宅是不被允許的） 

·如果您要去宿務島和馬克坦島以外的島的話，請事先確認好您的往返船票。 

·回宿舍時，請務必提交外宿住所的收據，若沒有收據，您將會受到警告。 

·原則上平日不可以在外夜宿，但是如有家屬訪問等特殊情況，請事先跟經紀人商量，並得到許可。 

※如果是朋友來訪的情況，不允許平日外宿。 

 

·外宿是以通過週四和週日的單詞考試為前提的，若您沒有通過單詞考試，不可以在外夜宿。 

·校外發生的事故本校不負任何責任。 

·刀子、槍支、酒精是被禁止的，如果在您房内發現上述物品，您將會被開除。 

※若要帶酒精類進學校的話，請事先與哦我們商量，我們會幫您保管到您畢業為止。 

→若沒有事先商量就帶這些物品進入校内，您將會受到警告或者退學處分。 

 

◆ Check-in(第一天)入住 / Check-out(最後一天)退房 

·入住 : 星期日下午 14:00之後 

·退房 : 星期六中午 12:00之前 

·若您要提前入住或延期退房，您必須要額外付費。 

單人房: 一天 1,500pesos 雙人房: 一天 1,200pesos 三人房: 一天 1,000pesos 

·在宿舍有床位的前提下，可提前入住或延期退房，這種情況在當地會直接追加費用。 

·如因航班關係，需要繼續留在學校的話，除了房間以外的任何地方都可以逗留。 

·若您需要我們幫您保管行李，請您與我們商量。 

 

· The step to check-out 退房步驟 

·Step1.在最後一週的星期三至星期五（星期五是節日的話，星期四）17:00之前您可要求取回您的押金。（從押金中扣除電費） 

※過了上述日期的話，不退還保證金。 

·Step2.最後一天，12:00之前退房之後，離開學校的時候請把您的 ID卡與鑰匙退還給門衛。 

※從學校到機場出租車費（大概 250pesos），機場稅（大概 750pesos）是必要的費用，請您事先準備好。 

  機場說可能有變動的可能（2015/10/27信息） 

 

◆ Cancellation and Refund Policy 取消與退款政策 

·入學金 

·您所支付的入學金不屬於退款項目，入學金的有效期是 1年。 

 

·學費退還規定 

·關於所支付的學費，請詢問代辦公司。 

·在當地支付的費用，由學校直接返還。 

·被退學的情況，不退還學費。 

·退款費用將通過學生辦理手續的代辦公司返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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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費用 

·宿舍保證金：3,000 pesos 

畢業一周前開始返還保證金。請向辦公室提出申請。 
 

·電費： 

 一人房：一週/650 pesos  2週/1300 pesos  3週/1950 pesos  4週/2600 pesos 

 二人房：一週/490 pesos  2週/980 pesos  3週/1470 pesos  4週/1960 pesos 

 三人房：一週/420 pesos  2週/840 pesos  3週/1260 pesos  4週/1680 pesos 

 四人房：一週/390 pesos  2週/780 pesos  3週/1170 pesos  4週/1560 pesos 

 （超過上述日期請申請繼續使用） 

 

·水費：4週/500pesos（125pesos/週） 

 （超過上述日期請申請繼續使用） 

·ID CARD：350pesos 

·SSP費用：6500pesos（手續代辦費 500pesos/次） 

·書本費：根據每人學生而不同 

·簽證延期費： 

※簽證延期費 500pesos/次 

※第二次簽證延期包含 ACR-I CARD費用 

 

期間 停留 29天 5-8週 9-12週 13-16週 17-20週 21-24週 

簽證延期費 免費 3940pesos 
12150pesos 

※ACR-I 
15390pesos 18630pesos 21870pesos 

 

◆ English Only Policy (EOP) 只限英語政策 

·平日 8點~17 點 zai1 在校内禁止使用母語。 

·在學校，您只可以使用英語做溝通。  

※若您使用母語，將會罰款 5 pesoss。 

·使用 EOP區域：學校建築物 內 

※食堂、建築物外可以使用母語。 

※對於菲律賓老師而言，英語同樣是第一外國語。 

 

 
[地址] C2UBEC English Academy Across Maryville subdivision Tigbao Talamban Ceb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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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ool guideline – C2 UBEC 
■基本同意書 

請仔細 閱讀學 

 

■退學及警告 

退學規定：如果被發現，一律受到退學處分。（不退錢） 

・以下為學校指定禁止出入的場所 

 

＜學校指定的禁止出入的場所＞ 

賭場、賭博 （不管賭博與否）、夜店（Mango Square）、Colon Street（Down town）、Carbon Market（貧困曾）、比基尼吧、

Gay吧、Strip bar等。 

 

※若被工作人員發現，將受到退學處分。 

・進出異性房間 

※男生進出女生房間或女生進出男生房間。 

・把除了老師、學校工作人員以外的人帶進宿舍。 

・老師與學生交往 （學生退學・老師開除處分） 

※學生和老師不能單獨外出，必須要達到三人以上才可以一起外出。 

・沒有得到允許就將外部人員（其他學校的學生）帶進學校。 

・將酒精、藥物帶進學校。 

・宿舍內吸煙，飲酒（若被發現退學處分）。 

・在網絡上（包含 SNS）誹謗、傳播謠言。 

・毀損學校名譽或損壞學校財產的情況。 

※學校有權對損失額要求賠償。 

 

警告規定 ： 若您違反以下任何規定達到 3次將給予退學處分。 

・無端缺席單詞測試 

・違反門禁（過了門禁時間返校的情況） 

※過了門禁時間不能進出學校。 
・過了門禁時間外出 

※得到警告的時間 

（平日 22點以後、星期六以及節日前一天晚 12點以後） 
・丟失房間鑰匙或沒有得到允許就擅自複印 （罰金 1,000比索）。 

・22：00以後大聲喧嘩。 

 

警告 1 ：在公告欄上公告違規者的違規事項、照片以及名字。 

警告 2 ：在警告單上簽名以及同警告 1。 

警告 3 ：退學處分（退學日期由學校決定）。 

 

■門禁規定 
・門禁時間：週一～週四・週日：22：00 

週五、週六以及節日前一天：24：00  

※以通過單詞測試為前提。 

 

■規定以及權限 

・因自然災害、突發情況、航班延誤以及取消等不等抗力的因素而造成的損失，學校以及代辦不負任何責任。 

・事先沒有得到學校允許擅自組織某些活動而造成的死亡、被害、受傷等情況，學校不負任何責任。 

・在學校以及外部發生的一切事故以及損失、疾病等都屬於學生本人的責任，學校不負任何責任。 
・學生在註冊學校時強制性加入的保險可以在一定範圍内補償學生的損失，學校不給予學生任何補償。 

・上課時間基本為週一至週六（週六半天）。 

・匯款手續以及稅金上漲或者因政府法律條款變更等學校不可控制的情況下，學校有權更改價格；當學校認爲需要改善教學内容的情

況下，學校有權變更教學日期，課程以及教學方案。 
・如果學生違反了學校規定、無端缺席課程、實施暴力、態度不良或破壞課堂氛圍等情況下學校會給出警告。但是如果不聽從警告屢

次犯錯，學校有權給予學生退學處分。 

・對於目的不當，或因主導某些給學校帶來損失的事故的學生，學校有權直接開除該學生。 
・因學生有問題發生或被退學或退錢時，學校有權告知該學生家長和代辦。 
・在校内進行政治，宗教活動是絕對不被允許的。 

・禁止向學生借錢。 

・不管什麼理由在肉體上，精神上傷害其他學生的行爲是絕對不被允許的。 

・若被判定為違反了菲律賓的法律，學校有權告知警察。 

・由於年齡、疾病、過敏等而發生的事故、疾病，學校不負任何責任。若您持有疾病或有過敏現象，請在國内受診以後聽取醫生的意

見。關於疾病，過敏等病症在您受診以後請告訴本校。 

・節日以菲律賓的節日為準，可能也會發生突然制定某一個節日的情況，這種情況下我們也將他視為節日。 

8 



School guideline – C2 UBEC 
 

■對於取消以及退錢 

關於退錢規定，請咨詢代辦機構。 

 

 

■來自工作人員的請求 

本校的工作人員在學生留學生活中為學生提供幫助。但是，菲律賓（宿務）畢竟是國外，所以您必須要有自立能力，自行判斷海外生

活中發生的種種是非事件。 

(同意書説明文致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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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ool guideline – C2 UBEC 
■基本同意書 

請仔細閲讀學校説明書理解學校規定,并按照規定開始留學生活。您需同意如果做了任何違反校規的舉動，將受到警告或是退學處分。 

 

■退學及警告 

退學規定：如果被發現，一律受到退學處分。（不退錢） 

・以下為學校指定禁止出入的場所 

 

＜學校指定的禁止出入的場所＞ 

賭場、賭博（不管賭博與否）、夜店（Mango Square）、Colon Street（Down town）、Carbon Market（貧困曾）、比基尼吧、 

Gay吧、Strip bar等。 

 

※若被工作人員發現，將受到退學處分。 

・進出異性房間 

※男生進出女生房間或女生進出男生房間。 

・把除了老師、學校工作人員以外的人帶進宿舍。 

・老師與學生交往 （學生退學・老師開除處分） 

※學生和老師不能單獨外出，必須要達到三人以上才可以一起外出。 

・沒有得到允許就將外部人員（其他學校的學生）帶進學校。 

・將酒精、藥物帶進學校。 

・宿舍内吸煙，飲酒（若被發現退學處分）。 

・在網絡上（包含 SNS）誹謗、傳播謠言。 

・毀損學校名譽或損壞學校財產的情況。 

※學校有權對損失額要求賠償。 

 

警告規定 ： 若您違反以下任何規定達到 3次將給予退學處分。 

・無端缺席單詞測試 

・違反門禁（過了門禁時間返校的情況） 

※過了門禁時間不能進出學校。 
・過了門禁時間外出 

※得到警告的時間 

（平日 22點以後、星期六以及節日前一天晚 12點以後） 
・丟失房間鑰匙或沒有得到允許就擅自複印 （罰金 1,000比索）。 

・22：00以後大聲喧嘩。 

 

警告 1 ：在公告欄上公告違規者的違規事項、照片以及名字。 

警告 2 ：在警告單上簽名以及同警告 1。 

警告 3 ：退學處分（退學日期由學校決定）。 

 

■門禁規定 
・門禁時間：週一～週四・週日：22：00 

週五、週六以及節日前一天：24：00  

※以通過單詞測試為前提。 

 

 

■規定以及權限 

・因自然災害、突發情況、航班延誤以及取消等不等抗力的因素而造成的損失，學校以及代辦不負任何責任。 

・事先沒有得到學校允許擅自組織某些活動而造成的死亡、被害、受傷等情況，學校不負任何責任。 

・在學校以及外部發生的一切事故以及損失、疾病等都屬於學生本人的責任，學校不負任何責任。 
・學生在註冊學校時強制性加入的保險可以在一定範圍内補償學生的損失，學校不給予學生任何補償。 

・上課時間基本為週一至週六（週六半天）。 

・匯款手續以及稅金上漲或者因政府法律條款變更等學校不可控制的情況下，學校有權更改價格；當學校認為需要改善教學内容的情

況下，學校有權變更教學日期，課程以及教學方案。 
・如果學生違反了學校規定、無端缺席課程、實施暴力、態度不良或破壞課堂氛圍等情況下學校會給出警告。但是如果不聽從警告屢

次犯錯，學校有權給予學生退學處分。 

・對於目的不當，或因主導某些給學校帶來損失的事故的學生，學校有權直接開除該學生。 
・因學生有問題發生或被退學或退錢時，學校有權告知該學生家長和代辦。 
・禁止向學生・在校内進行政治，宗教活動是絕對不被允許的。 

借錢。 

・不管什麼理由在肉體上、精神上傷害其他學生的行為是絕對不被允許的。 

・若被判定為違反了菲律賓的法律，學校有權告知警察。 

・由於年齡、疾病、過敏等而發生的事故、疾病，學校不負任何責任。若您持有疾病或有過敏現象，請在國内受診以後聽取醫生的意

見。關於疾病、過敏等病症在您受診以後請告知本校。若本校工作人員認為您的病症不能被接受，您將被停止入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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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ool guideline – C2 UBEC 
・節日以菲律賓的節日為準，可能也會發生突然制定某一個節日的情況，這種情況下我們也將他視為節日。 

 

■對於取消以及退錢 

關於退錢規定，請咨詢代辦機構。 

 

同  意  書 

 
本人已詳細閲讀以上同意書説明書，并已理解各項規定以及權限。本人承諾遵守以上各項規定以及權限，故簽此同意書。 

 

 

 

        年     月    日                   

 

 

 

姓名                     

 

 

11 


	Mary Ville Subdivis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