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nglish Fella 歷史

・ 2019.01 Cafella咖啡廳翻新及宿舍翻修

・ 2018.07增設建物(教室)

・ 2017.03 設立官方認證雅思Review center

・ 2015.08 建蓋教師培訓中心大樓、 Cafella(露天咖啡廳)

・ 2013.08 開設半斯巴達生活模式

・ 2012.09 開設 PIC-5&ESL-6 (Power Speaking)

・ 2010.11 開課PIGI(IELTS分數保證班)

・ 2010.02 正式獲得菲律賓觀光局許可

・ 2010.01 English Fella 增設教育開發部門

・ 2009.11 English Fella 增設建物(教室、宿舍)

・ 2008.06 English Fella Sparta Campus竣工

・ 2007.01 開設IELTS、TOEFL 課程

・ 2006.06 English Fella Classic Campus竣工 成立 Fella1 !

成立 Fella2!

強化教師品質!

取得兩大雅思機構
British Council

IDP
官方合作關係



English Fella 中文職員介紹

Heather
學生照護

AK 
學生照護

Eva
學生照護

Lynda
款項、簽證諮詢

Vian
學生照護

Fella2: 4 名中文職員 Fella1: 1

English Fella 中文團隊一共有五名職員分別在兩校區服務台灣、中國等華語國家同學。讓學生們擁有

一趟完美的遊學體驗是中文團隊的服務宗旨，讓FELLA學生們能有個快樂難忘的校園生活更是團隊目標。



English Fella 地理位置

 離機場距離車程約 30 分鐘車程

 距離Ayala或SM City

大型購物商場約20分鐘車程

 距離市中心約 25 分鐘車程



English Fella 學區地圖

Welcome!

【兩校區Fella1, Fella2】

距離約5分車；步行約10~15分

【醫院 North General Hospital】

車程約10分

【藥局 Pharmacy】

一校區步行3分；二校區步行約15~20分

【健身房 Gym】

一校區步行約3分；二校區步行約10~15分

【超市Robinson及換錢所】

一校區步行約10~15分；二校區車程約5分



Why English Fella?



 廣大的校園

Fella1 1500坪

Fella2 5000坪

 總容納人數約330人

 菲律賓第一所自建的語言學校

舒適的度假型校園學習環境

選擇English Fella 理由-1



安全、穩定經營的語言學校

 獲政府營業許可

 全區域監視器防護

 校園設有中文廣播系統

 24小時警衛駐守

 24小時駐校護士

 擁有專屬校車

 提供新生免費接機服務

選擇English Fella 理由-2



【接機】

• 校方提供一次免費接機(周六或日任一時段班機)

• 學校會依抵達人數為同學安排校車、廂型車或計程車接駁

• 由菲籍老師或是學生經理於機場外等候學生

【入住】

周六或周日皆可入住。(若於週六入住可能會先暫時住臨時房，

並於周日更換原排定房間) –無任何額外費用產生

【抵達校園】

• 接機人員校園導覽

• 提供校園地圖、杯麵、捲筒衛生紙及簡易清潔組各乙份

• 新生抵達當周末不得外出

選擇English Fella 理由-3

全面服務學生抵達及安全回國



【星期一新生行程】

• 新生入學考，口試及筆試。將依照此成績進行程度分班

• 繳交護照及簽證等資料，由校方統一保管

• 各國籍分開進行新生說明會，介紹學校規則、宿霧生活及安全須知

• 由學生經理陪同學生前往商場換匯及購買生活用品，並於結束後一同返校

• 周一新生行程，遇國定假日照常舉行

【離校說明會】

• 提醒學生領取護照以及押金結算及機場注意事項等事宜

• 確認離校時間，同時確認是否預約自費送機服務 (900PESO/車，至多六人均分)

• 未成年學生若無成年同學陪同搭車至機場，皆強制安排自費送機服務

• 最晚離校時間：離校當周日下午兩點

新生說明會

全面服務學生抵達及安全回國



 24小時開放自習室自由使用入座，

半斯巴達及斯巴達則提供專屬座位

 提供多樣化課程

 適合計畫長期進修學生

 分各部門專業教師

提供學生最專業教學

選擇English Fella 理由-4

最適合讀書的學習環境



EOP 嚴格落實

【EOP - English Only Policy 】

 爲了增進學生使用英語的頻率，在校內於指定處

(教學樓及辦公室內)僅能使用英文交談。

 糾察隊 : 經理、老師 (學生方可進行檢舉)

 政策內容 Fella1：

1. 遭檢舉或是開罰單，如累積三次將處罰一次

(採累積制度，無上限)

2. 處罰將有一日須強制參加自習，且當日不得外出

3. 此政策內容實行對象不含10歲以下孩童

 Fella2 至2020年1月6日起跟進，第一階段實施

懲處對象為外國籍經理及老師，學生暫無懲處

最適合讀書的學習環境



嚴格監督學生出勤率

最嚴謹的學習環境

100% 
Perfect Attendance

【Perfect Attendance 】
 為了督促學生認真向學以不忘學習初衷，學校從第一節８點上課起至晚間22點晚自習結束，由學術團隊

於每節課嚴格監控學生出勤率，上課鐘響後10分鐘內若未到教室 ，老師或經理會至學生宿舍敲門確認遲
到及缺課理由並登記至學生系統。

 E化系統，學校可隨時掌握每一位學生出勤率。
 違反出勤等相關規範，將得罰款懲處，學生出勤率過低，將通知代辦及家長。
 一二校區嚴格落實 ，學生出勤率平均達98%以上。

100% 
Perfect Attendance



 設立教師培訓中心

 擁有五名專業培訓講師

 每月兩次定期教師培訓及階段

性升職培訓計畫

 全體師資畢業正規大學且聘用

為正職教師

 提供教師健保福利

 提供優良教師獎勵旅遊

選擇English Fella 理由-4

重視教師品質擁有穩定師資



1. 官方授權培訓審核中心

• English Fella 培訓講師團隊在英國文化協會

及雅思主考官專業且嚴厲的訓練下高水準的教

學能力，提供雅思考試準備者專業指導與協助

2. 多元的考試資源

• 豐富的教學材料

• 模擬測驗：模擬雅思官方測驗

• 提供有利於雅思考生的各項資源

3. 便利的雅思註冊地點

• English Fella為官方授權的雅思註冊中心，

在校即可報名註冊官方考試!

(校方將免費安排校車送學生至考場!)

English Fella 官方授權雅思註冊及培訓中心

雅思培訓審核中心三大新特色



雅思培訓審核中心

雅思兩大機構支持

English Fella 
專業教師群

P.A.S.S

成功
1. 什麼是雅思培訓審核中心

雅思培訓審核中心，是專為需要雅思分數，以達成移民、

就業或就學等目標之考生而設立的中心。說明、分析各

項應考科目，並為考生設定分數提升目標。

2. 英國文化協會大力支持

English Fella透過英國文化協會及IDP兩大機構取得雅

思考試最新資訊。

3. Review System

English Fella 首創成績評估支援系統Performance 

Assessment Support System(P.A.S.S)

– PIRC及PIGI課程學生享有此福利!

English Fella 官方授權雅思註冊及培訓審核中心



English Fella 施設介紹



大自然環繞
寧靜舒適校園

2019宿舍翻新
100%完成

English Fella1 一校區-自律型

EOP

英語口說進步
第一首選！



四棟教學樓
24小時

開放自習室

24小時開放
免費自助洗衣機

IESLT
Review 
Center

中文經理
HERE !

English Fella2 二校區-斯巴達

腹地面積
5000坪

廣大生活空間

從早到晚
浸泡在英文世界

2019宿舍翻新
100%完成



 學校 國定假日不停歇

 菜色多樣化。擁有台式、日式、韓式、越式及菲式料理。

 提供素食菜單，入學前需申請完畢(於報名表上備註即可)

 提供白粥 (需於供餐前一小時申請)

 供餐時間

早餐：06:50 – 07:50; 周日：07:50 - 08:50

午餐：11:50 - 12:50

晚餐：17:50 - 18:50

Cafeteria 學生餐廳



四川麻婆豆腐
蜜糖地瓜、醬炒茄子
蘿蔔鮮雞湯、水果塊

提供多元菜單

早餐 午餐 晚餐

• 早餐為美式早餐(麵包、清粥)，其中兩天額外提供麵食

• 餐廳菜色由中式、日式、韓式、菲式、 越式及西式所組成

• 主菜菜單每五週為一個循環，提供學生多樣化的餐點

• 嚴選食材品質且使用礦泉水烹調料理，美味與健康兼具

日式炸豬排
醃蘿蔔、清炒食蔬
味噌湯、水果塊荷包蛋、玉米濃湯

西瓜、草莓果醬



 房型介紹

一校區：雙人房、三人房、豪華單人房、標準單人房、單人雅房(雙人共用衛浴)

二校區：雙人房、三人房、豪華單人房 ※備註: 雙人房及豪華單人房型皆相同!

 房內設備：床墊、冰箱、置物櫃、桌椅、熱水淋浴、衣櫃、電視(僅單人房提供)

 房務清潔：每週打掃兩次，其中包含一次更換床單及枕套(皆不須申請)

 接受情侶同住，於入住前須提交雙方家長同意書(同住申請書)或結婚證明

 未滿15歲學童須與家長或監護人同住

 年滿15至18歲未成年學童獨自入學，監護人需提交未成年外出同意書

Dormitory 宿舍
 2020年宿舍翻新進度: 100%



洗衣方式

 自助洗衣(免費)

24小時開放，提供免費洗衣粉自行取用

 校內代洗服務(免費)

於各棟宿舍洗衣日上午7:00~7:50將衣物送至指定

處，並於09:00~10:00取回房內自行曬衣。

 委外送洗服務 (自費)

費用：一般衣物1公斤約29PESO；特殊衣物另計

收件及取件地點：校內Cafella販賣部

Laundry 洗衣間



Gym 校内運動設備

 Fella1 ：游泳池、健身器材、籃球場

 Fella2 ：游泳池、籃球場、體育館(內含羽球場、排球場、健身器材、乒乓球桌)

 體育課程： Zumba 韻律舞蹈課、Yoga瑜珈課 (課程介紹請參閱後方校內活動章節)



 水深：Fella1 1.4公尺; Fella2 1.5公尺

 提供游泳圈、浮板、救生圈

 需遵守泳池使用規範

 清潔：每日開放濾水循環、池底吸塵、檢測酸鹼值

Swimming Pool 游泳池

 開放時段有工作人員駐守

 僅能於開放時間進行使用，時間如下

平日 15 : 00－22 : 00

周六 13:00－ 22:00

周日 09:00 - 12:00 ; 15:00-22:00

(Fella2延後至23:00關閉)



【販賣相目】

 生活用品、零食、飲料、咖啡、麵包，泡麵、

輕食(熱狗、吐司)等

 電話卡及儲值卡(Globe, Smart)

 校外送洗服務(收件及取件)

一般衣物1公斤/29PESO，特殊衣物另計。

Cafella 咖啡廳與販賣部
每日皆有開放!



 24小時開放自習室自由使用入座

 半斯巴達及斯巴達提供專屬座位

 自習室皆設有監視器CCTV 

最好的自習環境

最佳的學習效果

Library自習室



校內預防財物失竊

若未使用上述方式保管貴重物品，
而發生物品遺失或失竊情況，校方將不負任何遺失責任。

1. 電子保險箱：單人房限定

2. 房內木製鎖櫃 ※可自備或校內租借鎖頭

3. 密碼鎖行李箱

4. 總務處 ※由校方保管



課程介紹



English Fella 課程種類

校區 課程 入學門檻等級
ESL 一般英語 TTIPS 專業課程

1:1 1:4 1:8 1:1 1:4 1:8

Fella1
自律型校區

一般英語 ESL-4 任何程度
分級1-9

4 2 1 - - -

Power Speaking強化口說 ESL-6 6 - 1 - - -

共同課程

多益
TOEIC

入門班 TOEIC/ESL 250 以上 2 2 1 2 - -

實戰班 TOEIC 300 以上 - - 1 4 2 -

托福
TOEFL

入門班PPT 30 以上 2 2 1 2 - -

實戰班PTFT 40 以上 - 1 1 4 1 -

雅思實戰班
PIFT

A~D 級 2.5 以上 - - - 4 2 1

E 級 1.0-2.0 4 - 1 - 2 -

商業英文 EBC 等級２以上 - - - 5 2 -

兒童課程 JEC 任何程度
分級1-9

6 - - - - -

家長課程 GEC 4 - - - - -

Fella2
斯巴達校區

一般英語 PIC-4 任何程度
分級1-9

4 2 1 - - -

Power Speaking 強化口說 PIC-5 5 1 1 - - -

雅思培訓審核中心 PIRC 2.5 以上 - - - 5 2 -

保證班
Guarantee

雅思保證班(PIGI) 4.0 以上 - - - 4 2 1

多益保證班
(TOEIC Guarantee)

300 以上 - - 1 4 2 -

 此表格不含選修時數：一校區雙選修課程(至多2小時)、二校區單選修課程 (自由參加)

 每堂課50分鐘，10分鐘下課時間



1對1 ＆ 團體課 教學

最適合讀書的學習環境

【細分各專科部門，教學專業化分工】

Listening, Speaking 聽力及口說

Grammar, Reading 文法及閱讀

1:4, 1:8 Group Class 團體課程

TTIPS 專業課程



課程特色

適合長期進修多種研修課程
一般英語課程 ESL/PIC

生活英語適合任何程度學習! 細分等級1至9級!

Power Speaking密集口說課程：一校區ESL-6三堂口說! 二校區PIC-5兩堂口說!

考試準備課程 TOEIC、TOEFL、IELTS

TOEIC多益實戰班聽、說、讀、寫能力同時提升!

IELTS 雅思實戰班：IELTS 分數1.0以上即可就讀!

TOEIC多益保證班; IELTS 雅思保證班，贈送官方考試!

商業英語課程 EBC

五堂一對一課程，英語簡報發表技巧訓練!

家長課程及兒童課程 GEC; JEC (5-14歲兒童嚴選!)

教師、科目安排不重複! 上課教材多元不乏味!

提供聯絡簿及家長面談，隨時掌握兒童學習狀況



ESL-4 一般英語課程

ESL-6 密集口說英語課程

1:1 1:1 1:1 1:1 1:4 1:4 1:8 日間選修課 夜間選修課

聽力 口說 閱讀
文法

閱讀及文法 口說及聽力 Pattern
(或 Native)

指定科目 可選擇科目
或寫作

一校區 一般英語 ESL-4、密集口說ESL-6

 校內測驗：入學等級測驗 、單字測驗、每四週一次等級測驗
 等級４以上可選修Native團體課

1:1 1:1 1:1 1:1 1:1 1:1 1:8 日間選修課 夜間選修課

聽力 閱讀
文法

口說 口說 口說
Pattern

(或 Native)
指定科目 可選擇科目

或寫作

等級：所有等級都可以就讀



PIC-5 密集口說英語課程

1:1 1:1 1:1 1:1 1:4 1:4 1:8 團體選修課

聽力 口說 閱讀
文法

閱讀及文法 口說及聽力
Pattern

(或 Native)
可選擇科目

或寫作

1:1 1:1 1:1 1:1 1:1 1:4 1:8 團體選修課

聽力 閱讀 口說 口說
文法

閱讀及文法 口說及聽力
Pattern

(或 Native)
可選擇科目

或寫作

PIC-4 一般英語課程

二校區 一般英語 PIC-4、密集口說PIC-5

等級：所有等級都可以就讀

 校內測驗：入學等級測驗 、單字測驗、每四週一次等級測驗
 等級４以上可選修Native團體課



TOEIC / ESL 多益入門班

TOEIC FULL TIME 多益實戰班

TOEIC 多益入門班、實戰班

TOEIC 1:1 兩堂 ESL 1:1 兩堂 ESL 1:4 ESL 1:4 1:8 團體選修課

課程A
TOEIC 聽力
TOEIC 閱讀

ESL 口說
ESL 文法 或 寫作

閱讀及文法 口說及聽力
Pattern

(或 Native)
可選擇科目

課程B
TOEIC 口說
TOEIC 寫作

ESL 聽力
ESL 閱讀

TOEIC 1:1 四堂 TOEIC 1:4 1:8 團體選修課

課程A TOEIC 兩堂聽力、兩堂閱讀

文法及詞彙

聽力及閱讀
Pattern

(或 Native)
可選擇科目課程B TOEIC 聽力、閱讀、口說、寫作

口說及寫作
課程C TOEIC 兩堂口說、兩堂寫作

入學門檻： TOEIC 250分上

 自動安排課程A，如欲選擇其他課程，可於報名時或是入學後新生行程當天告知
 可出示有效期限內官方考試成績作為入學門檻依據，但仍須參加入學考
 校內測驗：入學等級測驗、單字測驗、每四周一次多益模擬考 (每月可額外多申請一次測驗)

入學門檻：TOEIC 300分以上



1:1 1:1 1:1 1:1 1:4 1:4 1:8 團體選修課

TOEIC
閱讀

TOEIC
閱讀

TOEIC
聽力

TOEIC
聽力

TOEIC 
文法及詞彙

TOEIC
聽力及閱讀

Pattern
(或 Native)

自由選擇

研修期間若違反任一就學規定, 將取消所有保證班優惠

 可出示有效期限內官方考試成績作為入學門檻依據，但仍須參加入學考
 校內測驗：入學等級測驗、單字測驗、每週三、六強制參加多益模擬考

入學門檻：TOEIC 300分以上

TOEIC 多益保證班
二校區限定

【保證分數分級制】

級別 多益入學分數 保證分數

D 300 - 495 +150

Ｃ 500 - 645 700

Ｂ 650 - 795 800

Ａ 800+ 900



PIFT 雅思實戰班 – 課程E

1:1 1:1 1:1 1:1 1:4 1:8 團體選修課

ESL
閱讀

ESL
口說

ESL
文法

ESL
寫作

IELTS      
口說及聽力

IELTS      
閱讀及寫作

BEC基礎英語對話
或 Pattern

自由選擇

入學門檻：IELTS 1.0 -2.0

 為初階英語學習者量身編排的雅思課程，一對一及一對四課堂使用模擬雅思入門教材授課

 適合雅思平均分數1.0-2.0之學生就讀

 學生分數若低於1.0者，將安排ESL一般英語課程。其目的為扎實英語基礎，並同時獲取雅思

相關資訊、考試技巧及建議

 所有課堂皆由受過專業雅思培訓老師授課

 可出示有效期限內官方考試成績作為入學門檻依據，但仍須參加入學考
 校內測驗：入學等級測驗、單字測驗、每四周一次雅思模擬考 (每月可額外多申請一次測驗)
 學生可申請於課堂中檢討模擬試題



PIFT 雅思實戰班 A-D

1:1 1:1 1:1 1:1 1:4 1:8 團體選修課

IELTS
聽力

IELTS
口說

IELTS
閱讀

IELTS
寫作

IELTS
文法

IELTS
詞彙

BBC 自由選擇

依據入學等級測驗分數安排授課等級

雅思實戰班分級 入學考分數

等級D 2.5- 3.5

等級C 4.0 - 5.0

等級B 5.5 - 6.0

等級A 6.5以上

 全雅思相關課程科目授課

 使用豐富多元的教材!

入學門檻： IELTS 2.5 以上

 可出示有效期限內官方考試成績作為入學成績依據，但

仍須參加入學考

 校內測驗：入學等級測驗、單字測驗、每四周一次雅思

模擬考 (每月可額外多申請一次測驗)

 學生可申請於課堂中檢討模擬試題



PIRC 雅思培訓審核中心課程

1:1 1:1 1:1 1:1 1:4 1:1 團體選修課

IELTS
聽力

IELTS
口說

IELTS
閱讀

IELTS
寫作

IELTS
文法

IELTS
詞彙

IELTS 
個別輔導

可選擇科目

入學門檻：IELTS 2.5 以上

二校區限定

 可出示有效期限內官方考試成績作為入學成績依據，但仍

須參加入學考

 校內測驗：入學等級測驗、單字測驗、每四周一次雅思模

擬考 (每月可額外多申請一次測驗)

 學生可申請於課堂中檢討模擬試題!

 可獲學校獨創分數落點分析結果!

 一對一個別輔導課程可依學生落點分析結果進而補強弱項，

亦可由學生自行指定與雅思相關課程學習!

依據入學等級測驗分數安排授課等級

雅思實戰班分級 入學考分數

等級D 2.5- 3.5

等級C 4.0 - 5.0

等級B 5.5 - 6.0

等級A 6.5以上



PIGI 雅思保證班

1:1 1:1 1:1 1:1 1:4 1:8 團體選修課

IELTS
聽力

IELTS
口說

IELTS
閱讀

IELTS
寫作

IELTS
文法

IELTS
詞彙

BBC 可選擇科目

依據入學等級測驗分數安排授課等級

雅思保證班分級 入學分數 保證分數

等級D 4.0 5.5

等級C 5.0 6.0

等級B 5.5 6.5

等級A 6.0 7.0

 分級制度更完善

 指定入學時間

 可出示有效期限內官方考試成績作為入學成績依據，但仍須參加入學考
 校內測驗：入學等級測驗、單字測驗、每週六強制參加雅思模擬考

研修期間若違反任一就學規定, 將取消所有保證班優惠

二校區限定



TOEFL / ESL 托福入門班 (PPT)

TOEFL 托福入門班；實戰班

TOEFL FULL TIME 托福實戰班 (PTFT)

1:1 1:1 1:1 1:1 TOEFL 1:4 ESL 1:4 1:8 團體選修課

TOEFL
聽力

TOEFL
口說

TOEFL
閱讀

TOEFL
寫作

文法 口說及聽力
Pattern

(或 Native)
可選擇科目

入學門檻： TOEFL 40分以上

TOEFL 1:1 兩堂 ESL 1:1 兩堂 ESL 1:4 ESL 1:4 1:8 團體選修課

課程A
TOEFL 聽力
TOEFL 閱讀

ESL 口說
ESL 文法

閱讀及文法 口說及聽力
Pattern

(或 Native)
可選擇科目

課程B
TOEFL 口說
TOEFL 寫作

ESL 聽力
ESL 閱讀

入學門檻：TOEFL 30分以上

 自動安排課程A，如欲選擇其他課程，可於報名時或是入學後新生行程當天告知
 可出示有效期限內官方考試成績作為入學成績依據，但仍須參加入學考
 校內測驗：入學等級測驗、單字測驗、每四周一次托福模擬考 (每月可額外多申請一次測驗)



1:1 1:1 1:1 1:1 1:1 1:4 1:4 團體選修課

Business
聽力及詞彙

Business
閱讀

Business
文法

Business
發音及口說

Business
寫作

會議發表 商業議題討論 可選擇科目

EBC 商業英語課程

入學門檻： 2 級以上

 校內測驗：
入學等級測驗 、單字測驗、每四週一次等級測驗

 POINT – 1
EBC課程主要用書為MARKET LEADER，教授商業相關
聽力、會話、文法、閱讀與寫作等科目，一天兩小時的
小組團體課也以商業議題為主要內容進行小組討論。
• 商業議題 → 商業相關為主題的小組討論
• 會議發表 → 訓練英語簡報能力
• 課程結束前皆須參加簡報發表

 POINT – 2
本課程由教學卓越的教師組成優秀團隊，全體師資皆通
過商業英語教學嚴格訓練。

依據入學等級測驗分數安排授課等級

初級課程 C 級 L2~L4

中級課程 B 級 L5~L6

中級課程 A 級 L7~以上



GEC 家長課程

JEC 兒童課程 限5-11歲

1:1 1:1 1:1 1:1 1:1 1:1

聽力 口說 閱讀 寫作 詞彙 文法

家長課程 GEC ; 兒童課程JEC

 由六位不同老師進行一對一教學
 校內測驗：入學等級測驗 、單字測驗、每四週一次語言能力測驗
 專屬兒童家庭聯絡簿
 依照學生程度配書，程度高者可安排ESL教材
 凡於2021年入學，年齡介為5-14歲需選擇JEC就讀(2019年課程限制為5-11歲)

1:1 1:1 1:1 1:1

聽力 口說 閱讀 文法

等級：所有等級都可以就讀

 校內測驗：入學等級測驗 、每四週一次等級測驗
 家長或監護人亦可選擇其他一般或是專業英語課程



團體選修課

校區 選修課 時間 課程 內容

Fella1
自律型校區

Day-Time Open Class

日間選修課

周一至周五

08:00 ~ 16:50

一堂空堂時間

MOVIE 常會話、詞彙、發音

SITCOM 日常會話、詞彙、發音

POP-SONG 歌詞解釋、歌曲教唱

SPEECH 發音

Open Class 

夜間選修課

周一至周五

17:00 ~ 17:50 

(週五遇活動暫停)

TOEIC 聽力與閱讀

VOCABULARY 基礎詞彙

BASIC GRAMMAR 基本語法

MOVIE 日常會話、詞彙、發音

SPEECH 發音

IELTS 雅思補充教材或題型

Fella2
斯巴達校區

Premium Class 

夜間選修課

周一至周五

17:00 ~ 17:50 

(週五遇活動暫停)

SPEAKING 情境描述、練習美式發音

POP SONG 歌詞解釋、歌曲教唱

CNN 新聞、發音、語句

SITCOM 日常會話、詞彙、發音

TOEIC 多益問題類型、語句

TED 演講內容

 課程皆為免費，依照校內公告為主



課程表範例

註：每人空堂時間皆不相同，可選擇於自習室自習或是休息

時間 Fella1 自律型校區 Fella2 斯巴達校區

06:50 - 07:50 早餐

08:00 – 08:50 1:1 Reading 1:1 Speaking

09:00 - 09:50 1:8 Group      1:4 Group   

10:00 - 10:50 1:4 Group Self Study 空堂

11:00 - 11:50 1:1 Listening 1:1 Listening

11:50 - 13:00 中餐

13:00 - 13:50 1:8 Group 1:4 Group

14:00 - 14:50 1:1 Grammar 1:1 Grammar 

15:00 - 15:50 Self Study 空堂 1:8 Group 

16:00 - 16:50 1:1 Speaking 1:1 Reading   

17:00 - 17:50 選修或自習 選修或強制自習

17:50 - 19:00 晚餐

19:00 -22:00 自由時間 強制晚自習、單字測驗



二校區限定周六團體課

課程內容

POP  SONG VOCABULARY MOVIE SPEECH&SPEAKING 

備註

上課時間為每周六09:00-11:00

 PIC一般英語課程等級 3 以下的斯巴達學生需強制參加

若缺課仍依照學校規範視同曠課進行懲處

 PIC一般英語課程等級 4 以上、 專業考試課程學生可自由參加



課程教材分發、教師更換規範

更換教材規範

【ESL一般課程, TOEIC多益, TOEFL托福, EBC商業英語課程】

• 欲更換原定使用教材，需於課堂中和老師討論，並一同前往教務處申請更換

【IELTS雅思課程】

• IELTS雅思教材分發依據入學考成績分級。無法申請更換其他級別教材
• 需連續考兩次模擬考且各科等級落差至2.0分以上，則可和教學組長提出申

請面談後進行更換 ，等級E課程學生上課前四周不可更換教材

更換教材注意事項

• 所有課程皆依照學生入學考試為依據分發教材

• 請勿擅自更換教材，避免教師無法提前備課、準備聽力檔案等狀況

• 課堂中禁止使用已付有答案的教材(非親自作答二手書)

• 僅限於領取書籍後「一周以內」進行退換，且無任何筆跡或是損壞

• 書本退換皆須全額補款或是退還差價

申請更換老師

• 申請規範需依照學校所規定時間內提出申請

• 於校內「每周三及四」可進行申請（逾時不候）

• 申請通過後將於隔周二開始新課表

課程更改申請

依規定於時間內提出更改課程申請

注意事項

 課程更換申請免任何手續費

 申請後仍須排隊，並非申請即可安排。

亦有無法成功申請更換的可能

 課程差價按全額計價，多退少補，依照出帳

單當天換算Peso匯率

 通過申請後將於「隔周二」開始新課表



校內外活動



English Fella 校內、校外學生活動

Fella Day
毎月最後一個星期五

Fun Friday
毎月第三個星期五

體育競賽
毎月第一個星期五

BBQ Party
偶數月最後一星期五

跳島活動 P2600
每月第一個星期六

宿霧城市旅遊 P1700
每月第二個星期六

志工活動 P500
每月第三個星期六

校外活動需自費

備註: 活動日期皆以校內公告為主。活動可能因機構或是氣候等不可抗拒因素暫停或是取消。

校內活動免費參加



體育選修課

體育課

Yoga 瑜珈

每週二、四 17:00 ~ 17:50

費用
八堂1000PESO

單堂報名200PESO

Zumba 
韻律舞蹈

每週一、三 17:00 ~ 17:50 (免費)

備註

 授課地點皆為二校區 體育館內

 學校備有瑜珈墊

 一校區提供免費來回接駁



學校差異及規範



校區 Fella1自律型校區 Fella2 斯巴達校區

中文職員 １名 ４名

校園佔地大小 1500坪 5000坪

容納人數 110名 220名

Wifi 全區域 公共區域

宿舍
豪華單人(1P)、標準單人(1A)、單人雅房(1B)、

雙人房(2A)、三人房(3A)

豪華單人房(1P)、雙人房(2A)、

三人房(3A)

校内設施
多媒體教室、咖啡廳與販賣部、

洗衣間

教師培訓中心、大型會議室、

咖啡廳與販賣部、洗衣間

運動場所 簡易健身空間、籃球場、游泳池
游泳池、籃球場、排球場、羽球場、

健身器材、乒乓球桌

公共區域
熄燈時間 22:00 23:00

Fella1 & Fella2 校園環境有什麼不一樣



校區 Fella1自律型校區 Fella2 斯巴達校區

生活模式 自律型、半斯巴達 半斯巴達、斯巴達

選修課

日間選修課08:00-16:50之空堂

夜間選修課 17:00-17:50

一日最多九堂課!

夜間選修課 17:00-17:50

星期六課程 無 斯巴達PIC課程等級3以下強制參加

等級測驗時間 平日(周三、四或周五) 08:00-11:00 周六 08:00-11:00

獨有課程 ESL6一般英語六堂一對一
PIC5一般英語五堂一對一課程

多益保證班、雅思保證班、雅思培訓審核中心課程

EOP 全校師生強制參與，嚴格落實 教職員強制參與(第一階段)，各行政處室嚴格執行

Fella1 & Fella2 課程學習有什麼不一樣



校區 Fella1 自律型校區 Fella2 斯巴達校區

生活模式 【Regular 自律型】 【Sparta 斯巴達】

外出 每日皆可外出 周一至週五不得外出

門禁時間

周一至週四 17:00~22:00 周六 11:00~隔天 02:00

周五 17:00~隔天 02:00 周日05:00～18:40

周六 05:00~隔天 02:00

周日 05:00～22:00

每兩周可使用一次外出券

外出時間為周一至週五 17:00~22:00 

生活模式 【J-Sparta 半斯巴達】

外出 周一、二、四不可外出 周一、二、四不可外出

門禁時間

周三 17:00～22:00 周三、五 17:00～22:00

周五 17:00~隔天 02:00 周六 05:00～隔天 02:00

周六 05:00～隔天 02:00

周日 05:00～22:00
周日 05:00～22:00

可申請外宿日 週五、周六 週六

Fella1 & Fella2 門禁時間有什麼不一樣

(國定假日另訂)



生活模式 Regular 自律型 J- Sparta 半斯巴達 Sparta 斯巴達

適用校區 Fella1 Fella1 ＆ Fella2 Fella2

晚自習、單字測驗 x 周一、二、四 強制參加 周一至五、周日強制參加

晚自習及

單字測驗時間
x

17:00-17:50

19:00-21:30

21:30- 單字測驗

周一至周五

17:00-17:50; 19:00-21:30

21:30- 單字測驗

周日 19:00-21:00

21:00- 單字測驗

星期六課程 x Fella2 限定 O

專屬座位 x 自由入座 O O

變更學習模式
(免手續費)

半斯巴達變更至自律型; 斯巴達變更至半斯巴達：入學起四周後即可變更

自律型變更到半斯巴達; 半斯巴達至斯巴達：當周申請，隔週變更

Fella1 & Fella2 生活模式介紹



Fella1 & Fella2 都很棒

Fella1自律型 Fella2斯巴達校區 共通點

教師訓練體制相同 (師資)

皆有專業課程

TOEIC、IELTS、TOEFL、商業英語

半斯巴達生活模式

情侶同住

親子遊學

15歲以上未成年可獨自入學



2020年 國定假日及補課制度

國定假日

English Fella 將依照政府所公告的國定假日放假

國定假日將不提供課程

國定假日皆可能會因為菲律賓政府臨時公告有所修改

補課制度

若當月平日上課期間碰到２或３天國定假日，

將額外安排乙次於當月一個周六上午補課

若當月平日上課期間碰到４或５天國定假日，

將額外安排兩次於當月一個周六上午補課

補課時間為周六08:00-11:50 (1堂50分鐘, 共4堂)

課程一對一或是團體課

採取自由報名制，不強制參加

補課日期皆須依照校內公告日期為主



請假、外出旅遊規範

病假申請

• 於課間或晚自習請病假須於上課10分鐘內向「護士」提出申請，否則將得到罰款

• 上課10分鐘後若仍然缺席老師將會至房間敲門確認。 皆會有巡堂老師/經理確認

• 學生必須接受護士到房內確認身體狀況，如查實為裝病等同曠課懲處

• 申請病假後，請勿在校院內逗留，僅能待在房內休息，如查實為裝病等同曠課懲處

外出旅遊過夜申請

申請對象 備註 懲處

外出旅遊並在校外過夜 僅限一校區周五、周六，二校區周六可於校外過夜
無

門禁前外出旅遊 欲於周六、日清晨03:00-05:00外出

平日外出或旅遊 即便申請仍會處以罰款 一校區700PESO/晚

二校區1000PESO/晚離境菲律賓旅遊 除返台以外，其餘比照平日旅遊處以罰款

注意事項

• 依照學校規範至系統提出申請並將相關訂票與訂房單據上傳即可

• 若計畫請假離境菲律賓(返台或是其他國家旅遊)，需提前三周申請以確保護照及簽證事宜能充分備妥，避免校方

已將護照送至移民局辦理延簽或是SSP手續無法及時領回

100% 
Perfect Attendance



罰款 與『出、缺勤』相關

注意事項 懲處 備註

上課遲到10分鐘以上 P100 老師將前往房間敲門

上課遲到25分鐘以上 P300 會有老師或是經理巡堂

未參加自習 P300 堂 每節皆會點名

單字考試缺考 P300 堂

等級測驗缺考 P1000 需自行注意考試時間

更改排定等級測驗時間 P500 不接收任何理由

除了規定時間以外在校
外過夜

Fella1 P700 晚
Fella2 P1000 晚

依照規定申請仍有罰款

Fella1 & Fella2 共同規範- 罰款篇

【罰款留意細項】

 若得到的罰款金額超過 P4000，將會被列入黑名單

禁足不得外出 (假日及國定假日皆不可外出)

 無法付現結清罰款，必須透過學校提供的消除罰款

方式折抵後至 P4000 以下方得以外出

 就讀期間無法支付現金結清罰款

 若於離校前為折抵完畢將用押金進行扣款

【消除罰款方式】

撰寫英文短文、分享在校中或英文心得、參加校內活

動競賽、錄製英文學習影片等。



警告 與『生活規範』相關

注意事項 處罰 備註

對同學或教職員辱罵、施暴及破壞公共設施 退校處理 通知代辦及父母

發現異性同寢 退校處理 通知代辦及父母

出入異性寢室包含異性寢室樓梯 3 通知代辦及父母

於校內飲酒或發現含酒精飲料 2

校內絕對禁止攜帶、飲酒

※凡舉在校內涉及飲酒等相關活動，未主動舉發者，罰則等

同於校內飲酒或私藏酒精，連帶懲處。

沒有登出/ 登入就離開/進入學校 2 請進入警衛室輸入自己的名字登入、登出，不得替代他人

在寢室或非吸菸區吸煙 1 請於吸菸區吸菸

在泳池邊推同學下水、做危險動作 1 禁止做危險動作

PDA在校內做親密舉動 1 Public displays of affection 

在房間內開伙或使用易燃物 1
禁止使用電磁爐、瓦斯爐、電湯匙及點蠟燭等任何易引發火

災的物品

熄燈後在校園逗留、喧嘩、音樂撥放
太大聲影響到他人

1

凌晨一點後仍待在公共區域涼亭徘徊 1 若必須使用電話須至警衛室

Fella1 & Fella2 共同規範- 警告篇



警告 與『門禁規範』相關

注意事項 處罰 備註

超過門禁時間
三個小時內返校

1

不接受任何原因

超過門禁時間
三個小時後返校

2

假日於門禁時間外
02:00-05:00返校

2
於02:00-05:00間
進入校園及有警告

未經申請在外過夜 2 請依照規定提出申請

【警告處罰規則】

 研修週數處以二等於可得警告上限

 例如: 研修 8周：4次警告；研修12周：6次警告；以此類推

【警告留意細項】

 達警告上限：將禁止外出(包含假日及國定假日)

 超過警告上限：無條件退學且無退款

【備註】

 警告無法透過任何方式消除

 名字及照片公布在黑名單上的學生，將被禁止外出

 若一次得到多支警告以致超過警告上限，將自動被退學

 不接受任何違反門禁理由。警告達上限遭退學者，無任何退款，

且必須於一周內離校

 離校前校方將不再提供課程且不得外出，直到確認回程機票資訊

Fella1 & Fella2 共同規範- 警告篇



衛生管理



Fella2 護士 Milky

校內醫護服務

Fella1 護士 Kyle

醫護服務

 兩校區各有護士負責。其中一位為24小時駐校護士

 校內備有常備藥(免費)、血壓及體溫測量儀器

 學校至鄰近醫院North General Hospital，車程約10分鐘

就醫流程

 聯繫校方人員、護士或經理

 由護士先行撥打電話至醫院預約看診

 平日下午17:00後及假日僅有急診室

 學生需自行準備看診費用，至少約3000PESO現金不等。

其中包含來回交通費、掛號費、藥費、診斷證明等費用

 由護士或學生經理陪同前往就醫



擁有安心及安全的遊學生活

酒精消毒 高溫餐具殺菌機 高溫水杯殺菌機 洗手台及肥皂

校内衛生安全

English Fella 設有衛生安全設備



當地費用



當地費用
新生入學當週週一需全額繳交※ 59天簽證為基準

期間 教材費 保證金 簽證延長費 ACR I-CARD 綜合管理費 SSP Total

4周以下 待定 2,000 P - - 一周250 P 6,800 P 約 10,800 P

4周 1,500 P 3,000 P - - 1,000 P 6,800 P 約 12,300 P

8周 2,750 P 3,000 P  - - 2,000 P 6,800 P 約 14,550 P

12周 2,750 P 4,000 P 5,410 P 3,300 P 3,000 P 6,800 P 約 25,260 P

16週 3,300 P 4,000P 8,850 P 3,300 P 4,000 P 6,800 P 約 30,250 P

20週 3,850 P 4,000P 12,290 P 3,300 P 5,000 P 6,800 P 約 35,240 P

24週 4,400 P 4,000 P  15,730 P 3,300 P 6,000 P 6,800 P 約 40,230 P

※ 教材依照單本計價，其表格所標費用為預估值

※ 保證金將於畢業前扣除房間冷氣費、罰款後 ，多退少補給學生

※ 綜合管理費為公共水電費(不含空調費)

※ 空調費為一度電15PESO，由實際住房人數均分，於學生畢業前結算

※ 遭退學者，當地費用將不退費



Fella 官方首頁
www.englishfella.com 

最新消息請鎖定以下官方網站

Facebook
https://www.facebook.com/englishfella

WORDPRESS 
中文部落格 www.fellatw.com

Youtube
www.youtube.com/user/cebuenglishfella/ 

Instagram

https://www.facebook.com/englishfella
https://www.facebook.com/englishfella
https://fellatw.com/
https://fellatw.com/
http://www.youtube.com/user/cebuenglishfella/
http://www.youtube.com/user/cebuenglishfella/


English Fella 核心

重視學生

學習及生活反饋

管理老師和學生的出席(97%↑)

15種英語課程–適合長期進修學生

三種生活模式：自律型、半斯巴達、斯巴達

部門教師分科專業授課

教師培訓機構-培養優秀英語教師

穩定經營學校-13年以來財政穩定成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