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歡迎各位來到 3D~~~~ 

◆  抵達學校後: 

1. 六、日為自由時間，學生可以自由探索城市，離學校最近的 Mall 為 Ayala、SM Mall。 

2. 學校餐點服務於 3D 新大樓四樓餐廳 

※供應時間(自助式) 

 早餐:7:00~8:00 (假日 7:30-8:30)   午餐:11:50~13:00    晚餐:17:30~19:00 

3. 學校位置在 IT PARK 附近緊鄰 JY Mall，若搭計程車返回學校直接告知司機前往”JY Square”

即可(多數司機都知道這個地點) 

◆  學校介紹與測驗 

1) 星期一上午 8:00 於 3D 主大樓三樓交誼廳/餐廳(Cafeteria) 

2) 8:00~11:30 等級測驗，包含聽、說、讀、寫(測驗時間約 3 小時) 

◆  辦理入學手續請攜帶護照、4 張大頭照 

3) 12:00~13:00 午餐時間 

4) 13:00~14:30 自我介紹、學校教室、環境等等介紹 (請攜帶校規簡介) 

5) 環境介紹過後，兌換披索、準備課程、添購日常生活用品(可前往轉角 JY 超市購買) 

※ 結束環境介紹後請至辦公室繳費(SSP 菲律賓特別學習許可證.押金&管理費) 

※ 課表出來後以 Line 通知新生至辦公室領取課程表(大約 17:00~19:00) 

◎其他:  

  ※外幣匯兌: 最接近學校的匯兌服務，位於 JY Mall(麥當勞那棟)一樓。(營業時間 10:00~17:30) 

  ※網路: 學校 wifi 密碼: allforyourfuture  (除了辦公室專用，校內 & Tsai Hotel wifi 皆可以此密碼連接) 

 

詳細資訊可參考 Line 群組記事本，換課、繳費、考試、生活資訊皆有詳細說明 

請務必加入群組，便於即時聯繫及接收學校資訊。 

FB 粉絲團分享學校及宿霧生活相關資訊 

 

 

 

  



校規懲罰與警告 
 

一、悔過書（A4 紙）- 於收到警告後隔天下午六點前繳交給經理 

1. 晚上 10 點後進出其他同學的房間。  

2. 晚上 10 點後製造噪音，經理給與警告。 

 

二、警告 

1. 進入異性的房間。 

2. 平日在外過夜（旅行只允許在週末） 。 

3. 違反門禁 （週一至週四與週日：11 點，若隔日放假當日無門禁）。 

請隨身攜帶學生證件，以便於警衛辨認，進出警衛室需報備房號和姓名以供登記，  

門禁時間前將 ID 放回警衛室 ID 牆。 

4. 攜帶酒精類飲品進入學校。  

5. 前往賭場。 

6.  未經同學及老師許可下，錄音錄影上課內容。 

 

三、退學 

1. 在宿舍飲酒。 

2. 寢室內發現酒瓶。 

3. 與其他同學打架、製造擾人的噪音、騷擾其他同學與故意損害學校聲譽等。 

4. 收到三次警告的學生將開除學籍。 

5. 在異性房間過夜 

 

 四、其他 

1. 如學生於四週內有良好的出席記錄（無遲到、缺席），將可抵消警告一次。 

學校管理人員有權依事件嚴重性開除學生。 

 

收到警告的學生: 

第一次警告，口頭譴責與悔過書(250 字英文)。 

第二次警告，罰款 1000 披索（將捐贈予學校每月的公益活動）。 

第三次警告，將開除該名學生學籍。 

學習 8 週、12 週課程的學生－3 個警告開除學籍 

學習 16 週以上的學生－5 個警告開除學籍（若從收到第一次警告起 4 週內收到 3 次警告，開除學籍，

不管學習天數剩多少。） 

警告採累計，此外違反校規者的姓名、違反事項及悔過書都會貼在公告 



學習期間相關資訊 

一、課程 (換課一律當週換課，隔週生效，換課地點皆在辦公室)  

a. 換課: 週三只能換一堂一對一課程  (中午 11:50~12:10 之間) 若與其他同學選到同一個老師，則以抽籤

決定誰可以換成功，沒有換到的同學請於週四再換一次。                   

週四整張課表皆可換，換課時間為 8:00-17:00，先到先換為原則，最多換只能換兩次。 

欲增加  一對一課程，加一堂課/週為 2250 披索。 

              團體課程，加一堂課/週為 1250 披索。 

b. 外籍老師課程：如果沒開課或因老師罷工、辭職而中斷，將提供其它外籍老師或菲律賓藉的老師的課程

取代。如四週後課程仍沒開課，學生將可得到等同四週課程費 2250 披索的補償。 

c. 菲律賓藉老師的課程：如菲籍老師因罷工、辭職或短缺而沒有開課，會以其它老師開課。 

d.如學生在鐘聲響後 15 分鐘內沒在教室內，且沒有告知老師，將被記為曠課。 

 

二、學習期限延長 

a. 課程延長以先來先辦原則，必須透過原代辦預訂。現場申請的學生，可找行政櫃台服務人員協助。遲晚

的課程延長申請，學校無法保證課程與老師的可得性。課程延長費用必須於一週之內支付。繳費後如因

故取消延長課程，學校只退還 50%之金額。 

 

三、證書 

a. 出席率必須超過 90%，才可拿到學校之畢業證書。未參加每月等級測驗的同學，亦無法得到證書。

（如果參加測驗但無作答，等同未參加） 

 

四、退費 

a. 抵校之前提出解約退費，除註冊費以外，全額退費 

b. 抵校後在未開課前解約，註冊費、SSP 費用、ACRI-Card 費用、延簽費、教科書費，  上述費用不退費，

管理費的退款，以申請解約後一週起計算。 

c. 開課之後解約退費  

  (1)預計課程結束時間位於總週數 50%前，退還剩餘週數的 30%。 

  (2)預計課程結束時間位於總週數 50%後，皆不退款。 

(3)如剩餘週數少於 3 週，則不退費。 

d. 因在菲律賓導致的個人健康因素或家人發生悲劇(只限父母的意外或死亡)，提出相關證明後，退還剩餘

天數的 50%。 

e. 因觸犯校規或重大違記被學校退學者，不退費。 

f. 由單人房型換雙人或三人房型，或是由雙人房型換成三人房型，是不退費的。如果有空房床，仍可申請

換回原房型。 

 

五、罰款金額 

於禁菸區吸菸-1000 披索，遺失房間鑰匙-300 披索，遺失學生證件-700 披索。 

 

六、開除學籍 

1.學生不允許進入賭場，如被抓到將給予警告。違反校規與宿舍規則將受到警告與處罰。 



  2.為了各位的安全與學習的提升，平日不允許學生在外過夜（週末需填寫外出單）。合計三個不當的行為

同等開除學籍。如學生需與家人旅遊，必須告知經理並提供家人的機票證明，避免得到懲罰。 

七、權力與責任 

1.對於天災、鬥爭、航班取消與延遲所引起的任何損害，學校無需負責。 

  於自身旅行、離開校區的外出可能發生的事件或意外事故，校方將不予以負責。 

2.學生在校外無論是個人外出或學校師生旅行中所發生的任何錢財損失（包括金錢、手機、飾品等）或

受傷、意外，將為學生個人需承擔之責任。 

3.學校有權使用學生的照片和影片作為記錄與宣傳用途，包括官方網站、社交網站、宣傳影片或宣傳冊

子等。 

4.學校遵照菲律賓假期，若遇上政府國定假日學校亦停止上課，不進行退款與補課。 

5.在學期間學生須準備個人保險，以備任何緊急情況，如意外事故、財務損失的發生。 

6.學校有權力發出警告給不遵守校規、打架、無故或過多缺席、大聲喧嘩或干擾與態度不佳的學生。任

何毀損校譽的學生，將立即開除學籍，對於剩餘的期限將不予以退款。 

7.對於被開除學籍的學生，學校有權通知家長與代辦。 

8.在學期間若學生私下有跟同學或老師有金錢往來，學生須自行承擔風險和責任。 

延簽費用說明 

停留 8 週 
於自己國家先行取得 59 天觀光簽證 

簽證期限內無需延長 

停留 12 週 7710 披索 （延簽＋ACR I 卡） 

停留 16 週 7710 + 3240 披索 

停留 20 週 7710＋4240 披索 

停留 24 週 7710＋4240＋3240+1420 披索 

(護照借出後請記得歸還辦公室以便學校確認延簽時間，若因未歸還導致無法及時延簽將校方將不予以負責) 

 課表範例 (每天課程均相同) 

 換課時間:星期三- 可換一堂一對一課程，星期四-可全部課表更動  

時間 項目 

07:00 ~ 08:00 早餐 

08:00~ 08:50 1:5 Multimedia Understanding 

09:00 ~ 09:50 1:1 Class 

10:00 ~ 10:50 1:1 Class 

11:00 ~ 11:50 1:5 Speech Class 

12:00 ~ 13:00 午餐 

13:00 ~13:50  (optional) 

14:00 ~14:50 1:1 Class 

15:00 ~ 15:50 1:8 TOEIC  

16:00 ~ 16:50 1:1 Class 

17:00 ~ 17:50  (optional)  

18:00 ~ 19:00 晚餐 



課程 

科目 課程說明/目標 名稱 B 
H

B 
LI I HI A 

1 對 1

課程 
聽說讀寫 

學生可自行和一對一老師討論希望

的上課內容，與使用課本與否。 
● ● ● ● ● ● 

 

團體課 

商業英文 

Business English 

職場與商業英語 

(簡易商用模擬對話，與聽力練習) 

 ● ● ●   

發音、音標練習 
Speech Practice A   演說練習 

(練習咬字，糾正發音) 
● ● ●     

觀光餐旅 

應用英文 

ENGLISH for Tourism 

觀光餐旅應用英文 

(觀光實用情境對話，履歷、面

試、書信練習) 

● ● ●    

主題式辯論 
English Demo  示範英語 

(學生針對議題提出主張彼此辯論) 
● ● ● ●   

片語、對話 

Movie Understanding Practice 

電影英語 

(每兩到三週選一部電影，從電影

中選出單字及內容無壓力學習) 

● ● ● ●   

迷你美語對話 

Native Communication 美籍外師 

(實用生活美語，糾正發音與會話

文法) 

● ● ● ●   

英式英文/實用

美語 

British communication 英籍外師 & 

Native expression 美籍外師 

(每堂課有主題討論) 

● ● ●    

英語訓練營 

English Boot Camp 

(不斷反覆基礎句子口說練習，直

覺式熟練句子使用方式與文法) 

● ●     

主題口語表達練

習 

Mul Timedia Uderstanding 

(每週不同主題，由主題延伸單字

及片語學習，上課糾正口語文法錯

誤及練習英語表達) 

● ● ● ●   

多益團體課 
TOEIC Practice 多益練習 

(練習考題及檢討) 
 ● ● ●   

雅思托福團體課 練習解題方法及考試技巧  ● ● ●   

選修 

團體課 
交際、口語練習 

Casual Discussion   非正式討論 

(不提供教材，活用英語日常對話) 
● ● ● ●   



學生宿舍規則 

一、一般規定 

1.  房間由校方處理與分配。 

   學生不允許進入異性的房間，但允許學生進入同性的房間，只限於上午 8 點至晚間 11 點。

如違反規定將給予一次警告。 

2. 學校不負責個人財物遺失的責任，因此請小心保管個人的貴重物品。如不幸遺失物品，如

有需要，我們將聯絡警察。 

3. 學校並無提供日常生活用品，如盥洗用品、衛生紙。 

4. 於學校內與宿舍禁止使用所有易燃的物品。（使用於烹飪或其他，如：瓦斯爐、蠟燭、火

柴等等） 

5. 房間裡的物品皆為學校財產，不允許學生佔為己有或任意搬移至其它地方。如有任何遺失

或損害，學生須照價賠償。 

6. 學校廚房每日為全校供應三餐，準備工作繁重，因此不提供租借使用，敬請見諒。 

7. 房間內有東西損壞需要維修，請於上班時間(8:00~17:00)至辦公室填寫維修申請單。 

8. 有需要借吹風機的同學可以到辦公室登記(借完為止)一個房間限一支，畢業當天請  

    交回辦公室，若有損壞須照價賠償。 

9. 請勿將衛生紙丟入馬桶 

 

二、房間清潔與送洗衣物 

1. 一週將有兩次的房間清潔與送洗衣物服務。 

2. 對於易損壞(如絲質)、高級與名牌衣物，建議學生可自行清洗，如果送洗受損，學校不負

賠償責任。 

3. 不接受送洗之物品：運動鞋、帽子、泳衣。 

4. 床套組於每週更換一次。 

 

由於學校是人工洗衣，學生人數眾多，偶爾有放錯房的狀況，若拿到不是自己的衣服請歸還

辦公室，若有遺失請與我們聯絡並附上遺失衣物的相關照片，以便公告。 

 

 

 



三、宵禁與參觀規則 

     1. 賓客在告知學校經理且同意後可拜訪學生，但不允許進入房間。 

     2. 請遵守門禁時間。平日不允許在外過夜，假日過夜需填寫申請單。 

週一至週四：5:00AM ~ 11:00PM (只要隔天有上課 ，學校都有門禁) 

     3.住宿飯店的學生沒有門禁管制，但是在門禁時間後不能進出學校。 

 

四、飲酒與吸菸 

1. 為保持清潔的環境與顧及他人的健康，只允許於指定的區域吸菸，在非指定的區域吸菸，

將罰款 1000 披索。 

2. 嚴禁攜帶酒精類飲品進入宿舍，如被發現，將給予警告一次。三次警告將立即開除學籍。

學生被發現於宿舍飲酒，將立即開除。如酒精飲料瓶罐被發現於宿舍，所有在這間房間的

同學將立即開除。造成騷亂或者被開除學籍的學生，學校經理將視情況通知學生家長。 

 

五、押金 

1. 請珍惜並小心使用宿舍的各項設施。學習週數少於 19 週繳交 2500 披索之押金，20 週以上

繳交 5000 披索，以防設備損壞的發生。如無造成任何設備的損壞，押金將在學習結束後

歸還。 

2. 電費以每個房間的電表計算。(依房型計算) 

3. 要求新的房間鑰匙 300 披索，遺失學生證 700 披索。 

4. 學生必須支付每週 150 披索的維修保養費，費用須在到校後的週二之前一次繳清。 

 

六、離開學校 

1. 如學生計劃 週末外出旅行，必須每週課程的最後一天填寫行程表，包含目的地、緊急聯絡

電話與到達時間。若週末外出沒有填寫表格且未經過經理的確認，將被視為外宿給予警告

一次。 

2. 在宿舍喝酒、進入異性房間、使學校名譽毀損與破壞學校所有物等，將開除學籍與賠償損失。 

3. 禁止師生戀。與老師談戀愛，將開除學生學籍並解雇老師。 

4. 累積三次警告遭開除學籍，將無任何退款。 

 

身為管理者，承諾盡最大的努力給予學生一個舒適方便的環境，我們將盡力提供更好的學校與生

活條件。我們將學生視為家人，將學生的需要放在首位。每個人應遵守學校隨時的公告。不遵守

學校的規則公告所造成的任何損害，學校並不予以負責。 



 

學校將對於需要更改課程與宿舍規則的權利 

保留所有權。 

 
We, the 3D ACADEMY management, promise to always do our best effort for the convenience of our valued 

students and we will endeavor to make a better scholastic and living condition, always bearing in mind 

that students are our priority like a family. Welcome to 3D ACADEMY! 
 

 

 

 

 

 

 

 

ALL RIGHTS RESERVED 

I,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same as English Passport Name),agree to follow all 

the rules of 3D Academy. 

 

 

Signed this of _______________________.(Complete name in Chinese)  
Date:      /    / 2018 (dd/mm/yyyy) 

 

 

 

 

 
 

 

2F La Nivel Hotel JY Square, Lahug, Cebu City, Philippines 

ZIP CODE 6000, TEL: 63-32-231-7989  FAX: 63-32-231-797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