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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占地約五萬平方米是菲律賓最大規模擁有海邊和美景的度假式英語學院

 在菲律賓延長研修比率最高的英語學院

 成立於2004年教學體系非常完善的英語學院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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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 makes ELSA Special?



度假村式英語學院

ELSA英語學院成立於2004年，位於菲律賓的宿霧，占地約五萬平米。身為菲律賓最大規模的英語學院，將沙灘、休閒、
優美讀書環境融為一體，在ELSA你可以享受度假式的生活，並且提升自己的英文能力。ELSA度假式英語學院為您提供一
切學習所需要的設施以及讓你在生活環境上像在家一樣的舒適。

其2004年建校並持續建立完整的教育體系，ELSA是以短期內提高學生的英語能力為目標，為學生訂製專業學習系統，以
及細分不同課程提供給學生不同的需求。菲律賓英語學習最大特點為一對一教學，為了讓學生有更好的課程內容，R&D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小組不斷研發多樣的教學項目，並將學校已有的教育系統加入至新項目。

新生到校後的第一週，ELSA將提供「新生貼身管理項目」以及每週進行SAC(Student Assessment Card)的測試，ELSA 新生到校後的第一週，ELSA將提供「新生貼身管理項目」以及每週進行SAC(Student Assessment Card)的測試，ELSA 
將會提供各種週末活動，我們致力於讓所有學生融入到全英語環境以及適應生活環境，希望為他們帶來一次完美的海外遊
學生活。 

ELSA為CALA(宿霧英語學院協會)的一員，是宿霧最好的英語學院之一。我們致力於讓每個學生在ELSA度假式的環境中實
現學生們的海外遊學夢想。

Business Permit TESDA SEC SSP MOA with CTU MOA with Montessori

Greeting!
Welcome to ELSA Acade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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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賓英語 廉價的費用 簡單的遊學簽證 安全的學習

位於西太平洋的東南亞國家，由７０００多個島嶼所組成，首都為馬尼拉，人口約１億，是世界人口排名第１２位的國家。
1521年麥哲倫來到菲律賓後,西方文化開始傳播開來，英文則為菲律賓的官方語言。
菲律賓擁有馬尼拉、宿霧、長灘島、薄荷島、克拉克、巴拉望等無數個著名島嶼，東西方文化融合，
被譽為世界著名旅遊勝地。

比起其他英語系國家，

菲律賓最大的魅力在於廉價的學費菲律賓最大的魅力在於廉價的學費

以及少許的花費就可以外出旅遊及

生活，而菲律賓最大的教育特色則

是一對一教學中可獲得非常快速的

學習效率，比照其他英語系國家是

無法得到的。

度
假
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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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賓(Philippines)

城市犯罪率

KL (Malaysia)     73,77
Manila (Philippines)   65,50
Las Vegas (USA)    61,24
New-Dehli (India)    60,25
Ho Chi Minh (Vietnam)  58,84
Hangzhou (China)Hangzhou (China)    54,95
Paris (France)     54,78
Cebu (Philippines)    50,61
Jakarta (Indonesia)   50,45
New-York (USA)    50,34
London (UK)     48,43

從以上資料可以看出,
宿霧的安全指數比其他城市高。宿霧的安全指數比其他城市高。

每個國家的英語發音都會有所差別。

”國際英語”(又稱全球化英語,世界英

語或普通英語)是以國際音標為語音標準

的人類通用的國際標準語言。

每個英語系國家的發音都有些微的差異,每個英語系國家的發音都有些微的差異,

而菲律賓英語接近”標準發音”。近幾

年菲律賓在BPO(業務流程外包)方面勝

過印度成為世界第一。

在全球有２６個國家擁有直飛菲律

賓主要城市的航班。

在入境菲律賓時學生只須在自己國

家申請旅遊簽證即可入境。

SSP(特別學習許可)

抵達ELSA後我們將會協助學生申

請SSP(學生許可證)。

宿霧為西班牙在菲律賓的第一個殖民地，擁有菲律賓最大的貿易港，是發展快速的城市，
宿霧擁有最多樣化的文化遺產和名勝古蹟，其文化多樣性深受大家的喜愛。

宿霧(Cebu)

菲律賓在所有國家中是排名第五位使用英語人數最多的國家，英文為他們的官方語言，
在菲律賓任何地方都有英文標示，在這個全英文環境，可以非常快速的學習英文。

為何要去菲律賓學英文？

PHILIPPINES



ELSA - English Language Study Acade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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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語學院的教師團隊教學資格都是通

過嚴格的篩選以及反覆實習才可教學

，工作人員可以提供最優質的服務

度
假
村
式
英
語
學
院教師與職員

度假式英語學院的魅力

鄰近大海的ELSA英語學院，內設獨

立寬敞的宿舍、庭院、散布步道、游

泳池、各項運動器材，在這裡學生們

可以享受到度假村悠閒的待遇

ELSA英語學院引以為傲的泳池、乾

淨的泳池，每天都會有專業人員進行

消毒打掃。在這裡學生可以自由的使

用，減輕學習帶來的壓力

寬敞的泳池

ELSA英語學院內有各式庭園景觀，

在學習之餘學生們可以在大自然的

環境下緩解壓力，讓自己完全放鬆

得天獨厚的自然環境

漫步在ELSA英語學院內的沙灘上，

可以自然的放鬆身心

沙灘

ELSA英語學院內設有250m長的慢

跑路線，在這裡學生們可以鍛鍊身

體增強體力

慢跑路線

運動設施

ELSA英語學院提供乒乓球、籃球、

單槓等運動設施，讓學生在學習之餘

還可強健身體

ELSA英語學院內設有24小時的學生

服務中心，在這裡我們可以以最快的

速度處理突發事件，學生們也可以在

這得到有關生活，旅遊指南及預訂之

協助

24小時服務中心

比較其他國家菲律賓是一個經常停

電的國家。ELSA英語學院是菲律賓

所有英語學院中唯一一所擁有可以

覆蓋整個學院電路的大型發電機，

努力將可能影響學生學習的事故降

到最低

緊急供電設施

ELSA英語學院除了教室以外的地方都

可以使用無線網路，學院內設有3個

不同的無線網路並有備份系統，ELSA

英語學院努力為學生們提供最穩定最

快速的網路環境

無線網路

在ELSA英語學院的大自然環境下，

喝著學校提供的冰涼飲料，享受學

習英文帶來的樂趣

戶外教學

ELAS 提供周末活動，讓學生可以一

邊以英文和老師交流，一邊度過快樂

充實的週末時光

周末活動



系統的學生管理

Activities與ELSA英文老師進行各項活動

在馬克坦島周邊的小島上觀賞多樣的

珊瑚草以及熱帶魚，體驗潛水和釣魚

帶來的樂趣，並在海鮮餐廳享用美味

的海鮮料理

在離學院20分鐘距離的度假飯店，

一邊看海一邊享用美食，度過快樂的

一天

在宿霧市中心的Ayala購物商場，一

邊購物一邊享用美食，緩解學習帶來

的壓力

在離學校20分鐘的Papakit遊樂城，

可以一次體驗到各種在國內不易玩到

的遊樂項目（高空飛索，水上滑板，

極限運動，騎馬等）

申請截止時間為每週二，若人數不到4人（跳島旅行為10人）則取消活動。
申請人數達到要求後，每週三下午6點以申請學生為主討論活動計劃。 

所有活動都是在老師的陪同下進行，不僅保障安全，學生們更可以以低廉的價格體驗各種活動。

活動費用依據參與人數而定，其中包括帶隊老師的費用。

APIELSA ACTIVITY

第
1
週

第
2
週

第
3
週

第
4
週



Activities

APIELSA.COM

離ELSA英語學院最近的卡莫特斯島以

蔚藍的大海、白色的沙灘、美麗的日

落而有名。在這裡的大型海鮮市場可

以看到各種種類多樣的海鮮。

24小時學生服務中心為您提供旅遊、預訂等相關諮詢服務。

Poin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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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宿霧可以體驗到各種世界著名的

潛水項目，來這裡千萬不要錯過可

以親眼觀賞海底世界的機會。而且

從初學者到高手，在這裡可以用比

較廉價的價格獲得潛水執照。

逛宿霧各地有名的景點，學習菲律賓歷

史，感受菲律賓當地文化。逛完

Santonino教堂、麥哲倫十字架、Fort 

San Pedro、中國華僑的道廟等地後在

當地有名的烤肉店吃烤肉。

系
統
的
學
生
管
理



CEBU TRAVELCEBU RESORT
系統的學生管理

Poin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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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小時學生服務中心為您提供旅遊、預訂等相關諮詢服務。 24小時學生服務中心為您提供旅遊、預訂等相關諮詢服務。

香格里拉飯店

香格里拉飯店由500個客房，5個餐

廳，2個游泳場組成，是宿霧最著名

的飯店之一，在馬克坦島上的所有

飯店中沙灘風景最美的酒店。其亞

洲最大規模的溫泉洗浴也非常有名

。

J park度假飯店 

離機場15分鐘距離的Jpark度假飯

店鄰近大海，是在宿霧最受人們歡

迎的度假飯店。飯店具備完善的水

上設施並附帶8個餐廳。

Plantation Bay度假飯店
身為宿霧馬克坦島上最大規模的度

假飯店，每個房間都有一位負責人

，在這裡可以體驗到最優質的服務

。這裡有包括亞洲最大的人工泳池

，共7座泳池分佈在飯店各處。

Crimson度假飯店

Crimson度假飯店為單獨別墅住宅

式度假酒店，給人們自由、舒適的

感覺。可以直接看向大海的游泳池

和高級泳池別墅是這個度假飯店最

大的魅力。

系
統
的
學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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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荷島

從宿霧搭船2小時，就可以到達美麗
、幽靜的薄荷島。薄荷島是菲律賓第
十大島，是個珊瑚島，碎珊瑚被海水
沖成的沙灘雪白，把海水映得層次分
明，近處是淺淺的綠，遠處是深深的
藍。這里以巧克力山和眼鏡猴而著名
。

班塔延島
位於宿霧北端的小島，因其美麗的白

沙灘而被譽為小長灘島。和其他島嶼

相比這裡沒有特別著名的度假飯店，

但是其翡翠色的海、白沙灘、玉洞地

下洞穴、聖菲城是這座島別樣的風景

。

奧斯洛布
位於宿霧南端的小島，大約兩年前一

隻鯨鯊游到這片海域的時候因為給了

它磷蝦吃，從此每天都會有10條左右

的鯨鯊游到這裡巡食。因為只有在上

午才餵食，所以想要看鯨鯊就需要起

早出發。

墨寶

墨寶位於宿霧南端乘車約2小時30分

鐘左右距離的地方，是世界10大潛

水海域之一。以潛水和沙灘為主的

觀光旅遊業比較發達，其中Pan-

agsama海域以潛水項目而著名。



Student Assessment

1. 星期一新生訓練以後，進行新生分級考試。

2. 通過Daily Lesson Tracker對學生每週的出勤程度、

課業完成程度進行確認，在周五的時候回顧一周的

學習情況並進行檢討。

每天都會針對在一對一課堂上所學的單字進行測驗

(Vocabulary test)。

3. 分數未達到總分80%的學生，下週五禁止外出。3. 分數未達到總分80%的學生，下週五禁止外出。

 4. 領隊老師每4週一次和學生進行訪談，

決定是否提升等級，並對學生的不足點提出解決方法。

5. 領隊老師與學生進行交談後，

將結果以書面形式給每一位一對一課程老師，並重新重

建學習方向和目標，必要時會教育老師改變教學方法。

Daily Lesson Tracker
一對一課程通過‘Daily Lesson Tracker’一對一課程通過‘Daily Lesson Tracker’

集中管理學生的學習情況。

通過出勤程度、課業完成情況和對每週學習內容的測驗

來檢討學生的學習進度。各科目的‘Daily Lesson 

Tracker’也可以對老師和授課內容進行評價。

輔導教師（Buddy Teacher）

和領隊老師可以更加明確的了解到學生的學習進度。

Weekly Assessment CriteriaWeekly Assessment Criteria 
   Attendance : 10%

   Homework : 25% 

   Vocabulary test : 10% 

   Weekly Written Test : 25%

   Interview : 30%

SAC (Student Assessment Card) 
通過‘Daily Lesson Tracker’分析出來的，通過‘Daily Lesson Tracker’分析出來的，

對上一週一對一學習效果進行檢討的書面資料。

系統的學生管理

學生學習管理



新生貼身管理項目

ELSA英語學院向學生鄭重承諾

使學生快速投入學習。
透過「新生貼身管理項目」，使新生快速融入到校園生活；
通過對課程和生活的調節，使學生只專注於學習。

對目標完成的保障!
通過「Lesson tracker」和「SAC」，每週對學生的學習進度進行反饋。
每個月的第4周和領隊老師進行交談，找出問題並彌補不足點。

通過週末活動製造難忘的回憶!通過週末活動製造難忘的回憶!
在24小時學生服務中心，從周邊的美食開始到旅遊觀光。
工作人員會為您做詳細的介紹、說明以及幫助預訂。
 
和老師以及外國學生共建友誼 
ELSA是以韓國、日本、台灣、中國、越南、蒙古等亞洲
各個國家的學生為對象而運營的國際化英語學院。
為了使各個國家的學生們和睦相處，學院準備了各種有趣的小組活動以及週末活動。為了使各個國家的學生們和睦相處，學院準備了各種有趣的小組活動以及週末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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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學生經理接
機。
*提前入住，1000P / 天

台灣學生經理接
機。
*台灣學生入住時間

分級考試以及新
生教育結束後，
到SM MALL換錢
以及購買生活用
品。

向學生介紹菲律
賓當地的工作人
員。

與負責教學的領
隊老師進行交談
，幫助學生適應
課程。

與中文經理進行
訪談，幫助學生
適應當地生活。

星期六 星期日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Shopping MallWelcome to ELSAWelcome to ELSA Get to know us Academic Tea Time Total Feedback

Point 2.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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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管理

經過長時間發展的核心教育體系

ELSA英語學院通過簡歷選拔、筆試、面試、
實戰演練等4個程序嚴格挑選教師。
對於面試合格的教師進行為期4週的培訓
和為期12週的實習觀察後，
才能正式錄用為ELSA英語學院的教師。 
APIELSA教師團隊的實力在
整個菲律賓也是一枝獨秀的。整個菲律賓也是一枝獨秀的。

ELSA英語學院每個月
對教師進行兩次校醫院健康體檢。

同時也為教師準備了休息室，
在這裡教師們可以進行簡單的會議，
也可以稍作休息。

就算錄用了成績突出的教師，
如果管理不當還是無法維持最優秀的教師團隊。
為此ELSA英語學院每週五下午，
教師都會分成小組進行開會討論，
在會議上他們會互相交流經驗，
並提出改善意見。

通過每個月學生對教師的評價，
選拔一名年度優秀教師，
提供全額免費韓國旅遊機會。
目的在於調動老師們的積極性，
保證教師工齡。
維持最優秀的教師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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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RO
PROGRAM
APiELSA以短期內提高學生的英語水平為目標，為學生提供系統化以及個人化的教學服務。

為了充分發揮菲律賓的最大特色 ─ 一對一教學，R&D(Research and Development)小組不斷開發多樣的教學

項目，將學校已有的教學體系有效的載入到這些項目中。

其中CALLAN Method為適應幾乎所有APiELSA英語學習模式的在最短的時間內有效提高英語實力的教學體系，

同時也是ELSA英語學院最核心的教學體系。

APiELSA的核心教學體系CALLAN Method是可以讓學生快速並有效率的學英語的教學體系。

 IBM、FLAT、OLIVETTI等著名企業，均用這個體系來教育自己的公司職員，這是直接從英國總公司

傳承下來的有效教學方法。

需要高度集中的CALLAN小組課，給每個學生說話的機會，通過不斷地重複文章，

使學生擺脫單純的背誦，讓身體自然的熟悉英語。

 CALLAN METHOD 教學特色

CALLAN METHOD 教學方式

Point 3.   

與普通的會話課程不同。
以老師對每個學生一對一進行提問
的方式進行，需要高度的集中力。      

在菲律賓只有在APiELSA
才可以體驗到的教學模式。 

CALLAN小組課，通過老師對學生
的一對一的提問，給每個學生說話的機會
並及時改正語法、發音上的錯誤
即在多人面前練習聽說的課程。

STEP 1 (背文章)
 多讀幾遍問題和答案
，並背下來。

STEP 2 (聽文章)
老師快速讀問題，學生練習
快速、準確的聽問題。

STEP 3 (回答) 
準確理解老師提問的問題
並用完整的語句回答。
在回答中熟悉文章的內容。

CALLAN課程與普通課程的不同點

CALLAN
METHOD 經

過
長
期
經
驗
的
教
程



The Leveling System / Level Test 指南

The Leveling System
在APIELSA學院辦公室，有10年ESL教學經歷的領隊老師管理著學生的等級。
從選定教材到安排課程，制訂最適合學生的教學方案。

經過長時間發展的核心教育體系

初學者
(Starter)

初學者

初級
(Learner)

初級

高級
(Expert)

高級

初學者(Starter)
學習簡單的單字和基本表達方式。

初級(Learner)
通過每天練習不同的會話場

景，提升會話能力。

中級(Intermediate)
熟悉日常對話以及商務英語

對話的過程，可以流利地使

用從中級到高級的英語。

每週一針對所有新生進行Entrance Exam。

分級考試分為TOEIC Listening、Reading、Writing、Speaking幾種，根據考試成績決定新生英語等級，並分配個人課程表。 

每週五進行分科考試（Weekly Test），成績會進入等級提升評價的範圍。 

每個月最後一週，ELSA英語學院的領隊老師會與每位學生進行交談。 

通過交談並綜合學生一個月的出缺席率、課業完成情況、考試成績、課程進度，決定是否提升等級。 

對於沒能得到等級提升的學生，領隊老師會針對學生相對薄弱的課程進行為期一個月的集中教學。

Level Test 指南

高級(Expert)
可以迅速理解新聞、廣播等

高級會話內容，擁有突出的

會話水平以及寫作能力。

S1 ~ S3 L1 ~ L3 I1 ~ I3 E1 ~ E3

中級
(Intermediate)

中級



Super Basic ESL
零基礎課程全部為一對一課程，

通過英語會話閱讀、聽力、寫作、詞彙等

相關課程提高學生的生活會話以及基礎英語水平。

以對自己的英語沒自信或學習英語時間不太長的學生為對象的最基礎的課程。

從英文字母開始學起以基礎英語會話為目標，以最適合學生最有效率的方法進行教學

為學生提高英語水平採取必要措施。

閱讀與字彙 1 : 1

語法和寫作 1 : 1

口說 1 : 1

發音練習 1 : 1

聽力 1 : 1 詞彙和寫文章，通過聽寫文章提高聽力。通過聽寫錄音機讀出來的文章，
提高聽力和讀寫能力。

通過閱讀短篇故事、郵件、日記、新聞等各種主題的文章提高閱讀能力和詞
彙掌握量，並通過各種主題的練習題鞏固學生的能力。

通過日常對話學習基本語法，通過寫文章學習必要的語法。

以學習日常生活中經常使用到的英語和簡單的說明為目標的課程。

教學生如何運口腔器官和看拼寫正確發音，同時矯正錯誤的發音，讓學生
說出最像英語的英語提高學生的自信心。

科目 上課方式 說明

以日常生活中最常見的英語為主進行教學，使學生快速學到英語。 

若實力判定為不能上小組課，經過討論改上一對一課程。 

為了使學生在日常生活中能經常用到英語，課程以情景設定對話的形式進行。 

所有課程可根據學生的英語實力進行調整。

星期五每個課程時間會減少5分鐘，並在16:00-17:00舉行畢業典禮。

Super Basic ESL課程特點

8:00 ~ 8:45 第一節 [一對一課程] 聽力

8:50 ~ 9:35 第二節 [一對一課程] 閱讀和字彙

9:40 ~ 10:25 第三節 [一對一課程] 語法與寫作

10:30 ~ 11:15 第四節

口說

11:20 ~ 12:05 第五節

第六節

第七節 [一對一課程]

第八節 [一對一課程]

第九節

第十節

發音練習

12:05 ~ 12:55 午餐

自習

自習

自習

自習

自習

12:55 ~ 13:40

13:45 ~ 14:30

14:35 ~ 15:20

15:25 ~ 16:10

16:15 ~ 17:00

17:00 ~ 18:00 晚餐

時間 上課方式 科目 類型 Super Basic ESL

一對一課程 5次 / 天

每個星期五為了進行畢業典禮將課程時間縮短5分鐘，並在下午4點到5點舉行畢業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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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表範例 課程劃分

課程詳細內容

從英文字母開始學起以
基礎英語會話為目標的

人士

每週日

初學者以上
(參考16頁)

8週以上

250 分鐘

推薦人群

開課時間

課程程度要求

上課期間

一天上課時間

Point 3.  通
過
長
期
經
驗
的
教
程



課程詳細內容

口說 以學習日常生活中經常使用的英語和簡單情景說明為主，每週將學生說的話進行錄音和聽的方式教學，以說出
有深度的生活用語和情景說明為目的，矯正發音上的錯誤，學習最地道的英語發音和有深度的英語表達方式。

寫作 通過用簡單的英語描述自己的想法和感受，到用高級表達方式寫商業郵件、簡歷、論文等為目標，學習怎樣有
邏輯性的寫文章。

閱讀 閱讀各個單元的文章，通過comprehension和summary確認對每個文章的理解程度，並與老師交流自己的想
法和意見。

字彙 以學習常見、實用的詞彙為主，並用那些詞彙寫文章，可應用到其他課程。

語法 與單純的背誦和學習不同，是以實際英語操作為目的學習常用語法的課程。

Callan 使不以英語的母語的人可以快速、有效率的學習英語。在小組課上給每個學生說話的機會，通過不斷地重複文
章，使學生擺脫單純的背誦，讓身體自然的熟悉英語。

ESP [Pattern] 將日常生活中經常使用的英語為主，通過背誦的方式熟練掌握這些英語，可自然的應用於會話中。

討論 設定各種日常生活中經常可能出現的情景，學生互相用英語討論自己想法，並將這些應用到日常生活中。

缺乏自主學習能力的自
覺性較低的人士。

想要短期內有效提高英
文實力的人士。

一天一半以上時間都想
要使用英文的人士。

每週日

初學者以上
(參考16頁)

8週以上

450 分鐘

推薦人群

開課時間

課程程度要求

上課期間

一天上課時間

科目 說明

11:1、1:4課程根據個人課程表，時間會有所變動。每個星期五為了進行畢業典禮將課程時間縮短5分鐘，並在下午4點到5點舉行畢業典禮。

課表範例 (Intensive ESL Program)

8:00 ~ 8:45 第一節 [一對一課程] 口說

8:50 ~ 9:35 第二節 [一對一課程] 寫作

9:40 ~ 10:25 第三節 [一對一課程] 閱讀

10:30 ~ 11:15 第四節 [一對一課程] 字彙

11:20 ~ 12:05 第五節 自習

12:05 ~ 12:55 午餐

12:55 ~ 13:40 第六節 [一對一課程] 語法

13:45 ~ 14:30 第七節 [一對四課程] ESP[Pattern]

14:35 ~ 15:20 第八節 [一對四課程] Callan

15:25 ~ 16:10 第九節 [一對八課程] 討論

16:15 ~ 17:00 第十節 自習

17:00 ~ 18:00 晚餐

18:00 ~ 18:45 第十一節 商務英文

時間 上課方式 科目

課程劃分
類型 General Intensive Super Intensive

一對一課程

團裡課程

4次 / 天 5次 / 天 6次 / 天

4次 / 天 3次 / 天 2次 / 天

商務英文 1次 / 天 1次 / 天 1次 / 天

學生親自選擇一對一授課時間。(General : 1:1 4節/天、Intensive : 1:1 5節/天、Super Intensive : 1:1 6節/天) 

為了能保障提高英語實力和紮實英語實力而進行系統的教學。 

通過每天說英語，使身體自然熟悉常用語和常用表達方式。

通過不斷的說，練習最自然的英語表達方式。 

不同情況下可以準確的使用最符合情況的詞彙。 

學習語法和溝通技巧。

課程特點

一天上9節課，通過一對一和小組課程的詞彙、語法、閱讀、聽力、會話、寫作、發音等練習鞏固英語

實力，並幫助提升日常溝通能力。

其廣泛的教學範圍，可以幫助學生有效的提升各方面的英語能力。

General / Intensive /
Super Intensive ESL

從日常基礎對話到具有專業性的討論，

從簡單的閱讀到敘述複雜的故事情節，

用最有效率的方式發揮學生的英語應用

能力。

經過長時間發展的核心教育體系



Point 3.  

課程詳細內容

Essential Telephoning in English
• Answering the phone
• Beginning a call

• Consolidation Plus / Review
英語能力要達到初學者以上的水平，通過一對一課程深入的學習生活對話以及電話禮節等商務英語。

(Business) Vocabulary in Use

• Jobs, People and 
Organizations
• Production
• Marketing

以日常生活中常用的詞彙和經常出現的情景、業務環境以及用於商務上的最新英語詞彙構成。通過各

種主題的情景設定，學習在不同情況下可以準確的使用最符合情況的詞彙的能力。

English for Presentation
• The Basics

• Presentation Elements
• Stage Fright Management

由一對一課程組成，可以深入學習不同目的的各種英語表現手法。將一對一課程上的學習與小組課

(Presentation in Public)進行關聯，目的在於更加有效的提高學生的英語表現能力。

English 365

• Better Language Learning
• Learning Diaries 

• Language for language 
Learning

從初級到中級適合各種不同等級的學生，通過各種有關日常生活和職場生活主題的實際演練，擺脫刻

板的英語表達方式，學習英語變通能力。

Working in English
• Pleased to meet you. 
• What do you do? 
• Around the World

與等級高低無關，通過日常實際演練，學習以實用英語為中心的業務上必要的表達方式和詞彙。

Presentation in Public
• The Basics 

• Presentation Elements 
• Stage Fright Management

與1:1 English for Presentation進行關聯，學習在多人面前如何更加準確、有效率的傳達信息的方法。

每週所有學生義務性的進行英語發表，通過發表進行探討。

(Business) English Activities
• Depend on the 
  activity every day

分成好幾個小組，通過各種有趣的小組活動，輕鬆的學到日常生活以及商務領域上使用的英語。課堂

上老師會誘導學生積極的參與到討論中，並用英語進行表達。

Practical English
• Fluency, Pronunciation,
Intonation and America 

Accent.

以實用英語為中心，像母語者一樣說英語。通過文化、社會、經濟等各種不同的主題和情景設定，練

習說一整段文章的能力，同時學習如何區分英語連音並練習美式發音以及聲調。

適用於中級以上的人士

想要擁有英語採訪、
演講等業務性英語能力

的人士。

通
過
長
期
經
驗
的
教
程

每週日

中級以上
(參考16頁)

8週以上

450 分鐘

推薦人群

開課時間

課程程度要求

上課期間

一天上課時間

科目 內容 說明

1:1, 1:4課程根據個人課程表，時間會有所變動。每個星期五為了進行畢業典禮將課程時間縮短5分鐘，並在下午4點到5點舉行畢業典禮。

課表範例

8:00 ~ 8:45 第一節 [一對一課程] Essential Telephoning in English

8:50 ~ 9:35 第一節 [一對一課程] (Business) Vocabulary in Use

9:40 ~ 10:25 第一節 [一對一課程] English for presentation

10:30 ~ 11:15 第一節 [一對一課程] English 365

11:20 ~ 12:05 第五節 自習

12:05 ~ 12:55 午餐

12:55 ~ 13:40 第一節 [一對一課程] Working in English

13:45 ~ 14:30 第一節 [一對四課程] Presentation in Public

14:35 ~ 15:20 第一節 [一對四課程] (Business) English Activities

15:25 ~ 16:10 第一節 [一對八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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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ctical English

16:15 ~ 17:00 第十節 自習

17:00 ~ 18:00 晚餐

18:00 ~ 18:45 第十一節 商務英文

時間 上課方式 科目

課程劃分
類型 Business English Program

一對一課程 5次 / 天

團體課程 3次 / 天

商務英文 1次 / 天

通過實際演練學習日常英語和商務英語。 

擺脫刻板的英語表達方式，學習英語變通能力。 

學習在商務領域上必要的英語詞彙。 

通過學習商務英語和詞彙用法，培養在任何情況下都可以自如使用英語的能力。 

通過用英語發表，培養自信心和實戰能力。

月末測評從學過的內容中出題，而且每月進行一次集中採訪以及英語演示測評。

Business English課程特點

以需要在短期內高效率的學習商務英語的職場人士為對象，

以學習各種商業化領域、英語專業性測評、國際業務環境下的商務英語為目標。

提供各種實際性的信息，讓職場人士可以在變化多端的職場生活下站穩腳步。

Business English Program 通過學習國際商務英語禮儀

和實際業務操作上需要的實用英語，

培養具備高素質的國際化人才。



經過長時間發展的核心教育體系

課程詳細內容

聽力(第1 , 2部分) 學習在聽力部分的考試中根據不同的情況進行合理分析的能力。掌握日常提問形式，提高詞彙理解力，根據提供的情
景照片練習答辯能力。

　聽力(第3 , 4部分) 學習在聽力部分的考試中根據不同的情況進行合理分析的能力。學習如何在日常對話中找出核心詞彙的能力。

閱讀(第5 , 6部分) 掌握語法結構，提升閱讀能力。透過改正錯誤文法的練習，能準確表達每一個文章的意思，掌握文章規律。

閱讀(第7部分) 為了在多益考試中取得高分而提升閱讀能力的課程。通過集中學習和有效率的分析文章，練習快速分析文章的能力。

口說
通過閱讀課文和根據提供的情景照片反覆進行會話練習的方式，提高根據不同情況可以說出最符合情況的英語能力並
提高說出自然而流暢的英語能力。

語法和寫作 與單純的背誦和學習不同，是以實際英語操作為目標學習常用語法的課程。以通過用高級的英語表達方式描述自己的
想法和感受以及寫商業郵件、簡歷、論文等為目標，學習怎樣有邏輯性的寫文章。 

影音課程 通過看影片提高聽力和理解力。透過找出核心詞彙，分析易錯題等方式，有效提高學生的多益成績並取得高分。

科目 說明

1:1, 1:4課程根據個人課程表，時間會有所變動。

每個星期五為了進行畢業典禮將課程時間縮短5分鐘，並在下午4點到5點舉行畢業典禮。

課表範例

8:00 ~ 8:45 第一節 [一對一課程] 聽力(第1 , 2部分)

8:50 ~ 9:35 第二節 [一對一課程] 聽力(第3 , 4部分 )

9:40 ~ 10:25 第三節 [一對一課程] 閱讀(第5 , 6部分)

10:30 ~ 11:15 第四節 [一對一課程] 閱讀(第7部分)

11:20 ~ 12:05 第五節 自習

12:05 ~ 12:55 午餐

12:55 ~ 13:40 第六節 [一對四課程] 口說(第1-6部分)

13:45 ~ 14:30 第七節 [一對四課程] 口說(第7-11部分)

14:35 ~ 15:20 第八節 [一對四課程] 語法和寫作

15:25 ~ 16:10 第九節 [一對八課程] 影音課程

16:15 ~ 17:00 第十節 自習

17:00 ~ 18:00 晚餐

18:00 ~ 18:45 第十一節 商務英文

時間 上課方式 科目 星期六

模擬考試

聽力和閱讀

無課程

無課程

課程劃分
類型

1:1, 1:4課程根據個人課程表，時間會有所變動。

TOEIC

一對一課程 4次 / 天

團體課程 4次 / 天

商務英文 1次 / 天

模擬考 每個星期六早上

掌握考試中常用到的閱讀、聽力、會話、寫作等技巧。 

每天進行兩小時的模擬考試，考試內容均為出題概率較高的問題。 

通過最新真題，進行持續性的實際演練。 

系統的進行講課，就算更改考試類型，也可以得到高分。 

一對一課程可根據自己的情況換成多益會話或多益寫作課。 

通過系統的ELSA TOEIC教學體系取得高分，可以在亞洲各個國家取得就業、移民等機會。

TOEIC課程特點

TOEIC的全稱為'Test of English for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用於測試母語非英語人員在國際

性環境中的日常英語能力，旨在衡量應試者在國際商業、貿易環境中使用英語的熟練程度。

因此TOEIC考試有別於那些側重於學術環境中英語使用能力的考試。 

ELSA英語學院的託業課程由專業講師授課，通過分析考試類型以及問題，提高學生的詞彙、語法、閱

讀、聽力等能力，有效的提高託業成績達到目標分數。

TOEIC
多益即TOEIC中文譯為國際交流英語考試。

針對在國際工作環境中使用英語交流的非母語者

而指定的英語能力測評，

1979年由美國教育考試服務中心

ETS(Educational Testing Service)設計。

為就業或移民
而需要成績證明的人士

想要在短期內
達到目標分數的人士

想要擁有應用於國際貿想要擁有應用於國際貿
易等商務領域英語能力

的人士

每月第一個星期一

初學者以上
(參考16頁)

8週以上

450 分鐘

推薦人群

開課時間

課程程度要求

上課期間

一天上課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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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詳細內容

聽力 為了流利應對客觀題和主觀題共存的雅思聽力考試，通過各種主題的聽力問題提高理解能力，從根本上提高學生的聽力水平。

閱讀
為了流利應對客觀題和主觀題共存的雅思閱讀考試，通過反覆閱讀各領域的包含專業名詞和學術性內容的新聞報刊，提高理解分
析能力和根據文章找出核心內容的能力。

Academic

General

寫作

透過看圖表和圖表分析練習說明能力和找出核心的能力。可以幫助學生迅速掌握圖表說明上所需要的語句、表現方
法以及說明技巧。

幫助學生快速掌握寫郵件時所需要的核心內容，通過練習寫郵件使學生掌握如何自如運用各種表現方法以及技巧寫
郵件。

口說
與筆試不同，為了讓學生在面對考試官的雅思會話考試上充分發揮自己的能力，雅思會話課程通過各種主題的集體自由討論培養
學生的答辯能力，使學生快速掌握答辯時所需要的表現手法以及技巧，在實際答辯中可以自如的運用這些技巧。

語法 與單純的背誦和學習不同，是以實際英語操作為目的學習常用語法的課程。以在寫作、閱讀、會話等領域上所需要的語法為主進
行學習。

字彙 正確理解考試中常出現的重要詞彙，通過反复的運用熟練掌握這些詞彙。

討論 通過對各種主題的合理以及具有邏輯性的討論，表達自己的意見，並熟練掌握詞彙和常用語的用法，運用到實際生活中。

科目 說明

1:1, 1:4課程根據個人課程表，時間會有所變動。

Point 3.  通
過
長
期
經
驗
的
教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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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星期五為了進行畢業典禮將課程時間縮短5分鐘，並在下午4點到5點舉行畢業典禮。

課表範例

8:00 ~ 8:45 第一節 [一對一課程] 語法

8:50 ~ 9:35 第一節 [一對一課程] 口說

9:40 ~ 10:25 第一節 [一對一課程] 寫作第一部分

10:30 ~ 11:15 第一節 [一對一課程] 寫作第二部分

11:20 ~ 12:05 第五節 自習

12:05 ~ 12:55 午餐

12:55 ~ 13:40 第一節 [一對四課程] 閱讀

13:45 ~ 14:30 第一節 [一對四課程] 聽力

14:35 ~ 15:20 第一節 [一對四課程] 字彙

15:25 ~ 16:10 第一節 [一對四課程] 討論

16:15 ~ 17:00 第一節 [一對八課程] 模擬考檢討

17:00 ~ 18:00 晚餐

18:00 ~ 18:45 第十一節 商務英文

時間 上課方式 科目 星期六

模擬考

無課程

無課程

課程劃分
類型 IELTS

一對一課程 4次 / 天

團體課程 5次 / 天

商務英文 1次 / 天

模擬考 每個星期六早上

Academic Module
Academic Module針對考生的英語水平進行測試，評估考生的英語水平
是否滿足申請本科及研究生及以上學位的要求，適合準備出國留學的人
士。主要對學位課程上所需要的英語能力進行評價，為入學專用英語評
價的標準。

General Module
General Training Module著重考核基本語言技能，適用於計劃在英語國
家參加工作或移民，或申請培訓及非文憑類課程的人士。

每週進行模擬考試，考試內容均為出題概率較高的問題。 

透過最新真題，進行持續性的實際演練。 

對事先準備好的50多種閱讀、聽力、會話、寫作等技能進行授課，同時對語法、詞彙、

學問性的高級英語技能進行授課。 

透過提供個人教學計劃確定學習方向。 

透過準確的評分標準和多種實例研究，提高學生的實際對應能力和考試成績。

IELTS課程特點

ELSA英語學院的雅思課程由專業講師授課，為了保證學生及時了解到最新的信息，

採用最新雅思教材教育學生根據不同情況使用最正確的英語，為提高學生的英語實力採取必要的措施。 

ELSA英語學院的雅思課程由General Module構成，通過一天4節一對一的課程提高會話、寫作能力，通

過一對四、一對八的小組課提高閱讀、聽力、詞彙能力以及通過Mock Test Review進行密集的訓練。

IELTS
雅思IELTS(International English Language 

Testing System) 是為打算到美國、英國、澳大

利亞、加拿大、紐西蘭等國家學習、工作或定居

的人們設置的英語水平考試。

為留學或移民
而需要成績證明的人士

想要在短期內
達到目標分數的人士

想要擁有更高
等級英語能力的人士

每月第一週星期一

初學者以上
(參考16頁)

8週以上

500 分鐘

推薦人群

開課時間

課程程度要求

上課期間

一天上課時間



經過長時間發展的核心教育體系

課程詳細內容

綜合英文
使用美國出版教科書，是集寫作、閱讀、語法、聽力、詞彙於一體的集成型課程。根據每個單元
不同的活動內容，以學生和老師不斷對話的形式進行教學。

閱讀
閱讀各個單元的文章，通過comprehension和summary確認對每個文章的理解程度，並與老師交
流自己的想法和意見。

語法 與單純的背誦和學習不同，是以實際英語操作為目的語法學習。

媒體 透過觀賞美國動漫以及各種有趣的影片和歌唱，輕鬆愉快的學習正確的發音和表達方式。

ESP [Pattern] 學習日常生活中經常用到的英語為主，通過背誦的方式熟練這些英語，並應用到實際會話中。

活動

字彙考試

為了對滿滿的課程感到枯燥無味的學生準備了各種有趣的活動，通過參與各種活動學生可以輕鬆
愉快的學習英語。

通過累計背單字考試的形式，掌握新詞彙的同時不忘掉已背過的單詞。以每週學習新詞彙為目標。

科目 說明

1:1, 1:4課程根據個人課程表，時間會有所變動。

每個星期五為了進行畢業典禮將課程時間縮短5分鐘，並在下午4點到5點舉行畢業典禮。

課表範例

8:00 ~ 8:45 第一節 [一對一課程] 綜合英文
(寫作、閱讀 、語法、聽力和字彙)8:50 ~ 9:35 第二節 [一對一課程]

9:40 ~ 10:25 第三節 [一對一課程] 口說

10:30 ~ 11:15 第四節 [一對一課程] 閱讀

11:20 ~ 12:05 第五節 自學

12:05 ~ 12:55 午餐

12:55 ~ 13:40 第六節 [一對一課程] 語法

13:45 ~ 14:30 第七節 [一對四課程] 媒體

14:35 ~ 15:20 第八節 [一對四課程] ESP [Pattern]

15:25 ~ 16:10 第九節 [一對八課程] 活動

16:15 ~ 17:00 第十節 自習

17:00 ~ 18:00 晚餐

18:00 ~ 18:45 第十一節 字彙考試

時間 上課方式 科目

課程劃分
類型 Junior Program

團體課程 3次 / 天

一對一課程 5次 / 天

字彙考試 1次 / 天

和專職擔當青少年英語教學的菲律賓老師進行集中會話練習。 

根據等級劃分學習閱讀、寫作、會話、聽力等核心領域的英語。

為青少年學生提供自然熟悉英語的環境，通過每天的單字考試使學生在學習期間掌握充分的詞彙量。 

通過與亞洲各個國家的學生接觸，可以使孩子們體驗到不同的地域文化，也有利於孩子們性格的形成。

junior課程特點

這一課程是以青少年為對象的管理型英語教學課程，在老師的帶領管理下，學生處在24小時都可

以接觸到英語的環境。以通過使用正確的文法和文章提高文章構思能力和實用英語能力為目標，

每週為學生提供包括英語教學的各項活動。根據分級考試的結果優先學習相對較差的部分，是可

以保障最高的成就度和滿意度的課程。

Junior Program
ELSA英語學院青少年課程主要培養學生用

英語準確的具有邏輯性的表達自己思想的

能力，讓學生說出最標準的英語。

8~14周歲的人群

每週日

初學者以上
(參考16頁)

8週以上

450 分鐘

推薦人群

開課時間

課程程度要求

上課期間

一天上課時間



課程詳細內容

語法 與單純的背誦和學習不同，是以實際英語操作為目的語法學習。

閱讀

字彙

閱讀各個單元的文章，通過comprehension和summary確認對每個文章的理解程度，並與老師交流自
己的想法和意見。

以學習常見、實用的詞彙為主，並用那些詞彙寫文章，可應用到其他課程。

口說
以學習日常生活中經常使用到的英語和簡單的情景說明為主，每週將學生說的話進行錄音和聽的方式
教學，鍛煉學生的會話能力。

ESP [Pattern] 以學習日常生活中經常使用到的英語為主，通過背誦的方式熟練掌握這些英語，並自如的應用到實際

討論
設定各種日常生活中經常可能出現的情景，學生互相用英語討論自己想法，並將這些應用到日常生活
中。

Point 3.  通
過
長
期
經
驗
的
教
程

科目 說明

1:1, 1:4課程根據個人課程表，時間會有所變動。

每個星期五為了進行畢業典禮將課程時間縮短5分鐘，並在下午4點到5點舉行畢業典禮。

課表範例

8:00 ~ 8:45 第一節 休息時間

8:50 ~ 9:35 第二節 [一對一課程] 語法

9:40 ~ 10:25 第三節 [一對一課程] 閱讀

10:30 ~ 11:15 第四節 [一對四課程] ESP[English Sentence Pattern]

11:20 ~ 12:05 第五節 休息時間

12:05 ~ 12:55 午餐

12:55 ~ 13:40 第六節 休息時間

13:45 ~ 14:30 第七節 [一對一課程] 閱讀

14:35 ~ 15:20 第八節 [一對一課程] 口說

15:25 ~ 16:10 第九節 [一對四課程] 討論

16:15 ~ 17:00 第十節 休息時間

17:00 ~ 18:00 晚餐

時間 上課方式 科目

課程劃分
類型 Parents Program

一對一課程 4次 / 天

團體課程 2次 / 天

在校內閑靜幽美的住宿設施下可以放心的進行研修。

父母與孩子一同參與課程，感受上課氛圍，放心的將孩子委託給老師。 

課程內容為一天4節一對一課程。

可以申請宿霧當地的Zumba、游泳等活動。 

若一天想要上4節以上的一對一課程，可以到校後再申請。

23

Parents課程特點

親子遊學項目，通過ELSA特有的教學方式，讓孩子從小自然學習英語。

老師與父母用英語進行交流，父母對孩子用英語進行情感表達，擴大家族的溝通領域。

在度假村式的自然環境下，可以準備早期留學(入學私立學校、國際學校)的目的進行。

Parents Program
父母與孩子一起學習，

可利用空餘時間對孩子的學習情況進行諮詢。

想要與兒童或青少年群
體一起參與學習的父母

每週日

初學者以上
(參考16頁)

8週以上

3000 分鐘

推薦人群

開課時間

課程程度要求

上課期間

一天上課時間



經過長時間發展的核心教育體系

以上所說的零食時間，會根據當時的情況有所變動。

吃零食需要申請，會產生追加費用。

幼兒園的零食時間安排

10:00 AM
Apple

Milo

Sandwich

Fresh Milk

Banana

Yakult

Pandesal

Ice Tea

French Fries

Pineapple Juice

3:00 PM
Popcorn

Pineapple Juice

Mango

Fresh Milk

Toast

Mango Juice

Banana Q

Yakult

Mango

Apple Juice

時間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1:1, 1:4課程根據個人課程表，時間會有所變動。每個星期五為了進行畢業典禮將課程時間縮短5分鐘，並在下午4點到5點舉行畢業典禮。

課表範例

8:00 ~ 8:45 打招呼

8:50 ~ 9:35 英語拼音和發音練習

9:40 ~ 10:25 點心和室內活動時間

10:30 ~ 11:15 綜合英語1

11:20 ~ 12:05 美術

12:05 ~ 12:55 午餐

12:55 ~ 13:40 午睡時間

13:45 ~ 14:30 室外活動

14:35 ~ 15:20 點心和室外活動

15:25 ~ 16:10 故事集

16:15 ~ 17:00 綜合英語2

17:00 ~ 18:00 晚餐

時間 上課方式 科目

課程劃分
類型 Kindergarten Program

一對一課程

團體課程

4次 / 天

4次 / 天

根據幼兒園授課標準而製訂的課程，可以使孩子們快速適應課程。

ELSA英語學院的幼兒教師，不僅具備教師資格證，而且均具備5年以上的教學經歷。

一對一課程可以根據學生的英語能力進行適當的調整。

通過與亞洲各個國家的學生接觸，可以使孩子們體驗到不同的地域文化，

也有利於孩子們性格的形成。

Kindergarten課程特點

父母與孩子一起學習的短期英語研修課程，上午以練習會話為主。

同時也為帶孩子而勞累的父母準備了各種有趣的活動。

Kindergarten Program
ELSA英語學院是在菲律賓宿務所有的英語學院中

唯一一所擁有包括一對一教學的幼兒園的英語學

院。

第一節

第二節 [一對一課程]

第三節 [一對四課程]

第四節 [一對一課程]

第五節[一對四課程]

第六節

第七節 [一對四課程]

第八節 [一對四課程]

第九節 [一對一課程]

第十節[一對一課程]

3~6周歲的兒童

每週日

初學者以上
(參考16頁)

8週以上

400 分鐘

推薦人群

開課時間

課程程度要求

上課期間

一天上課時間



ELSA Profile

ELSA -Healing 度假式學院

宿舍 雙人房 / 三人房 / 四人房 / 五人房

教室現況 1對1教室48間 / 團體教室7間 / 托兒所

國籍比例
(以2017年3月為標準)

日本：10%
韓國：70%
台灣：10%
中國：5%
越南：5%

學生經理

韓國經理3位
日本經理2位
台灣經理1位
越南經理1位

學生人數 大約120名 設立年度 2004年

學校設備
自習室、泳池、羽毛球場、乒乓球、籃球場

、小賣部、庭園、海邊

認證
SSP國家機關認證, 移民許可證號: AFFS 2009-206

菲律賓教育館TESDA認證機關 

地址
460 Estaca Compostela Cebu, Philippines, 6003

＊從宿霧島機場開車大約半個小時

學校名稱 ELSA - ELSA INTERNATIONAL LANGUAGE SCHOOL

POINT1.    ELSA學院是宿霧最大規模的英語培訓機構

佔地約5萬平方米的菲律賓最大規模的英語學院，將度假飯店式宿舍環境、游泳池、沙
灘風景集於一身。在學院內沿著海邊可以體驗到200m到1000m的各種散步、慢跑等項

POINT2.    教學經歷豐富的教師團隊

運用多元化的教材來教學，以900分以上，擁有每人三年以上教學經歷的教師團隊為中
心，營運著我們的核心教學體系。

POINT3.    24小時諮詢服務台

諮詢台職員能夠及時協助需要幫助的學生，且為每一位學生安排一名擔當輔導教師
(Buddy teacher)，解決學生學習方面的問題。



住宿費用

雙人房 $700 三人房 $600

四人房 $550 五人房 $500

[以美金為單位]

APIELSA 研修費用(住宿費加學費)

房型 週數 Super Basic ESL(General / Intensive / Super Intensive) Business English TOEIC IELTS Junior Parents Kindergarten

雙人房

$1,325 $1,325 $1,425 $1,525 $1,425 $1,425 $1,525 $1,625 $1,325 $1,525

$2,650 $2,650 $2,850 $3,050 $2,850 $2,850 $3,050 $3,250 $2,650 $3,050

$3,975 $3,975 $4,275 $4,575 $4,275 $4,275 $4,575 $4,875 $3,975 $4,575

$5,300 $5,300 $5,700 $6,100 $5,700 $5,700 $6,100 $6,500 $5,300 $6,100

$6,625 $6,625 $7,125 $7,625 $7,125 $7,125 $7,625 $8,125 $6,625 $7,625

$7,950 $7,950 $8,550 $9,150 $8,550 $8,550 $9,150 $9,750 $7,950 $9,150

三人房

$1,225 $1,225 $1,325 $1,425 $1,325 $1,325 $1,425 $1,525 $1,225 $1,425

$2,450 $2,450 $2,650 $2,850 $2,650 $2,650 $2,850 $3,050 $2,450 $2,850

$3,675 $3,675 $3,975 $4,275 $3,975 $3,975 $4,275 $4,575 $3,675 $4,275

$4,900 $4,900 $5,300 $5,700 $5,300 $5,300 $5,700 $6,100 $4,900 $5,700

$6,125 $6,125 $6,625 $7,125 $6,625 $6,625 $7,125 $7,625 $6,125 $7,125

$7,350 $7,350 $7,950 $8,550 $7,950 $7,950 $8,550 $9,150 $7,350 $8,550

四人房

$1,125 $1,125 $1,225 $1,325 $1,225 $1,225 $1,325 $1,425 $1,125 $1,325

$2,250 $2,250 $2,450 $2,650 $2,450 $2,450 $2,650 $2,850 $2,250 $2,650

$3,375 $3,375 $3,675 $3,975 $3,675 $3,675 $3,975 $4,275 $3,375 $3,975

$4,500 $4,500 $4,900 $5,300 $4,900 $4,900 $5,300 $5,700 $4,500 $5,300

$5,625 $5,625 $6,125 $6,625 $6,125 $6,125 $6,625 $7,125 $5,625 $6,625

$6,750 $6,750 $7,350 $7,950 $7,350 $7,350 $7,950 $8,550 $6,750 $7,950

五人房

$1,025 $1,025 $1,125 $1,225 $1,125 $1,125 $1,225 $1,325 $1,025 $1,225

$2,050 $2,050 $2,250 $2,450 $2,250 $2,250 $2,450 $2,650 $2,050 $2,450

$3,075 $3,075 $3,375 $3,675 $3,375 $3,375 $3,675 $3,975 $3,075 $3,675

$4,100 $4,100 $4,500 $4,900 $4,500 $4,500 $4,900 $5,300 $4,100 $4,900

$5,125 $5,125 $5,625 $6,125 $5,625 $5,625 $6,125 $6,625 $5,125 $6,125

$6,150 $6,150 $6,750 $7,350 $6,750 $6,750 $7,350 $7,950 $6,150 $7,350

以上報價單中未包括註冊費和接機費

註冊費一人100美金

雙人房 三人房 四人房 五人房

4週

8週

12週

16週

20週

24週

4週

8週

12週

16週

20週

24週

4週

8週

12週

16週

20週

24週

4週

8週

12週

16週

20週

24週



當地雜費

教材 P 2,500(按照課程差額可以退還)

押金 P2,000

水電費 P625 / 週(冷氣費另計，一度約12P)

學生卡 P400 (製作 I D卡以及SAP VISA辦理)

SSP P6,500

簽證延簽
(停留29天以下的學生
不用延期簽證)

5-8 週 P3,640  /  9-12 週 P4,910  /  
13-16 週 P2,940  /  17-20 週 P2,940  / 

21-24 週 P2,940
※包含500P的服務費 

接送機場費 20美金

ACR I-CARD P3,000 (如果停留時間超過59天以上的話要辦)

一對一課程的補充申請 P 1,250 / 週

當地雜費

學校規定

APIELSA.COM

關於註冊
• 確定入學後一律不退還註冊費。
• 有關保險和機票請諮詢代辦中心。
• 學費和住宿費請在到校前4週繳清,入學信(LOA)將在繳清註冊費後給予。                               
• 學生必須按照LOA上的入學日期到校,畢業時間也可以在上面確認。
• 選擇雅思,多益,商業英文的學生,會有ㄧ定的英文程度要求。
•• 親子課程中父母的課程不可轉讓給小孩。
• 出席率低於90%不給予畢業證書。
• 入學前請務必告知學校自己的身體狀況(過敏,傳染病,身體障礙等)。
• 入學前請務並仔細閱讀以下規定並簽屬同意書。

一般規定
• 沒有學生ＩＤ卡不可隨意進出學校。
• 不可將酒精以及刀、爆裂物、槍枝等危險物品帶進校園,入校前警衛會進行安全檢查,若被發現將被沒收。
•• 若發現有竊盜、惡意毀損學校物品、暴力等行為將給予退學處分。
• 未經允許不可將校外人士帶進校園內。
• 若丟失房間鑰匙請及時告知工作人員,丟失鑰匙則為300披索罰金。
• 不可將餐廳內的認合餐具帶出餐廳外。
• 請務必在指定吸菸區內吸菸。
• 房間內的任何公共物品(家具、電子產品等)都不可隨意更換位置或移除。
• 不經允許學生不可擅自更換房間。
•• 毛巾、衛生紙、個人盥洗用具等學生須自行購買。
• 不可進出異性房間。
• 請自行保管重要財務,對於學生遺失物品學校不負任何責任。
• 進入泳池前請務並沖澡及穿著泳衣。
• 請不要做跳水等危險行為。
• 請不要將衛生紙丟進馬桶裡。

關於課程
•• 未事先申請四週內礦課3次將給予退學處分。
但以下情況例外
                    . 醫生建議休息
                    . 有關入境管理事宜
                    . Medical check-up at the Bureau of Quarantine (僅限越南學生) 
                    . 此外被經理判定會正當理由情況下
• 教室內必須衣著整齊並配帶學生ID卡。
•• 教室內,不可穿著熱褲,迷你裙,背心,。
• 請注意汗味、口氣、菸味等個人衛生。
• 課堂上禁止使用手機(除了課堂所需),請將手機關機或轉為靜音。
• 學生必須遵照老師的意思上課,稱呼老師時請務並在名子前加上稱謂。（例：Teachr.Jen）
• 尊重各國不同文化,避免因談論敏感話題而引發糾紛。(例如宗教、政治、戰爭等問題）
• 進行討論時請避免太過於強調自己的主張或批評別人的想法,請給他人發言機會。
• 如須變更課程或老師,請務並填寫申請表並且繳交,填寫申請表時請仔細確認填寫資料是否有誤。
•• 一對一課程遲到10分鐘將取消課程,團體課遲到10分鐘將無法進入教室內上課。

關於門禁
• 23點至隔天早上七點,請務必在校內保持安靜。
• 週一至週四請勿外出,若有急需外出理由請聯繫經理。外出時請繳交學生ID卡至警衛室。
• 例假日外(門禁時間):週五至週日24點至6點禁止外出。
• 想要旅行或外宿的學生請填寫‘Travel Stay-out’申請表,並在週五5點前繳交至學生服務中心申请表。
• 一般情況下平日禁止外出,但家屬來訪的情況可經過經理同意後方可外出或外宿。
•• 游泳池及運動設施使用時間：
周一至周五 - 6:00 pm – 9:00 pm 
周六日（國定假日） - 8:00 am – 9:00 pm

關於退學
若學生違反以下規定直接給予退學處分,並且不退還一切費用。
• 將有關學費折扣情況告訴其他學生。（除了校方折扣活動以外不承認其他外部折扣活動。）
• 違反學校重要規定。（例如宿舍內飲酒吸菸,進入異性房間等）
•• 進出賭場。
• 盜竊。
• 門禁時間不經允許擅自外出。
• 在網路上傳播誹謗學校的文字。
• 損害學校名譽。
• 進出異性房間。
• 損壞學校公物後沒有立刻告知校方。

• 與老師交往。（老師將會被解雇）
• 吸毒或在宿舍內飲酒。
• 給老師介紹工作。（例如網路或私人教師）
• 與工作人員或學生肢體衝突。
• 性暴力。
• 性交易。
•• 違反菲律賓法律被警察居留者。
• 此外類似相關內容之規定的行為。

關於警告
若學生違反以下規定達3次將給予退學處分,不退還一切費用。
• 門禁規定。
• 不經允許將校外人士帶進校內。
• 進入封閉區域。
•• 攜帶違禁品進入校園內(酒精等)。
• 不在指定區域內抽菸。
• 大聲喧嘩。
• 此外類似相關內容之規定的行為。

責任及權限
• 對於因自然災害、戰爭、突發情況、班機延誤或取消等不可抗力的因素而造成的損失,學校不負任何責任。
• 對於在學校外發生的一切事故以及損失、死亡、疾病等學校不負任何責任。
•• 菲律賓國定假日學校沒有義務提供課程。
• 週一至週五學校美洲提供5天的課程。
• 校方有權利變更學生的課程、課程表、畢業日期以及房間。
• 校方有權依據匯率以及國家政策等等的變動而變更學費。
• 校方有權將學生退學的事實告知學生父母及代辦中心。

退款制度
• 取消課程或入學的學生可以根據以下規定得到相應退款。
•• 退款的金額會在課程結束後30天內支付給代辦中心或學生本人。
• 註冊金及合約金不屬於退款項目。以下退款金額視扣除入學金和合約金以外的費用。
• 入學前4週要求退款:100%退款。
• 入學前兩週退款:學生須承擔兩週住宿費,其餘退款。
• 入學前一週退款：學生須承擔四週住宿費,其餘退款。
• 入學前三天要求退款:學生須承擔四週住宿費及兩週學費,其餘退款。
• 離課程結束還有75%:退款減去八週後其餘週數退款50%。
•• 離課程結束還有50%：退款減去八週後其餘週數退款25%。離課程結束低於50%:無法退款。
• 離課程結束不到8週:無退款。
• 學校不因個人因素缺課而造成的損失進行補課以及退款。

不退款制度
• 變更課程方案
在校期間學生可以變更課程方案。降級課程方案學校不會退還差價,反之升級課程方案須繳交其中的差價。但根據課
程安排未必能升級課程。
•• 變更房型
降級房型校方不退還差價，反之升級房型須繳交其中的差價。但根據學校的情況要求學生降級的情況校方則會退還其
中的差價,反之要求學生升級的情況下不須繳交其中的差價。

其他退款規定
• 退款時會根據實際繳納的費用進行退款。（根據實際的收據進行退款）
• 對於直系親屬的死亡,與時間點無關,學校將會退還50%。要求退款時必須出示死亡證明書。
• 對於航班延誤等個人員因而延遲入學的情況,校方不承擔任何學生損失。
•• 因違反校規而被退學的學生,校方不退還一切費用。
• 菲律賓國定假日校方不提供任何課程,也不承擔任何損失。但在長假情況下,學校會進行額外的補課,請學生務必隨
時注意佈告欄通知。

入住(Check-in)
• 入學前一天的週日隨時可以入住。
• 要求提前入住須繳交費用，根據房況也有可能無法提前入住。差價請直接繳交披索至校方。
• 個人：P1,000/天，親子：P1,500/天（包括用餐等费用）

退房(Check-out)退房(Check-out)
• 最後一週的週六隨時可退房。
• 要求延期退房須繳交費用，根據房況也有可能無法延期退房。差價請直接繳交披索至校方。
• 個人：P1,000/天，親子：P1,500/天（包括用餐等费用）
將自行承擔責任沒有任何異議。

WEGO KING
戳記

WEGO KING
戳記

WEGO KING
打字機
竊盜

WEGO KING
戳記

WEGO KING
打字機
每周

WEGO KING
戳記

WEGO KING
戳記

WEGO KING
戳記

WEGO KING
打字機
任何



APiELSA 菲律賓辦事處

地址 : 
電話: 
信箱 : 

地址 : 

電話: 
信箱 : 

APiELSA 韓國總辦事處


	001_main English
	002_003airview ch
	004_Greeting_Permit ch
	005_Philippines ch
	006_007_Dorm_other ch
	008_Activities ch
	009_Activities_Student  ch
	010_011_Trip ch
	012_ Student Assessment Card  ch
	013_신입생 관리 ch
	014_강사관리 시스템 ch
	015_Callan  ch
	016_레벨링, 레벨테스트 안내 ch
	017_Super Basic ESL ch
	018_General,Intensive,Superintensive ESL ch
	019_Business English Program ch
	020_TOEIC ch
	021_IELTS ch
	022_Junior Program  ch
	023_가디언 프로그램 ch
	024_Kindergarten Program ch
	025_School profile ch
	026_Price ch
	027_현지비용_학교규정 English
	028_rear Englis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