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Welcome to I.BREEZE International Language Center 

學校校規 (2022/06/01) 更新 

I.行程表 

第一天行程 

*  08:50 -12:00 :  入學測驗 (2F 會議室/自習室),請攜帶五張 5*5cm 白底彩照(可用學校拍攝的證件照),護照,筆,回

程機票,換錢(辦公室) 

* IELTS/TOEIC 學生考試: 8:10 (辦公室)   

*  13:30 -15:00 :  新生說明會(2F,自習室/會議室) 

*  15:00 -15:10 :  拍照時間-學生證+SSP 的照片(餐廳)  

*  15:10 -22:00 :  新生外出購物/換錢時間 

 第二天行程: 

*  07:50： 辦公室領取課表以及課本 

*  10:00 - 11:59：辦公室繳納學雜費  *學雜費內含：簽證/押金/書本/學生證/辦公室維護費 

II. 課程  

1. 日常課程  

a.每一節課 45 分鐘、課間休息 5 分鐘, 請根據個人的課表上課. (注意休息時間和三餐時間)  

b.課程時間表根據學生選擇的課程為主. 

c.學生不可以與同一個老師有三節以上一對一的課程.(最多兩次) 

d.請假:僅接受病假,學生需填寫請假單並且由經理批准(僅允許課前申請,且當天只能申請一次. 如果僅因為想休

息,宿醉,或者其他不成立的原因,不接受請假)  

2. 選修課 

a. 日常課程結束後,學校提供免費的選修課 (18:30-19:15)  

b.選修課申請: 每週三學生可在公佈欄上的申請表填寫自己名字,課程從下週一開始; 新生可在第一週申請選修

課,課程從下週一開始 

c. 如果低於 5 人參加選修課程, 選修課程將會自動取消. 一旦申請成功,學生必須連續參加至少 4 週課程  

d. 取消選修課程: 如果想取消選修課程,學生可以在第四週上完課之後和授課老師申請取消選修課.  

*如果學生在沒有得到允許的情況下曠課, 學生將在整個學習期間不能再在參加選修課程 

e.選修課上課時間為週一至週四(如果隔天放假,當天的選修課將自動取消)  

f.選修課程上課規定與正常課程規定一樣,上課時間若學生未經允許外出,將得到一次書面警告. 

3. 入學分級測驗&月考  

a.根據學生考試結果分等級,並以此結果安排課程和時間;所有學生必須在安排考試的期間參加月考 

b.Power ESL 的外師課: 若學生入學成績為 Low Beginner -1,該學生將會參加菲律賓教師的團體課(1:8);

升級後才可以選擇外師課。  

*一旦學生開始上外師課，學生將不能更換外師為菲師. 

c. 模擬測驗:學生須根據當時就讀課程參加每月/模擬測驗. 測驗等級將在結業證書上註明。 

 



 

 

課程 月考/模擬測驗 畢業考 

所有 ESL 課

程 
每四週/考, 禮拜四考試 

最後一週的禮拜四 
IELTS/ 

TOEIC 
每週/考, 禮拜五考試 

d.模擬測驗規定:   學生必須參加模擬測驗，考試期間也無課程提供。若學生不參加考試，將得到一

次警告，也無法得到畢業證書及參加畢業典禮。 

e.考試內容回顧/檢討: 

學生如果想複習月考內容,申請時間為考試完的隔週三,老師講解時間為申請週的週五 (每個測驗最多

10 個問題,且學校不提供試卷) 

f.換書:工作日期間學生需要同該課程老師一起到辦公室與主任協商換書, 購買書本一週後無法退換;  

在校內不能使用二手書,學生不得私自出售/更換/贈與書籍一經發現,立即開除 .  

g. 每月進行月考時，學生必須參加除公佈的水平測試時間之外的所有課程，並且適用相同的課程規

定 

4. 出勤 

a.學生需在老師出勤表上簽名,如果沒有簽名(即使學生有上課但沒有簽名),該學生將被認為曠課.  

b.如果學生曠課/請假,學校不提供補課.  

c.如果由於自然災害(颱風/地震/洪水等)而放假,學校不提供補課. 

d.如果由於老師個人原因請假,學校將提供代課老師,學生不能指定代課老師 

e.如果遇到菲律賓的公共假期,學校如果在一個月之內放假超過 2 次(>=3 次),學校將會安排補課.  

f.如果學生的出勤率低於 90%,學生將無法獲得結業證書. 

g.若學生遲到 5 分鐘及其以上, 學生將被視為曠課,且該堂課程將會被取消; 

   若學生遲到 5-10 分鐘,請到辦公室找科目主任申請上課，但仍然被視為曠課; 

  若學生遲到 10 分鐘以上,該堂課將被取消; 

-星期一至星期五(為一週),一週內三次缺席將得到一次警告 

-如果學生一週內同一個課程曠課兩次 ,從下一週起該課程將會被取消.  

h.如果學生個別原因必須去外出(醫院,郵局,警察局等),學生可向辦公室申請並領取外出單(gate pass),最長時間不

超過 4小時;  

若學生外出需要工作人員陪同, 可以提前到辦公室申請,但無法指定特定時間,且學生負責同行人的交通費,餐費

等.  

i.如果學生在上課期間未經允許擅自外出,學生將會被開除(無退款).  

5.更換課表內容 

a.若學生想更換課程表或更換老師, 學生必須在週三向辦公室提交申請表與班主任協商 (學校會根據學校教師

和課程情況處理學生申請);新課表/老師將會在下週一開始生效 

b.申請時間:每週三 10:00am-3:00pm (每兩週可以申請一次) 

於上週一~週五/沒有曠課或者有請假的學生: 可以在週三上午 10:00am-12:00pm 申請 

於上週一~週五有曠課的學生: 可以在週三下午 1:00pm-3:00pm 申請 

c.新生可以在第一週週五面談時提出 



 

 

d.學校僅提供教學課程的內容,學生不能要求更換科目,或者要求上課程以外的其他內容.所有課程不給予轉贈. 

e.若有學生畢業，同一級別的團體課可能會合併 

f. 一旦學生的課表有任何內容發生變化，學生在 2 週後才能再申請改課。 

g. 不允許將剩餘的就讀時間轉讓給他人，如果學生更改課程或宿舍，將不退還差價。 

III. 當地學雜費 (SSP, VISA 簽證延簽, ACR-I CARD)  

1.SSP(Special Study Permit)特殊學習許可證: 允許持有旅遊簽證的外籍人士學習的許可:價格 P6,800. 

2.住宿押金 - P3000, 在學生辦理離校手續時歸還(以防學生損壞學校設備/設施) 

2.VISA 簽證延簽費-需每月延簽一次 

      - 1st (8 週) : P4,140 / 2nd (12 週) : P5,410 / 3rd (16週) : P3,440   

3.ACR-I Card : P3500,  在菲律賓停留超過 8 週者 

*所有中國/臺灣護照的簽證為 59 天的學員,在菲律賓超過 8 週均需要辦理 ACR-ICARD,  

4.如果學生在菲律賓待在菲律賓超過 6個月,學生需要另外支付 ECC(P1,500)以及 CRTV(P1,410) 

5.學雜費計算範例: 

(ex) 4 週 : SSP(P6,800) + 住宿押金(P3,000) + 公共管理費(P1,600) + 學生卡 ID(P200) +照片(P100) 書籍費

(P150~500/book)≒ P15,100 ($330) 

(ex) 8 週: SSP(P6,800) +住宿押金(P3,000) + 公共管理費(P3,200) +學生卡 ID(P200)+ 照片(P100) + 第一次延簽費

(P4,140)+ 書籍費 Text books(P150~500/book) ≒ P19,700 ($430) 

(ex) 12周 :SSP(P6,800) +住宿押金(P3,000) + 公共管理費(P4,800) +學生卡 ID(P200)+ 照片(P100)+ 第一次延簽費

(P4,140) + 第二次延簽費(P5,410) + ACR-I CARD (P3,500) +書籍費(P150~500/book) ≒ P30,300 ($600)  

簽證 

1
st
 (8weeks) 2

nd
 (12weeks) 3

rd
 (16weeks) 4

th
 (20weeks) 5

th
 (24weeks) 

P4,140 P5,410 P3,440 P4,040 P3,440 

學雜費 
SSP : P6,800 / /押金 : P3,000 / /設備維護費 : P1,600/4weeks // 電費 : P20/kw 

書本 : 平均 P1,500~P2,500/4 週 // 學生證 ID : P400 // 洗衣費: P100/3kg 

 

IV. 生活須知  

1.三餐時間 : 用餐時間截止前 10 分鐘停止供餐  

(工作日:週一到週五 )早餐 07:00 – 07:50/午餐 12:05 – 13:05/ 晚餐 17:30 – 18:30  (週一至週四的午、晚餐為

Buffet) 

(週末/放假日) 早餐 08:00 – 08:50 / 午餐 12:00 – 13:00 / 晚餐 17:30 – 18:30 

2.特定區域有免費的WIFI(用餐區和露臺).   WIFI Name: I.BREEZE_A/B/C   , WIFI Password : feelthebreeze 

3.房間打掃:2 次/週 (週二/週四 :Dormitory A,B,C  -  週三/週五 :Dormitory D,E), 如需打掃,請於公布欄上填寫欲申

請打掃的時間，並請於當日將打掃牌掛在門口位置. 打掃期間請安排空堂學生待在房間等候以避免物品遺失糾

紛, 學校將不為房內物品遺失負責 

4.免費自助洗衣:學生可以在規定日期的 8:00am-8:00pm 使用洗衣機, 

   (週一/週三/週五:女生; 週二/週四/週六:男生) 

    晾衣服時,需要嚴格遵守規定,晾在指定的區域 (男女生分開). 



 

 

5.付費洗衣服務 : P100/3kg(最低),需填寫洗衣單 

 -送洗以及領取時間為 週一-週五 12:00pm-1:00pm(假日除外) – 小賣部 

 - 如果洗衣單上的記錄數量或者內容與實際不符(清單、房間號、姓名、日期),學校有權拒絕服務. 

 -領取衣物需要 2 天, 學生需在收取衣物的同時核對衣物情況. (男女生內衣褲不接受送洗)如有疑問請立即詢問

洗衣人員. 若收到不屬於自己衣服時,請立即歸還. 若收到衣服後離開洗衣登記處,有任何問題都不再處理任何問

題。 

 -昂貴衣服不接受洗衣服務,尤其是需要使用特殊洗滌方式的衣物(特別材質衣物). 

(如堅持送洗而造成損壞或者變形,管理人員不對其負責. ) 

 - 如果由於員工疏忽而導致丟失或損壞,學校將視情況進行支付賠償,最高賠償 P1000.  

6.床上用品清洗及更換（床罩，枕頭套，毯子）-請在小賣部的維修單（maintenance form）填寫申請 

7.電費:(20P/kw)根據學生實際用電情況支付電費;在畢業週週五去辦公室支付電費.  

離校手續: 1:00PM~5:00PM(畢業週週五)需要支付電費,歸還鑰匙;學校將退還學生的護照,以及押金. *送機服務

1000P/人 

8. 床位安排: 先到的學生有權選擇床位  

9. 在宿舍中，學生因分歧提出異議，學校可以通過委員會解決分歧，任意變更學生宿舍。 如不遵守重新安

排，相關學生將被開除學籍。 室友之間發生與金錢有關的事件（如使用空調和電），相關學生將被開除。 

10.學生不配合更換宿舍將給予 2 次警告 

11.校園設施開放時間 

校園設施開放時間 

健身房 

(故意破壞健身器材者,將會被立即開除) 

6:00AM~8:00AM, 5:00PM~9:00PM(平常日);  

6:00AM~9:00PM(週末) 

校內小賣部 12:00pm-5:pm (平常日) 

自習室 5:00pm-12:00am (平常日);7:00am-12:00am(週末) 

游泳池/籃球&羽毛球場 5:00pm-9:00pm(平常日);9:00am-9:00pm (週末) 

V. 其他校規 

1. 換宿舍  -請於週三 10:00AM ~ 3:00PM至辦公室提交申請. 

  -每四週只可申請一次換房,且要有合理理由,申請後根據學校實際房況而定 

2. 買書時間：上午 10:00AM ~ 4:00PM 到辦公室從與主任買書. 

3.禁止學生和老師喝酒 (星期日~星期四),與學生一起喝酒的老師將遭處罰  

4.禁止學生與老師發生超越師生外的關係,一經發現,學生將被開除,同時老師也會被辭職. 

5.學生卡會在第一週週五之前發放給學生(學生卡如果丟失,學生需要支付 200P製作一個新的 ID) 

6.學生需要自己保管自己的學生卡,出校門時,將學生卡給警衛,進入校門之後,將學生卡從門衛處拿回.如果出門

時忘記將學生卡放在門衛處,將視為違反門禁. 此外,學生需要配合門衛檢查包包,防止學生攜帶酒類,毒品,等其

他危險物品. 

 

 

 

 



 

 

7. 門禁時間:嚴格遵守門禁時間(即使遲到 1 分鐘都會被認為違反門禁規定) 

-【週一至週四】：學生可以在下午 5點之後且完成所有的課程外出，門禁時間為 10：00pm，學生 9：00pm

之後不得外出 

(若違反門禁時間， 10：00pm-11：59pm返校-1支警告/ 超過 12:00am 返校-2支警告) 

-【週五和假日前一天】：學生可以在下午 5點之後且完成所有的課程外出，門禁時間為第淩晨 1：00am，學

生 11：00pm 之後不得外出（若違反門禁時間，1：00am-2：59am返校-1支警告/超過 3:00am  返校-2支警告） 

-【週六和假日（非假日最後一天）】：學生可以在早上 5：00am 出校門，門禁時間為淩晨 1：00am，學生

11：00pm 之後不得外出（若違反門禁時間，1：00am-2：59am返校-1支警告/超過 3:00am  返校-2支警告） 

-【周日和假日（假日最後一天）】：學生可以在早上 5：00am 出校門，門禁時間為 10：00pm，學生 9：00pm

之後不得外出 (若違反門禁時間， 10：00pm-11：59pm返校-1支警告/ 超過 12:00am  返校-2支警告 

- 未成年學生無論是否放假,門禁時間均為 10:00pm,且外出回來都需要有成年人陪同. 

 8.旅遊申請: 每週四 17:00pm 之前至辦公室提交申請並出示訂房預約確認信 

-學校只允許學生在星期六或至少連續 2 日的假期外出旅行; 僅一日的假期,不允許學生外宿 

-不接受在宿霧市 (從 Danao City 到 Talisay City) 區域的外宿申請.  

-可申請在Mactan島或離宿霧市三小時車程距離的其他城市外宿;  

-如果學生錯過/沒有提交假日外出申請,學生將不允許在外留宿/提早出發. 

-申請外宿後, 旅行最後一天早上 7:00am 之前不允許學生提早返回學校,違反此規定者將得到 2 次警告. 

(例:申請週六外宿,週六晚上以及隔日淩晨期間不允許返回學校直到週日的早上 7:00am 之後) 

-如果想在申請旅遊的時間之前提早離開學校也將獲得警告 

-I.BREEZE 員工不會向學生推薦任何旅行社。 

外出時間 警告次數 

假日/週末前一天 1:00am-4:59am 2 次警告 

假日/週末當天:1:00am-4:59am 1 次警告 

放假當天:5:00am 之後 無 

9. 家人/朋友探訪: (申請時間:家人/朋友到達日前兩週的週四) 

  如果有朋友或家人從外地來訪,學生可向學校申請並住在宿務市,可選其一,不得外出 4 日 

*【週五、週六、周日（週日晚上 10點前需返校）】/ 

*【週六、周日、週一（週一晚上 10點前需返校）】/ 

*【某一個工作日(第二天 8點前到校)】 

-當朋友或者家人從外地來宿霧旅遊時,學生必須提前兩週提出證明檔(航班時刻表,度假村,酒店預訂等) 

10.如果學生因為工作原因需要去外地,請出示正式檔(證明檔)給學校 

11.如果學生的朋友在本身已在宿霧市內,學校不允許學生外宿.  

12.未成年人學生規定:  

-未成年人如果想外出的話,必須與成年學生(超過 19 週歲)一起外出,且需要和該成年學生一起 10:00pm 前返校 

-未成年學生外宿(必須和成年學生一起),且得到家長的同意書. 

-未成年學生必須遵循學校校規 

在校外飲酒/吸煙/去俱樂部/違反門禁時間, [第一次-警告/第二次-開除不退款]  



 

 

13.如果學生帶有貴重物品希望學校保管的,辦公室內提供保險櫃,有需要的同學請至辦公室詢問, 個人物品請自

行妥善保管,如有物品丟失,學校不負任何相關責任 

 

VI. 退費規定:(從周日到下週六為一周) 

退費規定 

已註冊且 

未到達菲律

賓境內 

開學前(4 週及以上) 扣除註冊費 100美金 

開學前(2 週-4 週)  
扣除註冊費 100美金以及 2 週住宿費用 

(總課程少於三週者，扣除註冊費以及全部的住宿費） 

開學前(1 週-2 週) 
扣除註冊費 100美金以及 4 週住宿費用 

(總課程少於四週者，扣除註冊費以及全部的住宿費) 

開學前 1 週以內 
扣除註冊費 100美金以及 4 週學費以及住宿費用 

(總課程少於四週者，扣除註冊費以及全部學費及住宿費用) 

已註冊， 

且已到達 

菲律賓 

境內 

總課程 4 週或者少於 4 週 無退費  

已學完總學期的 0%-25%課程 
退扣除一週學費及住宿費及剩餘課程的學費與住宿費的

50%後的剩餘費用 

已學完總學期的 26%-50%課程 
退扣除一週學費及住宿費及剩餘課程的學費與住宿費的

20%後的剩餘費用 

已學完超過總學期的 50%課程 無退費   

已學完超過總學期的 50%課程 

(課程超過 16週者) 

僅退剩餘課程的學費與住宿費的 20% , 即:20%*(學費和

住宿費) 

延修後 

又想取消 

延修課程開始前 4 週 退扣除 4 週住宿費用及學費的 50%後的剩餘費用  

延修課程開始前 2 週 退扣除 4 週住宿費用及學費的剩餘費用  

延修課程開始前 2 週以內 無退費  

更換課程 
可以更換 4 週/8 週/12 週 

(以 4 週為週期) 

低價課程換高價課程:補差價 

高價課程換成低價課程:不退差價 

更換宿舍 
可以更換 4 週/8 週/12 週 

(以 4 週為週期) 

升級房型:補差價 

降房型: 不退差價  

 

-在自然災害/災難，疾病，傳染病（地方病，流行病，大流行病），戰爭，叛亂，暴動，恐怖襲擊，飛機劫

持，政府及其機關/部門文件或其他特殊情況導致學校停課等情況下，學校無法上課，學校均不承擔任何責

任，不退還學生學費 

-在校生不論通知日期何時, 學生如因重大疾病,且出具醫院診斷證明、家中直系親屬重大疾病或者去世等因素

無法繼續就讀者,學生必須出示相關證明,校方皆退予剩餘 50%學費&宿舍費用. (抵達菲律賓前按照上表規定退

費) 

-申請退費時間： 

*如在校生提出退費時 ,須在退費期間兩週前通知學校,並向學校提交書面退費申請書,學校將從收到申請後的兩

週後(週一起算)開始計算退費 



 

 

- 換課程:學生需要在兩週之前申請更換課程,除課程價差外,更換課程申請費為 100美金. 課程更換只允許申請

一次,一旦更換不允許更換回原來課程 

-如想提早畢業或提早結束課程的學生,最少須於兩週前至辦公室申請, 且無任何退費 

-特殊計劃變動:若有不可抗之因素需要調整課程時,校方有權更換開課日、課程及課表等. 

*學校根據菲律賓的放假通知為準,公共假期期間不上課,且無補課/退費  

-開除 ：如果學生被學校開除 ，I. BREEZE 有權通知代辦和家長，學生需要在當天中午之前離開學校, 且無任

何退費. 

 週日入學，週六離校：學生的入學時間為週日,週六需要離校；若學生希望在週日離校，在學校房況允許下，

學生需支付 1000p/人住宿費，若房況不允許，學生則需在週六離校；若學生在未經同意情況下,延遲離校者,學

生需要多支付一週住宿費 

延遲入學時間（到校前） 

*註冊後只能申請一次“延遲入學”，學生需要在入學前四週提出申請且學校可接受的最長延長時間為六個月 

*若學生已經成功申請推遲入學後， 學校不接受第二次申請， 學生將被自動取消入學資格，退費按照“退費

規定”實施 

*若學生在開學前四週內提出申請， 則學生課程將會被視為自動取消，退費按照“退費規定”實施。 

-休學續讀申請(到校後)：請到辦公室諮詢此事 

*至少提前兩週申請休學，且剩餘課程週期超過 4 週及其以上； 

*最長休學時間為六個月，且只能申請一次，重新入學具體日期需根據實際房況決定。 

VII. 校規 

  懲罰 

01 
一週內每缺勤三節記為一次警告( 週一 – 週五 )  

 月考缺席者 - 一次警告 
警告 

02 在校內大聲喧嘩吵鬧/其他方式製造噪音影響到其他人 

第一次-口頭警告 

第二次-一次警告 

第三次-立即開除 

03 在校內公共場合調情, 親熱, 撫摸, 接吻 
第一次-警告 

第二次-立即开除 

04 學生在宿舍內使用炊具或者可能引起火災的物品 
第一次-警告 

第二次-立即開除 

05 在非指定吸煙區抽煙. 開除 

06 

學生的朋友/學生的家人/已畢業學生/被開除的學生來校探訪, 

親友來訪需要得到學校經理的許可,探訪時間(週一-週五 9:00am-5:00pm),且探訪時需

有經理陪同；任何未經允許,探訪者都不得入校,若未徵求校方同意進入校園者 ,被探

訪的本校學生將被開除. 

開除 

07 

如果第二天需要上課,當天晚上的門禁時間為 10:00pm 

[若學生返校時間:10:00PM~11:59PM -一次警告 /若學生返校時間超過 12:00AM - 兩次

警告 ] 

如果第二天放假/假日,當天晚上門禁時間為 1: 00am 

[若學生返校時間:1:00AM~2:59AM - 一次警告/若學生返校時間超過 : 3:00AM - 兩次

警告] 

警告 

 

08 攜帶寵物進入校園者 警告 

09 未經允許擅自變動房間內的擺設者 警告 



 

 

10 遺失房間鑰匙者賠償- P500 / 在辦理離校手續時學生必須將鑰匙歸還給學校. 補辦 

11 在校內外賭博以及出入賭場,違者直接通知該學生代辦及父母 警告/開除 

12 
請妥善保管好自己的物品,如有遺失,學校不承擔責任. 

如有貴重物品,可以免費寄存在學校的保險櫃內. 
 

13 私自留宿其他人宿舍 警告 

14 

如果違反以下規定將會被立即開除: 

-學生進入到到異性宿舍內,男女同住(已婚夫妻除外) 

-對教師以及員工有不恰當行為者(如:言語辱駡/行為 傷害/打架鬥毆/性騷擾等) 

-對學生有不恰當行為(如:言語辱駡/行為傷害/打架 鬥毆/性騷擾等) 

-拒絕配合門衛檢查(包包/學生證/出入學校的手續) ,翻牆出入學校 

-校內飲酒(包含酒精飲品)/帶酒(包括含酒精飲 品)者, 

(如果是為了送禮/旅行提前購買的,學生需要告知校方並寄存辦公室) 

-故意破壞校內設施/公物 

-在公共場合/網路惡意傳播校方負面資訊(誹謗,造謠,辱駡等) 

-偷竊 、威脅、恐嚇、持槍、攜帶毒品或者危險物品等 

-討論學費折扣內容的學生 

-酒後進入泳池. 

-若學生未經允許擅自佔用空房. 

立即開除 

15 校方有權使用在校生的照片和影片做公開瀏覽或宣傳(Facebook,部落格,微博,微信...)  

16 
其他:學生若有上述未記載之重大違規行為時,則由校長、經理、代辦、監護人組成

的委員會決定懲處 
警告/開除/其他 

 

※ 0-6週: 2 警告 = 開除 / 7~ 12 週: 3警告 = 開除 ※ 超過 12 週:每增加 4 週,增加一次警告即開除  

第一次警告 : 公告在公佈欄並與學生經理面談      

第二次警告 : 公告在公佈欄，通知家長及代辦並與校長面談       

第三次警告 : 退學  

**請自覺遵守以上相關規定,如有任何問題請至辦公室詢問** 

 

附錄 

1 宿務生活注意事項 

1.1 在學校外部用餐時,購買飲用水飲用比較安全. 

1.2 很多餐廳裡提供的冰最好不要食用,會有些不衛生. 

1.3 為了避免拉肚,所有的事物都要確認完熟後再食用(特別是魚,肉類). 

1.4陌生人給的飲料、煙等請勿接受,可能含有藥物或毒品 

1.5 在夜總會要注意和同行的朋友一直保持聯繫不要脫離群體. 

1.6 外國人容易成為罪犯的目標,所以要時刻提高警惕. 

1.7 不要把錢包放在褲子後口袋, 手提包背包等最好放到前面 

1.8 貴重品和現金最好放到辦公室管理或者放到個人的行李箱裡鎖好. 

1.9 晚上最好不要一個人搭車. 夜間一個人坐計程車很危險. 

1.10 注意計程車司機偶爾會把車開到陌生的地方,請隨時留意路況 

1.11 在購物中心或賭場,有陌生人搭訕時一定要慎重小心.  

1.12 在購物中心和街道上一定要保管好隨身攜帶物品. 

1.13 智慧手機最容易被盜,請不要經常拿出來查看或者放到桌子上 

2 2事件案例 – 宿務地區其他語言學校發生過的事例. 

2.1 新入生在 Ayala星巴克喝完冰咖啡後因腹痛住院 3小時 

2.2 醉酒的學生跳進學校的游泳池，差點淹死 

2.3 在菲律賓餐廳用餐後,大便裡出現血絲到醫院就診後被診斷為阿米

巴痢疾,服藥一週恢復健康. 

2.4 女生喝了陌生人給的酒後失去了意識失蹤, 第二天早上該男子把女

生送到校門口,但是女生對發生的一切還是恍惚不清,衣服是穿反狀態. 

2.5 在夜店附近,IT park 正門周圍被菲律賓青少年團夥搶劫手機錢包等

事件. 

2.6 在夜店酒醉後發生衝突,發生被警衛槍支打傷事件. 

2.7 與陌生人過夜後感染愛滋病  

2.8 與陌生女子過夜後,女子向員警投訴該學生攜帶麻藥槍支等並要求

賠款. 

2.9 由於與菲律賓人發生辱駡和暴行事件,繳納巨額贖金事件. 

2.10 在銀行提款後,把錢包放到宿舍裡丟失.  

2.11 在購物中心購物時,把提包放到旁邊時發現被盜. 

2.12 在購物中心換完錢放到提包裡,小偷用刀子把提報劃開偷走錢包. 

2.13 在購物中心,一假冒學校職員身份接觸要求用車送回學校詐騙事件. 

2.14 夜間 4 名女學生乘坐的計程車司機用兇器威脅搶錢事件. 

2.15 從計程車左側後門下車時與後方摩托車發生衝突,勒索賠償事件. 

2.16 酒後乘坐計程車回校時,在車內嘔吐,司機要求賠償金事件.  

2.17 夜間準備打車時,被當地人用兇器威脅搶錢事件. 

2.18 在賭場輸巨額錢事件.  



 

 

2.19 Kawasan瀑布跳水時傷亡事件.  

2.20 Kawasan瀑布跳水時,與其他人相撞傷亡事件. 

2.21 玩帆船時發生傷亡事件.  

2.22 只有初級潛水資格的學生,潛入過深,發生意外. 

2.23 借用當地人摩托車,無駕照駕駛時發生事故,賠償巨額醫療費.  

2.24 借用當地人摩托車後,車主要求修理費事件. 

 

 

 

 

 

 ----------------------------------------------------------------------------------------------------------------------------------- 

 

 

 

 

 

 

 

 

 

 

 

 

 

 

 

 

 

 

 

 

 

 

 

學生經理連絡電話： 

   Christie   +63 915 859 5346 

 

學校地址： 

Tres Borces Arcade, Tres Borces st, 

Mabolo, Cebu City, Philippines 6000 



 

 

------------------------------------------------- 簽名後，請沿虛線斯下，交給學校------------------------------------------ 

我已經閱讀所有相關規定且同意 

 

                  2022                   年               月              日   姓名:                                             (簽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