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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須知與條款
報名須知與條款

如何報名
請於 ef.com 或 EF planner 上完成線
上報名，可以從 EF 寄出的報價單中找
到相關資訊。 EF接受報名後，將透過發
送確認信和第一筆繳款通知確認接受
報名。當 EF 收到報名費及課程保證金
後，即完成報名程序。 

課程費用包含 (個人自助遊學):
• 選擇的課程 
• 接待家庭住宿，從緊接開課日的星

期日到課程結束後的星期六，提供
早、晚兩餐

• 最長三個月（主要／暑期課程）或六
個月（密集／考試課程）線上課前及
課後課程，適用所有的英語課程

• 每週活動計畫 

課程費用包含課程之學費(40%)，以及
接待家庭食宿和行政費(60%)所組成。

課程費用包含（遊學團）：
• 選擇的課程 
• 除另有說明外，接待家庭多人房(每

日供應早,晚兩餐)或部分校區宿舍
多人房 (視各校情形不同)

• 來回機票、行程中載明之旅遊交通
費

• EF隨團老師於課程全程，包含往返
目的地之航程中，24小時待命之EF
隨團老師全程協助學員當地遊學生
活

• 教材費用
• 行程中載明之旅遊景點的門票及活

動費用。活動內容請參考各上課地
點之行程範例

• 最長三個月（主要／暑期課程）或六
個月（密集／考試課程）線上課前及
課後課程 

課程費用不包含(個人自助遊學)：
• 申請學校不可退還之報名費新台幣

6000元(1-8週)/新台幣9000元(9週
以上)

• EF教材費用
• 旅遊險 

課程費用不包含(遊學團)：
• 申請學校不可退還之報名費新台幣

6000元
• 旅遊險

課程機構
所有旅遊及語言課程均由EF 
Education First Ltd，Selnaustrasse 
30, 8001 Zürich, Switzerland (簡
稱”EF”)籌辦及銷售。

台灣推廣活動
英莩留學服務股份有限公司在台灣所
推廣之旅遊及語言課程,均是由EF 籌辦
及銷售。

如何付款
EF接受以下付費方式
1. 以銀行匯入以下指定帳號
銀行名稱 : Credit Suisse 
(Switzerland) Ltd.  
帳    號: 958089-32-89 
IBN: CH11 0483 5095 8089 3208 9 
BIC/SWIFT: CRESCHZZ80A 
戶    名: EF Education First AG, 
Zurich 
2. 以信用卡付費(用於第一筆款項).

付款計畫 
報名：報名費及取消入學保障費用於報
名日繳交
課程保證金：課程費用之20%，於報名
日後14日繳交
第二次付款：課程費用之20%，於報名
日後45日繳交
第三次付款：剩餘金額於開課日60日前
繳交

EF就延遲繳交課程費用保留收取美金
100元滯納金之權利。

任何於報名時確認之優惠折扣皆須以
準時付款及不縮短報名課程長度為條
件。

旅遊保險涵蓋範圍
所有學員必須投保旅遊保險。EF與
Erika Insurance Ltd.為學員提供客製
化的旅遊團體保單，(或與適用保單中
所定義的替代保險公司合作) EF為要
保人。此保險已包含在報名所有報價
中，將合併學費一起收取。保險範圍包
括疾病/意外，緊急遣返，課程中斷，盜
竊，延誤和責任。完整的保險條款相關
資料請參閱www.erikainsurance.com 

。放棄此保險的學生必須填寫EF的保
險證明文件，並在繳款截止日前15天提
供EF您投保的英文保險證明。於此情況
下，保險將會從全部應繳費用中扣除。
報名澳洲學員需另購買澳洲政府規定
澳洲公司提供的醫療保險。EF可提供安
聯保險供學員購買。

健康手續 
18 歲以下學生（在加拿大為 19 歲）的
法定監護人將需要簽署一份醫療免責
聲明書。
學生可能必須提供疫苗接種證明。
如果基於健康理由需要，EF保留將學生
自費遣返的權利。只要學生能自理，這
些課程也適合行動不便的學生。

取消入學保障 
學員可購買EF取消入學保障，參加此保
障之費用為新台幣 3,200元。此費用應
於報名時一併繳足，且不得退費。此保
障將適用於學員本人在出發前生病，致
使學員無法成行。學員應於主張適用此
保障十日內提出醫生證明。

學校假期及國定假日  
所有當地的國定假日，EF學校亦停課。
在學校放假及國定假日期間，學生仍可
住在原安排的住宿內。

課堂安排
EF學校提供的所有課程安排為每週上
課五天, 時段安排為週一至週六（或週
二至週日），上午8點到下午8點間上課，
所有EF語言課程每節課均為40分鐘。
通常以2 x 40分鐘為一個單位。學員必
須維持出席率在80%以上才能拿到結
業證書及維持簽證的有效性。

課程級別
若EF學校有低於5人及以下人數的班
級，則EF保留將學生班級合併的權利。

教材費用 (個人自助遊學)
依照EF課程大綱需要使用EF課程教
材。 EF課程教材價格如下：
英語課程
1-6週課程教材費用---------美金50元
7-12週課程教材費用--------美金95元
*每加6週課程教材費用美金45元

其他語言課程
1-9週課程教材費用----------美金80元
10-18週課程教材費用-------美金150元
*每加6週課程教材費用美金45元

特定的選修課程，可能需要額外的課程
教材費用。

EF Campus 學生點數
超過美金20元未使用的 EF Campus 
學生點數, 可於課程結束後 3 個月內退
還。我們將收取 美金20元的管理費。在 
12 個月內報名新課程的學生可以轉移
未使用的全額學生點數。

選修課程(SPIN)
選修課程可於課堂或線上上課, 選擇依
各校區而異。

EF學習保證 (個人自助遊學)
學習保證所涵蓋之學生支出僅適用於
學費。

海外實習工作/志工課程
所有的學校皆提供海外實習工作/志工
課程，費用另計。費用包括實習準備課
程及100小時內的無支薪工作或志工體
驗。此課程將依據各國簽證規定而異，
因此無法保證所有學生可以獲得安置。
若需進一步資訊，請聯繫我們。

接機服務 (個人自助遊學)
一般接機時間為：週日7:00至21:00。如
抵達時間不在一般接機服務時段內，可
安排特別接機，但費用另計。若同時接
載多名學生，您可能需要等待一段時間
安排接送。

EF在開課日以前提出變更
EF 保留在開課日前 20 天更改校區、課
程種類、開課日期或住宿類別之權利。
如果EF需要對課程進行重大變更，EF
將通知學生所提出的變更及價錢波動（
如適用）。

學員若沒有事先通知，而在開課日當天
沒有報到，將無法退還任何費用。在任
何情況之下，申請學校報名費、選擇性
取消入學保險費用、簽證費及快遞費均
為不能退還之費用。

學生於開課日以前或抵校後變更（個人
自助遊學）
在開課日前 60天或以前更改課程將收
取變更費用美金 100元，如果在出發前 
60天內，將收取美金 250元的變更費
用。
如變更課程開課日，取消條件將適用於
原課程開課日。
抵校後則依各校規定，將收取變更費約
美金100元。降級則無法退費(如自密集
課程轉為主要課程或學費較便宜之校
區)。

學生於開課日前變更（遊學團）
於出發前60日前提出變更預訂之遊學
團體課程，將收取變更費新台幣3000
元。出發前60日內提出變更，將被認定
為取消報名及變更為新的報名行程。

課程開始前之取消費（個人自助遊學）
所有的取消，必須向原始報名的EF辦事
處提出書面申請，避免已經安排接機取
消的額外費用。學員若沒有事先通知，
而在開課日當天沒有報到，將無法退還
任何費用。在任何情況之下，申請學校
的報名費、選擇性取消入學保險費用、
簽證費及快遞費均為不能退還之費用。
機票之取消條件將於以下航班部分說
明。

針對美國以外的所有校區
課程開始前60日前取消，EF將收取
20%之課程費用及住宿價差。
課程開始前31至60日內取消，EF收取
40%之課程費用及住宿價差。
課程開始前8至30日內取消，EF收取
60%之課程費用及住宿價差。
於課程開始前7日內取消，EF將收取全
部課程費用及住宿價差。

針對美國以外的校區
課程開始前60日前取消，EF將收取
20%之課程費用及住宿價差。
課程開始前31至60日內取消，EF收取
40%之課程費用及住宿價差。
課程開始前8至30日內取消，EF收取
60%之課程費用及住宿價差。
於課程開始前7日內取消，EF將收取全
部課程費用及住宿價差。

針對美國校區
於課程開始前60日之前取消，EF僅收
取最高美金500元之課程保證金。
於課程開始前60日內取消，EF收取美
金500元支付食宿安排及服務費用，以

及最高美金500元之課程保證金。

如果學員是透過EF取得F1學生簽證已
進入美國者，若在出發前取消課程或未
依規定就學，EF有權保留：
12週以下課程：最多四週之學費及美金
500元之不可退還費用，包含食宿及行
政費用等。另外EF也將另扣除申請學校
報名費、快遞費和選擇性取消入學保險
及保證金(最多不得扣除超過美金500
元) 。
12週以上(含12週)課程：最多六週之學
費及美金500元之不可退還的費用，包
含食宿及行政費用等。另外EF也將另扣
除申請學校報名費、快遞費和選擇性取
消入學保險及保證金(最多不得扣除超
過美金500元) 。

課程開始前之取消費（遊學團）
所有的取消，必須向原始報名的EF辦事
處提出書面申請，避免已經安排接機取
消的額外費用。學員若沒有事先通知，
而在開課日當天沒有報到，將無法退還
任何費用。在任何情況之下，申請學校
報名費、選擇性取消入學保險費用、簽
證費及快遞費均為不能退還之費用。

ACCET認證之美國境內校區之外的所
有校區
課程開始前60日前取消，EF將收取
20%之課程費用及住宿價差。
就課程開始前8至60日內取消，EF收取
60%之課程費用及住宿價差。
於課程開始前7日內取消，EF將收取全
部課程費用及住宿價差。

ACCET認證之美國境內校區 
於課程開始前60日之前取消，EF僅收
取最高美金500元之課程保證金。
於課程開始前60日內取消，EF收取美
金500元支付食宿安排及服務費用，以
及最高美金500元之課程保證金。

休學申請
如果抵校之後想休學，必須通知學校校
長並簽署課程變更書。退款只能由當初
繳交學費的EF當地辦事處來辦理。休學
日以申請之當週六為準。
除課程費用以及住宿價差以外之費用。

美國以外其他國家課程：12週以下課
程，休學須四週前提出申請開始生
效，EF會扣除提出申請日起算的四週課
程費用及住宿價差後，再退還剩餘費
用。12週以上(含12週)課程，須八週前
提出申請，EF會扣除提出申請日起算的
八週課程費用及住宿價差後，再退還剩
餘費用。

美國課程：
學生在抵校的四週內提出休學申請並
離校，EF得保留前四週之課程費用及住
宿價差。短於四週之課程，EF將保留所
有課程費及住宿價差。
• 如果學生在抵校的四週以後，且在

課程期中(課程全期的50%之前)提
出休學申請並離校，EF將依比例保
留課程費及住宿價差。依比例之退
款將以週計算，不足一週將以完整
的一週來計算。

• 如果學生在課程期中(50%)之後才
提出休學申請， EF有權保留全部費
用。 

針對在美國的學生，會在學生上課最後
一天算起45工作日內退費。

在美國，如果學生連續30天沒有上課，
將自動被休學。

學生行為守則
所有學生都必須遵守學校當地的行為
守則規定。學生故意破壞學習環境或損
害EF、住宿提供者或同學財產的非法活
動或行為將被開除或退學。除非當地認
證規則另有規定，否則課程費用及其他
費用將不予退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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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照及簽證 
學生需負責目的地國家的所有入境手
續，如護照和簽證。出發前，學生必須查
詢目的地政府的官方網站。建議在課程
開始前四個月開始簽證程序。如果學生
未能達到與簽證相關的出席率要求，EF
可能會將此生呈報給目的地國家的相
關當局。

各地報名須知 
報名澳洲、紐西蘭、新加坡、加拿大(英
屬哥倫比亞省)課程之學生將會收到特
定當地報名須知及條款, 其為補充EF條
款。

協助
EF承諾為需要幫助的學生提供適當的
協助。但若是因學生故意或疏失造
成，EF保留向學生收取提供協助費用的
權利。

簡章有效日期
請注意：所訂定之各項費用是依2022
年7月14日之匯率所訂定，英莩留學服
務股份有限公司保留出發前可能因目
的地國家匯率變動，而對學費及課程變
更及調整的權力。EF也保留政府增加稅
收及目的地國家成本通貨膨脹的情況
下修改價格的權利。

個人資料 
EF 致力於保護我們客戶的隱私，有關 
EF 處理活動和您的權利的完整描述請
參考https://www.ef.com.tw/legal/
privacy-policy/ 。請參考以下摘要：

EF可能在歐洲經濟區(EEA)/瑞士境內
和境外與其協力廠商、保險理賠及商業
上的合作夥伴一同使用您的個人資
訊。EF為學生在歐洲經濟區/瑞士境外
使用的個資提供防護措施 ，其中包括
歐盟委員會通過的數據保護條款。EF及
其隸屬機構有可能將學生的個資結合
從第三方來源獲取的資訊作為銷售EF
的產品、服務以及會依據他們的喜好興
趣做特別的促銷。

 學生有權在任何時間在下列網址撤銷
他們的同意或拒絕EF使用學生的個資
或直接的市場行銷。

EF只會在收集資料或符合法律規定及
合法營業的必要的期間之內保留學生
的個資，除非保留資料是為了遵守法律
上的義務。EF留有學生個資用於商業行
為直到學生撤銷他的同意。

假設學生欲保留一份EF持有相關個人
資料，或是數據保護條款的影本，或是
欲校正/移除其資料，或限制辦理其個
資更或是拒絕EF辦理，抑或是使用其數
據可移植性的權益，請聯繫承辦單位
Selnaustrasse 30, CH-8001 Zurich 
或是透過台灣辦事處提供的表格。假如
學生有任何申訴，可以連絡自己國家的
監督機構。

照片及影片資料
學生或其家長/監護人同意EF可為推
廣/宣傳EF產品和服務而自由使用於課
程期間製作的包含學生肖像的攝影，電
影和音檔的權力，學生作為課程的一部
分製作並上傳到EF的網站或應用程式，
和/或學生透過標註＃EFMoment，
＃EF4ever或EF製作或推廣的其他標
註上傳到社交網絡，如Insta-
gram、Twitter和Facebook。每次收集
此類資料之前，都將徵求學生的同意。

責任歸屬 
經由契約關係，若因第三方之卸責及肆
意行為或其他不在EF控制內的情勢發
生(如不可抗力因素，火災，自然災害，
政府行為，勞資糾紛，國內動盪，個人犯
罪行為，恐怖份子或恐怖威脅行動，突
發公共衛生醫療事件時)，EF將無法負
擔因為以上情形所引發有關個人財產

的損失或傷害及其他的責任問題。
EF必須實施當局採取的所有健康和/或
流行病措施，特別是醫療遣返、隔離，對
受感染學生和與受感染學生密切接觸
的人員進行管理。因此，EF可能會調整
在當地的停留條件並立即採取預防措
施。

錯誤拼字
EF保留糾正拼寫錯誤的權利，此不包含
重大明顯錯誤。

爭議和法律管轄範圍
任何投訴應先向學校當地的工作人員
提出，以便解決問題。如果學生認為從 
EF購買的課程或其他服務在經過合理
的期間補救問題後仍未按照協議執行，
應立即以書面形式通知 EF。

本協議以條款與法律不衝突之原則，由
中華民國法律所管轄。任何糾紛或引起
與本協議相關的賠償由中華民國法院
裁定為主。

機票(個人自助遊學)
若EF依學生要求協助訂機票(包含折扣
及免費機票), 學生同意必須完全遵守
且依照航空公司之政策及規定。EF對於
航班更改、班機取消導致班機遲延不負
責任。如重新訂位、更改行程、或取消，
導致之航行相關費用皆須由學生自行
負擔。EF將保留收取航空公司費用上漲
或是稅金增加的權利!

如有免費機票提供，學生報名12週以上
密集或考試課程學生，EF將提供您美金
1,000元的等值機票。這張機票必須經
由EF訂位，超過美金1,000元需補交差
額，此項優惠不能與其他優惠同時使
用。如果您將課程變更成主要或暑期課
程，或者您將課程縮短至12週以下，EF
將會追回全額機票款項。EF保留隨時終
止此項優惠的權利，且不另行通知。

受法律制裁的個人或地區
學生在報名課程時需提交戶籍地及住
所地地址。學生聲明並保證，學生或其
任何直系親屬都沒有受到任何制裁性
法律之指定、封鎖或以其他方式識別，
也沒有參與制裁性法律所禁止的交易。
如經EF全權裁量後，認定履行本報名條
款(全部或部分)將構成違反EF適用的
制裁性法律，EF有權(i)不履行其在本協
議項下之義務，且EF無需就此衍生之索
賠負責，如果該賠償會使EF受到任何適
用於EF之制裁性法律的制裁、禁止、處
罰或限制，暨(ii)立即終止本協議，且無
需就學生因此所受之任何直接或間接
之損害負責。

EF海外旅遊免責聲明同意書
本人(如果學員未滿18足歲，則指學員
家長或學員監護人)報名海外遊學課
程，透過EF Education First, Ltd. 報名
參加由EF Explore America, Inc.舉辦
的課前或課後旅遊活動(下文中EF 
Education First, Ltd.和EF Explore 
America, Inc.統稱“英莩”)。經由簽署
這份免責確認及合約書，本人了解並同
意以下條款：
 
1. 本人了解，此次活動從出發機場起飛
或巴士接送地點開始，到返程航班返抵
機場或巴士返回接送點為止。同時，本
人也了解此次活動會有個人健康、人身
安全、財產安全等方面的風險。本人願
意接受此次活動所可能產生的此類風
險，並且了解EF Explore America, Inc. 
無法保證此次活動參與者的健康及安
全。

2. 本人同意，對於所有任何本人參與由
EF Explore America, Inc. 所舉辦的活
動而產生的請求和索賠， 對EF Explore 
America, Inc. 及其關係企業(包括其 
母公司、子公司、關係企業、經理人、董
事、股 東、代理人、EF Explore 

America, Inc.的員工，以 及EF Explore 
America, Inc.本身，合稱“免責實體”)
免除任何及所有的請求，亦不會對該些
免責實體提起訴訟。此處的請求及索賠
包括但不限於因過失、違約、違反明示
或默示保證、過失或非法致人死亡，或
任何有法令基礎的請求。對於參與EF 
Explore America, Inc.舉辦的活動，因
個人因素可 能發生或涉及的，任何及
所有人身傷害、死亡、身體傷害、精神創
痛、情緒困擾、財產或其他損失，本人在
此願意拋棄任何及所有與此相關或由
此引發任何性質的損害、損失、花費及
開銷(包括律師費用)的請求及主張損害
賠償的權利。本人進一步同意，對於任
何免責實體無法直接或間接控制的個
人或實體所為的行為或不行為，本人亦
將不會追究免責實體的責任。此處的個
人或實體包括但不限於航空公司、鐵路
公司、巴士公司、飯店、船公司、 導遊、
外包代理商或者旅遊承辦者。本人了解
並認知為此次活動提供商品及服務的
實體並非由EF Explore America, Inc.
所投資或經營。

3. 本人了解並且同意，若本人未參與
EF Explore America, Inc.贊助的活動
或者參加非由EF Explore America, 
Inc.贊助的活動，例如探訪親友，或本人
提前到達目的地或延後離開目的地，且
提前到達或延後離開期間並無活動負
責人的服務，則EF Explore America, 
Inc.無須對本人負擔任何責任。

4. 本人同意在本人參與此次活動過程
中，將遵守EF Explore America, Inc. 
的管理規則、活動負責人的指 導，及英
莩員工的指導。如果本人違反以上規
定，英莩有權立即終止本人繼續參與本
次活動。本人了解，若未遵守上述規定
或指導，本人不得要求退還任何費用，
且英莩有權將本人遣送回國，費用由本
人自行承擔。

5. 本人同意此次活動過程中將遵守所
有當地法律。本人同時了解，當地主管
機關處理事務時，本人將適用當地的法
律規定。

6. 本人了解並同意，當涉及到個人健康
問題或者其他任何與學員參與活動有
關的問題，英莩有權自行決定聯繫學員
的父母或監護人。這些權利將優先於任
何及所有的隱私規定。當有緊急醫療需
要時，英莩有權採取適當的醫療措施，
且學員同意授權英莩做出專業適當的
處理。但是，英莩不能保證此醫療處理
能達到最佳效果。

7. 本人不會仰賴任何在此合約書中未
包含的承諾、勸誘或協議，包括但不限
於任何代理人或者英莩員工對本人所
作出的口頭承諾。本合約書的任何修訂
或修改，只有在英莩以書面方式簽署始
得為之。英莩對本合約書任何條款所為
之拋棄皆不得影響英莩此後執行本合
約書的各項規定。

8. 本人同意，如果此合約書中的任何條
款在司法程序中被判定為非法或者不
能執行，則該條款將與本合約書分離而
無效力，但此合約書的其他部分將仍保
持有效性並具有約束力。

9. 本人了解並同意此合約書的所有方
面及其執行將受美利堅合眾國麻塞諸
塞州州立法律的管轄。任何本人與英莩
間的請求、爭議、訴訟，或者本人與免責
實體之間產生任何源于合同、侵權, 或
者其他與法律、衡平法相關的請求，無
論是否與本合約書相關，各方當事人應
將該等請求提交美利堅合眾國麻塞諸
塞州州立法庭，以及美國麻塞諸塞州地
區法院為專屬管轄及審判。

10. 本合約書同時以中英文陳述，若中
英文本有不一致之處，請以英文為準。

11. 本合約書必須由本人簽署，如果參
與活動的學員年齡未滿18足歲，則應由
其家長或監護人簽署。

課程開課日 

密集、主要、考試課程：
倫敦、劍橋、布萊頓、曼徹斯特、伊斯特
本、波士頓、聖塔芭芭拉、西雅圖、夏威
夷、多倫多、聖茱利亞、慕尼黑、巴黎、巴
塞隆納、塔瑪林多、羅馬、奧克蘭、雪梨、
伯斯、新加坡、洛杉磯、溫哥華島: 
2022: 9月12, 19, 26日；10月10, 24日; 
11月 7, 21日; 12月 5, 19日
2023: 1月2, 9, 16, 30日; 2月13, 27日； 
3月13, 27日; 4月3, 10, 17, 24日; 5月8, 
22日; 6月5, 19, 26日； 7月 3, 10, 17, 
24, 31日；8月 7, 14, 28日; 9月11, 18, 
25日; 10月 9, 23日; 11月 6, 20日; 
12月 4, 18日

暑期課程：
2023:  6月5, 19, 26日； 7月 3, 10, 17, 
24, 31日；8月 7, 14, 28日 (雪梨、奧克
蘭、伯斯除外)

 密集、主要、 考試課程：
牛津、布里斯托、伯恩茅斯、托基、都柏
林、紐約、 邁阿密、聖地牙哥、舊金山、
溫哥華、開普敦、布里斯本、馬拉加、
柏林、尼斯、東京、首爾
2022: 9月5, 19日；10月3, 17, 31日; 
11月 14, 28日; 12月 12, 26日
2023: 1月 9, 23日; 2月6, 20日； 3月6, 
20日; 4月3, 10, 17日; 5月1, 15, 29日; 
6月12, 26日； 7月 3, 10, 17, 24, 
31日；8月 7, 14, 21日; 9月4, 18日; 
10月 2, 16, 30日; 11月 13, 27日; 
12月 11, 25日

暑期課程：
2023: 7月3, 10, 17, 24, 31日； 8月 7, 
14日 (布里斯本、開普敦除外)
其他暑期、密集、主要、 考試課程( 雪
梨、奧克蘭、伯斯、開普敦、布里斯本)：
2023: 1月 2, 9, 16, 23, 30日; 2月6, 13, 
20, 27日； 3月6, 13, 20, 27日; 4月3日

學年制外語留學課程: 
2022: 9月19日
2023: 1月9日, 4月17日,6月19日,  
9月18日
2024: 1月8日, 4月8日,6月17日,  
9月1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