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線 上 遊 學 展

學校 優惠 註冊時間： 備註

PHILINTER

【4-11 週】 免註冊費 USD100
【12-15 週以上】免 SSP 
【16 週以上】免註冊費+SSP

2019
11/25~12/9

*2019/12/29-2020/2/2 入學不  
 適用
(僅從入學日算起)

*2019/12/27 前入學或是
2020/2/10 後入學(暑假適用)

I.BREEZE

【優惠一】
到校時間：2019/12/29 前入學
優惠：免註冊費，免接機費（限週日），免書
本費，免學生證費，免公共區域費用，（註冊
一週即可）
【優惠二】
到校時間：2020/01 / 05-2020 / 03/01 
---註冊4週（含）以上
優惠：免註冊費，免接機費（週日）

*【優惠一】 和 【優惠二】
2019/12/30 和 2020/3/2 這兩天
開課欲可使用

QQ ENGLISH

【8 週】減免 USD200+送跳島卷
【12 週】減免 USD400+免註冊費 USD150
【16 週】減免 USD600+免註冊費 USD150+
免 SSP(PHP6540)

*不可以與其他優惠併用

*優惠不適用於寒暑假旺季期間
(1~2 月、6~8 月)。
*優惠活動期間不得與 Long stay 
discount 共用也不得與其他優惠
併用（報名前或就學中）。
*此活動不適用於 SuperLight 
Plan、Body make Plans、IELTS 
Plan、Hotel Package 和 Walk-
in 學生。 
*其他規定請參考 QQ 公告

CIA

【優惠一】Regular, Intensive, Power ESL, 
Business, WH, TOEIC, and IELTS
【8 週以上】免註冊費 USD100
【12~19 週】免註冊費 USD100+免書籍
P1700
【20 週以上】免註冊費 USD100+免 I-Card

【優惠二】
【8 週以上】減免 USD 50
【12 週以上】減免註冊費 USD100

*入學除
2020/6/27-2020/9/5 外
其他時間都可以使用

CIP

【2019 內入學】申請 4 週以上，
每 4 週減免 USD 50。
【明年入學】申請 8 週以上，
每 4 週減免 USD 50，加碼贈 ssp 學生許可證
（價值 PHP6500)

*取消課程、延長課程之週數將不
被計入此優惠當中
*ESL Lite 課程不適用

OKEA

每報名【3 週】贈送 1 週
*開課時間
2020/2/17~2020/4/27



CG1/CG2

優惠內容：每 4 週邊優惠 USD 50
(僅限報名 4 週以上)

確認中

*適用條件：在 2020/6/6 前入學
（2020/1/5〜2020/3/1 內入學
不可用）
*以入學日為基準
*此優惠可與其他優惠活動合併使
用(秋季優惠)

PINES/CBO

【8 週】折 USD100
【12 週】折 USD150
【16 週】折 USD200
【20 週】折 USD250
【24 週】折 USD300

報名日期往後
推算五個月 
(例：7 月份
報名，12 月
出發才可享有
此優惠)

*入學日提早五個月報名
*與 16 週以上長期優惠須擇一使
用
*不限房型

CPILS

【4 週】獎學金 50 美元+免費健身房+房間升
級
【8 週】獎學金 100 美元+免費健身房+房間升
級
【12 週】獎學金 150 美元+免費健身房+房間
升級
【16 週】獎學金 200 美元+免費健身房+房間
升級
【20 週】獎學金 250 美元+免費健身房+房間
升級
【24 週】獎學金 300 美元+免費健身房+房間
升級

到校期限: 
2020/2/3~
2020/3/30

*其他促銷優惠不能同時使用。
*房間升級名額有限，訂完為止。
*房型升級限 4 人升 3 人 或 3 人升
雙人

CIJ

每週折抵 USD 40
2019

11/25~12/9

就讀時間於 2020/2/1-2020/5/31
間，每週折扣 USD 40 (依據學生
就讀時間

*例如:學生 2020/5/3 入學讀 12
週，只能折抵 4 週 USD160

*不得與其他優惠並用

IMS 

優惠 A 
報名 ESL  8 週以上(含)，任何校區任何房型免
費升級 限 11/25-12/9 之間報名 
優惠 B
Banilad 校區 8 週雅思營
(贈一次官方考試，未含當地學雜費用) 
入學日期為 2020/2/3-2020/5/30 
8 週雅思課程+單人房+註冊費 USD 3000 
8 週雅思課程+雙人房+註冊費 USD 2700 
8 週雅思課程+三人房+註冊費 USD 2500
8 週雅思課程+四人房+註冊費 USD 2400 
優惠 C
Premium ESL 課程春季優惠
 (未含當地學雜費用) 
入學日期為 2020/2/3-2020/5/30，2020/5/3
為最後入學日 
4 週 Premium ESL 課程+單人房+註冊費 USD 
1333
4 週 Premium ESL 課程+雙人房+註冊費 USD 
1222
4 週 Premium ESL 課程+3 人房+註冊費 USD 

ABC 優惠均可互相搭配



1111 
4 週 Premium ESL 課程+4 人房+註冊費 USD 
999

立即預約免費諮詢

https://www.eslpass.com/index_new.php?_v=P4#contac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