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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1 學期「英檢密集班」上課同意書 
多益密集班(TOEIC) 托福密集班(TOEFL ITP) 雅思密集班(IELTS) 

請先閱讀下方同意事項，英文部分以大寫書寫。Please read the notes below and complete this form in CAPITAL LETTERS. 

個人資料 PERSONAL DETAILS 

姓名 
Full Name 

 科系&班級 
Department & Class 

 

學號 
Student Number 

 手機 
Mobile Number 

 

E-mail  

報名步驟: 

上網填寫報名系統(網址：https://forms.gle/7sJ1hMwHT3dAynk79)→至語發中心 M201 填寫紙本同意書→

繳費→完成報名 

The steps of registration: 

Fill in the registration form on line (the website: https://forms.gle/7sJ1hMwHT3dAynk79) → 

Please visit CDLTR (M201) to sign the agreement & pay the fee→ Registration done!! 

同意書 AGREEMENT 

本人決定參加由語發中心所承辦之英檢密集班，已詳讀注意事項，且同意遵守所有規定。 

I am attending the Intensive English Program held by the Center for the Development of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I hereby acknowledge that I have read and understood the notifications and I 
agree to all the terms.  

簽名 Signature: 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Date: _____________________ 

以下由語發中心填寫 

收費 $2,150 (含前測)  $2,000  $500 (上學期 B 班轉 A 班) 
 
 
線上報名系統 key in    
○需 前測系統 key in(**未有英文測驗成績需檢測)  

選課系統 key in 
  A 班(多益班)  
  B 班(多益班) 
  C 班(托福班)  
 
 EXCEL 表單 key in 
處理人員           
日期：             

 

 

線上報名 QR Code 

B轉 A 前測 A(多益班) B(多益班) 

C(托福班含亮點班)  C(雅思班)  

 

NO：_____ 

**文件有問題** 

1. 缺成績證明 

2. 欠費:_________元 

3. 其他:_____________ 

(多益)_______分 

(托福)_______分 

(其他)_____________分 

(前測)_______分，班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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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 半 部 中 心 留 存 – 

保證金及講義費收據 RECEIPT 
茲收到學號(Student Number)_____________ 姓名(Name)_______________報名英檢密集班 

前測費用 NT$150保證金 NT$1,500行政處理費 NT$500(含模擬考題本及線上模擬考費用) 
 

           共 NT$         元整，特立此據，以茲證明。 
符合保證金退費資格者，於語發中心公告日期起開放領取(NT$1,500 保證金)，逾期不候，領取時請攜帶此據或學生證。

若需代理人協助領回保證金，代理人須持本回條與報名學生之身份證或護照影本。 

亞洲大學語發中心   日期(Date): ____________語發處理人員：___________ 

注意事項 NOTIFICATIONS 

一、 相關時程： 

日期 內容 備註 網址/QR Code 

10/12~10/25 

中午 12:00 
前測 

■前測費用:150 元 

■考試採自行線上測驗制，考試時間約 2個小時，請自

備耳機。 

■如無多益成績者或畢業門檻考試成績者；已參加過多

益考試、畢業門檻考試或參加其他英語檢定持有成績證

明者不需參加前測 

測驗網址： 
http://goo.gl/tohdqP 

 
預設帳號/密碼為:【學號】 

10/12~10/25 
報名及

選課 

■前測結果將於同學回傳成績後以 email或簡訊方式通

知同學，並開放選課！ 

■多益班：多益 450分以上或其他證照等同之成績證明 

■托福班：多益 600分以上或其他證照等同之成績證明 

選課網址 http://webs.asia.edu.tw/toeic/ 

 
10/25~1/6 

課程 

期間 
10月 25日(一)至 1月 6日(四)，共 11週。 

多益&托福校園考報名 11月 15日(一)~ 12月 06日(一) 

多益&托福校園考 
111年 01月 08日(六) 13:30-16:00 

■以上為正式考試，請攜帶 2B 鉛筆及身份證或護照正本，並提前 20 分鐘到場。 

二、 課程說明： 
1. 授課為期 11週。【授課期間不接受旁聽，亦無法中途加入、換班或退出】。 

2. 每次上課務必簽到點名，課程出席率以上課班別之簽到表為準。 

3. 請假需提早告知授課教師及 TA，並於該次簽到表上註明缺席原因，事後需附上請假證明。 

4. 因學生眾多，課程、考期異動及成績單、保證金領取等訊息，皆透過學校 email通知。 

5. 每週需參加 TA的輔導聚會。 

三、 相關費用：  
1. 行政處理費 NT$500(含模擬考題本和線上模擬考購買費用)。 

2. 保證金 NT$1,500，符合下列所有規定者，請於公告期限內至語發中心領回： 

聽力及閱讀課程 TA輔導聚會 線上模擬測驗 
111年 01月 08日(六)參加多益/

托福校園考，並取得正式成績。 出席率皆達 8成以上 出席率達 6成以上 
聽力閱讀皆須作答各 25分鐘以上 

總計作答 50分鐘以上 

3. 多益報名費$1,000 / 托福報名費$1,160  

a. 多益及托福校園考報名費用皆透過網路完成，由學員先行支付。 

b. A 班報名費補助及保證金退費需符合第 2點規定才可申請退費。 

c. B 班保證金退費需符合第 2點之條件，且必須上整學年課程(上下共兩學期)，考試取得正式成績才可

申請退費。 

4. 書籍費依老師指定書籍而異，請自行至敦煌書局購買。 

5. 符合領回保證金資格且先前未接受考照補助之同學，由學校補助多益測驗報名費 NT$1,000 
或托福 ITP測驗 NT$1,160，由學校退費至學生帳戶。(以補助一次為限) 

 

http://goo.gl/tohdq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