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ECI Language Academy 
行前說明 

# 住址：381 Purok 5, Dontogan, Baguio City    
# 電話： 070-8222-2980 / 070-7079-2217 

碧瑤辦公室 

韓國首爾辦公室 
# 住址： Seoul Kangnam gu, Yeok sam dong 827-42 / 6F 
# 電話：070-8727-2980 

*碧瑤當地辦公室電話及地址聯絡資訊，請詳記  

[接機] 聯絡資訊 

# 副校長: 
Ricky 091-7580-6125 / 070-4685-2980 
 
#總經理 
Jongsoo 097-7851-1105 
 
#菲律賓辦公室電話： 
070-8222-2980 / 070-7079-2217 

聯絡資訊 



 
1st.  為成功的語言學習訓練做準備 

2nd. 確認所需之物品 

3rd.  個別接機資訊 

4th.  應對技巧 ＆ 緊急聯絡人 

內容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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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成功學習語言的第一件事! 

明確的目標 

消除對英文的恐懼 ? 自然的對話? 多益900分 ?  
在你(妳)還沒來到BECI之前，你(妳)應該先想想為什麼想學英文，還有在
經過語言培訓後，你(妳)想達到的目標。  
“我想要增進我的英文” 或期許 “當我到那裡， 我可以獲得些收穫” ，這
些是不夠的。設立明確的目標將有助於學生專心學習，並提高他們的動
力。BECI的教職人員會引導學生有效率地依照排定的課程學習、並透過
學校完善的學習系統，達到學生們明確地學習目標。 
 

建立強健基礎技能 

語言培訓於BECI註冊入學日開始。換句話說，應該是從你下定決心要來
菲律賓學英文開始，。許多學生認為“我需要提前學習英語嗎？當我去那
裡，我就會每天學英文了。”事實證明，擁有基本文法程度的學生，其學
習速度較快，所以擁有基本文法和詞彙是必須的 
 

了解他國文化 

BECI語言學校對於想要增進自己英文能力的各國學生而言是間國際學校，
學生國籍如韓國、日本、台灣、中國、蒙古與其他國籍學生等。因此，
每個人必須有開放且友善的態度，尊重和理解彼此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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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內容 

文件 

護照 確認您的護照有效期限不少於六個月，並請準備護照影本以備緊急情況使用。 

機票 再次確認出發的日期與時間、英文姓名、座位號碼、有效期限。 

大頭照 準備護照2Ｘ2的大頭照、申請SSP的大頭照至少五張（8週：2張；12週：3張）。 

保險 為了保障您的安全，最好攜帶個人的保險單和保險卡。 

簽證 入學30天後，學校將會協助辦理延簽。 

生活相關 

國際信用卡 攜帶您的信用卡 (VISA, MASTER , CIRRUS, MAESTRO, PLUS) 

提款卡 
在商場及銀行都有ATM提款機可以提領披索。（跨國提領將從您的帳戶內收取約
200披索不等的手續費） 

護膚用品 
準備適合個人的護膚用品和化妝品，如防曬乳、化妝水、乳液等（尤其敏感體質的
同學） 

個人藥品 
每個人可以準備一些常備藥品，如感冒藥、咳嗽藥和止痛藥，如個人有特別需要服
用的藥品，也請記得攜帶。 

2. 所需物品之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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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內容 

生活相關 

衣服 
內衣、毛巾、襪子、運動服、鞋（運動鞋/涼鞋）、帽子、T-Shirt、厚外套等。 
（碧瑤平均氣溫為15~26度Ｃ，可準備一些厚外套，以備早晚氣溫較低） 

日常用品 包括牙膏、牙膏、梳子、洗髮精、沐浴乳、刮鬍刀、浴室用拖鞋。 

電器 吹風機、充電器等電器小用品。（可在當地商店夠買） 

其他 雨傘、太陽眼鏡、眼鏡/隱形眼鏡（食鹽水）、背包、指夾剪、220伏特插頭  

學習用品 

文具用品 可提前準備，也可在當地商店購買。 

相關書籍 準備文法、字彙及其他有助於學習的書籍。 

字典 可提前下載於智慧型手機內。 

檯燈 檯燈可在長時間學習閱讀時保護您的眼睛。（可在當地購買） 

• 噴霧、指甲剪、刮鬍刀等危險物品請勿放置隨身行李，請託運。 
• 新物品請拆封包裝，以免被課稅。 
• 不建議帶食物上飛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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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所需物品之清單 



 入境表格 

 
< 填寫方式 >  
- OCCUPATION（職業） “Student” （學
生） 
- ADDRESS（地址） “381 Purok 5, 
Dontogan, Baguio”  （學校地址） 
-PURPOSE OF TRAVEL（旅行目的）  
pleasure / vacation  

  

3. 移民信（入境相關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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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海關申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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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寫方式 >  
- ADDRESS（地址） 381 Purok 5, Dontogan, Baguio City 
  （學 校地址） 
- QUESTIONS（問題） ALL ANSWERS “NO”（全部回答NO) 

C C 

海關申報表 



1. 抵達馬尼拉後，拿著護照、入境卡、海關申報表、簽證和機票至移民局通關。 
 

2. 你會被問到的問題如地址（碧瑤或菲律賓）或是“How long will you stay here?”（你會在這裡待多久）
等，不會有其他特殊的問題。 

 
3. 通過移民局之後，在指定區域拿取自己的行李，提交在飛機上填寫的海關申報表格給稅務申報檯。 

4. 入境菲律賓 & 指定接機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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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接機區 – 馬尼拉機場 

* Terminal 1 （第一航廈） 

  :  所有旅客，除了菲律賓航空(PR),宿霧太平洋(5J), 國

泰航空(CX), 亞航飛龍航空(Z2)  

* Terminal 2 （第二航廈） 

  : 只限菲律賓航空PR (Philippine Airlines)  

* Terminal 3 （第三航廈） 

  : 只限宿霧太平洋 5J (Cebu Pacific),國泰航空(CX),亞

航飛龍航空( Z2)  

* Terminal at Clark Airport (克拉克機場） 



* Terminal 1（第一航廈） – 除了菲律賓航空(PR),宿霧太平洋(5J), 國泰航空(CX), 亞航
飛龍航空(Z2)  

機場通往一樓的走到是禁止訪客進入的，請沿著走道一直走，將會看到“Duty Free”商店，
或是可以詢問機場工作人員，當你到達“Duty Free”時。會看到一個大的十字路口，屆時請
勿穿越十字路口，請待在Duty Free前，試著尋找舉著BECI牌子的工作人員，當你看到工
作人員時，再行穿越。 

     < DUTY FREE商店 >  <BECI 牌子>    < 通往一樓的單行道 > 

4.入境菲律賓 & 指定接機區 

關於指定接機區之資訊 – 馬尼拉機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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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rminal 2（第二航廈） –:只限菲律賓航空PR (Philippine Airlines)  

機場是禁止訪客進入的，因此，在您通過移民局並拿取行李後，請前往機場外沿著走道，到達顯示

20號的指示牌區域。將可以找到舉著BECI的工作人員。 

< BECI 牌子 > < 沿著機場外走道移動 >  < No.20好指示牌區域 > 

關於指定接機區之資訊 – 馬尼拉機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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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入境菲律賓 & 指定接機區 



在您通過移民局並拿取行李後，請勿走出機場大樓，尋找到位於在一樓左邊轉角名為“EAT+DRINK”
的便利商店，將可以在便利商店前找到舉著BECI的工作人員 

 < BECI 牌子 > 

< in front of “EAT+DRINK”>  

 < 跟隨其他人的腳步移動>  <在左邊轉角處，名為 “EAT+DRINK”
的便利商店 > 

* Terminal 3 （第三航廈）：宿霧太平洋 5J (Cebu Pacific),國泰航空(CX),亞航飛龍航空( Z2)  

關於指定接機區之資訊 – 馬尼拉機場 

Copyright ® BECI INTERNATIONAL. All Rights Reserved 

4.入境菲律賓 & 指定接機區 



< 克拉克國際機場 > <通過移民局審查> 

 * 通過移民局後，可以看見行李放置的地方並拿取行李。 

關於指定接機區之資訊 – 克拉克機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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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入境菲律賓 & 指定接機區 



 

1) 如果飛機比預計抵達時間提前或延遲到達，學生不應該離開指定的接待區，請在指定接待區等候。 

2) 如果接機的工作人員不是在該等待區域，請秀出用英文或當地語言寫的文章，請機場的工作人員協助。 

內容如下： 

“我是BECI語言學校的學生，請幫忙協助我，撥打電話給學校人員。”（學生應在出發前列印附件3張

紙。） 

萬一學生無法找到學校人員（Manager) 

如果當地人拿自己的手機或要求他東西，請拒絕說 “No,thanks” 

有時候，當您請他們撥打電話時，當地人會像您要求不合理的費用 

在菲律賓當地遇到的可能情況 (機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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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mergency 緊急注意事項 



萬一學生無法找到生無法找到學校人員（Manager) 

Hello. 
We are BECI Institute in Baguio City. 
 
We encountered problems meeting our students because of circumstances that we never expected. 
We ask for your assistance in locating our Korean, Japanese and/or other foreign students here in Manila 
Airport, since they are not yet familiar with this place.   
 
If it’s not too much to ask, please allow our students to contact us through your cellphone. 
We are aware that this could inconvenience you but we are asking for your kindness and help. 
Together with this  simple request is our contact number. 
 
Rest assured that we are going to compensate and repay any expenses incurred contacting us, as soon as 
we arrive there. 
Again, Sorry for the inconvenience and we really appreciate your help.                                                                                                                                                
 
- BEC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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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mergency 緊急注意事項 



萬一學生無法找到生無法找到學校人員（Manager) 

Mabuhay! 
Magandang Araw po! 
 
Kami po ang BECI (Baguio English Communication Institute) sa Baguio City. 
 
Mayroon pong konting problema sa pagsundo sa aming mag studyante. Sila po ay hindi pamilyar dito. 
Hinihingi po namin ang inyong tulong para matunton namin sila. 
 
Ito po ay maaring pagmamalabis ngunit sana po ay tulungan ninyo sila upang matawagan po kami. Kalakip 
po nito ang mga numero na pwede ninyong tawagan. 
 
Susuklian po naming ang pagtulong ninyo sa kanila pag dating po namin. 
Muli po, pasensya na po sa abala at maraming maraming salamat po sa inyo 
 
- BEC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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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mergency 緊急注意事項 



緊急聯絡電話 

姓名 電話號碼 

Ricky (副校長) 
091 7580 6125 
070 4685 2980 

Jongsoo (總經理) 097-7851-1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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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請在出發前列印出這些緊急聯絡人資訊，以備緊急狀況使用。  

5. Emergency 5. Emergency 緊急注意事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