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歡迎選擇至 ILAC 就讀☺ 

     

           

上課基本須知 

• 總共 17 個級別 

• 4 周為一期/ 8 周為一個語言程度等級  

• 考試每兩周一次，升級需要符合連續兩次考試成績，擇一升級  

• 升級必須要滿足語言等級的考試成績、出席率以及作業成績 (coursework) 

• 出席率以兩周為一個單位計算，80%為升級標準 

• 上課遲到可容忍範圍為 10 分鐘 ，如果超過，必須等至課程休息時間後才能進入班級或是

聯繫老師協助進入線上課程。 

• 任何關於選課/等級/考試成績/課程內容的問題，可至 Online ILAC online@ilac.com 洽詢。 

若是您提供的 Email 有錯誤或是沒收到學校的信件，請盡快聯繫 Online ILAC 

online@ilac.com 學生顧問確認郵件帳號是否正確唷! 

• 歡迎 登入 student portal 找到課程資訊 ( 如為第一次登入, 需要先利用學生號碼註冊 , 系統會

提供臨時密碼至填寫的信箱, 根據收到的密碼登入後修改) 

**email 信箱需與填寫報名表時相同**  

** 學生號碼會顯示於 letter of confirmation 左上方 (Student ID #) ** 

 

 

學校部門  

 

• Online ILAC online@ilac.com (學務部門):  

負責: 處理換課/選課， level (如果太難想要換級)， 建議的老師， 遲到/出席率的課程相關處理等。  

• Homestay/Residence department (住宿部門)  

負責: 延長住宿或所有關於我們 Homestay/Residence 的問題。   

相關資訊可上官網上得到更多資訊 https://www.ilac.com/student-housing/ 或是分別聯繫以下信箱 

多倫多 住宿 homestaytoronto@ilac.com 

溫哥華 住宿 vanhomestay@ilac.com 

 

• E Book    

ILAC 多倫多 - 學生新生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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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 書籍兌換有問題或是未收到兌換書籍信件。  

**書籍兌換碼會於主要開課日當周二美東時間下午 5 點 email 寄出** 

非主要開課日開課, 書籍會於隔周二美東時間下午 5 點 email 寄出 

** 有申請降級的學生，需於降級完成後，需寫信給 online@ilac.com 索取新的書籍兌換碼** 

如有相關問題請寫信詢問 : online@ilac.com 

• Pathway Department (大專院校等升學課程)  

負責: 如已經報名本地大學/研究所，或有計畫在加拿大升學，長期留在加拿大的學生，如有相關問

題可以洽詢以下專員: 

 

加拿大東岸學校 Wan-Lin Yang Wan-Lin.Yang@ilac.com 

加拿大西岸學校 Barry Chan Barry.Chan@ilac.com 

 

1. 學校的等級定義： 

學校共有 17 個語言分級，1 期為 4 周，8 周為一個語言程度等級。每一個等級需要至少待 4 周必須

連續考 2 次考試，才有機會符合升級的基本標準 

如 Level 8/9 為 High Intermediate (中高階)，一般而言一個語言等級為 8 周，倘若您在 Level 8 的 4

周時間參與 2 次考試，出席率以及作業成績皆符合標準，即有機會升至 Level 10 Pre-Advanced 班級 

如是 Pathway 課程的學生，如申請學校要求為 Pathway 3.2 或是 3.3 的語言要求，在 Pathway 3 待

8 周是必須的。 

 

需要 Pathway 2.2 以上證書的學生可以參考以下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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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變更課程：  

如有換課需求者，可聯繫 online@ilac.com 學務人員。 

周末提出的申請，會於平日時才會做更換。申請至更換時間約 1-2 工作天 

**未收到回覆前, 請於原班繼續上課並注意信箱來信** 

**欲請加入 Pathway 的學生, 請於非考試周的周二前申請加入** 

 

 
 

3. 班級資訊通知： 

如有升級或是每次考試結果通知，學術部們會寄信至您的電子信箱告知新的班級資訊與成績結果，

請務必定時查閱電子信箱。 

如未收到任何學校資訊者，請務必聯繫學生顧問查詢是否學校系統登記有誤。 

 

4. 學校考試日： 

Full time schedule 每兩周考試，考試時間固定為 (Alternative 開課日當週 )。 

Semi time schedule 每四周考試，考試時間固定為 (Alternative 開課日當週 )。 

 

如有更動，學校會以 email 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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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遲到與缺席： 

請注意學校有 10-0-5 Policy。學校嚴禁遲到及缺席， 

未出席課程會被登記 1，遲到為 0.5，加總起來如大於 2 在每兩周統計之下即會導致無法升級 

          如欲加課、 課程長短更動, 或是對上述有任何問題者，非常歡迎與中文學生顧問或是與代辦直接聯

繫。  

 

請假須知 Pathway 的學生必須先向 Pathway Specialist 告知) 

• 煩請查閱請假規定 https://www.ilac.com/online-vacation-requests/ 

 

• 若是您申請在 ILAC 的課程有達到 12 週以上的話則可申請為期至少 2 星期, 最多 4 周的長

假，但要特別注意須於請假日提前至少 2 個禮拜跟學校人員申請，若不到 2 星期前申請則

會有行政費用-加幣$50 元。請假的開始日皆為禮拜一，結束日統一為禮拜五。 

• ※※休假後所有課程會往後挪，所以休假前要注意自己的簽證到期日是否允許, 如之後取消

故不退費 ; 請確保簽證的時效性,如因請假而無法持有適當的簽證繼續就讀,課程部分將不符

合退費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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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需要請超過 4 周以上的假期, 會酌收加幣 $ 100 的處理費 

剩餘課程會保留為 credit note 且為 6 個月的期效, 如未在 6 個月內回來繼續上課, 等同於放棄 

需要注意的地方如下: 

• 如溝通,報名的課程不可再作任何更動 

• 務必有效簽證,如未能有合法的簽證就讀,剩餘的課程等同於放棄 

• 課程不得退款 

• 課程必須在 6 個月內使用 

• 如回來就讀,請務必附上 Credit note 檔案且至少 4 周前通知學校 

 
如欲有相關需求，或是對上述有任何問題者，非常歡迎與中文學生顧問或是與代辦直接聯繫 

 

退費須知 

• 退費規定 

上課周數完成 0%-10% -退剩餘 70%  

上課周數未達至 30%-退剩餘的 50% 

上課周數超過 30%-不退費 

詳細退費須知以學校網站公告為主。  

課程若有更動或是取消等，建議兩周時間前提出申請。https://www.ilac.com/policies/ 

 

 

 

最後重要通知： 

 

簽證 

請每位同學務必注意自己的簽證到期日( 選擇於加拿大就讀線上課程的學生) , 如有更新，請務必主

動向學校更新以便簽證處抽查時學校可以協助提供正確資訊給官方單位。 

 

最後，祝大家上課愉快 

一切都能順順利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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