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础 ,  前中级和中级

英语衔接课程

更新⽇期 - 02/03/2021



课堂教学

研讨和学习之旅

学校使⽤的评估和教科书

故事书

课堂活动，如辩论，讨论，⼩组作业，简报，⻆⾊扮演

⽐赛和游戏（例如拼写等）

评估和测验

轮班制和伙伴系统

互动与创新：视频剪辑，有声读物，播客等。

教学⽅法

帮助学⽣提⾼英语⽔平，使其能够在预备课程中继续学习。

⽬标 

本课程为学⽣提供英语基础课程以让他们能更好地应付以英⽂为教学语⾔的政府

学校⼊学考试(AEIS)预备课程。

简介

如下列表格显⽰，各个级别将完成⼀定的标准。

所有课程都是以不超过15位学⽣的⼩班进⾏。

本课程是根据教育部⼩学和中学的教学⼤纲设计。

学⽣必须进⾏⼊学前测试（英语测试），以确认适合他们的等级。



其他课程信息 (⻓期课程)

等级 学习周期

Basic (基础)

(课程代码: EBC-B)

成就

相当于⼩学

低年级标准

⼊学条件

⼊学年龄在1⽉1⽇已满7岁

⼊学前测试（英语）成绩符合

基础等级规定的分数

Pre-Intermediate

(前中级)

(课程代码: EBC-PI)

相当于⼩学

⾼年级标准

10 周

Intermediate (中级)

(课程代码: EBC-I)

相当于初中

标准

⼊学年龄在1⽉1⽇已满7岁

⼊学前测试（英语）成绩符合

前中级等级规定的分数

⼊学年龄在1⽉1⽇已满7岁

⼊学前测试（英语）成绩符合

中级等级规定的分数

10 周

10 周

其他课程信息 (短期课程)

学⽣可在学期期间任何时候报名上课。预知更多有关课程表的详情，请与我们联系

请注意课程只有在五名学⽣或以上才会开课，否则将另做安排。

录取时间: 参照课程表
上课⽇: 周⼀⾄周五
时间: 上午9点到下午 4点（中午12点-1点为午餐时段）

课程时间

等级 学习周期

Basic (基础)

(课程代码: EBC-B)-ST

成就

相当于⼩学

低年级标准

⼊学条件

⼊学年龄在1⽉1⽇已满7岁

⼊学前测试（英语）成绩符合

基础等级规定的分数

Pre-Intermediate

(前中级)

(课程代码: EBC-PI-ST)

相当于⼩学

⾼年级标准

1-4 周

Intermediate 

(中级)

(课程代码: EBC-I-ST)

相当于初中

标准

⼊学年龄在1⽉1⽇已满7岁

⼊学前测试（英语）成绩符合

前中级等级规定的分数

⼊学年龄在1⽉1⽇已满7岁

⼊学前测试（英语）成绩符合

中级等级规定的分数

1-4 周

1-4 周

课程成果

继续参于我们的英

语衔接课程(EBC)

或政府学校⼊学考

试(AEIS)预备课程

继续参于我们的英

语衔接课程(EBC)

或政府学校⼊学考

试(AEIS)预备课程

继续参于我们的英

语衔接课程(EBC)

或政府学校⼊学考

试(AEIS)预备课程



基础:
本课程为学⽣提供英语基础课程以让他们能更好的应付以英语为教学语⾔的政府学校⼊学考试(AEIS)预备
课程。

在课程结束时，学⽣能够掌握四种基本的英语语⾔技能（写作，语⾔使⽤和理解，听⼒理解和⼝语交

流）。⽐如，正确的语法使⽤，拼写和标点符号以及使⽤正确词汇的能⼒，并能够清楚地表达个⼈的答

复。

前中级:
本课程为学⽣提供英语基础课程以让他们能更好的应付英语为教学语⾔的政府学校⼊学考试(AEIS)预备课
程。

在课程结束时，学⽣能够掌握四种基本的英语语⾔技能（写作，语⾔使⽤和理解，听⼒理解和⼝语交

流）。⽐如，识别不正确的语法和订正短⽂本，并能够清楚地表达⾃⼰并进⾏对话。

中级:
本课程为学⽣提供英语基础课程以让他们能更好的应付英语为教学语⾔的政府学校⼊学考试(AEIS)预备课
程。

在课程结束时，学⽣能够掌握四种基本的英语语⾔技能（写作，语⾔使⽤和理解，听⼒理解和⼝语交

流）。⽐如，在散⽂写作中使⽤适当的词汇和正确的语法结构，并能够使⽤适当的节奏和语⽓来进⾏流利

的对话。

课程成果 (⻓期课程)

时间表样本

*请注意时间表将依情况会有所更动。

时间/天 周⼀

9am - 12pm

12 pm - 1 pm

英语 – 写作 (3 ⼩时)

1 pm - 3 pm

3 pm – 4 pm

周⼆ 周三 周四 周五

午餐时间 (1⼩时)

英语 –对话 (2 ⼩时)

阅读课 (1 ⼩时)

4 pm – ⼤约 6pm 英语测验 (⾃第2周起)

英语测验

考试

双周报告 / 学期末报告

评估计划和报告



项⽬ 价格 (S$)

报名费

注释

课程费

材料费

课程总费⽤

1,000.00

3.800.00

300.00

4,100.00

⼀次性费⽤，不可退款。

每等级 /10周

需要时将按⽐例计算

每项课程

附带学费保障计划FPS (费⽤不包括报名费)

校⽅将强制性为所有学⽣购买医疗保险，除了新加坡/新加坡永久居⺠可以选择退出医疗保险，但他/

她必须向学校提供保险证明副本作为证明。

费⽤ (⻓期课程)

费⽤ (短期课程)

项⽬ 价格 (S$)

报名费

注释

课程费

材料费

课程总费⽤

200.00

380.00

150.00

530.00

⼀次性费⽤，不可退款。

每周

每项课程（⽆⽐例计算）

1周, 费⽤不包括报名费

910.00 2周, 费⽤不包括报名费

1,290.00 3周, 费⽤不包括报名费

1,670.00 4周, 费⽤不包括报名费

对于⻓期课程，将根据退款政策来退还已⽀付的课程费和材料费。

对于短期课程，⼀旦提交已签名的录取通知书，所⽀付的课程费⽤和材料费⽤将不予退还。

短期课程学⽣可豁免购买医疗保险。

学⽣完成课程

学⽣参加整个课程期间的50％以上
学⽣持有有效的学⽣准证

学⽣的总体出勤率⾄少达到90％
学⽣并⽆因不合理的理由⽽连续7天缺席

⻓期课程:
如果学⽣符合以下条件，在课程结束时将获得证书：

短期课程:
- 不适⽤。
- 如果学⽣⼊学期间在报告期内，我们将提供其进度报告。

奖章标准



其他费⽤

- FPS(学费保障计划)，医疗保险，移⺠与关卡局⼿续费，签发费，4件校服和1件活动T恤已包括在内。
- 请注意，我们不是⼀间消费税注册的组织。 所有价格均按照印刷时间为准。

项⽬ 价格 (S$) 注释

课程转换费 500.00 每次转换申请

课程更新费 500.00 每次更新申请

滞纳⾦ 200.00 若学⽣的课程费⽤在预定⽇期的5个⼯作⽇内未收
到付款，则应⽀付逾期付款费⽤。

验证疫苗接种证明的申请费 35.00 每次申请。仅适⽤于12岁以下的学⽣。
⽀付给Health Promotion Board (HPB)。

校服 20.00 每件

货币: 新币
⽀付⾄: ZESPRION SCHOOL OF LEARNING PTE LTD
银⾏名称: DBS Bank Ltd
⼾⼝号码: 005-902224-4

付款⽅式:
(a) DBS银⾏⽹上⽀付 – 账单⽀付
(b) DBS / POSB ATM – 账单⽀付
(c) 现⾦
(d) ⽀票
(e) 电汇/ MEPS 
(f) ⻜ 汇  (Flywire) - zesprion.flywire.com （ 银 ⾏ 转 帐 / 借 记 卡 或 信 ⽤ 卡 / ⽀ 付 宝 等 ）               
(g) ⽀付宝 - 请与我们联系以获取指⽰

捷思络将会在学⽣⽀付⻓期课程费⽤后的7个⼯作⽇内为学⽣购买学费保障计划（FPS）的保险。

付款⽅式

所有付款必须在截⾄⽇或开课⽇之前完成，以较早的⽇期为准。如果没有在预定的截⾄⽇后的5个⼯作
天内收到课程费⽤，这将按照学⽣合同表格B中的规定收取逾期付款费⽤。

如果以现⾦⽀付课程费⽤，收据将⽴即发出。如果通过其它⽅式付款，收据将在在7个⼯作⽇内发出。

所有付款必须在短期课程开学⽇之前完成。学⽣只能在收到全额付款后才可以上课。

课程费的⽀付



根据课程前辅导清单向学⽣/家⻓介绍课程。
学⽣/家⻓或监护⼈在课程前辅导表格上签名。

课程前辅导

根据学⽣希望进⼊的课程进⾏⼊学前测试（英语

测试）。学⽣必须达到课程的⼊学要求。

⼊学前测试

学⽣将在7个⼯作⽇内被告知⼊学前测试结果，
并得到⼊学级别的建议。

⼊学前测试结果

⼊学申请流程

学⽣接受考试成绩和

⼊学级别。

否

流程结束

是

与学校讨论

其他选择

学⽣需提交:
i) 学⽣⼊学表格
ii) 所有必要的证明⽂件（请注意所有⽂件必须在我们进⾏下⼀步骤之前提交）
iii) 学⽣签署咨询说明（*不适⽤于短期课程）

确认报名

学⽣/家⻓/监护⼈签署以下⽂件：:

⽀付报名费。如果以现⾦付款，收据将⽴即发出。如果是通过其他⽅式付款，收据将在

在7个⼯作⽇内发出。
如果学⽣年龄在18岁以下，则需要⽗⺟或法定监护⼈签名

i) 录取通知书
ii) 延迟⼊学信（如适⽤）

通知书

否



捷思络将为⻓期课程的学⽣申请学⽣准证

申请学⽣准证（*不适⽤于短期课程）

移⺠与关卡局(ICA)批准学⽣准证？ 上诉？

终⽌流程

学⽣及家⻓/监护⼈签署以下⽂件:  
i) 学⽣合同（2份）
ii) 监护承诺函

签署学⽣合同和其他重要⽂件（*不适⽤于短期课程）

学⽣/家⻓⽀付课程费
捷思络将为学⽣购买学费保障计划（*不适⽤于短期课程）

课程费

捷思络将通知学⽣关于学⽣准证及课程开课⽇期。

课程开始⽇期

如有需要，学⽣需进⾏体检。

体检（*不适⽤于短期课程）

学⽣需要:
i) 到移⺠局办理⼿续并领取学⽣准证。
ii) 将学⽣准证提交⾄捷思络进⾏确认。

ICA流程（*不适⽤于短期课程）

⼊学程序

是

是

否

否



申请⼈的官⽅出⽣证明（复印件）

申请⼈的出⽣证明（翻译成英⽂）（复印件）

申请⼈的护照（复印件）

申请者的改换姓名证明，如适⽤（复印件）

申请者的改换姓名证明，如适⽤（翻译成英⽂）（复印件）

申请⼈的最⾼学历证书/学校证明信和成绩单（复印件）
申请⼈的最⾼学历证书/学校证明信和成绩单（翻译成英⽂）（复印件）
申请⼈的疫苗接种记录*必须要有⽩喉和⿇疹的接种记录*(仅适⽤于12岁以下的学⽣)
申请⼈的验证疫苗接种证明(仅适⽤于12岁以下的学⽣)
.电⼦版照⽚和⼀张护照尺⼨的照⽚
.申请⼈的⽗亲护照（复印件)
.申请⼈的⺟亲护照（复印件）
.申请⼈的兄弟姐妹护照（复印件）
.⽗⺟存款证明（翻译成英⽂）
 ⽗⺟⼯作证明信或商业登记证（翻译成英⽂）（复印件）

申请⼈的护照（复印件）

申请⼈居住在新加坡的有效⽂件

*在课程开始之前，必须出⽰所有原始⽂件以便验证。

⻓期课程: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短期课程:
1.
2.

需要⽂件

联系我们

admin@zesprion.com

Zesprion School of Learning

Zesprion

(65) 62552352529 ⻢⾥⼠他路, #02-02 新加坡 329856
巴⼠号码: 21, 129, 130, 131, 145, 186
捷运服务: 诺维娜站

营业时间

周⼀⾄周五, 上午9点⾄下午6点
周六和周⽇休息

+65 9835 8289 (Mildred)

+65 9028 1331 (Mildred_Yong)

poko-poko-pok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