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必上的英文課』旋氏英文
線上課程 APP 使用同意書（兼課程訂購單）

S-2021-01-20-A

教學成效勝過超級名師親自到府一對一教學！本線上課程可 24 小時全天候隨時想上課就上課、可自由調整解說速度的快慢、3 小時內當場
不限重複次數，另外還有加強預備次數，字彙課程還有記憶機協助記憶！教學成效遠遠超越「下課就無法再回溯」的傳統實體教室！
本線上教學系統於 1991 年由吳氏日文團隊協
助研發，2001 年採用迄今，系統穩定，教學
實績卓越！歡迎先詳閱前輩學友各項具體實
績，再決定參加與否！雙方書面約定如下：

務。

緣吳氏日文，旋氏英文（或代理商，下稱：

收益，本會保證「本會網站相關實績屬實、學 絕不侵犯著作權、破解加密機制、不以投射、
習心得皆出自當事學友」，學友了解本會自第 HDMI、VGA 或任何形式傳送上課資料至本會外

本會）將以下列方式，提供日文 APP 顧問服
務，予本合約參加人（下稱：學友）
01.

本約如有語意不明，以對學友有利方式

釋意。避免口誤、誤聽等不必要之善後事
宜，所有約定一律以本訂購單約定為準。所
有服務一律師以書面，恕無電話洽詢。1991
年創業 29 年迄今堅信凡事秉誠，加上耐心，
皆能圓滿處理！
02.

學員所繳費用為「英文 APP 使用費」。

自 APP 課程啟用日起，計算期間，約定期滿自
動失效。
03.

自備 Android 6.0~9.0 平板/手機作為

上課專用機約款：自備硬體者，須先自行至
指定鏈結，測試『正式課程相容性』，並維
持相容，如因不明原因，或中途不相容，自
行重新下載或另備相容平板。（相容與否之
測試費用，輕易超過直接購置專用平板之費
用之故，如不相容，一律採直接購買相容機
方式。）
04.

字彙快速記憶機課程：安裝或自行下載

於上項之平板內，效期同主課程，效期內無使
用次數之限制。非完全關機或無電，每30天僅
需認證一次。記憶機課程僅收錄協助合格所需
最低數量、優先記憶之單字、片語等內容，並
非所有課程之內容。欲高分或滿分需同時善用
上課內容。
05.

上課顧問服務方式：採「單向授課、有約

定之期限、堂數、國度限制之 APP 顧問方式。
發問問題如屬於後續課程或已有類似之發問或
非本課程內容，無逐一回覆之服務；若為值得
分享之問題，本會擁有學友發問、留言內容之

無形資料、網頁、圖形、影音、問題集、程式

暫停或展期：軟硬體變化快速，全天候24 、Email 位址等等內容，除本會書面同意之外
小時運轉下，財力雄厚之電訊業況且採綁約方 ，著作權永久歸屬本會，僅限學友個人於約定
06.

式，以確保固定開銷之均攤，學友了解本會亦 期內，以所交付之加密形式使用。確保繳費學
同。學友即使未上課，亦無法減少開銷或增加 友之權益，未繳費者無法使用課程，學友同意

1小時起就提供無形之實用要領（Know-how）並 之軟硬體。禁止全部或局部複製、翻拷、轉售
非依傳統之時數、期間或紙本數量等計量方式 、出租、讓渡、贈與、抄襲、仿製、共用、公
計費，同意一經啟用，除本會未依約提供服務 開口述，亦不得以任何形式轉錄製為其他運用
，學友不以個人因素或任何理由要求暫停或 。約定期間系統自動回傳相關資訊，偵測到違
中斷合約或退費（家家有本難念的經，恕單一 約，系統啟動保護措施，上課權利將自動失效
之本會無從負擔各學友之各變數）；亦了解本 ，且加贈次數將歸零。違約導致送修期間、費
服務涉及軟體，依法不適用消費者保護法第十 用等違約方負損失與相關法令責任。
九條所訂之七天退費猶豫期間。重大疾病等不 10.

.無法連線約款：本會保證主機維持運轉

可抗力無法繼續上課，即時告知，本會基於人 ，直至期滿，否則依日數比率退費。學友了解即
情義理同意退費時依相關法令辦理。

使網路整日不通（迄今實例為零），亦可先研習

暫停、展期等約款：如非本會因素須暫停 記憶機課程，網路涉及至少三方因素，營業外
，暫停費率與展期費率相同，且皆以原約版本 期間間無提供檢測、修護服務，學友同意靜待
07.

之軟硬體為準。以屆時公告為準（目前網站分 網路恢復。本會網路不通期間如超過24小時，
擔費60天期9960元，120天期22999元，180天期 以一天延長1天之方式彌補。端午、中秋、春節
29999元），期滿後一年內之展期，為期滿前之 、員工年度研修(約10日)，皆不緊急修復，但
130%，期滿後18個月以上之展期請重新報名。 一日補兩日（近年情形亦為零）。另已事先加3
每小時不足9元，無法理解展期或復課係本會 天作為網站不通之預備期間，未超過3天不另補
之善意措施，恕不接受辦理。本會亦可以歸還 填。因政府等非本中心之因素之斷網，不適用
展期或復課費用提前中止服務。限 EMAIL 辦理 本比率退費約款。但本會於狀況恢復時，將致
，電話辦理增收20%人工處理費用。違反著作 力補填期間。學友了解如無法補填，同意自動
權保護約定，不接受辦理。

不適用本退費約款。

堂數計算：分為「基本堂數」與「加強 11. 本會解說細膩，如含語音輕易達200-300
用預備堂數」。每堂課約30分，「自輸入密碼 萬字，縱令口誤等僅萬分之一，亦輕易達300字
08.

→點選課程→按退出該堂課或超過3小時，計 以上，雖不影響學習，不介意人士再行參加。
算為一堂課。3小時內不限聽課次數。善用者輕 如有誤植將於相關網頁訂正，不一一重印或訂
易超過傳統教室約4-5倍之多。時間不足以一 正字幕。上課頁面採用色彩與記號等現代教育
次聽完請勿點選。基本堂數之外另贈約30%之「 工學，囿於人力物力如顏色辨識或視聽覺等異
加強用預備堂數」
（同樣3小時內不限聽課次數 於常人，恕無提供特別服務。
），以上優惠為本會之善意，謝絕與他人共用 12.

本約通訊地址信箱等，若有變更，學友

，亦不可轉移至其他課程使用。期滿，堂數自 須至留言版留言告知。未通知，非本會責任。
動失效。如欲增加，限以留言告知原因，恕不

學友確認已先免費試聽，親自體驗實際上
接受電洽。將確認上課紀錄，提供付費或免費 課情形、本合約於簽訂前已經學友審閱七日。
匿名字方式分享。依照本會教學流程與不任意
方式（註：截至本約日期，尚無付費補堂數之 本約如有爭議雙方秉誠協議解決；協議不諧以
跳課，問題多自然會大幅減少。效期內，同意自
實例。本約主為確保善用）。
台北簡易法庭或台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之管
行搜尋分享資料庫（期滿無法使用）。避免誤
09. 協助保護著作權與個人資料約定：學友 轄法院。本約於繳費或開始上課或於上課網頁
解、空口無憑等，學友同意上課及行政等問題，
同意本會採帳號密碼與臉部開鎖，除有確認之 勾選同意皆自動生效。
一律至留言版書面留言。本會每營業日查閱與
需，須解密成具象臉孔之外，平時臉孔僅出現
留言回覆，如超過三個工作日，未獲回覆，可
於學友端電腦，個人資料將以音符、數字、浮
參加學友簽名（中文姓名）：
能發問未成功，敬請催促（留言板故障時之電話
水印等明碼、非明碼呈現於課程中，第三者無
：週二～週四10：00～17：00），其餘時間無服
法看見。學友同意協助保護與不侵害本會有形
使用權，惟隱私部分將自動刪除，僅保留姓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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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元佑英文～旋氏英文

□參加同意書

（請照相回傳本訂購單 wusjp5488@gmail.com

S-2021-01-20-A

103 臺北市承德路一段 32 號 3 樓之 3（採線上營運模式，櫃台無對外開放）避免口誤、聽漏、聽錯、遺漏、誤解…等等，任何可能導致不
良溝通，本中心全面採書面溝通方式。相關詢問一律採「學友留言板」留言方式。留言板故障時之預備用電話中心：僅供正式學友緊急聯絡
用，非緊急或非學友，請至留言版：http://www.sense-english.com/other/msg_tips/
請同時 email 身分證影本(正面即可)，可供確認學友身分即可。訂購單寄下後，將以 EMAIL 回覆，以利雙方書面紀錄，更為確實。）
姓名：

（學友親自簽名，英語國度學友請加註護照英文名，以利郵寄。）
（老學友進階、增期等，如資料無異動，僅需：填寫姓名→勾選事項及→付款細節即可。

永久帳號（就是身份證後 9 碼）
：

（上課相關帳號，務請確認正確與否）

完整之 email 信箱：
於 20

年

生日：19

月
年

日報名參加上述服務，有效期間從寄貨日起算(另加 3 日，為貨運與最初設定)。
月

日（若未滿 20 歲，須經法定代理人簽名同意。法定代理人簽名:

最終學歷(請詳填科系，以利輔導)：
行動電話：

）

備用 e-mail：
家用市話：

Fax：

通訊地址（郵政信箱恕無法受理）：郵遞區號 □□□
發票、代購平板時寄往：□上述之通訊地址
何時較方便送貨：□全日

□09-12

□其他收件地址：郵遞區號 □□□

□12-17

□17-20 時（全日最快，其餘增加一日）。

□本人需請代購代檢測、代安裝與物流 Android 6.0~10.0 平板，費用 7,500 元（含平板 + 記憶卡）
。將專機專用，確保相容。
□海外學友自備相容平板 2021-01-05-B。了解所繳費用並不包含「硬體相容性檢測之技術支援費用」
，了解技術支援費用超過直接購置專用平
板之費用之故，如不相容，本人將直接購買或請代購待檢測相容機（如需新購，建議採代購方式，費用同自購，但節省自行安裝與檢測之
時間成本。）國外物流實費實收。降低人事成本以免轉嫁學友，所有課程，聯絡一律採書面方式，通訊報名（傳真或 email）
，
現場報名或多收 2 千元處理費(增期、復課亦同)
□1.參加單 1 課程，每期 10,999 元(90 天) + 7,500 元（10.1 吋專用平板+記憶卡）= 18,499 元
□2.同時參加 2 課程，每期 18,990 元(180 天) + 7,500 元（10.1 吋專用平板+記憶卡）= 26,490 元
□3.同時參加 3 課程，每期 27,990 元(270 天) + 7,500 元（10.1 吋專用平板+記憶卡）= 35,490 元
□字彙槓桿：適合對象：想高效率學會英文單字之人士。歡迎先實際試聽。
上學期約 20 小時，每天 1 小時，約 20 天即可修畢。上學期總分鐘數為 1,158 分鐘，分成 55 堂課程+加強預備用 17 堂＝72 點數。
下學期約 25 小時，每天 1 小時，約 25 天即可修畢。下學期總分鐘數為 1,512 分鐘，分成 54 堂課程+加強預備用 17 堂＝71 點數。
（含加強預
備堂數後，共 143 點數。總授課分鐘數為 2,670 分鐘，共約 44. 5 小時。每堂約 25 分，可充分善用空檔時間。
（真實上課時間，無須等待擦
黑板之時間，亦未計入總論導讀之 54 分。）若每天 1 小時，約 40 天可修畢。若以傳統包含擦黑板之堂數計算方式，每堂上課 55 鐘，下課 5
分鐘，約為實體教室之 48.5 堂課。
□旋氏英文法：適合對象：本課程非基礎英文法課程，乃高濃度之課程，至少需具備高中中上英文程度之人士。歡迎先實際試聽。
總分鐘數約為 3,300 分鐘，共約 55 小時。上學期分成 60 堂課程+加強預備用 19 堂＝79 點數。下學期分成 62 堂課程+加強預備用 19 堂＝81
點數。上下冊含加強預備堂數後，共 160 點選，每堂約 25 分，可充分善用空檔時間。
（真實上課時間，無須等待擦黑板之時間，亦未計入
總論導讀 39 分）
，每天 1 小時，約 55 天修畢。若以上課 55 分鐘，下課 5 分鐘，約為實體教室之 60 堂課。
□旋氏英文閱讀逍遙遊：適合對象：（課程多處運用到字彙槓桿課程所建立之「字首字尾」分析能力與文法課程所建立之減化子句等高級「文
法解析」
，尚未先研習過「字彙」與「文法」課程之學友，恕不接受參加，以確保學習成效暨本課程信譽。
總分鐘數約為 2,820 分鐘，共 47 小時，分成 109 堂課（含加強預備堂數後，164 點選）
。若以上課 55 鐘，下課 5 分鐘，約為實體教室之 56
堂課。每天 1 小時，約 47 天修畢。
付款方式（國外信用卡請填寫下一欄位，恕僅限授權一次付清）
：
□我選擇現金（或匯款）一次付清。
□我選擇線上直接刷卡一次付清 https://ilovejp.club/oncepay。
□我選擇微信支付(請用電腦開啟後，用手機付款)用同一支手機開啟後不能付款金額請使用新台幣(不要自行換算成台幣)一次付清。
https://p.opay.tw/FIXo9
□40%頭款匯款後+餘額信用卡分 6 期付款（每期請自行加算 1%費用）
。鏈結：https://ilovejp.club/pay。
可分期銀行:凱基,玉山,台新,中國信託,澳盛,第一,台企銀,國泰世華,渣打,合作金庫,遠東,永豐,台中商銀,大眾,元大,新光,日盛。
□匯款帳號如下：台灣銀行 仁愛分行（代號 004） 帳號：122-001-003676
戶名：吳氏日文 企業管理顧問 股份有限公司
□開立三聯式發票，請填寫

統一編號：

抬頭：

（二聯式發票則無須填寫）

本會一律開具發票。郵局掛號可查詢期間為半年，逾期難再查詢。匯款後，一週內未收到發票，務請留言確認，以減少日後困擾。
以下為承辦人員用欄位
附隨講義費

20

年

金額 授權碼
月

Rec

經手人

開課紀錄

出貨紀錄

日

※費用反映教學實績，不定期調整。電子產品瞬息萬變，各班費用以訂購當日網站之本訂購單價格為準。
※本會保留接受參加與否之權利。 為確保學友繳費之後一定可以學成，請欲參加人士繳費前先提出學習決心確認函（鏈結由此）
，本會確
認學成要素足夠時，再通知繳費事宜，請勿逕行匯款。報名時，本訂購單請 email 掃描、照相至 wusjp5488@gmail.com 或傳真訂購單 027733-5486 即可。訂購單正本，於郵寄回敝公司時，一併寄回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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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氏英文學成目標、決心與讀書計劃確認函（請記述與學習有關之學成要素，例如：過去累積之讀書技術、最終學歷、年
齡、英文實力、相關認證成績、讀書計劃、學習目標、與學成決心等，大致如下：）
旋氏英文學成目標、決心與讀書計劃確認函（大致內容之樣本）
陳 XX ，xx 大學 xx 系 XXXX 年畢業，現25歲。（請告知基本學成要素，例如：最終學歷（累積之讀書技術）、學習年齡…
等。）
自我評定之英文文法能力約50%，單字約30%，閱讀約35%,聽力約40%,會話約 xx %，寫作約 xx %。（自我評斷：請告知目
前英文能力。）
20xx 年報考過 TOEIC(TOEFL GRE GMAT……)，得分 xxx 分。得分分布如下： 文法 單字 聽力 ………。（客觀評斷：最後
一次曾報考之國際級英文能力認證或其他考試之成績。）
目前為上班族，計劃每一三五（或二四六或每日，假日…）投入 xx 小時，預定45天內修畢字彙上下兩學期之所有課程共
xx 小時。(請告知學習頻度，預定完成天數等等。上課系統可看得到本確認函，以便隨時可自我督促。)
學成之後，擬再度報考 TOEIC(TOEFL GRE GMAT……)。（請告知學成後之具體目標，建議報考具公信、有助職業生涯、可
客觀檢測成績之國際認證。）
目前對於英文學習最感困擾的部分（歡迎自由敘述之，若屬共通問題或值得分享其他學友之問題，將不定期以分享函方式
分享之。留學申請等非本課程直接相關之問題，恕非優先分享對象。）
本確認函將保存學友個人之資料類，兼具學習過程之自我督促與學習後之進步追蹤。學習過程若與原始計劃有出入，建議
隨時閱讀本確認函，以喚回初衷，以確保學成。
歡迎加入旋氏英文俱樂部：學友研習課程後，有具體實績（例如：考試成績等）或具體心得，都歡迎來函分析學成原因，分
享學友。實績與心得獲公開分享之學友，於推薦親友加入時，親友可享優惠。優惠方式以當時之公告為準。

免費線上試聽（由此鏈結）
填寫學成目標、決心與讀書計劃確認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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