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 收费计划
国际生

入学申请
申请费不可退款，且仅接受澳元付款。
申请费
入学确认费

$120
$1,000

请注意，强制性的国际生医疗保险必须按录取时整个签证时长来
安排。

5 - 8 年级的学生需要准备一个 iPad（大约900澳元），而 9 - 12年
级的学生需要准备一台笔记本电脑（大约2000澳元）。学生可以自
带设备，或者通过学校购买。
以上所列的全部学费和杂费已经包括了国际生所有正常的教育支
出。

学费（澳元)

付款详情

从入学到3年级

每年25,000 澳元

学费付款时间：

4 – 6 年级

每年29,000 澳元

• 录取 (CoE) 确认信签发前需支付 一个学段的学费（1个大学期)。

7 – 9 年级

每年33,000 澳元

10 – 12 年级

每年36,200 澳元

11 年级 IB 费用

每年1,400 澳元

12 年级 IB 费用

每年2,090 澳元

• 后续的学费按每个学段（一个大学期）来收取，缴费时间是在
每个学段开学前两个星期。
如不在澳洲付款，可以用信用卡 (Mastercard 和 Visa) 或者电汇付
款至学校的银行账户。如在澳洲境内付款，可使用BPAY或支票付
款，学校办公室有EFTPOS 收款设备。
学校的银行账户信息：

杂费（澳元）
AHN澳洲寄宿家庭安排费

340澳元

AHN寄宿家庭食宿费

每周 325澳元

校服费

大约 1,500 澳元

校车服务

每小学期 310 澳元（按需选择）

个人音乐课学费

每次30分钟的课程收费 35-40澳元
（按需选择）

国际生医疗保险

每年 529澳元 (2020 年费率)

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 (e.g.
rowing, social events and Service
Learning trips)

Costs vary. To be advised as
requested.

St Peter’s Collegiate Girls’ School (trading as St Peter’s Girls’ School)
Stonyfell Road, Stonyfell SA 5066
PO Box 1185 Kensington Gardens SA 5068
Telephone: (08) 8334 2200 Facsimile: (08) 8364 1523
admin@stpetersgirls.sa.edu.au
www.stpetersgirls.sa.edu.au
St Peter’s Collegiate Girls’ School CRICOS Provider Code: 00373D

Commonwealth Bank - Burnside Village, Glenside branch
Branch No. 065 125
Account No. 1030 8135
Swift Code: CTBAAU2S
学费与杂费
学费由校董事会在每年7月制定，每年大约上涨 5%。
杂费预计每年会有小幅上涨。所有费用都以澳元计。
Tuition fees cover all annual compulsory tuition-related costs including
tuition, compulsory course materials, text books and subject-specific
camps and excursions, and co-curricular sport and music.

国际生的退款政策
此政策仅适用于学费，学费需提前支付给圣彼得女校。入学申请费和录取
确认费不退，且与学校给学生提供的课程无直接关系。

• 如学校在学生课程开始后超过六个月才收到书面通知，则所有尚未使用
的学费概不退还。

如需退学，必须由学生（18岁以下的学生由家长或法定监护人）向圣彼得
女校校长提交书面申请。书面申请必须提前一个小学期通知学校，学校将
在扣除入学申请费和录取费后退还提前预付的学费。退款将支付给签收录
取确认表格的家长或监护人，如需退款给其他人，则需由签收录取确认表
格的家长或监护人向学校提交书面通知。由学生（18岁以下的学生由家长
或法定监护人）支付给教育中介机构的服务费不适用本政策。

如因下列任何原因取消入学，学费概不退还：

学费的支付
学费需根据与学校的书面协议一起提供的发票支付，按每个学段收取，并
适用圣彼得女校的退款政策。
学校的书面协议按照 National Code Standard 3.1.b 逐项列明了学校的所有
费用。
所有费用都必须以澳元支付，退款也是以澳元支付。

• 无法保持良好的出勤率（签证条件8202）
• 无法良好地跟上课程进度（签证条件8202）
• 无法支付课程相关费用
• 无法服从经学校批准的福利和食宿安排（签证条件8532）
• 无法遵守圣彼得女校的行为准则 / 操行政策。
学校可安排海外学生强制医疗保险，此服务所需费用必须按课程的总时长
提前支付，并需加上额外三个月的费用。如学生转学，学生医保将跟随学
生转至新学校。
如学生变更签证状态（比如成为临时或永久居民），需提交包含新签证状
态相关证据的书面通知，以调整下一年的费用。
圣彼得女校的录取协议以及相关的投诉和申诉程序并不剥夺学生按照澳洲
消费者保护法采取相应法律行动的权利。

课程提供方违约
如登记在案的课程提供方出现违约，不能提供约定的课程，退款按2000年
ESOS法案和2001年ESOS规章执行。
• 如因任何原因，圣彼得女校无法按预定的开课日期提供课程，且学生因某
种原因无法就读或者拒绝就读学校安排的替代课程，则所有支付给学校
且尚未使用的学费将在预定开课日期后14天内全额退款。
• 如学生开学后圣彼得女校无法继续提供课程，且学生因某种原因无法就
读或者拒绝就读学校安排的替代课程，则所有支付给学校且尚未使用的学
费将在学校违约日期后14天内全额退款。
• 如圣彼得女校无法按照其应负的责任为学生提供合适的替代课程或者办
理退款，学生将收到通知去澳洲政府的学费保护服务处 (Tuition Protection
Service, TPS) 寻求帮助。有关 TPS 的信息，请参见：https://tps.gov.au/
StaticContent/Get/StudentInformation。

学生违约
如学生因签证被拒，并提供了签证被拒的证据（或允许学校向移民与边境
保护署求证），无法按预定的开课日期入读相关课程，或者在预定的开课
日期或之前申请退学，学校将在收到学生的书面声明后28天内退还学生发
生违约前预付给学校的全部学费，并扣减入学申请费和录取费。
如签证被拒的学生在课程开始后办理退学，学校将扣留已开课部分相应的
学费，在学生违约日期后28天内退还学校收到该学生支付的且尚未使用的
学费*。
在此种情况下，退款金额的计算遵照法定的计算方式（《2014年国际生教
育服务（退款的计算）规定》s.10）。
如学生在接受圣彼得女校的入读安排后放弃入学，学校将在收到由学生
（18岁以下的学生由家长或法定监护人）发出的书面取消入读通知后28天
内退还以该学生的名义缴交的所有尚未使用的学费，并按以下协定扣留相
应的金额。
• 如在课程开始前一个小学期收到书面通知，学校有权扣留入学申请费和
录取费。
• 如学校在课程开始前不足一个小学期才收到书面通知，学校将扣留一个小
学期的课程收费。
• 如学生未提供书面的退学通知，且未按预定的开学日期来就读相关课程，
学校将从预付的费用中扣减一个小学期的全部学杂费。
• 如学校在开学日期后才收到书面通知，学生需向校长亲自提前一个小学期
学程递交书面通知。如未提前一个小学期通知校长，学校将扣留一个小学
期的学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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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
a. 一个小学期 (Term) 等同于10个星期
b. 一个学段 (Study Period) 等同于1个大学期 (Semester)，亦即2个小学期
(Ter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