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 Fee Schedule

2019 年學費明細
海外學生全額學費

西蒙學校
2019年學費明細–海外學生全額學費
西蒙學校董事會致力於為學生們提供高標準、高水準的學業成就，以及獨特的教育規劃。九十六年來，我們的目標就是在
女子教育和私立教育領域處於領先地位。
為學生家庭提供最好的學習環境和較低的教育成本支出，一直是我們優先考慮的頭等大事。 為了達到這個目標，需要周密
的規劃和管理，同時也需要考慮到一系列相關事宜，比如：教職員工的薪水提高、最低工作人員与學生比例、身心健康計
畫、主要課程和輔助課程的廣泛性、學校設施和場地的維護，以及物價的波動等等。
2019年學費明細如下：

年费
小學部

年級
學前班
1年級
2年級
3年級
4年級
5年級

學費（澳元）
$22,850
$23,350
$24,100
$26,100
$26,300
$28,030

学雜費（澳元）
$1,100
$1,350
$1,350
$1,350
$1,350
$1,550

總計（澳元）
$23,950
$24,700
$25,450
$27,450
$27,650
$29,580

中學部

6年級
7年級
8年級
9年級

$28,970
$28,970
$32,070
$32,770

$1,990
$1,990
$1,990
$1,990

$30,960
$30,960
$34,060
$34,760

高中部

10年級
11年級SACE
12年級SACE

$33,400
$33,400
$33,400

$2,190
$2,190
$2,190

$35,590
$35,590
$35,590

			
11年級IBDP			
每年加$1,840
12年級IBDP			
每年加$1,990
宿舍

全日寄宿			$24,800

學費優惠Fee Concessions

額外費用Additional Costs

(1) 姐妹享受的學費折扣適用于姐妹同時在西蒙上學

• 海外留學生健康保險，約每年500 澳元；

学费
寄宿费

第二個姐妹

15%的折扣

第三個以及隨後的姐妹

20%的折扣

第二個以及隨後姐妹

10%的折扣

• 校
 服（夏季、冬季和運動校服，但不包括學生校服鞋或
者運動鞋）約每年1300澳元；和
• 課本與文具，約每年500澳元，與所選科目有關

(2) 在
 2019年1月14日之前支付全年學費、雜費和寄宿費，
將享受3%的折扣。
注釋：2020年費用打折的前提是所有費用必須在2019
年12月6日星期五之前支付。

學費及其它費用支付 Payment of Tuition and Other Fees

(3) 家
 庭津貼（只限學費）：5%*
如果您有孩子同時在Prince Alfred College和
Seymour College兩所學校就讀，您將有資格在每所學
校享受5%的兄弟姐妹費用折扣。
*此5%的學費折扣由每所學校提供。（注釋：PAC的學
費折扣将由PAC的條款來決定）

(b) 所
 有的學費和寄宿費需按以下時間支付：
• 上半學年的費用必須在2019年1月30日星期三之前
支付；

新生費用New Enrolments

(a) 國
 際學生需要在學校出具入學確認表之前支付半學年
的學費和寄宿費。

• 下
 半學年的費用必須在2019年7月23日星期二之前支
付；或者
• 您
 可以選擇支付超過50%的總費用，同時我們也將根
據您的支付選擇補發收據。

申請費：150澳元

(c) 機場往返的交通費用包含在寄宿費用當中。

学杂费Fixed Charge

(d) 所
 有其他費用的開支，比如：健康保險、購買書籍和
校服的費用，須在費用發生時支付。

學雜費涵蓋了一系列的附带支出，是必須要交的費用。
以下清單用以說明學雜費具體涵蓋和不涵蓋的費用。

(e) 如
 果費用沒有在規定的截止日期前支付，學校董事會
保留終止學生入學的權利。

小學部Junior School

(f) 除
 非在截止日期前和校長協商得到許可，不然學生的
缺席將不會享有任何部分或者全部的費用減免。

小學部的學雜費包括（但不局限于此）：露营、學习考
察、郊遊和年刊Black Watch，以及相關課程和學生服务。

支付方式Payment Methods

學雜費不包括（但不局限于此）：參加戲劇演出、音樂理
論課程（AMEB）、個人音樂課程、租用音樂器材、芭蕾
舞、高地舞蹈、個人協商的體育輔導（游泳、網球等等）
以及教科書和文具的費用。

(1) MasterCard, Visa和American Express。
MasterCard, Visa和American Express信用卡支付將會
產生1%的附加費，這是為了彌補銀行的行政手續費用。

中學部和高中部 Middle and Senior School

(3) BPay電子帳單

中學部和高中部的學雜費包括（但不局限于此）：露營、
各年級郊遊費用及交通、體育運動和年刊Black Watch，以
及相關課程和學生服务。

(4) 直接支付請提前預約

學雜費不包括（但不局限于此）：音樂指導和租用器材、
音樂理論課程（AMEB）、課外露營和交通、個人協商的體
育輔導（比如：游泳、網球等等），以及參加體育比賽的
交通、教科書和文具的費用。

除非事先已就可替代的付款方式达成协议，否则任何形式
的逾期付款和过期账款都要支付100澳元的手续费。

宿舍費用 住宿費用Boarding Fee
宿舍費用包含一些附帶的宿舍活動費用，比如週末活動包
含在寄宿費中。
注釋：2019年12年級的最後一天是2019年11月22日星期五

(2) 支票請支付至Seymour College Inc.

逾期付款和過期賬款Late Payment and Overdue Accounts

学校拥有绝对酌情决定权，对从截止日期开始的过期账款，
将按照学校银行透支限额，附加收取1%/每年（按日计算）
的利息。
对于收取未偿款项所产生的相关的成本和法律费用，学校
有权进行追讨。
如果一贯地不支付费用或者不遵守协议，学校拥有绝对的
酌情决定权终止学生的入学。
只有按时交付全部学校费用并且得到校长的许可的学生才
有参加国际行程或者洲际行程的资格。
如果全年费用没有交齐或者没有根据协议标准在第四个学
期的第一天之前支付，学生将不会被允许在下一个学年初
返回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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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会根据学校的福利政策考虑家长和学生的实际情况。
如果您有关于费用支付的任何问题，请联系学校企业服务
主管the Executive Director Corporate Services，谈话
内容将会是保密的。
賬款支付責任Responsibility for Payment of Accounts
簽署入學登記表的父母（雙方）都分別和共同負有責任。
如果是父母雙方共同签署了入學登记表，在沒有获得學校
和另一方同意的情況下，一方不得將自己的责任在入學合
同中移除。
除非获得了學校的同意，否则關於费用的法律责任仍與入
學登记表一致。
物品和服務稅（GST）
學校費用和一些相關的費用不產生消費稅GST。
然而，一些與教育相關的日常物品，比如：校服，將會產
生消費稅GST，學校將適時收取稅款。
自願的校舍捐贈基金（VBF）
2019年年，每個家庭可以通過「家長付費平臺Parent
Community Payment Portal」自願捐贈600澳元，並與您選
擇的支付方式相一致。
這些捐款是可以享受減免稅款的。自願校舍捐贈基金由學
校基金會管理，用於輔助支援西蒙學校新的總體規劃方案
以及維護和提升改善我們的學校設施。
或者，您可以選擇在我們的《給西摩西蒙捐贈》摺頁冊上
留下您女兒在Seymour的時光。
如捐贈，請登錄網址：www.seymour.sa.edu.au/donate
或者致電招生部和社區關係主管Sally Penn女士，電話號
碼：8303 9000.
一對一電腦設備One-to-One Computing Device
3至12年級的學生需要購買學校指定的設備。 更多資訊請請
登錄學校網站。
校車服務Bus Services
學校提供前往阿德萊德山Adelaide Hills、北區North
Eastern 、 西 區 Western 、 南 區 和 北 區 Southern
and Northern suburbs所需的校车服務。
請聯繫校車服務主管Julian Roeger获得进一步的資訊，
電話號碼：+61 8 8262 5111。
學生意外保險Student Accident Insurance
當學生髮生意外傷害的時候，學校的學生意外保險方案為
學生和她們的家庭提供經濟賠償。
此方案涵蓋一周7天/每天24小時，包括：在學校活動和學
校安排的體育活動及活動往返行程。
您可以登錄西蒙學校的交流平臺SOCS, 獲得學生意外保險
方案的文件。

退學通知或者情況變化Notice of Withdrawal or
Change of Status
为方便我們的計畫和管理，學生退學之前必須提前一個
學期告知學校或者用支付一個學期的費用來代替書面告
知。 對於寄宿生來說，在離開宿舍之前，需要提前一個
學期提供書面告知或者用支付一個學期的住宿費來代替書
面告知。
退款條例Refund Policy
退款事宜將按照《海外學生退款條例Full Fee Paying
Overseas Student Refund Policy》执行，请登录網站获
得具體資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