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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Ministry of King’s Christian Education Ltd trading as King’s Christian College

Reedy Creek校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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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N：010 547 994

ABN：84 010 547 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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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隐私政策规定了本校如何管理所接收到和收集到的个人信息。学校受限于《联邦隐私法》中所包含的澳大利亚隐私保
护原则。

本校有可能会经常性地，将新的法规和科技，学校的运营操作纳入考量，对本隐私政策进行审核和更新。以确保本政策
始终适用于不断改变的学校环境。

学校会收集何种个人信息？如何收集？

本校收集和保存的个人信息类型，含健康及其它敏感信息，包括（但不限于）：

•	 学生，家长和（或）监护人（以下统称’家长’)，在每位学生入学前，入学期间及毕业后；

•	 求职者，教职员工，志愿者和合同工；及

•	 其它与学校有联系的人员。

你所提供的个人信息：

通常，本校会通过以家长或学生填写的表格，面对面的坐谈和面试，电子邮件和电话这些方式，收集每个人相关的个人
信息。偶尔，个人信息也会来自家长与学生之外的人士。

其它人士提供的个人信息：

在某些情况下，本校可能会接收到由第三方提供的个人信息。例如，由医务人士提供的报告或者是其它学校的参考信
息。

与雇员相关的例外情况：

根据隐私法，澳大利亚隐私保护原则不适用于雇员记录。因此，本隐私政策不适用于本校对雇员记录的处理，因为这些
处理与本校和雇员间现有的或过去的雇佣关系直接相关。

学校会如何使用你所提供的个人信息？

本校收集的个人信息将用于最初收集信息的主要用途，及与主要用途相关的次要用途，和其它你能合理预估到的或已经
表示同意的同途。

学生与家长：

本校收集学生和家长的个人信息，主旨在于使学校能为学生们提供教育。这包括了满足在学生整个在校学习期间，家
长、学生和学校的需求。本校使用学生和家长的个人信息的目的包含：	

•	 通过使用信函，时事通讯和杂志，使家长们能够了解他们的孩子教育的相关事项；

•	 学校的日常管理；

•	 照顾学生们,	使他们在学习、社交和医疗健康这些方面良好发展。

•	 推动本校的资金募集和市场推广；及

•	 满足本校的法律义务，以及豁免谨慎责任。	

在某些情况下，如果需要某位学生或家长的个人信息但是无法获取，本校可能无法让该生入学或者继续学习，或是参与
某项特定的活动。

求职者，教职员工和合同工：

本校收集求职者、教职员工和合同工的个人信息，主要用途是评估及(在评估合格的情况下)雇佣求职者、教职员工及合
同工。本校使用求职者、教职员工和合同工人的个人信息的目的包含：

•	 在雇佣的情况下，管理个人的雇佣关系及合同；

•	 用于投保；

•	 推动本校的资金募集和市场推广；及

•	 满足本校的法律义务，例如，与儿童保护律法相关的义务。

志愿者:

本校还会收集志愿者的信息，包括帮助本校举办如校友会、家长协会之类的会议或相关活动的志愿者，以助于学校与志
愿者的合作。

营销:

为学校发展所做的营销是本校很重视的一个部分，这是为了确保学校持续提供一个可让师生共同成长的高质量学习环
境。家长、教职工、合同工及其它学校社区成员也许偶尔会收到关于活动或募捐的信息。学校的出版物，比如其中包含
个人信息的时事通讯和杂志，可用于营销目的。

本校可能会向谁透露个人信息？

本校有可能会向以下人士/机构透露个人信息，包括敏感信息:

•	 	另一所学校;

•	 	政府部门;

•	 	医生;

•	 	向本校提供服务的人员，包括客座教师、辅导员和体育教练;

隐私政策	Privacy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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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长致辞	 From the principal

尊敬的家长/同学:

国王基督学院（King’s	Christian	College）为一些英语及非英语国家的国际学生提供
教学和住宿的全套服务。在过去的36里，我们有幸提供这一服务，并把它当作实现促进澳
大利亚人民和其他国家，尤其是亚洲国家人民之间文化交流这一远大目标的一部分。现在
国王学院有来自12个不同国家以上的国际学生。

从随附的信息中您可以发现，我们提供全面的教育服务，为学生进入大学做准备。学校有
两个校区，Reedy	Creek和Pimpama，接收从学前班（5岁）到12年级（17-19岁）的学生。

当学生英语语言能力达到可以进入学院时，我们将通过英语语言辅导课程（ESL）为学生
提供帮助。

为帮助海外学生适应新学校以及更好地与澳大利亚的学生融合在一起，学院规定每个年段在每个国家只招收数量有限的
学生。

国王基督学院通过教职员工对我们的学生的关怀建立良好的声誉。学校在由牧师管理下的活跃基督小区中，向学生提供
各种课程，提高学生在技术、音乐、艺术和体育方面的才能。

此外，我们学生的学习成绩，尤其是即将毕业的12年级学生，在全昆士兰州名列前茅。

国王学院与黄金海岸以及昆士兰州首府布里斯班的几所大学都有联系。布里斯班离国王学院只有1个小时的车程。这些
大学提供几乎所有的学位，从学士学位到博士学位。国王学院的员工可以为国际学生提供建议并帮助他们找到适合的大
学以及特定专业的入学要求。此外，国王学院还在校园内提供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课程。

除了教学外，学院还与信仰基督教且愿意为国际学生提供住宿的家庭建立了联系网。这能够帮助新生尽快适应新环境。
如您所见，国王学院是一所基督教学校，为国际学生提供全方位的服务，从机场接机到住宿，英语语言辅导课程，政府
认证的学前班、小学、中学和高等课程，并为学生提供适合大学教育的建议和信息。

请您细读附带信息。如果您有任何问题，请通过此手册背面的联系方式致电或电子邮件联系我们。

学院院长
李斯.	戴维斯（Rees	Davis）
理学学士、教育学研究生文凭、教育学学士、教育学硕士
 

教育标准

国王基督学院（简称学院）采取的做法将在课程推广和教学方面保持高专业水准，这将保证学生的利益和福利。

课程推广

学院致力于以诚信、准确和专业的态度推广课程。

学生信息

在课程开始之前，每个学生都会获得准确、相关并最新的信息，包括一本行为准则以及：

•	 入学程序和标准

•	 退款政策副本

•	 学生须支付的全部费用

•	 国王基督学院校园里的设施和设备

招生

招生工作将始终本着符合道德规范和负责的态度，并与课程要求保持一致。

费用和退款

学院保证学生支付费用的安全性。学院有一个公正、公平的退款政策，确保海外学生受《1991年海外学生教育服务（教
育提供者财务条例注册）法令》的保护。请参见第16页的《退款程序及政策》。

投诉/上诉程序

如果学生对在学院学习中的任何方面不满意，应首先向国际学生注册负责人提出。如果问题不能通过这种方式得以解
决，应向校长提交一份书面陈述。如有必要，此问题将提交给学院董事会协调。请参见第18页的《投诉和上诉政策》。

制裁

学院承认，如果注册培训提供者不遵守此准则或相关规定的要求，根据情况，其培训提供资格将可能被取消。

学院院长

李斯.	戴维斯（Rees Davis）

理学学士、教育学硕士研究生文凭、教育学学士，教育学硕士

行为准则		Code of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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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A L E I D O S CO P E - 1 5 1

YE AR 9 C AM P - M E LBOU RN E TOU R
申请和入学  Application & Enrolment

费用总述：

具体细节见第8-9页。

学费
以下所列费用包含所有必要活动和设备费用。

学费

学费 每学期	(Semester) 每年

学前班-小学3年级
小学4-6年级
初中7-9年级
高中10-12年级

9375澳元
9500澳元
9800澳元
9800澳元

18750澳元
19000澳元
19600澳元
19600澳元

非学费费用
以下所述费用在报名登记前也许适用。具体细节见第7-8
页。

非学费费用-	强制性的 

申请费		(此笔申请费概不退还) 200澳元

ESL课程费用 学前班每年3850澳元

小学每年2860澳元

社团活动及人际融合费用 每年300	澳元	(最高)

昆州课程与考评管理局事务费	-	
对11	及	12	年级国际学生

每学年423.40澳元

制服费

所有报价仅为第一套校服的大
约价

学前班700澳元

小学700澳元

初中1000澳元

高中	1100	澳元

强制性医疗保险费-	对所有持学
生签证的学生

558澳元	12个月

更多信息见Medibank 
Private网站

寄宿家庭费

报价是以每年最高可能为准

每学期7540	澳元

每学年15080	澳元

寄宿家庭安置费	–	此费付给安
置学生寄宿的学校

每次安置	250	澳元

非学费费用-	可选择性的

公车费 每学年1320澳元

坎培拉旅行费	–	小学	6	年
级生

960	澳元(大约）

墨尔本旅行费	–	中学	9 年级生 600	澳元(大约）

学期末远足费--	中学7-12年级
生

120	澳元

12	年级毕业舞会费用 120	澳元

机场接机服务费	–	可选择性
服务

如需这项服务，学校将提
供报价

所有费用均以澳大利亚元为单位且所有信息在本手册打印时均为准确。国王基督学院保留不经通知调整费用的权力。

申请程序：

第一步	-	填写申请表
请填写国际学生注册申请表，回答表中全部问题。请提供
最近的成绩单，以及正式英文翻译件。

第二步	-	提交申请表和申请费
把填写好的申请表连同200澳元申请费通过信件或电子邮
件发到下面的地址：

1	电子邮件				isr@kingscollege.qld.edu.au

如果您通过中介申请，请把填好的申请表交给中介处理。

2	信件

The Principal 
King’s Christian College 
Locked Bag 70 
Burleigh Post Office, QLD  4220, AUSTRALIA 

第三步	-	发放录取信

如果在相关年级有空位且申请成功，国王基督学院将发出
录取通知。书面协议和一年应付学费报价单也将随录取通
知书一起寄出。

第四步	-	支付费用

当您收到录取通知书并愿意接受，请签署并寄回书面协议
并支付账单中的款项。款项可以通过银行转账或信用卡支
付。付款时请注明账号和学生姓名。银行转账详细信息将
在报价单中提供。

第五步	-	学生签证的签发

收到学生家长签署了的书面协议和款项后，学校就可发出
学生签证申请所需文件。这些文件包括

电子版注册确认信(ECoE)及，如有需要，一份福利/住宿
许可(CAAW)。这些表格必须与学生签证申请一同在网上递
交给澳大利亚移民和边境保护部(DIBP)。	

第六步	-	英语语言评估

学生在开始入学注册前必须达到要求的合格的英文水平。
如果学生无法保证其英文水平，最好在入学注册之前参加
一个ELICOS课程并且在该课程结束后成功通过英语测试。
学生在抵达澳洲之后入学注册前，可以联系国际学生注册
部安排英语测试。

第七步	-	校长面试
申请人入学之前须通过校长面试。请在到达澳大利亚之后
联系学校的国际学生注册负责人安排面试。

第八步-安排寄宿家庭和接机
学生获得签证后，请把到达澳大利亚的日期和时间告知学
校，以便学校安排寄宿家庭和机场接机。如果行程或入学
日期有变动，请立即通知学校。

Year 9 Melbourne Tour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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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海外学生进入澳大利亚学校学习之前，都需要上ELICOS*课
程。我们为学龄学生推荐几所极富盛名的、位于黄金海岸的语言学

院。

在学生达到参加正常课程学习所需的英语语言水平之后，国王基督

学院将继续通过提供英语语言辅导课程（ESL）*帮助学生。这一课

程在课堂内外向国际学生提供单独帮助。

在学校的结构中，我们有一个基于NLLIA*	等级的详细评估体系。

最低等级为0（非常有限或不懂英语），最高7级（具备英语四项技

能）。基于NLLIA*	等级和国王基督学院教师的评估，学生直接入学

主流课程的大致英语要求如下：

1-7年级		 NLLIA水平3/4			 (雅思*	4)

8年级			 NLLIA水平3.5/4		 (雅思*	4/4.5)

9年级			 NLLIA水平3.5/4		 (雅思*	4/4.5)

10年级		NLLIA水平4 	 	 (雅思*	5)

11年级		NLLIA水平4.5/5		 (雅思*	5)

12年级		NLLIA水平5 	 	 (雅思*	5.5/6)

学生入校后，即根据NLLIA*各极的详细考评制度接受考评。最低级

是0级(无英语能力或英语能力非常有限)，最高级是7级(英语四项

技能都具有)。

在小学阶段，当学生在相应年级四项技能中达到5/6的水平时，他们

就可以不参加学校的ESL*课程。

学前班的所有学生每周都有四节语言课，1-6年级的学生每周都有三

节语言课。但尽管如此，学生停止语言课程之后仍必须保持他们的

英语水平并继续取得进步。这一目的可通过家庭辅导达到。如果学

生在任何时候英语能力出现下降，他们将被要求回到ESL*课程，并

需支付相应费用。

中学部所有学生都必须参加ESL课程，直至主流英语水平达标和/或

NLLIA水平达到5-6。学生在放学后可以在学校的图书馆参加免费的

辅导课。

高中学生可以选择在高年级继续接受ESL*辅助课程。这意味着在每

一门课中功课的草拟阶段，学生都可以得到辅导。	全年在放学后

和午餐时间中都会有老师辅导学生的作业。我们的课程是全面的，

并且是国王基督学院所特有的。这些课程是根据我们观察到的国际

学生的需要而特别设定的，使他们能够取得优异的学业成绩，给国

王基督学院带来声望。

*	缩写词：

海外学生英语强化课程(ELICOS)

英语作为第二语言（ESL	）

澳大利亚国家语言学院（NLLIA）

国际英语水平测试（IELTS）（雅思）

 

英语语言辅导课程 English language support classes

政策副本将分别在学生签署入学同意书前(一段合理时间)	和在开课七天内将提供给学生（如学生未满18岁，则家长/法
定监护人）

1)目的

  a)	 国王基督学院(以下称为KCC或学校)投诉和上诉政策的目的是为了给学生提供一个解决纠纷或投诉的机会。

  b)	 内部投诉和上诉程序属于调和性质，不是法律程序。

2) 投诉其他学生

  a)	 一名学生对另一名学生提出的投诉将根据学校行为政策/行为规范予以处理。

3) 非正式投诉解决办法

  a)	 首先，国王基督学院要求通过调解/非正式解决方式来解决问题。

  b)	 在最初试图调解/非正式解决投诉时，学生应联系他们的课堂教师、教牧关怀老师或国际学生处主任。

  c)	 如未能通过调解解决问题，该问题将提交给校长或校长代表，开始國王基督學院內部正式投訴和上訴处理程	
		 	 	 序。对于寄宿家庭问题，请见寄宿家庭协调人员。对于学业问题，在小学见课堂教师或年级协调人，在中学见	
		 	 	 中学教务长。对于行为问题，小学请见课堂教师，中学请见教务长。

4) 正式投诉处理程序

  a)	 这一投诉程序是保密的，且任何投诉或上诉都局限于有关各方以及直接参与投诉或上诉处理程序的人员之间。

  b)	 学生必须以书面形式通知学校投诉或上诉的性质及详情。

  c)	 书面投诉或上申诉需提交给校长或校长代表。

  d)	 如果内部投诉和上诉是由于学生收到学校打算举报他/	她出勤不足、课程进度不令人满意、或暂停或取消学 

		 	 	 籍的通知，那么学生必须在收到通知后20天内提交书面上诉。

  e)	 内部投诉和上诉对学生免费。

  f)	 每个投诉人都有机会向校长或校长代表陈述他/她的情况。

  g)	 学生可以在全部相关会议中有助手陪伴和帮助。

  h)	 正式投诉程序将在向校长/他人提交投诉或上诉的10个工作日内启动。

  i)		 一旦校长/他人就投诉或上诉作出决定，学生将收到决定结果以及决定原因的书面通知。

  j)		 如果投诉程序的结果支持学生，国王基督学院将立即执行决定并采取任何要求的改正和预防行动，并向学生

		 	 	 告知结果。	 	

  k)	 国王基督学院承诺在20个工作日内完成所有投诉程序。

  l)		 在上诉过过程中，学生须保持正常入学和上课。

5) 外部上诉程序

  a)	 如学生对投诉程序的做法或结果不满，在2个星期内，他	/她可以以最低的费用或免费通过外部机构寻求独立	
		 	 	 调解。

  b)	 如学生对国王基督学院的决定提出投诉或向外部机构上诉，他	/她可以免费联系海外学生申诉专员，海外学

		 	生申诉专员为海外学生提供免费和独立的服务。欲了解更多信息，请登入网站www.oso.gov.au 
   或致电1300 362 072。

6)	 其他法律补偿

		 a)	学校的投诉和上诉政策没有剥夺海外学生诉诸其他法律补偿的权力。

7)	 定义

		 a)	工作日	-在学期期间，除了星期六、日或公众假期外任何一天

		 b)	学生	-申请入读国王基督学院的学生（如学生未满18岁，则家长/法定监护人）	 	

		 c)	协助人员	-	例如：没有参与投诉之朋友/教师/亲戚

投诉和上诉政策	Complaints & Appeals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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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学校主动取消学生学籍情况下的退款:	

	 	 学生如因以下任一原因被取消学籍，学费将不予退还：

	 	 i.	 未能保持令人满意的课程进度（签证条件	8202）。请参看学校的《课程进度和出勤规定》。

	 	 ii.	未能保持令人满意的出勤率（签证条件	8202）。请参看学校的《课程进度和出勤规定》。

	 	 iii.	未能保持已获批准的福利和住宿安排（签证条件	8532）。请参看学校的《课程进度和出勤规定》。

	 	 iv.	未能支付课程费用。

	 	 v.	 根据国王基督学院《行为准则》的规定，有任何能导致取消学籍的行为

。

8. 学校违约

	 学校如有违约必须遵循《2000年ESOS法令》和《2001年ESOS法规(修正案)》的现有规定。 

 

 a)	 如因任何原因学校不能在双方商定的日期开设课程；而又因任何原因学生未被安排新的替代课程，又或学生

	 	 不接	受校方的新课程安排，那么从双方同意的开课日期起的14天内，学校将退还全部未使用之已缴学费*。 

 b)	 如因任何原因，学校无法在学生开始上课之后继续开课，而又未能帮学生另作新的课程安排，又或学生不接 

	 	 受校方提供的新课程安排，那么从学校违约日期起的14天内，学校将退还学生全部未使用之已缴学费*。 

 c)	 如果校方未能履行提供学生同意的其他课程安排或退款之责任，学生将得到澳大利亚政府提供给海外学生之 

	 	 学费保护服务。详情请查阅网页https://tps.gov.au/StaticContent/Get/StudentInformation

	 *	这种情况的退款额计算将依据相关法律	(《2014年海外学生教育服务（退款计算）细则》条款s.7)。 

 http://wwwcomlaw.gov.au/Details/F2014L00907

9. 本协议及投诉和上诉程序不影响学生根据澳洲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采取行动的权力。

定义

a)	 非学费费用	-	与学费无关的费用，如：入学申请费、寄宿家庭安置费、寄宿家庭费、书簿费、校服、

	 校车费、OSHC费、ESL费等等。

b)	 学费	-	与学生选读课程有直接关系的费用，包括：学费、消费品等等。

c)	 课程费	–	学校收到的学生为学习课程所缴纳的学费和非学费的总额。

d)		 学季	–	约为10周，每学年有4个学季。

e)	 学习期	–	相当于半学年（两个学季），约20个星期的上课时间。

请注意：更改签证

请注意：如果学生更改签证状况	(例如更改成暂时或永久澳大利亚居民)	，学生在这一年内，仍然需要继续支付海外

学生学费。

退款程序和政策  Refund Policy

学季	

(TERM)
开学日 公共假期	 学季结束日

第一学季 学前班-7年级

及8-12年级新入学的学生

1月24日	（星期二）

8-12年级已入学的学生

1月25日（星期三）

1月26日（星期四）

澳大利亚国庆节

4月14日（星期五）

耶稣受难日（假期中）

4月17日（星期一）

复活节星期一（假期中）

3月31日（星期五）

第二学季 4月18日（星期二） 4月25日	(星期二)

澳新军团日

5月1日（星期一）

劳动节

6月16日（星期五）

第三学季 7月11日	（星期二） 9月1日（星期五）

黄金海岸展览节

9月14日（星期四）

第四学季 10月3日（星期二） 10月2日（星期一）

女王生日

12月25日（星期一）

圣诞节（假期中）

12月26日（星期二）

送礼日（假期中）

12年级

11月17日（星期五）

学前班-11年级

11月24日（星期五）

2017年学期日期			Term dates 2017

针对18岁以下学生的特别规定
请注意，如果学生独自前来澳大利亚且年龄不满18岁，那么学生到达澳大利亚的日期必须和学生签证上福利/住宿获批
(CAAW)时间一致。在订机票之前，请查对日期。

就学期间在澳大利亚境内旅游
就读国王学院的国际学生入学条件之一是学生不能私自在澳大利亚境内旅游，除非获得学院的书面许可。可通过填写必
要的表格提出申请。请与学院国际学生注册负责人联系。

放假期间的到达和离开日期
如果学生计划在假期时回国，提早预订的班机离开和到达日期须与学院的上述学期日期相符。学院的网站、信息手册、
本手册以及学院作业日记上均有学期重要日期。家长和学生有责任确保遵守这些日期。

学季日期
请注意，入学条件包括所有学生必须出席每学季的开学日和结束日。
开学和放假的日期，学生迎新情况介绍，本手册和学院作业备忘录都可以在学校网站找到。
家长和学生有责任确保遵守这些日期。如果学生开学迟到超过5天，按照DIBP的相关政策，学校有义务向DIBP
报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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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签订书面协议之前的一个合理时间内，学生（如学生未满18岁，则家长/法定监护人）将收到此政策的一份副本。

1. 本退款政策适用于支付给学校的所有课程费用，包括通过教育中介汇给学校的费用。

2.	 学生（如学生未满18岁，则家长/法定监护人）直接支付给第三方的费用不包括在此退款政策中。

3. 申请费用不包括在退款中

4. 支付课程费用和退款	 

	 a)	应缴费用以接收入学时所提供的发票和当前收费标准为准。

	 b)	学院的书面协议上会列有费用明细表。[根据NC准则条款3.1b]

	 c)	除非另外通知，学费必须以澳大利亚元支付。退款将以收到款时相同货币退还。

	 d)	退款将直接返还给与国王基督学院签约的人，除非此人以书面形式要求把退款付给其他人。

5. 所有退出课程和申请退费的要求都必须以书面形式提给校长或校长的代表人。

6. 学生因签证被拒而违约

	 a)	如果学生提供签证被拒的证据（或书面同意学校向移民部确认签证被拒）且无法在双方同意的开学日到校上 

	 	 课，或在双方同意的开学日之前退出课程，学校将在收到学生书面退款要求的4周内退还在违约日之前收到的 

	 	 全部课程费，但要扣除： 

	 	 o	 所收到课程费的5%，或 

	 	 o	 500澳元。

	 b)	如果签证被拒的学生在课程开始后退出课程，学校将扣留学生已学课程部分比例的学费，在学生违约日的4周 

	 	 内退还学生尚未使用的学费部分*。

*	这种情况的退款额计算将依据相关法律	(《2014年海外学生教育服务（退款计算）细则》条款s.10)。

7. 学生违约 

根据本条之任何欠款，学校将会在收到学生（如学生未满18岁，则家长/法定监护人）退费要求书面通知后	4

周内退还给学生。

	 a)	非课程费用:

	 	 非课程费用将根据学生在该课程中学习的时间按比例退还，代表学生支付的不可退还的费用除外。

	 b)	未开始上课且未提供退课通知	

	 	 如果学生没有提供退课的书面通知，且未在同意开课日期开始上课，学校将从所收到学费中最多扣留一个学季	

	 	 的学费。

	 c)	未开始上课但有提供退课通知

	 	 i.	 如果在开课前4周或以上收到学生（如学生未满18岁，则家长/法定监护人）的书面退学通知，学校将在扣	

	 	 留$600澳元的行政费和任何不可退还的费用后，退还所有已付款的余额。

	 	 ii.	如果在开课前不足4周收到学生（如学生未满18岁，则家长/法定监护人）的书面退学通知，学校将退还	

	 	 70%的学费。

	 d)	课程已开始后的退款

	 	 i.	 如果学校提前收到了一个学习期的学费，在该学习期结束之前收到学生（如学生未满18岁，则家长/法定	

	 	 监护人）的书面退学通知，学校将不退还任何学费。

	 	 ii.	如果学生已提前交了超过一个学习期的学费，而学校提前至少10周收到了学生（如学生未满18岁，则家	

	 	 长/法定监护人）的书面退学通知，学校将退还未学费未使用的部分，但从中扣除不可退还的费用(如申请费、	

	 	 寄宿家庭安排费、医疗保险等)。

	 请注意:	如果学校提前少于10周收到退课通知，学校将退还未学费未使用的部分，但从中扣除10周或一个学季的	

	 费用，以及任何不可退还的费用(如申请费、寄宿家庭安排费、医疗保险等)。

   

 

退款程序和政策  Refund Policy寄宿家庭 Homestay program

寄宿家庭是一种非常受欢迎的住宿形式。它为离家在外的国际学

生提供了一个像真实家庭一样的安全和舒适环境，也使他们能够

直接感受澳大利亚的家庭文化。

国王基督学院会为那些在申请表格上表明他们将住在寄宿家庭的

学生们安排合适的寄宿家庭。在搬进寄宿家庭之前，所有寄宿的

条款都必须协商同意好。学院会收取一笔$250的安置费用于为学

生找到合适的寄宿家庭。

根据入学规定，学生无论年龄，有两种住宿选择：

1)	 住在学院安排的寄宿家庭里，或

2)	 住在由移民部(DIBP)批准的近亲家中

学院代安排寄宿家庭的费用，请参见具体收费表（第八页和第九

页）。寄宿家庭的费用在入学注册后每年或每学期直接预付给学院。

与寄宿家庭一起生活，学生们可能会被要求参加某些较小的家务活，比如，清洁他们自己的房间，饭后洗碗，或是自己

制作早餐或午餐。

在国王基督学院，所有寄宿家庭都由学院寄宿家庭负责人精心选择。他们必须满足政府规定和要求，才能成为寄宿家

庭。学生的身心健康对于我们尤为重要的。我们会尽可能确保国际学生能够享受他们在国王学院的方方面面。

在十二月和一月近两个月的暑假期间，学生一般会回到他们自己的国家。学生的其他安排一定要在当年早些时候获得寄

宿家庭负责人的同意。

由学院寄宿家庭负责人安排的寄宿家庭预计将提供如下内容:

•	一日三餐

•	参与（尽可能）全部家庭活动

•	辅导作业和监督行为表现

•	每天在学校要求的日志上签字

•	如有需要解决的问题，定期和学院联系（如课后活动或留校等）

•		通过参加高中合作晚会保持与科目/年级教师的经常联系

•	当学生生病时，寄宿家庭有责任通知学院为学生请假

•	洗熨衣服和校服（年长些的学生可能希望自己熨衣服）

•	可能时简单缝补衣物（如开线、短裤上出现裂口等）

•	在冬天提供暖气，夏天提供电扇

•	一般父母的关爱、照顾、关心、约束和引导

•	监督/辅导社交外出和活动，尤其在周末

•	如家庭外出活动包括在外用餐，餐费由寄宿家庭支付

•	在紧急情况下，安排就医或到医院的交通

•	在必要或合理的情况下，安排所需交通

•	向学院寄宿家庭负责人报告任何在社会上不可接受的行为或长期旷课

•	国王基督学院规定一个寄宿家庭最多同时住2个海外学生

如出现特殊情况，学生需要搬离学院安排的寄宿家庭，必须提前2周以书面形式通知寄宿家庭负责人。只经过寄宿家庭

负责人的批准，才可这么做。

**	所有费用均以澳大利亚元为单位且所有信息在本手册打印时均为准确。国王基督学院保留不经通知调整费用的权

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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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宿家庭或与家庭成员同住
25.	住宿/福利安排必须在入学前获得学院的同意，除非与移民部批准的近亲同住。

26.	如果学生居住在学院安排的寄宿家庭里，家长或监护人同意确保每学期或学年提前向学校支付全部寄宿费用。

27.	如果学生居住在学院安排的寄宿家庭，学生必须得到学院的同意才可以改变福利和住宿安排。

28.	如果国际学生继续在本校就读，他们必须遵守经学院批准寄宿家庭家长或一起居住的近亲的指导

入学条件 Enrolment conditions 2017年费用表		 Fee Schedule 2017

学费

学费 每学期	(Semester) 每年

学前班-小学3年级

小学4-6年级

初中7-9年级

高中10-12年级

$9375澳元

$9500澳元

$9800澳元

$9800澳元

$18750澳元

$19000澳元

$19600澳元

$19600澳元

请注意所列费用每年会视需要调整。如须加费，你必须缴交所增加的费用。

非学费费用（强制性的及其它任何适用性的）

申请费	–	200	澳元

所有申请注册人必须缴付200澳元申请费。此费用不退还，将包括一个英语评
估。当提交申请时，英语评估时程将会排定。

每单一注册为200澳元

英语课程(ESL)费用

英语课程的需求是由注册前国王学院的英语测试结果决定。(有关信息请看第五
页的英语语言辅导课程内容)

学前班	(每周四堂课)

小学1-6年级班	(每周三堂课)

每学期										每学年

1925澳元								3850澳元

1430澳元								2860澳元

兴趣社团与人际融合费用

兴趣社团（小学）与人际融合（中学）计划提供了多样性的趣味活动，包括丛林
技巧、棋艺、骑马和其它活动。该计画配合学校开课时间。费用共300澳元，包
含在学费中。

每学期300澳元

学费有关信息

杂费：

包含在上述学费中的杂费包括学校必修活动、文具、书籍、课本租赁、锁柜租用、学生身份卡、信息技术费(5-12年级
包括笔记本电脑)、主题远足及所有远足的交通费。

兄弟姐妹折扣：

如果同一家庭中有一个以上孩子上学，第二个及其他孩子上学可享受此项优惠。折扣将包括在个人报表中。

缴费方式：

付费可以下列任一方式进进行：
•	从海外银行转帐–	详情会载入学校申请受理信件中。
•	由特定人支付-	可在学校校务部门以现金或信用卡支付。
•	以直接授权取款方式–	此法适合在澳大利亚居住者采用。

付款截止日期	-	2017:
第一学期是2017年1月13日星期五，	而第二学期是2017年7月3日星期五。

离校须知

请注意，学生如要离校，报名须知章程中要求一学季前	(one term’s notice)	的书面通知。如果没有一学季前的书面通知，
学校会要求当事人以支付一学季费用为替代方案。

入学条件和退费政策

请花些时间研读和了解本学校的报名条件及退费政策的章程记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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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费用表		Fee Schedule 2017

请注意所列费用每年会视需要调整。如须加费，你必须缴交所增加的费用。

非学费费用（强制性的及其它任何适用性的）

昆士兰州课程与考评管理局费用	（仅11、12年级）

昆士兰州课程与考评管理局(QCAA)费用适用于11及12年级，希望毕业后进入澳
洲大学就读的学生。费用是支付QCAA针对学生的学业成就检定、计算结果处
理，以及证书印刷等所须花费。

仅	11及	12年级的学生须支付此费

每学年423.40澳元

校服

除了鞋子外，所有校服项目在学校校服店都有提供贩卖。购买可以现金或信用卡
支付。售价含GST税金。这仅是第一套校服的费用。

学前-6年级	约	700澳元

7-9年级	约	1000澳元

10-12年级	约	1100澳元

医疗保险费(Medibank私人保险)

按照澳大利亚法律要求，你的孩子须有医疗保险，此项安排将依孩子的在校长度
计划。所有保险费用须在第一次支付学校费用时支付。医疗保险公司是 
Medibank Private - www.medibank.com.au

558澳元	12个月

更多信息见Medibank Private网站

寄宿家庭费用

由学校安排之寄宿家庭费用每周275澳元。如离宿度假，则每周150澳元。

每学期最高7540澳元

每学年最高15080澳元

寄宿家庭安置费

这项费用是支付学校每次将学生安置到寄宿家庭的服务费。 250澳元

非学费费用（选择性的及其它任何适用性的）

学校专车费

学校专车费用是支付每日来回学校的专车交通服务。

每学期	660澳元

每学年	1320澳元

坎培拉(Canberra)旅游（仅6	年级学生）

所有6年级学生参加坎培拉年度旅游，是一年来学生学习有关澳洲政府知识的一
项高潮活动。旅程包括中间一站雪地趣味活动。

960	澳元（大约）

学期末远足费用（7-12年级学生）

于每个学期末，所有中学的国际学生都会被安排远足活动，共享欢乐。

每学期	60澳元，或

每学年	120澳元

墨尔本(Melbourne)旅游(仅9年级学生)

所有9年级学生可参加由老师带领的墨尔本年度趣味文化旅游。这项

旅游位子有限，学生可自由选择参加。

600	澳元（大约）

年终庆祝费用

12年级毕业晚宴和舞会 120	澳元

机场接机费用

学校可依照请求，安排学生抵达澳大利亚时的接机。这项安排适用于来去布里斯
本和黄金海岸机场。

甲）	如学生年纪小于14岁，会有学校代表和学生在机场会面；

乙）	如学生满14岁或长于14岁，会有被授权的机场接机服务司机伴随。

如需这项服务，学校将提供报价

学生家长/监护人接受国王基督学院的录取，就意味着他们接受并同意以下入学条件：

入学

1.	 在入学前，成功通过校长面试。

2.	 家长或监护人承诺完全公开他们孩子的过去情况以及任何可能会影响学校所提供教学质量的变化。

3.	 万一学生需要紧急就医而学院认为不可能或无法与签名落款的家长/监护人取得联系，学院将会尽可能照顾生病或受	
	 伤的学生。但是学院不承担救护车费、医疗或牙医费用或学生在此情况下接受的其他治疗费用。学院也不直接或间	
	 接对医疗或牙医从业人员或照看或治疗学生的医疗人员的任何行为或过失负责,包括由学院护理人员提供的治疗。

4.	家长/监护人同意在学院的宣传出版物上使用学生的照片或细节。

5.	 家长/监护人明白，提供给学院关于他们孩子的任何信息，都可能根据《2000年ESOS法令》和《国家行为准则》		
	 （51.1）的规定，展示给联邦和州政府机构以及ESOS保险基金会的基金经理。

6.	 家长/监护人要随时通知学院学生的生活安排，特别是他们换住址时。

7.	 在国王学院就学以及属于学院福利责任管辖的国际学生未经学院同意，不允许在澳大利亚境内旅行。

取消学籍

8.	入学之后，如果学生违反入学规定或学生签证条件，可被学院取消学籍。在这种情况下，款项不予退还。

9.	如果学生被取消学入学资格，家长或监护人同意支付他们孩子立刻回国的机票。在此情况下，家长或监护人同意学	
	 院从移民部获取信息，公开学生当前的签证情况。

签证

10.		希望就读国王基督学院的国际学生须持有有效护照，且须在就学期间持有有效学生签证。

11.	持学生签证的学生出勤率不得低于80%，并一直保持令人满意的学业进度。

12.		学生须遵守澳大利亚法律。违反法律将导致学生被学院开除。

费用

13. 	根据报价单，第一年的全部费用要在入学当天或入学前付清。所有费用须以澳大利亚元支付。后续费用可根据移民	
	 	部的规定按学期或学年支付。

14.		国王基督学院保留在不事先通知的情况下随时改变学费和寄宿家庭费用的权利。

15.		家长或监护人同意根据费用表中的条款负责并按时支付所有到期的费用和开销，并负责支付其孩子在学院的所有费

	 	用和开销，依据学院章程及所提供账单。

16.	家长或监护人同意在学生退学之前，须提前一学期给学院书面通知，也就是说，如果学生打算在某学期结束后离开	
	 	学校，则必须不晚于当学期开学第一天给于通知，否则须支付一学期学费。书面通知须递交给校长或校长代表。

17.	我/我们明白我/我们将支付所有因追讨债务行为而产生的费用。

支持学院课程和道德观

18.	家长/监护人全力支持基督教的价值观，同意在学院手册中 
	 	所述的教学内容，并同意我/我们的孩子遵守学院在信仰方 
	 	面的要求；并遵从校长和院领导提出的学术、服装及纪律 
	 	规定。

19.	国王基督学院不负责赔偿任何财产丢失或损坏。学院不保 
	 	证学生任何种类财产的安全。

20.	学院将竭尽全力确保学生不得未经学院同意而旷课，并遵 
	 	守学院规定的学期重要日期。学生未经获准而旷课可能会 
	 	失去成绩。

21.	学院同意学生参加由学校举办的任何正常宗教活动、课程、	
	 	运动和课外活，如工作经验、露营、远足和社交活动。

22.	根据上一点，或出现未被上述涵盖的紧急情况，家长或监 
	 	护人同意学生乘坐校车或学院有合理理由认为必要或合适 
	 	的公共或私人交通工具。

23.	家长或监护人全力支持学院行为管理政策和做法，并保证学生在校内外不介入有损学院小区或名誉的行为。学生的	
	 	行为不得违背学院的文化和期望。

24.	家长或监护人同意遵守及鼓励学生遵守此处所列的入学条件。

入学条件 Enrolment condi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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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GH SCHOOL MUSICAL - BEAUTY & THE BEAST

2017年初中科目	Middle School Subjects 2017

中学部所有年级的学生均须参加宗教辅导课程和野营。每年的野营活动帮助新生融入国王学院的文化，包括社交、精神
和与学校课程相关的学术内容。

请注意，每个年级的国际学生必须参加ESL（英语语言辅导）课程，直到他们达到所要求的NLLIA或雅思水平，才能结束
该课程。

7、8年级科目
7、8年级主修核心（必修）科目是：

英语		 	 	

历史

数学		 	 	

地理

科学		 	 	

体育

基督教研究

语言辅导（ESL）-	课后在图书馆进行

在7、8年级的学习过程中，以下课程将在各学期轮流开设：

日语		 	 	

商业	 	 	

工业设计与科技

音乐		 	 	

艺术		 	 	

戏剧

家政	 	 	

数字科技

9年级科目

9年级主修核心（必修）科目是：

英语		 	 	

基督教研究

数学			 	 	

商业

科学

学生可根据兴趣选修以下9年级科目：

九年级选修课

A B C

音乐

舞蹈

戏剧

制图学

产业技能

历史

地理

视觉艺术

家政

体育学

科技学

数码艺术

日语

数码艺术

体育学

制图学

戏剧

科技研究

1 1 4 - K A L E I D O S CO P E

PE RfORm I n G ARTS

High School Musical 2016



   國王學院2017年學生手冊 King’s Christian College - International Student Prospectus 2017           國王學院2017年學生手冊    King’s Christian College - International Student Prospectus 2017        1211

10年级科目

•	 所有学生均须学习英语、数学和基督教研究。基督教研究让学生有机会争取获得基督教牧师	和神学三级证书。

•	 学生必须修5门QCAA科目以获得OP成绩。标有星号*的科目不计入OP成绩。

•	 有关科目的更多信息请查阅科目介绍手册

10年级科目

A B C D E F
英语 普通数学 专业数学 化学 物理 生物

数学方法 法律学 商业 信息处理

和科技

会计

家政 舞蹈 地理 日语

视觉艺术 制图学 音乐 戏剧

体育 电影和电视 科技学

*	休闲运动 *	产业技能 *数码艺术

2017年高中科目 Senior secondary subjects 2017

作为商业学习的一部分，高年级学生参观高级法院。

11、12年级科目

• 所有学生均须学习英语、数学和基督教研究。基督教研究让学生有机会争取获得基督	教牧师和神学三级证书。

•	 学生必须修5门QCAA科目以获得OP成绩。标有星号*的科目不计入OP成绩。

•	 有关科目的更多信息请查阅科目介绍手册

11年级科目选择

A B C D E F

英语 数学A 数学C 化学 物理 生物

数学B 法律学 企业管理 信息处理和
科技

会计

家政 舞蹈 地理 日语

视觉艺术 制图学 音乐 戏剧

体育 电影和电视 科技学

*英语交际 *职前数学 *休闲运动 *商业研究 *	产业技能 *	数码艺术

12年级科目选择

A B C D E F

英语 数学A 数学	C 化学 物理 生物

数学B 法律研究 企业管理 信息处理与
技术

会计

家政 近代史 地理 日语

视觉艺术 舞蹈 音乐 戏剧

体育 制图学 电影与电视 科技研究

*英语交际 *职前数学 *商业研究 *	产业技能 *	数码艺术

2017年高中科目 Senior secondary subjects 2017



   國王學院2017年學生手冊 King’s Christian College - International Student Prospectus 2017           國王學院2017年學生手冊    King’s Christian College - International Student Prospectus 2017        1211

10年级科目

•	 所有学生均须学习英语、数学和基督教研究。基督教研究让学生有机会争取获得基督教牧师	和神学三级证书。

•	 学生必须修5门QCAA科目以获得OP成绩。标有星号*的科目不计入OP成绩。

•	 有关科目的更多信息请查阅科目介绍手册

10年级科目

A B C D E F
英语 普通数学 专业数学 化学 物理 生物

数学方法 法律学 商业 信息处理

和科技

会计

家政 舞蹈 地理 日语

视觉艺术 制图学 音乐 戏剧

体育 电影和电视 科技学

*	休闲运动 *	产业技能 *数码艺术

2017年高中科目 Senior secondary subjects 2017

作为商业学习的一部分，高年级学生参观高级法院。

11、12年级科目

• 所有学生均须学习英语、数学和基督教研究。基督教研究让学生有机会争取获得基督	教牧师和神学三级证书。

•	 学生必须修5门QCAA科目以获得OP成绩。标有星号*的科目不计入OP成绩。

•	 有关科目的更多信息请查阅科目介绍手册

11年级科目选择

A B C D E F

英语 数学A 数学C 化学 物理 生物

数学B 法律学 企业管理 信息处理和
科技

会计

家政 舞蹈 地理 日语

视觉艺术 制图学 音乐 戏剧

体育 电影和电视 科技学

*英语交际 *职前数学 *休闲运动 *商业研究 *	产业技能 *	数码艺术

12年级科目选择

A B C D E F

英语 数学A 数学	C 化学 物理 生物

数学B 法律研究 企业管理 信息处理与
技术

会计

家政 近代史 地理 日语

视觉艺术 舞蹈 音乐 戏剧

体育 制图学 电影与电视 科技研究

*英语交际 *职前数学 *商业研究 *	产业技能 *	数码艺术

2017年高中科目 Senior secondary subjects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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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A L E I D O S CO P E - 1 5 1

YE AR 9 C AM P - M E LBOU RN E TOU R
申请和入学  Application & Enrolment

费用总述：

具体细节见第8-9页。

学费
以下所列费用包含所有必要活动和设备费用。

学费

学费 每学期	(Semester) 每年

学前班-小学3年级
小学4-6年级
初中7-9年级
高中10-12年级

9375澳元
9500澳元
9800澳元
9800澳元

18750澳元
19000澳元
19600澳元
19600澳元

非学费费用
以下所述费用在报名登记前也许适用。具体细节见第7-8
页。

非学费费用-	强制性的 

申请费		(此笔申请费概不退还) 200澳元

ESL课程费用 学前班每年3850澳元

小学每年2860澳元

社团活动及人际融合费用 每年300	澳元	(最高)

昆州课程与考评管理局事务费	-	
对11	及	12	年级国际学生

每学年423.40澳元

制服费

所有报价仅为第一套校服的大
约价

学前班700澳元

小学700澳元

初中1000澳元

高中	1100	澳元

强制性医疗保险费-	对所有持学
生签证的学生

558澳元	12个月

更多信息见Medibank 
Private网站

寄宿家庭费

报价是以每年最高可能为准

每学期7540	澳元

每学年15080	澳元

寄宿家庭安置费	–	此费付给安
置学生寄宿的学校

每次安置	250	澳元

非学费费用-	可选择性的

公车费 每学年1320澳元

坎培拉旅行费	–	小学	6	年
级生

960	澳元(大约）

墨尔本旅行费	–	中学	9 年级生 600	澳元(大约）

学期末远足费--	中学7-12年级
生

120	澳元

12	年级毕业舞会费用 120	澳元

机场接机服务费	–	可选择性
服务

如需这项服务，学校将提
供报价

所有费用均以澳大利亚元为单位且所有信息在本手册打印时均为准确。国王基督学院保留不经通知调整费用的权力。

申请程序：

第一步	-	填写申请表
请填写国际学生注册申请表，回答表中全部问题。请提供
最近的成绩单，以及正式英文翻译件。

第二步	-	提交申请表和申请费
把填写好的申请表连同200澳元申请费通过信件或电子邮
件发到下面的地址：

1	电子邮件				isr@kingscollege.qld.edu.au

如果您通过中介申请，请把填好的申请表交给中介处理。

2	信件

The Principal 
King’s Christian College 
Locked Bag 70 
Burleigh Post Office, QLD  4220, AUSTRALIA 

第三步	-	发放录取信

如果在相关年级有空位且申请成功，国王基督学院将发出
录取通知。书面协议和一年应付学费报价单也将随录取通
知书一起寄出。

第四步	-	支付费用

当您收到录取通知书并愿意接受，请签署并寄回书面协议
并支付账单中的款项。款项可以通过银行转账或信用卡支
付。付款时请注明账号和学生姓名。银行转账详细信息将
在报价单中提供。

第五步	-	学生签证的签发

收到学生家长签署了的书面协议和款项后，学校就可发出
学生签证申请所需文件。这些文件包括

电子版注册确认信(ECoE)及，如有需要，一份福利/住宿
许可(CAAW)。这些表格必须与学生签证申请一同在网上递
交给澳大利亚移民和边境保护部(DIBP)。	

第六步	-	英语语言评估

学生在开始入学注册前必须达到要求的合格的英文水平。
如果学生无法保证其英文水平，最好在入学注册之前参加
一个ELICOS课程并且在该课程结束后成功通过英语测试。
学生在抵达澳洲之后入学注册前，可以联系国际学生注册
部安排英语测试。

第七步	-	校长面试
申请人入学之前须通过校长面试。请在到达澳大利亚之后
联系学校的国际学生注册负责人安排面试。

第八步-安排寄宿家庭和接机
学生获得签证后，请把到达澳大利亚的日期和时间告知学
校，以便学校安排寄宿家庭和机场接机。如果行程或入学
日期有变动，请立即通知学校。

Year 9 Melbourne Tour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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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费用表		Fee Schedule 2017

请注意所列费用每年会视需要调整。如须加费，你必须缴交所增加的费用。

非学费费用（强制性的及其它任何适用性的）

昆士兰州课程与考评管理局费用	（仅11、12年级）

昆士兰州课程与考评管理局(QCAA)费用适用于11及12年级，希望毕业后进入澳
洲大学就读的学生。费用是支付QCAA针对学生的学业成就检定、计算结果处
理，以及证书印刷等所须花费。

仅	11及	12年级的学生须支付此费

每学年423.40澳元

校服

除了鞋子外，所有校服项目在学校校服店都有提供贩卖。购买可以现金或信用卡
支付。售价含GST税金。这仅是第一套校服的费用。

学前-6年级	约	700澳元

7-9年级	约	1000澳元

10-12年级	约	1100澳元

医疗保险费(Medibank私人保险)

按照澳大利亚法律要求，你的孩子须有医疗保险，此项安排将依孩子的在校长度
计划。所有保险费用须在第一次支付学校费用时支付。医疗保险公司是 
Medibank Private - www.medibank.com.au

558澳元	12个月

更多信息见Medibank Private网站

寄宿家庭费用

由学校安排之寄宿家庭费用每周275澳元。如离宿度假，则每周150澳元。

每学期最高7540澳元

每学年最高15080澳元

寄宿家庭安置费

这项费用是支付学校每次将学生安置到寄宿家庭的服务费。 250澳元

非学费费用（选择性的及其它任何适用性的）

学校专车费

学校专车费用是支付每日来回学校的专车交通服务。

每学期	660澳元

每学年	1320澳元

坎培拉(Canberra)旅游（仅6	年级学生）

所有6年级学生参加坎培拉年度旅游，是一年来学生学习有关澳洲政府知识的一
项高潮活动。旅程包括中间一站雪地趣味活动。

960	澳元（大约）

学期末远足费用（7-12年级学生）

于每个学期末，所有中学的国际学生都会被安排远足活动，共享欢乐。

每学期	60澳元，或

每学年	120澳元

墨尔本(Melbourne)旅游(仅9年级学生)

所有9年级学生可参加由老师带领的墨尔本年度趣味文化旅游。这项

旅游位子有限，学生可自由选择参加。

600	澳元（大约）

年终庆祝费用

12年级毕业晚宴和舞会 120	澳元

机场接机费用

学校可依照请求，安排学生抵达澳大利亚时的接机。这项安排适用于来去布里斯
本和黄金海岸机场。

甲）	如学生年纪小于14岁，会有学校代表和学生在机场会面；

乙）	如学生满14岁或长于14岁，会有被授权的机场接机服务司机伴随。

如需这项服务，学校将提供报价

学生家长/监护人接受国王基督学院的录取，就意味着他们接受并同意以下入学条件：

入学

1.	 在入学前，成功通过校长面试。

2.	 家长或监护人承诺完全公开他们孩子的过去情况以及任何可能会影响学校所提供教学质量的变化。

3.	 万一学生需要紧急就医而学院认为不可能或无法与签名落款的家长/监护人取得联系，学院将会尽可能照顾生病或受	
	 伤的学生。但是学院不承担救护车费、医疗或牙医费用或学生在此情况下接受的其他治疗费用。学院也不直接或间	
	 接对医疗或牙医从业人员或照看或治疗学生的医疗人员的任何行为或过失负责,包括由学院护理人员提供的治疗。

4.	家长/监护人同意在学院的宣传出版物上使用学生的照片或细节。

5.	 家长/监护人明白，提供给学院关于他们孩子的任何信息，都可能根据《2000年ESOS法令》和《国家行为准则》		
	 （51.1）的规定，展示给联邦和州政府机构以及ESOS保险基金会的基金经理。

6.	 家长/监护人要随时通知学院学生的生活安排，特别是他们换住址时。

7.	 在国王学院就学以及属于学院福利责任管辖的国际学生未经学院同意，不允许在澳大利亚境内旅行。

取消学籍

8.	入学之后，如果学生违反入学规定或学生签证条件，可被学院取消学籍。在这种情况下，款项不予退还。

9.	如果学生被取消学入学资格，家长或监护人同意支付他们孩子立刻回国的机票。在此情况下，家长或监护人同意学	
	 院从移民部获取信息，公开学生当前的签证情况。

签证

10.		希望就读国王基督学院的国际学生须持有有效护照，且须在就学期间持有有效学生签证。

11.	持学生签证的学生出勤率不得低于80%，并一直保持令人满意的学业进度。

12.		学生须遵守澳大利亚法律。违反法律将导致学生被学院开除。

费用

13. 	根据报价单，第一年的全部费用要在入学当天或入学前付清。所有费用须以澳大利亚元支付。后续费用可根据移民	
	 	部的规定按学期或学年支付。

14.		国王基督学院保留在不事先通知的情况下随时改变学费和寄宿家庭费用的权利。

15.		家长或监护人同意根据费用表中的条款负责并按时支付所有到期的费用和开销，并负责支付其孩子在学院的所有费

	 	用和开销，依据学院章程及所提供账单。

16.	家长或监护人同意在学生退学之前，须提前一学期给学院书面通知，也就是说，如果学生打算在某学期结束后离开	
	 	学校，则必须不晚于当学期开学第一天给于通知，否则须支付一学期学费。书面通知须递交给校长或校长代表。

17.	我/我们明白我/我们将支付所有因追讨债务行为而产生的费用。

支持学院课程和道德观

18.	家长/监护人全力支持基督教的价值观，同意在学院手册中 
	 	所述的教学内容，并同意我/我们的孩子遵守学院在信仰方 
	 	面的要求；并遵从校长和院领导提出的学术、服装及纪律 
	 	规定。

19.	国王基督学院不负责赔偿任何财产丢失或损坏。学院不保 
	 	证学生任何种类财产的安全。

20.	学院将竭尽全力确保学生不得未经学院同意而旷课，并遵 
	 	守学院规定的学期重要日期。学生未经获准而旷课可能会 
	 	失去成绩。

21.	学院同意学生参加由学校举办的任何正常宗教活动、课程、	
	 	运动和课外活，如工作经验、露营、远足和社交活动。

22.	根据上一点，或出现未被上述涵盖的紧急情况，家长或监 
	 	护人同意学生乘坐校车或学院有合理理由认为必要或合适 
	 	的公共或私人交通工具。

23.	家长或监护人全力支持学院行为管理政策和做法，并保证学生在校内外不介入有损学院小区或名誉的行为。学生的	
	 	行为不得违背学院的文化和期望。

24.	家长或监护人同意遵守及鼓励学生遵守此处所列的入学条件。

入学条件 Enrolment condi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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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宿家庭或与家庭成员同住
25.	住宿/福利安排必须在入学前获得学院的同意，除非与移民部批准的近亲同住。

26.	如果学生居住在学院安排的寄宿家庭里，家长或监护人同意确保每学期或学年提前向学校支付全部寄宿费用。

27.	如果学生居住在学院安排的寄宿家庭，学生必须得到学院的同意才可以改变福利和住宿安排。

28.	如果国际学生继续在本校就读，他们必须遵守经学院批准寄宿家庭家长或一起居住的近亲的指导

入学条件 Enrolment conditions 2017年费用表		 Fee Schedule 2017

学费

学费 每学期	(Semester) 每年

学前班-小学3年级

小学4-6年级

初中7-9年级

高中10-12年级

$9375澳元

$9500澳元

$9800澳元

$9800澳元

$18750澳元

$19000澳元

$19600澳元

$19600澳元

请注意所列费用每年会视需要调整。如须加费，你必须缴交所增加的费用。

非学费费用（强制性的及其它任何适用性的）

申请费	–	200	澳元

所有申请注册人必须缴付200澳元申请费。此费用不退还，将包括一个英语评
估。当提交申请时，英语评估时程将会排定。

每单一注册为200澳元

英语课程(ESL)费用

英语课程的需求是由注册前国王学院的英语测试结果决定。(有关信息请看第五
页的英语语言辅导课程内容)

学前班	(每周四堂课)

小学1-6年级班	(每周三堂课)

每学期										每学年

1925澳元								3850澳元

1430澳元								2860澳元

兴趣社团与人际融合费用

兴趣社团（小学）与人际融合（中学）计划提供了多样性的趣味活动，包括丛林
技巧、棋艺、骑马和其它活动。该计画配合学校开课时间。费用共300澳元，包
含在学费中。

每学期300澳元

学费有关信息

杂费：

包含在上述学费中的杂费包括学校必修活动、文具、书籍、课本租赁、锁柜租用、学生身份卡、信息技术费(5-12年级
包括笔记本电脑)、主题远足及所有远足的交通费。

兄弟姐妹折扣：

如果同一家庭中有一个以上孩子上学，第二个及其他孩子上学可享受此项优惠。折扣将包括在个人报表中。

缴费方式：

付费可以下列任一方式进进行：
•	从海外银行转帐–	详情会载入学校申请受理信件中。
•	由特定人支付-	可在学校校务部门以现金或信用卡支付。
•	以直接授权取款方式–	此法适合在澳大利亚居住者采用。

付款截止日期	-	2017:
第一学期是2017年1月13日星期五，	而第二学期是2017年7月3日星期五。

离校须知

请注意，学生如要离校，报名须知章程中要求一学季前	(one term’s notice)	的书面通知。如果没有一学季前的书面通知，
学校会要求当事人以支付一学季费用为替代方案。

入学条件和退费政策

请花些时间研读和了解本学校的报名条件及退费政策的章程记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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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签订书面协议之前的一个合理时间内，学生（如学生未满18岁，则家长/法定监护人）将收到此政策的一份副本。

1. 本退款政策适用于支付给学校的所有课程费用，包括通过教育中介汇给学校的费用。

2.	 学生（如学生未满18岁，则家长/法定监护人）直接支付给第三方的费用不包括在此退款政策中。

3. 申请费用不包括在退款中

4. 支付课程费用和退款	 

	 a)	应缴费用以接收入学时所提供的发票和当前收费标准为准。

	 b)	学院的书面协议上会列有费用明细表。[根据NC准则条款3.1b]

	 c)	除非另外通知，学费必须以澳大利亚元支付。退款将以收到款时相同货币退还。

	 d)	退款将直接返还给与国王基督学院签约的人，除非此人以书面形式要求把退款付给其他人。

5. 所有退出课程和申请退费的要求都必须以书面形式提给校长或校长的代表人。

6. 学生因签证被拒而违约

	 a)	如果学生提供签证被拒的证据（或书面同意学校向移民部确认签证被拒）且无法在双方同意的开学日到校上 

	 	 课，或在双方同意的开学日之前退出课程，学校将在收到学生书面退款要求的4周内退还在违约日之前收到的 

	 	 全部课程费，但要扣除： 

	 	 o	 所收到课程费的5%，或 

	 	 o	 500澳元。

	 b)	如果签证被拒的学生在课程开始后退出课程，学校将扣留学生已学课程部分比例的学费，在学生违约日的4周 

	 	 内退还学生尚未使用的学费部分*。

*	这种情况的退款额计算将依据相关法律	(《2014年海外学生教育服务（退款计算）细则》条款s.10)。

7. 学生违约 

根据本条之任何欠款，学校将会在收到学生（如学生未满18岁，则家长/法定监护人）退费要求书面通知后	4

周内退还给学生。

	 a)	非课程费用:

	 	 非课程费用将根据学生在该课程中学习的时间按比例退还，代表学生支付的不可退还的费用除外。

	 b)	未开始上课且未提供退课通知	

	 	 如果学生没有提供退课的书面通知，且未在同意开课日期开始上课，学校将从所收到学费中最多扣留一个学季	

	 	 的学费。

	 c)	未开始上课但有提供退课通知

	 	 i.	 如果在开课前4周或以上收到学生（如学生未满18岁，则家长/法定监护人）的书面退学通知，学校将在扣	

	 	 留$600澳元的行政费和任何不可退还的费用后，退还所有已付款的余额。

	 	 ii.	如果在开课前不足4周收到学生（如学生未满18岁，则家长/法定监护人）的书面退学通知，学校将退还	

	 	 70%的学费。

	 d)	课程已开始后的退款

	 	 i.	 如果学校提前收到了一个学习期的学费，在该学习期结束之前收到学生（如学生未满18岁，则家长/法定	

	 	 监护人）的书面退学通知，学校将不退还任何学费。

	 	 ii.	如果学生已提前交了超过一个学习期的学费，而学校提前至少10周收到了学生（如学生未满18岁，则家	

	 	 长/法定监护人）的书面退学通知，学校将退还未学费未使用的部分，但从中扣除不可退还的费用(如申请费、	

	 	 寄宿家庭安排费、医疗保险等)。

	 请注意:	如果学校提前少于10周收到退课通知，学校将退还未学费未使用的部分，但从中扣除10周或一个学季的	

	 费用，以及任何不可退还的费用(如申请费、寄宿家庭安排费、医疗保险等)。

   

 

退款程序和政策  Refund Policy寄宿家庭 Homestay program

寄宿家庭是一种非常受欢迎的住宿形式。它为离家在外的国际学

生提供了一个像真实家庭一样的安全和舒适环境，也使他们能够

直接感受澳大利亚的家庭文化。

国王基督学院会为那些在申请表格上表明他们将住在寄宿家庭的

学生们安排合适的寄宿家庭。在搬进寄宿家庭之前，所有寄宿的

条款都必须协商同意好。学院会收取一笔$250的安置费用于为学

生找到合适的寄宿家庭。

根据入学规定，学生无论年龄，有两种住宿选择：

1)	 住在学院安排的寄宿家庭里，或

2)	 住在由移民部(DIBP)批准的近亲家中

学院代安排寄宿家庭的费用，请参见具体收费表（第八页和第九

页）。寄宿家庭的费用在入学注册后每年或每学期直接预付给学院。

与寄宿家庭一起生活，学生们可能会被要求参加某些较小的家务活，比如，清洁他们自己的房间，饭后洗碗，或是自己

制作早餐或午餐。

在国王基督学院，所有寄宿家庭都由学院寄宿家庭负责人精心选择。他们必须满足政府规定和要求，才能成为寄宿家

庭。学生的身心健康对于我们尤为重要的。我们会尽可能确保国际学生能够享受他们在国王学院的方方面面。

在十二月和一月近两个月的暑假期间，学生一般会回到他们自己的国家。学生的其他安排一定要在当年早些时候获得寄

宿家庭负责人的同意。

由学院寄宿家庭负责人安排的寄宿家庭预计将提供如下内容:

•	一日三餐

•	参与（尽可能）全部家庭活动

•	辅导作业和监督行为表现

•	每天在学校要求的日志上签字

•	如有需要解决的问题，定期和学院联系（如课后活动或留校等）

•		通过参加高中合作晚会保持与科目/年级教师的经常联系

•	当学生生病时，寄宿家庭有责任通知学院为学生请假

•	洗熨衣服和校服（年长些的学生可能希望自己熨衣服）

•	可能时简单缝补衣物（如开线、短裤上出现裂口等）

•	在冬天提供暖气，夏天提供电扇

•	一般父母的关爱、照顾、关心、约束和引导

•	监督/辅导社交外出和活动，尤其在周末

•	如家庭外出活动包括在外用餐，餐费由寄宿家庭支付

•	在紧急情况下，安排就医或到医院的交通

•	在必要或合理的情况下，安排所需交通

•	向学院寄宿家庭负责人报告任何在社会上不可接受的行为或长期旷课

•	国王基督学院规定一个寄宿家庭最多同时住2个海外学生

如出现特殊情况，学生需要搬离学院安排的寄宿家庭，必须提前2周以书面形式通知寄宿家庭负责人。只经过寄宿家庭

负责人的批准，才可这么做。

**	所有费用均以澳大利亚元为单位且所有信息在本手册打印时均为准确。国王基督学院保留不经通知调整费用的权

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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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学校主动取消学生学籍情况下的退款:	

	 	 学生如因以下任一原因被取消学籍，学费将不予退还：

	 	 i.	 未能保持令人满意的课程进度（签证条件	8202）。请参看学校的《课程进度和出勤规定》。

	 	 ii.	未能保持令人满意的出勤率（签证条件	8202）。请参看学校的《课程进度和出勤规定》。

	 	 iii.	未能保持已获批准的福利和住宿安排（签证条件	8532）。请参看学校的《课程进度和出勤规定》。

	 	 iv.	未能支付课程费用。

	 	 v.	 根据国王基督学院《行为准则》的规定，有任何能导致取消学籍的行为

。

8. 学校违约

	 学校如有违约必须遵循《2000年ESOS法令》和《2001年ESOS法规(修正案)》的现有规定。 

 

 a)	 如因任何原因学校不能在双方商定的日期开设课程；而又因任何原因学生未被安排新的替代课程，又或学生

	 	 不接	受校方的新课程安排，那么从双方同意的开课日期起的14天内，学校将退还全部未使用之已缴学费*。 

 b)	 如因任何原因，学校无法在学生开始上课之后继续开课，而又未能帮学生另作新的课程安排，又或学生不接 

	 	 受校方提供的新课程安排，那么从学校违约日期起的14天内，学校将退还学生全部未使用之已缴学费*。 

 c)	 如果校方未能履行提供学生同意的其他课程安排或退款之责任，学生将得到澳大利亚政府提供给海外学生之 

	 	 学费保护服务。详情请查阅网页https://tps.gov.au/StaticContent/Get/StudentInformation

	 *	这种情况的退款额计算将依据相关法律	(《2014年海外学生教育服务（退款计算）细则》条款s.7)。 

 http://wwwcomlaw.gov.au/Details/F2014L00907

9. 本协议及投诉和上诉程序不影响学生根据澳洲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采取行动的权力。

定义

a)	 非学费费用	-	与学费无关的费用，如：入学申请费、寄宿家庭安置费、寄宿家庭费、书簿费、校服、

	 校车费、OSHC费、ESL费等等。

b)	 学费	-	与学生选读课程有直接关系的费用，包括：学费、消费品等等。

c)	 课程费	–	学校收到的学生为学习课程所缴纳的学费和非学费的总额。

d)		 学季	–	约为10周，每学年有4个学季。

e)	 学习期	–	相当于半学年（两个学季），约20个星期的上课时间。

请注意：更改签证

请注意：如果学生更改签证状况	(例如更改成暂时或永久澳大利亚居民)	，学生在这一年内，仍然需要继续支付海外

学生学费。

退款程序和政策  Refund Policy

学季	

(TERM)
开学日 公共假期	 学季结束日

第一学季 学前班-7年级

及8-12年级新入学的学生

1月24日	（星期二）

8-12年级已入学的学生

1月25日（星期三）

1月26日（星期四）

澳大利亚国庆节

4月14日（星期五）

耶稣受难日（假期中）

4月17日（星期一）

复活节星期一（假期中）

3月31日（星期五）

第二学季 4月18日（星期二） 4月25日	(星期二)

澳新军团日

5月1日（星期一）

劳动节

6月16日（星期五）

第三学季 7月11日	（星期二） 9月1日（星期五）

黄金海岸展览节

9月14日（星期四）

第四学季 10月3日（星期二） 10月2日（星期一）

女王生日

12月25日（星期一）

圣诞节（假期中）

12月26日（星期二）

送礼日（假期中）

12年级

11月17日（星期五）

学前班-11年级

11月24日（星期五）

2017年学期日期			Term dates 2017

针对18岁以下学生的特别规定
请注意，如果学生独自前来澳大利亚且年龄不满18岁，那么学生到达澳大利亚的日期必须和学生签证上福利/住宿获批
(CAAW)时间一致。在订机票之前，请查对日期。

就学期间在澳大利亚境内旅游
就读国王学院的国际学生入学条件之一是学生不能私自在澳大利亚境内旅游，除非获得学院的书面许可。可通过填写必
要的表格提出申请。请与学院国际学生注册负责人联系。

放假期间的到达和离开日期
如果学生计划在假期时回国，提早预订的班机离开和到达日期须与学院的上述学期日期相符。学院的网站、信息手册、
本手册以及学院作业日记上均有学期重要日期。家长和学生有责任确保遵守这些日期。

学季日期
请注意，入学条件包括所有学生必须出席每学季的开学日和结束日。
开学和放假的日期，学生迎新情况介绍，本手册和学院作业备忘录都可以在学校网站找到。
家长和学生有责任确保遵守这些日期。如果学生开学迟到超过5天，按照DIBP的相关政策，学校有义务向DIBP
报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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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海外学生进入澳大利亚学校学习之前，都需要上ELICOS*课
程。我们为学龄学生推荐几所极富盛名的、位于黄金海岸的语言学

院。

在学生达到参加正常课程学习所需的英语语言水平之后，国王基督

学院将继续通过提供英语语言辅导课程（ESL）*帮助学生。这一课

程在课堂内外向国际学生提供单独帮助。

在学校的结构中，我们有一个基于NLLIA*	等级的详细评估体系。

最低等级为0（非常有限或不懂英语），最高7级（具备英语四项技

能）。基于NLLIA*	等级和国王基督学院教师的评估，学生直接入学

主流课程的大致英语要求如下：

1-7年级		 NLLIA水平3/4			 (雅思*	4)

8年级			 NLLIA水平3.5/4		 (雅思*	4/4.5)

9年级			 NLLIA水平3.5/4		 (雅思*	4/4.5)

10年级		NLLIA水平4 	 	 (雅思*	5)

11年级		NLLIA水平4.5/5		 (雅思*	5)

12年级		NLLIA水平5 	 	 (雅思*	5.5/6)

学生入校后，即根据NLLIA*各极的详细考评制度接受考评。最低级

是0级(无英语能力或英语能力非常有限)，最高级是7级(英语四项

技能都具有)。

在小学阶段，当学生在相应年级四项技能中达到5/6的水平时，他们

就可以不参加学校的ESL*课程。

学前班的所有学生每周都有四节语言课，1-6年级的学生每周都有三

节语言课。但尽管如此，学生停止语言课程之后仍必须保持他们的

英语水平并继续取得进步。这一目的可通过家庭辅导达到。如果学

生在任何时候英语能力出现下降，他们将被要求回到ESL*课程，并

需支付相应费用。

中学部所有学生都必须参加ESL课程，直至主流英语水平达标和/或

NLLIA水平达到5-6。学生在放学后可以在学校的图书馆参加免费的

辅导课。

高中学生可以选择在高年级继续接受ESL*辅助课程。这意味着在每

一门课中功课的草拟阶段，学生都可以得到辅导。	全年在放学后

和午餐时间中都会有老师辅导学生的作业。我们的课程是全面的，

并且是国王基督学院所特有的。这些课程是根据我们观察到的国际

学生的需要而特别设定的，使他们能够取得优异的学业成绩，给国

王基督学院带来声望。

*	缩写词：

海外学生英语强化课程(ELICOS)

英语作为第二语言（ESL	）

澳大利亚国家语言学院（NLLIA）

国际英语水平测试（IELTS）（雅思）

 

英语语言辅导课程 English language support classes

政策副本将分别在学生签署入学同意书前(一段合理时间)	和在开课七天内将提供给学生（如学生未满18岁，则家长/法
定监护人）

1)目的

  a)	 国王基督学院(以下称为KCC或学校)投诉和上诉政策的目的是为了给学生提供一个解决纠纷或投诉的机会。

  b)	 内部投诉和上诉程序属于调和性质，不是法律程序。

2) 投诉其他学生

  a)	 一名学生对另一名学生提出的投诉将根据学校行为政策/行为规范予以处理。

3) 非正式投诉解决办法

  a)	 首先，国王基督学院要求通过调解/非正式解决方式来解决问题。

  b)	 在最初试图调解/非正式解决投诉时，学生应联系他们的课堂教师、教牧关怀老师或国际学生处主任。

  c)	 如未能通过调解解决问题，该问题将提交给校长或校长代表，开始國王基督學院內部正式投訴和上訴处理程	
		 	 	 序。对于寄宿家庭问题，请见寄宿家庭协调人员。对于学业问题，在小学见课堂教师或年级协调人，在中学见	
		 	 	 中学教务长。对于行为问题，小学请见课堂教师，中学请见教务长。

4) 正式投诉处理程序

  a)	 这一投诉程序是保密的，且任何投诉或上诉都局限于有关各方以及直接参与投诉或上诉处理程序的人员之间。

  b)	 学生必须以书面形式通知学校投诉或上诉的性质及详情。

  c)	 书面投诉或上申诉需提交给校长或校长代表。

  d)	 如果内部投诉和上诉是由于学生收到学校打算举报他/	她出勤不足、课程进度不令人满意、或暂停或取消学 

		 	 	 籍的通知，那么学生必须在收到通知后20天内提交书面上诉。

  e)	 内部投诉和上诉对学生免费。

  f)	 每个投诉人都有机会向校长或校长代表陈述他/她的情况。

  g)	 学生可以在全部相关会议中有助手陪伴和帮助。

  h)	 正式投诉程序将在向校长/他人提交投诉或上诉的10个工作日内启动。

  i)		 一旦校长/他人就投诉或上诉作出决定，学生将收到决定结果以及决定原因的书面通知。

  j)		 如果投诉程序的结果支持学生，国王基督学院将立即执行决定并采取任何要求的改正和预防行动，并向学生

		 	 	 告知结果。	 	

  k)	 国王基督学院承诺在20个工作日内完成所有投诉程序。

  l)		 在上诉过过程中，学生须保持正常入学和上课。

5) 外部上诉程序

  a)	 如学生对投诉程序的做法或结果不满，在2个星期内，他	/她可以以最低的费用或免费通过外部机构寻求独立	
		 	 	 调解。

  b)	 如学生对国王基督学院的决定提出投诉或向外部机构上诉，他	/她可以免费联系海外学生申诉专员，海外学

		 	生申诉专员为海外学生提供免费和独立的服务。欲了解更多信息，请登入网站www.oso.gov.au 
   或致电1300 362 072。

6)	 其他法律补偿

		 a)	学校的投诉和上诉政策没有剥夺海外学生诉诸其他法律补偿的权力。

7)	 定义

		 a)	工作日	-在学期期间，除了星期六、日或公众假期外任何一天

		 b)	学生	-申请入读国王基督学院的学生（如学生未满18岁，则家长/法定监护人）	 	

		 c)	协助人员	-	例如：没有参与投诉之朋友/教师/亲戚

投诉和上诉政策	Complaints & Appeals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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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GH SCHOOL MUSICAL - BEAUTY & THE BEAST

2017年初中科目	Middle School Subjects 2017

中学部所有年级的学生均须参加宗教辅导课程和野营。每年的野营活动帮助新生融入国王学院的文化，包括社交、精神
和与学校课程相关的学术内容。

请注意，每个年级的国际学生必须参加ESL（英语语言辅导）课程，直到他们达到所要求的NLLIA或雅思水平，才能结束
该课程。

7、8年级科目
7、8年级主修核心（必修）科目是：

英语		 	 	

历史

数学		 	 	

地理

科学		 	 	

体育

基督教研究

语言辅导（ESL）-	课后在图书馆进行

在7、8年级的学习过程中，以下课程将在各学期轮流开设：

日语		 	 	

商业	 	 	

工业设计与科技

音乐		 	 	

艺术		 	 	

戏剧

家政	 	 	

数字科技

9年级科目

9年级主修核心（必修）科目是：

英语		 	 	

基督教研究

数学			 	 	

商业

科学

学生可根据兴趣选修以下9年级科目：

九年级选修课

A B C

音乐

舞蹈

戏剧

制图学

产业技能

历史

地理

视觉艺术

家政

体育学

科技学

数码艺术

日语

数码艺术

体育学

制图学

戏剧

科技研究

1 1 4 - K A L E I D O S CO P E

PE RfORm I n G ARTS

High School Musical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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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长致辞	 From the principal

尊敬的家长/同学:

国王基督学院（King’s	Christian	College）为一些英语及非英语国家的国际学生提供
教学和住宿的全套服务。在过去的36里，我们有幸提供这一服务，并把它当作实现促进澳
大利亚人民和其他国家，尤其是亚洲国家人民之间文化交流这一远大目标的一部分。现在
国王学院有来自12个不同国家以上的国际学生。

从随附的信息中您可以发现，我们提供全面的教育服务，为学生进入大学做准备。学校有
两个校区，Reedy	Creek和Pimpama，接收从学前班（5岁）到12年级（17-19岁）的学生。

当学生英语语言能力达到可以进入学院时，我们将通过英语语言辅导课程（ESL）为学生
提供帮助。

为帮助海外学生适应新学校以及更好地与澳大利亚的学生融合在一起，学院规定每个年段在每个国家只招收数量有限的
学生。

国王基督学院通过教职员工对我们的学生的关怀建立良好的声誉。学校在由牧师管理下的活跃基督小区中，向学生提供
各种课程，提高学生在技术、音乐、艺术和体育方面的才能。

此外，我们学生的学习成绩，尤其是即将毕业的12年级学生，在全昆士兰州名列前茅。

国王学院与黄金海岸以及昆士兰州首府布里斯班的几所大学都有联系。布里斯班离国王学院只有1个小时的车程。这些
大学提供几乎所有的学位，从学士学位到博士学位。国王学院的员工可以为国际学生提供建议并帮助他们找到适合的大
学以及特定专业的入学要求。此外，国王学院还在校园内提供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课程。

除了教学外，学院还与信仰基督教且愿意为国际学生提供住宿的家庭建立了联系网。这能够帮助新生尽快适应新环境。
如您所见，国王学院是一所基督教学校，为国际学生提供全方位的服务，从机场接机到住宿，英语语言辅导课程，政府
认证的学前班、小学、中学和高等课程，并为学生提供适合大学教育的建议和信息。

请您细读附带信息。如果您有任何问题，请通过此手册背面的联系方式致电或电子邮件联系我们。

学院院长
李斯.	戴维斯（Rees	Davis）
理学学士、教育学研究生文凭、教育学学士、教育学硕士
 

教育标准

国王基督学院（简称学院）采取的做法将在课程推广和教学方面保持高专业水准，这将保证学生的利益和福利。

课程推广

学院致力于以诚信、准确和专业的态度推广课程。

学生信息

在课程开始之前，每个学生都会获得准确、相关并最新的信息，包括一本行为准则以及：

•	 入学程序和标准

•	 退款政策副本

•	 学生须支付的全部费用

•	 国王基督学院校园里的设施和设备

招生

招生工作将始终本着符合道德规范和负责的态度，并与课程要求保持一致。

费用和退款

学院保证学生支付费用的安全性。学院有一个公正、公平的退款政策，确保海外学生受《1991年海外学生教育服务（教
育提供者财务条例注册）法令》的保护。请参见第16页的《退款程序及政策》。

投诉/上诉程序

如果学生对在学院学习中的任何方面不满意，应首先向国际学生注册负责人提出。如果问题不能通过这种方式得以解
决，应向校长提交一份书面陈述。如有必要，此问题将提交给学院董事会协调。请参见第18页的《投诉和上诉政策》。

制裁

学院承认，如果注册培训提供者不遵守此准则或相关规定的要求，根据情况，其培训提供资格将可能被取消。

学院院长

李斯.	戴维斯（Rees Davis）

理学学士、教育学硕士研究生文凭、教育学学士，教育学硕士

行为准则		Code of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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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隐私政策规定了本校如何管理所接收到和收集到的个人信息。学校受限于《联邦隐私法》中所包含的澳大利亚隐私保
护原则。

本校有可能会经常性地，将新的法规和科技，学校的运营操作纳入考量，对本隐私政策进行审核和更新。以确保本政策
始终适用于不断改变的学校环境。

学校会收集何种个人信息？如何收集？

本校收集和保存的个人信息类型，含健康及其它敏感信息，包括（但不限于）：

•	 学生，家长和（或）监护人（以下统称’家长’)，在每位学生入学前，入学期间及毕业后；

•	 求职者，教职员工，志愿者和合同工；及

•	 其它与学校有联系的人员。

你所提供的个人信息：

通常，本校会通过以家长或学生填写的表格，面对面的坐谈和面试，电子邮件和电话这些方式，收集每个人相关的个人
信息。偶尔，个人信息也会来自家长与学生之外的人士。

其它人士提供的个人信息：

在某些情况下，本校可能会接收到由第三方提供的个人信息。例如，由医务人士提供的报告或者是其它学校的参考信
息。

与雇员相关的例外情况：

根据隐私法，澳大利亚隐私保护原则不适用于雇员记录。因此，本隐私政策不适用于本校对雇员记录的处理，因为这些
处理与本校和雇员间现有的或过去的雇佣关系直接相关。

学校会如何使用你所提供的个人信息？

本校收集的个人信息将用于最初收集信息的主要用途，及与主要用途相关的次要用途，和其它你能合理预估到的或已经
表示同意的同途。

学生与家长：

本校收集学生和家长的个人信息，主旨在于使学校能为学生们提供教育。这包括了满足在学生整个在校学习期间，家
长、学生和学校的需求。本校使用学生和家长的个人信息的目的包含：	

•	 通过使用信函，时事通讯和杂志，使家长们能够了解他们的孩子教育的相关事项；

•	 学校的日常管理；

•	 照顾学生们,	使他们在学习、社交和医疗健康这些方面良好发展。

•	 推动本校的资金募集和市场推广；及

•	 满足本校的法律义务，以及豁免谨慎责任。	

在某些情况下，如果需要某位学生或家长的个人信息但是无法获取，本校可能无法让该生入学或者继续学习，或是参与
某项特定的活动。

求职者，教职员工和合同工：

本校收集求职者、教职员工和合同工的个人信息，主要用途是评估及(在评估合格的情况下)雇佣求职者、教职员工及合
同工。本校使用求职者、教职员工和合同工人的个人信息的目的包含：

•	 在雇佣的情况下，管理个人的雇佣关系及合同；

•	 用于投保；

•	 推动本校的资金募集和市场推广；及

•	 满足本校的法律义务，例如，与儿童保护律法相关的义务。

志愿者:

本校还会收集志愿者的信息，包括帮助本校举办如校友会、家长协会之类的会议或相关活动的志愿者，以助于学校与志
愿者的合作。

营销:

为学校发展所做的营销是本校很重视的一个部分，这是为了确保学校持续提供一个可让师生共同成长的高质量学习环
境。家长、教职工、合同工及其它学校社区成员也许偶尔会收到关于活动或募捐的信息。学校的出版物，比如其中包含
个人信息的时事通讯和杂志，可用于营销目的。

本校可能会向谁透露个人信息？

本校有可能会向以下人士/机构透露个人信息，包括敏感信息:

•	 	另一所学校;

•	 	政府部门;

•	 	医生;

•	 	向本校提供服务的人员，包括客座教师、辅导员和体育教练;

隐私政策	Privacy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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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出版物的读者，如时事通讯和杂志;

•	 	家长;

•	 	任何您授权学校透露信息的的一方;	以及

•	 	法律要求我们必须透露信息的任一方。

发送信息至海外:

本校有可能透露个人信息至海外，例如，使用位于澳大利亚境外的“云”数据存储服务提供商储存个人信息时，或安排
海外学校交换生时。但是，本校不会在未获取本人同意(在某些情况下，这种同意是默认的)的情况下将个人信息发至海
外；或其他情况下符合澳大利亚隐私保护原则或其他适用的隐私立法的规定。

学校如何处理敏感信息？

关于“敏感信息”，本校是指：有关个人的种族或民族、政治观点、宗教信仰、工会或其他专业或行业协会会员、哲学
信仰、性取向或行为或犯罪记录的信息，同样也是个人信息;	健康信息和有关个人的生物特征信息。敏感信息只会用于
提供信息最初的目的或直接相关的次要目的，除非另有约定，或敏感信息的使用或透露是法律允许的。

个人信息的管理和安全性

本校要求工作人员尊重学生和家长的个人信息保密和个人隐私。本校设有专门措施来保护学校所持有的个人信息不被滥
用、干扰和丢失、未授权访问、修改或透露，各种措施包括纸质记录封锁及电脑记录设有密码访问限权。

个人信息的获取和修改

根据《联邦隐私法》的规定，个人有权获取任何本校持有的有关自己的信息，及通知学校任何信息不准确之处。一般来
说学生通过家长来获取及更新个人信息，但年长一些的学生也可自己来获取及更改信息。相关法律中有列出这些权利的

一些例外情况。家长可通过一个叫Parent	Lounge(家长休息室)的密码保护的门户网站查看本校所持有的关于家长和学
生的标准个人信息。每个家庭都有唯一的用户名/密码，只能获取自己家庭的信息。可通过Parent	Lounge来更改或更新
信息。如果Parent	Lounge没有您想查看的信息，请书面通知学校。学校可能会要求您确认身份，并指定您需要什么信
息。学校可能会收取一定的费用，以支付验证您的申请和定位、检索、审查和拷贝您所要求的任何材料的成本。如果您
所寻求的信息量很大，学校会提前告知大致费用。如果我们不能为您提供指定信息，我们将为您提供书面通知说明拒绝
的理由。

获取学生个人信息的同意书和相关权利

本校尊重每位家长做与其子女教育相关的决定的权利。通常，学校会将与学生个人信息相关的任何请求都转给学生家
长，以通知家长并寻求同意。学校会将家长的同意书视为代表学生意愿的同意书，对家长的通知也会视为对学生的通
知。如上所述，家长或可通过联系学校，获取学校所持有的关于他们或他们子女的个人信息。或是在Parent	Lounge内
浏览现有的标准信息。但是，有些情况下这些请求会被拒绝。这样的情况包含，提供这些信息会对其它人的隐私造成不
合情理的影响，或是提供信息会破坏本校的对学生负有的谨慎责任。

在学生提出请求的情况下，学校可自行决定给予该生获取学校所持的与该生相关信息的权利，或是，允许该生在独立于
父母决定下做出同意或拒绝使用他们的个人信息的决定的权利。正常条件下，只有在该生足够成熟且（或者）该生的个
人情况允许时，这种情况才会发生。

询问及投诉

如果您想知道更多关于本校如何管理所持个人信息，或想要投诉本校违反澳大利亚隐私保护原则，请联系校长。学校会
调查所有投诉，一旦对于您的投诉作出决定便会尽快通知您结果。

隐私政策	Privacy Policy  

King’s Christian College
Reedy Creek Camp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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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ng’s Christian College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hina) 

2017年国际学生章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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