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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学费明细 
全额付费海外留学生* 

* 持有澳大利亚 500 类别临时学生签证 

费用明细（每年） 全日制学生总学费 学费之外的寄宿费 寄宿学生总费用 

学前班-小学 2 年级 $25,270 -  -  

3 年级-4 年级 $28,600  -  -  

5 年级-6 年级 $32,240 -  -  

7 年级 $35,150  $27,360  $62,510  

8 年级-9 年级 $39,100  $27,360  $66,460  

10 年级-12 年级 $41,700  $27,360  $69,060  

 

 

付款分期 发票日期 最晚付款日期 

2022 年 10 月 1 日之后录取的 

新生的第一期付款 

入读前 6 个月 收到发票后的 4 周之内 

第一期学费 2023 年 1 月 13 日 2023 年 2 月 10 日 

第二期学费 2023 年 6 月 2 日 2023 年 6 月 30 日 

 

 

IB 课程（International Baccalaureate） 附加费 

若学生选择学习 IB 课程，2023 年度需要支付以下额外的学费： 

11 年级：全年 1650 澳元分两期支付，每期 825 澳元。 

12 年级：全年 2490 澳元分两期支付，每期 1245 澳元。 

 

同胞弟妹折扣 

同时在读本校的弟弟或妹妹的学费折扣: 

第二个孩子 第三个孩子 第四个以后的孩子 

10% 20% 30% 

同胞弟妹折扣仅基于当地学生的学费标准 

 

退款政策 

退款政策将依据学校的家长登陆门户网站中所公布的 FFPOS 退款条例。所有在 C RICOS 注册的 Pembroke 学校课程

的费用估算，可以在以下网站查询。  

http://cricos.education.gov.au/Institution/InstitutionDetails.aspx?ProviderCode=00367B  

 

总则 

1. 以上详细学费清单将于 2023 年 1 月 1 日生效，有效期直至学校董事会做出更改之时为止。 

2. 尽管学校董事会的计划是按年度设定学费，但是董事会保留随时做调整的权利。 

3. 学费应在该学费所涵盖学期开始之时提前支付。 

4. 学费包含了学生意外保险，户外露营教育，课外活动，学校年度纪念册 Unitas，郊游，班级和辅导班照片以及

其他的相关项目。 

 

http://cricos.education.gov.au/Institution/InstitutionDetails.aspx?ProviderCode=00367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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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学费以外的费用 

• 校服-大约 1400 澳元，根据所参与的课外活动会有所差异 

• 书籍-大约 600 澳元/年，根据选课不同会有所差异 

• 笔记本电脑-大约 1500 澳元 – 7-12 年级学生 

• 寄宿家庭费用-短期寄宿，如果有资源，费用是 58 澳元/天。学校目前的服务商是 Australian Homestay 

Network。他们的收费包括 310 澳元的匹配服务费，52 澳元每天，即 360 澳元/周的寄宿费，如有需要，机场接

机服务费用是 160 澳元。 

 

海外学生健康保险 (OSHC) 

根据政策，持有留学签证在澳洲留学必须购买医疗保险，并需要在学习开始之前购买。学生可以在这个网站查询

OSHC 的服务商以及相关条款。 (请参照 www.studyinaustralia.gov.au/global/live-in-australia/insurance) 

OSHC 将由学校安排。学生们被要求预先支付整个留学期间的 OSHC 费用。 

 

Pembroke 学校建设基金 

Pembroke 拥有出色的学校设施总体规划。它与 2018-2024 年战略规划并存。学校正在推进 Haslam 区域的重新建设

计划，我们将广泛征求社区的意见，力求在这个区域建成一流的，令人振奋的设施，来满足所有学生以及周边社区

的需求。正如以往学校的重大投资开发项目一样，Pembroke 非常依赖广泛的学校社区成员的慈善支持，才能使

Haslam 区域的重大开发成为现实。因此，我们鼓励并感激您对学校建设基金的支持，这对于 Pembroke 的建设至关

重要。学校还有一些小的项目，维护并改进现有的设施，这包括将 Moody Centre 重建为学生咖啡馆和寄宿学生食

堂。我们邀请您通过可以抵税的捐款给 Pembroke 建设基金，参与到实现学校总体规划的进程中。我们建议的捐款金

额是 810 澳元/年，或者是每次随学费支付周期支付 270 澳元/次，或者是按月支付 81 澳元/月。请知悉在澳大利亚

申报收入税时，最高可以冲抵捐款总额的 45%。我们真诚地鼓励您考虑慈善捐款，以展示您对学校未来发展的支

持。您的善款将被学校的社区捐助计划记录，累计捐赠 1000 澳元，就有资格成为 Pembroke 学校基金会成员。 

 

学校的政策和您的义务 

学校有关注册和学费的政策概述如下： 

1. 承担合同责任的人，同意受学校的学费以及他项费用政策的约束。 

2. 学校的学费，他项费用和其他支出项目，应在收到首次账单后的 4 周之内支付。在规定时间内未支付相关费用，

学校有权终止学生在学校的注册。学生必须先支付了相关的费用后，才能参加需要额外收费的课程外的旅行，露

营或者郊游活动。 

3. 每年的学费和寄宿费分两次等额支付。新入学的学生支付的首次学费不能超过一个学期（semester）的费用。在

2023 年 1 月之前至少在 Pembroke 学校就读了 1 个学期的学生，可以有资格在 2023 年 2 月 10 日前支付 2023 年

全年的学费，并且享受 2%的学费折扣。 

4. 对预期未付的费用，学校有权收取滞纳金。 

5. 若要退学或者停止学习任何一项特殊学习科目，学生需要提前一个小学期（Term）通知学校。未能遵守此条，学

校将收取 1 个 Term 的相关费用。 

6. 若无其他安排，寄宿公寓的入住和再入住以整个学年为单位。家长有义务支付全年的寄宿费用；或者支付从学生

入学之日起至该学年年末的寄宿费用。由于学业安排而“提前”结束寄宿的学生不能因此享受退款，比如大部分

12 年级学生会在所有考试/评分结束后，在第四个小学期（Term）结束前离开寄宿公寓。在下一年度不准备居住

寄宿公寓的学生，必须在当年第四个 Term 的第一天通知学校；未能遵守该条将被收取 1 年的寄宿费用。 

根据学校的延后，停学和退学规定，所有长时间的请假，必须向学校校长 Mark Staker 先生递交书面的请假申请。

政策细则请参阅：FFPOS Deferment, Suspension and Cancellation Policy. 

 

http://www.studyinaustralia.gov.au/global/live-in-australia/insurance
https://pembrokeschool.sharepoint.com/:b:/s/externallyshared/EYQ2En_X1MFEr7DPz61do4sBOJTzROxAsJOE2LB7H3-V1Q?e=NZbop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