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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P E  i s  p a r t  o f  S k i l l s F u t u r e  S i n g a p o r e  ( S S G )

思德福学院‘A’ 水准预备课程 

新加坡剑桥‘A’水准考试简介 
  新加坡剑桥 GCE‘A’水准考试（Singapore-Cambridge General Certificate of Education Advanced Level 
Examination）由英国剑桥大学国际考评部（CAIE）和新加坡教育部（MOE）联合主办，每年定期在新加坡举行。

在新加坡剑桥‘A’水准考试中获得 E 等级以上的成绩，学生将会获得由剑桥大学国际考评部和新加坡教育部联合

颁发的新加坡剑桥‘A’水准考试证书，‘A’水准证书可被用来申请新加坡公立大学、英联邦国家、美国等其它

国家的高等教育学府。升学流程可参考以下图表 1。 

  思德福学院将全面为学生做准备，以帮助学生在考试中取得良好的成绩。该全日制课程是为准备参加新加坡

剑桥‘A’水准考试的学生而设立的，适合那些已经参加并通过了‘O’水准考试并准备就读更高一级学府的学生。

获得‘A’水准证书后，学生可以选择报读新加坡当地公立大学、政府理工学院、或海外院校等高等教育学府。 

 

课程基本信息 
学制  ：12 个月（全日制）；24 个月（全日制） 
课程等级 ：预备课程 
课程开发单位 ：思德福学院 
教学形式 ：课堂教学 
上课时间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八点至晚上七点之间（实际上课时间取决于学生选修课程数） 
总课时                   ：12 个月预备课程共有 1,080 课时 （3 门 H2 课程和 2 门 H1 课程） 

     24 个月预备课程共有 2,160 课时（3 门 H2 课程和 2 门 H1 课程） 
上课地点 ：12 Kallang Avenue #03-11/12/13/14, Aperia, Singapore 339511 
 

 

图表 1.  通过‘A’水准考试的学生可选择的就读学校 

mailto:enrol@stalfordacadem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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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水准考试预备课程学期安排表 
学 制 

正式开课日

期
# 

结课日期 学 期  假 期 

12 个月 2022.12.01  4 学期  (44 周) 
每学期末有一周休息时间； 

每学年有一次为期八周的学校假期 24 个月 2022.12.01 2024.11.30 8 学期  (88 周) 
#
若错过 2022 年 12 月的开学可插班入读 2023 年 2 月，5 月或 8 月的课程。 

注：具体课程安排请在报名之前联系学校进行咨询，如果日期有变动学校会提前两周通知已报名的学生。 

课程内容 
  申请学生可以报名学习以下课程，我们的课程紧跟教学大纲，申请学生可以登陆政府官方网站查看。 
[https://www.seab.gov.sg/home/examinations/gce-a-level]. 

 

入学资格 
 
本地学生（12/24 个月课程） 
  申请者须满足： 

1. 在入学当年 1 月 1 日时已年满 17 周岁（含 17 周岁）以上。 
2. 已经中学毕业，获得‘O’水准证书或具备同等学历。 

 
国际学生（12 个月课程） 
  申请者须满足： 

1. 在入学当年 1 月 1 日时已年满 17 周岁（含 17 周岁）以上。 
2. 已经高中三年级毕业或具备同等学历。 
3. 有一定英文基础。（例如：雅思 6.5 或在所就读中学英文考试中得分达到 80% 以上） 

 
国际学生（24 个月课程） 
  申请者须满足： 

1. 在入学当年 1 月 1 日时已年满 16 周岁（含 16 周岁）以上。 
2. 已经高中二年级毕业或具备同等学历。 
3. 有一定英文基础。（例如：雅思 5.5 或在所就读中学英文考试中得分达到 60% 以上） 

注：不符合录取条件的学生需得到校长的批准方可被录取。 

英文科目名称 中文科目名称 备注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H2) 华文与文学(H2) 

• 所提供的科目可能在没有事先

通知学生的情况下有所变动，

申请学生应在报名之前与学校

进行咨询。 
 
• 带“**”号科目选修人数达到

10 人时才会开课。 
 
• 除华文类科目外，所有科目均

采用英文授课、考试。 

Mathematics (H2) 数学(H2) 
Physics (H2) 物理(H2) 

Chemistry (H1) 化学(H1) 
General Paper (H1) 理解与写作(H1) 

**Chinese Language (H1) **华文(H1) 
**General Studies in Chinese (H1) **华文理解与写作(H1) 

**Physics (H1) **物理(H1) 
**Chemistry (H2) **化学(H2) 

**Mathematics (H1) **数学(H1) 
**Further Mathematics (H2) **进阶数学(H2) 

**Economics(H1) **经济学(H1) 
**Economics(H2) **经济学(H2) 

        

 

 

2023.11.30

http://www.sa.edu/
https://www.seab.gov.sg/home/examinations/gce-a-level


STALFORD ACADEMY |  CPE Registration No.: 200914573H  |  Period of Registration: 14/09/2020 to 13/09/2024  |  Website: cn.sa.edu.sg 

 
3 思德福教育学院 2022 年 12 月 1 日版。招生情况变化以最新版本为准。思德福教育学院保留更新或更改信息之权力，恕不另行通知。 

 

师资队伍 
我校师生比率在 1:40 以内，教师可以进行有效的课堂教学与管理。我校教师经验丰富，专注于教育事业，认

真负责。他们至少拥有大学本科学历，并且是新加坡私立教育理事会的注册教师。 

 

学生测试模式 
1. 内部测试——所有内部测试均以书面考试形式进行。 

a. 12 个月学制，有 4 次考试 (Examination)。 
b. 24 个月学制，有 8 次考试 (Examination)。 

 
2. 外部测试——新加坡剑桥 GCE‘A’水准考试（可登陆新加坡教育部考评局网站 www.seab.gov.sg进行了解）。 

a. 3 月份进行新加坡剑桥 GCE ‘A’水准考试报名。  
b. 除华文(H1)科目外，11 月份要进行所有科目的考试。 
c. 思德福学院会在新加坡剑桥 GCE‘A’水准考试前，为学生准备‘A’水准模拟考试。 

资格证书 
• 学生顺利完成学业且出勤率合格，将会获得思德福学院颁发的结业证书（Certificate of Completion）。 
• 学生通过新加坡剑桥 GCE‘A’水准考试后，将由剑桥大学国际考评部和新加坡教育部联合颁发新加坡剑

桥普通教育证书（高级水准会考）（Singapore-Cambridge GCE A-Level Certificate）。 

 

完成课程的要求 
1. 学生顺利完成学业且出勤率合格，将会获得思德福学院颁发的结业证书（Certificate of Completion）。 
2. 国际学生（持有学生准证的学生）出勤率必须在 90%以上，不可连续 7 天无故缺勤。 
3. 本地学生（新加坡公民或永久居民的学生）出勤率必须在 75%以上，不可连续 7 天无故缺勤。 

 

教育信托保障计划  (EduTrust Certification Scheme) 
教育信托保障计划（EduTrust Certification Scheme） 是针对新加坡私立教育机构（PEI）而设的自愿性认证计

划，此计划对私立教育机构的学术水平、财务流程、行政管理、质量监督以及学校为学生所提供的保护和福利政

策等方面进行审核和评估。成功通过考核的 PEI 会获得私立教育理事会（CPE）授予的教育信托认证，只有被授予

教育信托认证的私立学校才有资格招收国际学生。我校自 2013 年连续获得 EduTrust 四年认证。欲知更多有关教

育信托保障计划的详情，请浏览私立教育理事会（CPE）网站：[https://www.tpgateway.gov.sg/resources/information-for-
private-education-institutions-(peis)/edutrust-certification-scheme/about-edutrust-certification-scheme]。 

 

学费保障计划  (Fee Protection Scheme) 
  为符合 EduTrust 的要求, 学费保障计划（FPS）被应用于所有学生所支付的学费。学费保障计划的本旨在于保

护学生的学费，如果私立教育机构（PEI）因为破产或被令停业而无法继续经营，或者 PEI 未能支付赔偿给学生的

罚款或归还学费，FPS 能保护学生得到由新加坡法院对 PEI 做出的判决罚款或归还学费。 
思德福学院采用保险计划方案。根据保险计划方案，私立教育机构将为每一个学生的学费购买私立教育理事

会（CPE）委任的保险公司的保险以保障学生们的学费。 我校使用的保险服务由 The Lonpac Insurance Bhd 提供，

一个由 CPE 指定的 FPS 保险服务供应商。 

思德福学院的 FPS 保险保单号码：Z/21/BM00/000962 

我校将会在学生付款后将学费保险证书（Certificate of Insurance）发给学生。如果您想了解更多关于 FPS 的信

息，可访问私立教育理事会的官方网站 [https://www.ssg.gov.sg/cpe/pei.html]。自 2015 年 7 月 1 日起，即可直接联系 
Stalford Academy 或 Lonpac Insurance Bhd 查询您是否已经在 FPS 保障计划中。 

 

http://www.sa.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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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款政策（摘自私立教育机构–学生合同英文版要点） 
[https://www.tpgateway.gov.sg/docs/default-source/default-document-library/edutrust-certification-scheme/7a_cpe-pei-student-
contract-version-3-1.docx?sfvrsn=a4f84527_2]. 

2. REFUND POLICY（退费政策） 

2.1 Refund for Withdrawal Due to Non-Delivery of Course:（因课程未按约定提供而全额退费） 
The PEI will notify the Student within three (3) working days upon knowledge of any of the following: 
(i) It does not commence the Course on the Course Commencement Date; 在规定开课日期未开课 

(ii) It terminates the Course before the Course Commencement Date; 在开课日期前终止课程 

(iii) It does not complete the Course by the Course Completion Date; 在课程结束时未完成课程 

(iv) It terminates the Course before the Course Completion Date; 在课程结束前终止课程 
(v) It has not ensured that the Student meets the course entry or matriculation requirement as set by the 

organisation stated in Schedule A within any stipulated timeline set by CPE; or 
在没确定学生是否符合计划表A中的课程要求及入学资格 

(vi) The Student’s Pass application is rejected by Immigration and Checkpoints Authority (ICA). 
学生准证申请被移民局拒签 

 The Student should be informed in writing of alternative study arrangements (if any), and also be entitled to a 
refund of the entire Course Fees and Miscellaneous Fees already paid should the Student decide to withdraw, 
within seven (7) working days of the above notice. 

2.2 Refund for Withdrawal Due to Other Reasons:（其它原因退费 – 请参考计划表 D） 
If the Student withdraws from the Course for any reason other than those stated in Clause 2.1, the PEI will, within 
seven (7) working days of receiving the Student’s written notice of withdrawal, refund to the Student an amount 
based on the table in Schedule D. 

2.3 Refund During Cooling-Off Period:（冷静期内退费 – 7 工作日冷静期） 
The PEI will provide the Student with a cooling-off period of seven (7) working days after the date that the Contract 
has been signed by both parties. 
The Student will be refunded the highest percentage (stated in Schedule D) of the fees already paid if the Student 
submits a written notice of withdrawal to the PEI within the cooling-off period, regardless of whether the Student has 
started the course or not. 
学生和学院签署合同后 7 个工作日之内，无论开课日期的前后，学生都可以向学院以书面形式提出退学，最高可获得

学费的最大退款（依照计划表 D）。 
  

 SCHEDULE D（计划表 D） 
REFUND TABLE（退费表格） 

% of [the amount of fees paid 
under Schedules B and C] 

退费百分比 

If Student’s written notice of withdrawal is received: 
若收到学生书面退学通知 

[75] 
more than [30] days before the Course Commencement Date 
早于开课日期之前 [30] 日 

[50] 
before, but not more than [30] days before the Course Commencement Date 
在开课日期之前，但不早于开课日期之前 [30] 日 

[10] 
after, but not more than [7] days after the Course Commencement Date 
在开课日期之后，但不晚于开课日期之后 [7] 日 

[5] 
more than [7] days after the Course Commencement Date, but not more than [14] 
days after the Course Commencement Date 
晚于开课日期之后 [7] 日，但不晚于开课日期之后 [14] 日 

[0] 
more than [14] days after the Course Commencement Date 
晚于开课日期之后 [14] 日 

备注：此退费政策中文译本仅供参考，如有不当之处一切内容以英文版本为准。  

http://www.sa.edu/
https://www.tpgateway.gov.sg/docs/default-source/default-document-library/edutrust-certification-scheme/7a_cpe-pei-student-contract-version-3-1.docx?sfvrsn=a4f84527_2
https://www.tpgateway.gov.sg/docs/default-source/default-document-library/edutrust-certification-scheme/7a_cpe-pei-student-contract-version-3-1.docx?sfvrsn=a4f84527_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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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入学程序 
第 1 步：课程资料介绍及课前辅导  

  我校将为申请学生提供详尽的课程咨询与课前辅导，以便学生了解更多关于思德福学院的信息和其它重要的

学习讯息。其中包括以下内容： 

• 课程信息 

• 课程先决条件 

• 课程入学要求 
 

第 2 步：入学分班测试  
  我校将安排学生参加课程分班测试，以确定适合学生的课程水平。 
 

第 3 步：递交申请表格 
  国际学生须填好申请表，准备好申请材料、费用以及办理学生准证所需文件： 

• 申请表格务必填写完整，以顺利申请学生准证。在递交申请表时须同时缴纳报名费$535 新币。 

• 学生所需文件 
o 出生医学证明公证书（中英文）一份 
o 护照个人信息页复印件一份（至少 6 个月有效期） 
o 学生本人的证件照 1 张（两寸），或电子版证件照（照片需符合新加坡移民局标准，即照片为三个

月内拍摄，背景为白色，正面免冠，全脸露眉）。 
o 最高学历毕业公证书或在读证明公证书（中英文）一份 
o 学习成绩单证明公证书（中英文）一份 
o 学生若有更改姓名，需要提供更名证明 

• 学生父母所需文件 
o 父母双方护照个人信息页复印件一份（至少 6 个月有效期） 
o 父母任一方名下的定期存款证明（中英文）一份（15 万元人民币以上，至少 6 个月有效期） 
o 父母双方工作证明（学院提供标准表格填写，中英文填写，单位盖章即可） 
o 若申请学生或其父母是私营业主，请提供相应的营业执照复印件一份 

 

思德福学院会为本校的国际学生申请学生准证。我校只负责为学生申请学生准证提供帮助，最终决定权在新

加坡移民局。 

 

申请学生的学生准证处理和批准需要 4 到 6 周。学生准证一旦被新加坡移民厅批准后，我校将通知学生。学

校学生管理员将带学生到新加坡移民局（ICA）领取学生准证。学生也必须携带所需文件（护照；新加坡入境卡；

身体检查报告（若需）；移民局保证金（若需）；其它所有在学生准证批函（IPA）上注明的所需文件原件）。年

龄在 15 岁以上的学生必须做身体检查，报告结果可在 3 – 5 天内取得。 
 

第 4 步：接受录取通知书和收费通知单 
  凡是被我校录取的学生将收到我校的录取通知书 （Letter of Offer)和收费通知书（Course Fees Notice）。学生

应将已签名的学生合同 （Standard Student Contract) 及学生择校说明书 （Advisory Note) 一起交给学校。学生应

在签署学生合同之后支付课程的费用。学生在此阶段须向我校提交的项目包括以下内容： 

• 已签字的学生择校说明书 

• 已签字的学生合同 

• 学费（依据收费通知单支付课程费用） 

  学生来校报道时须递交可供验证的申请材料原件。经核查，若材料与真实情况不符，思德福学院将保留撤销

学生录取通知书及终止学生合同的权利。 
 

第 5 步：FPS 学费保障计划 
  在收到全部所需的文件和费用之后，我校将购买来自于 The Lonpac Insurance Bhd的学费保险给学生。 我校也

将在同一天发给学生一份学费保险证书(Certificate of Insurance)。 
 

第 6 步：学生迎新活动与开课 
我校将在学生开课前举行一次迎新活动，向学生介绍新加坡的制度、政策、法规和规章以及我校的校规。国

际学生也可以通过这次活动结识新朋友，了解新加坡的文化和习俗。 

http://www.sa.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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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学生须知 
1.  办理学生准证所需文件 

• 学生所需文件            （& 若材料为中英双语，则可不需要到公证处进行公证。） 
1) 出生医学证明公证书（中英文）一份 
2) 护照个人信息页复印件一份（至少 6 个月有效期） 
3) 学生本人的证件照 1 张（两寸），或电子版证件照（照片需符合新加坡移民局标准，即照片为三个

月内拍摄，背景为白色，正面免冠，全脸露眉）。 
4) 最高学历毕业公证书、在读证明证书、学习成绩单（中英文）一份

& 
5) 学生若有更改姓名，需要提供更名证明 
6) 12 岁以下外籍学生，必须提交由新加坡健康促进局（HPB）颁发的疫苗注射证明书 

• 学生父母所需文件 
7) 父母双方护照个人信息页复印件一份（至少 6 个月有效期） 
8) 父母任一方名下的定期存款证明（中英文）一份（15 万元人民币以上，至少 6 个月有效期）

& 
9) 父母双方工作证明（学院提供标准表格填写，中英文填写，单位盖章即可）

& 
10) 若申请学生或其父母是私营业主，请提供相应的营业执照复印件一份 

        备注：所有材料复印件请直接邮寄或扫描后发电子邮件给我们（电子邮箱：enrol@stalfordacademy.com）。

为避免污损，申请学生的照片请以电子邮件型式发给我们。当学生准证申请成功后，申请学生须携带所有申请文

件原件入境新加坡，领取学生准证。更多细节请参考 [https://www.ica.gov.sg/reside/STP/apply/pei]。 

2.  新加坡移民与关卡局的条例 

  凡是持有学生准证的国际学生必须遵守以下条例： 

1) 国际学生出勤率必须在 90%以上且不可连续 7 天无故缺勤。 
2) 国际学生在领取学生准证后，不可违反“学生准证条款与条件”里的条规（包括学生准证申请表格、批文、

学生准证条规），不准从事以上条规所列的非法活动。私立学校学生准证持有者，在未取得有效工作签

证的情况下不可从事任何有偿或无偿工作/实习。 
3) 国际学生在学生准证到期后，不能继续逗留于新加坡，学校须通知移民与关卡局该学生的离境日期和方式。 
4) 国际学生必须在领取新加坡移民与关卡局签发的学生准证之后才可获准上课。 
5) 国际学生只能按照学生准证申请表格上所指示的课程和学校上课。 
6) 国际学生必须在学业终止后的 7 天之内，把学生准证退还给该校以做必要的处理。 

 
3.  新加坡驻北京大使馆面试  

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申请学生准证者，凡是年龄在 19 周岁以上（在申请学生准证时已度过 19 岁生日），

都须到新加坡驻北京大使馆面试。思德福学院为四年教育信托计划认证学校，超过 19 周岁中国籍学生不需前往新

加坡驻中国北京大使馆面试。 

4.  保证金 

当学生准证申请被批准后，申请学生将会收到一封由新加坡移民局（ICA）发出的学生准证批函（IPA），要

求申请学生继续完善手续，然后去新加坡移民局（ICA）领取学生准证时，移民厅还要求部分成功申请到学生准证

的学生交纳保证金。思德福学院为四年教育信托计划认证学校，需交纳此费用的学生将会被另行通知。 

如果要交纳保证金，会在 IPA 信中提到。申请学生仅可通过银行保证金担保的形式向移民局提供保证金（若

需），以便完成学生准证签发手续。 

国家 移民厅保证金额 # # 学生可以购买银行保证金保险，$540.00
新币为银行保证金保险费，是基于 16 个月

移民厅所收$5,000 新币保证金估算产生，

在结业时将不退还给学生。 

中国、孟加拉国、缅甸和印度 $5,000 新币 
泰国、印尼、菲律宾 $1,000 新币 
其他国家 $1,500 新币 
 
 

  

以下情况不需缴付保证金： 
• 马来西亚和文莱公民 
• 持有家属通行证、长期探亲签证、工作证者 
• 新加坡公民或永久居民的子女 
• 就读于拥有四年期教育信托计划认证的私立学校学生 
• 申请学生年龄在 16 岁以下 

http://www.sa.edu/
mailto:enrol@stalfordacademy.com
https://www.ica.gov.sg/reside/STP/apply/p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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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剑桥‘A’ 水准 12 个月预备课程学费表 
 
费用明细 金额（新币$） 
  
申请费

1
（不退还）

 $ 540.00 
  
学费分项  
 学费

2 $ 23,800.00 
 教材费 $ 2,000.00 
 试验费 $ 2,000.00 
 内部考试费 $ 2,400.00 
 学生拓展与支持服务费 $ 2,400.00 
 医疗保险费

3 $ 120.00 
 学生准证费（移民厅收取）

4++ $ 120.00 
 校服（一件外套，两件 T 恤） $ 120.00 
   

税前小计 $ 32,960.00 
消费税 8% $ 2,636.80 

总学费 $ 35,596.80 
  

学费总额（包含申请费） $ 36,136.80 
  

注：以上费用于 2023 年 1 月 1 日生效。 
 
 
条款和条件： 
1. 在提交申请表的时候必须全款交清$540 新币（包括 8%消费税）的申请费。申请费是不退还和不可转让的。当

申请学生交纳完申请费后，学校就会核实学生是否满足入学的条件。被录取的学生将收到录取通知书和学费通

知单。 
2. 学费包括 3 门 H2 课程和 2 门 H1 课程。凡在正式开课日期之后入学，每迟一个月入学将享有 2,320 新币的学费

折扣。 
3. 根据团体住院医疗保险计划，学校将会对学生的医疗保险进行安排（年度保费限额为每名学生 2 万新币，受条

款限制；详情请参考 cn.sa.edu.sg ）。新加坡公民、永久居民和无需申请学生准证的国际学生若已购买了个人

医疗保险，可以选择不参加此项医疗保险计划。 
4. 新加坡公民、永久居民和不用申请学生准证的国际学生不需交纳移民局学生准证的手续费用。 
5. 申请学生的所有费用都必须在签完学生合同后至开始上课之前结清。我校不收取因延迟交纳学费产生的滞纳金。 

 

杂费
+ 金额(新币$)^ 

汇费（若有） $ 32.40 

签证申请费 $ 129.60 

移民厅学生准证更新费
++ $ 129.60 

银行保证金保险费
+++ $ 540.00 

‘A’水准考试报名手续费 ++++ $ 54.00 

校服外套单件 $ 64.80 
校服 T 恤单件 $ 32.40 
疫苗注射证明手续费 $ 259.20 

线上支付手续费 额外 3% 
^ 以上费用已包含 8%的消费税。 
  

+  学生交纳杂费后一律不退还。 
++  费用的收取标准取决于相关政府机构的实时

政策。 
      学生证期限与课程期限保持一致。 
+++  $540.00 新币是银行保证金保险费, 是基于

16 个月移民厅所收$5,000 新币保证金的估

算。在申请的过程中，此费用可能会由相关

银行进行调动，这部分费用在学生结业时将

不退还。需交纳此费用的学生将会被另行通

知。 
++++ 学生须先交纳考试报名手续费与考试报名费

后学校才会进行报名。 
 

 
付款方式： 
 
  学生可以直接汇款到我校指定的汇款帐

户，也可以以现金、NETS、银行汇票或银

行支票直接存入我校指定的汇款帐户。 

http://www.sa.edu/


STALFORD ACADEMY |  CPE Registration No.: 200914573H  |  Period of Registration: 14/09/2020 to 13/09/2024  |  Website: cn.sa.edu.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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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剑桥‘A’ 水准 24 个月预备课程学费表 
 
费用明细 金额（新币$） 
  
申请费

1
（不退还）

 $ 540.00 
  
学费分项  
 学费

2 $ 47,600.00 
 教材费 $ 4,000.00 
 试验费 $ 4,000.00 
 内部考试费 $ 4,800.00 
 学生拓展与支持服务费 $ 4,800.00 
 医疗保险费

3 $ 240.00 
 学生准证费（移民厅收取）

4++ $ 120.00 
 校服（一件外套，两件 T 恤） $ 120.00 
   

税前小计 $ 65,680.00 
消费税 8% $ 5,254.40 

总学费 $ 70,934.40 
  

分期付款次数（次） 2 
分期付款总金额 $ 35,467.20 

  
首次付款学费总额（包含申请费） $ 36,007.20 

  
注：以上费用于 2023 年 1 月 1 日生效。 
 
 

条款和条件： 
1. 在提交申请表的时候必须全款交清$540 新币（包括 8%消费税）的申请费。申请费是不退还和不可转让的。当

申请学生交纳完申请费后，学校就会核实学生是否满足入学的条件。被录取的学生将收到录取通知书和学费通

知单。 
2. 学费包括 3 门 H2 课程和 2 门 H1 课程。凡在正式开课日期之后入学，每迟一个月入学将享有 2,320 新币的学费

折扣。 
3. 根据团体住院医疗保险计划，学校将会对学生的医疗保险进行安排（年度保费限额为每名学生 2 万新币，受条

款限制；详情请参考 cn.sa.edu.sg ）。新加坡公民、永久居民和无需申请学生准证的国际学生若已购买了个人

医疗保险，可以选择不参加此项医疗保险计划。 
4. 新加坡公民、永久居民和不用申请学生准证的国际学生不需交纳移民局学生准证的手续费用。。 
5. 申请学生的所有费用都必须在签完学生合同后至开始上课之前结清。我校不收取因延迟交纳学费产生的滞纳金。 

 
杂费

+ 金额(新币$)^ 

汇费（若有） $ 32.40 

签证申请费 $ 129.60 

移民厅学生准证更新费
++ $ 129.60 

银行保证金保险费
+++ $ 540.00 

‘A’水准考试报名手续费 ++++ $ 54.00 

校服外套单件 $ 64.80 
校服 T 恤单件 $ 32.40 
疫苗注射证明手续费 $ 259.20 

线上支付手续费 额外 3% 
^ 以上费用已包含 8%的消费税。 

+  学生交纳杂费后一律不退还。 
++  费用的收取标准取决于相关政府机构的实时

政策。 

      学生证期限与课程期限保持一致。 
+++  $540.00 新币是银行保证金保险费, 是基于

16 个月移民厅所收$5,000 新币保证金的估

算。在申请的过程中，此费用可能会由相关

银行进行调动，这部分费用在学生结业时将

不退还。需交纳此费用的学生将会被另行通

知。 
++++ 学生须先交纳考试报名手续费与考试报名费

后学校才会进行报名。 
 
 

 
付款方式： 
 
  学生可以直接汇款到我校指定的汇款帐

户，也可以以现金、NETS、银行汇票或银

行支票直接存入我校指定的汇款帐户。 

http://www.sa.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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