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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关于国际留学生 2017-2018 学年注册与缴纳学费注意事项
值此机会，欢迎您就读卡尔加里教育局属下的学校，相信您渡过了一个愉快的学年。
根据我们的档案记录，您的学年注册即将过期，如果您计划继续在 CBE 学习, 您需要
缴纳下学年的全部学费，一旦缴纳了下学年学费，我们将继续保留您的学籍，并发给您
一封新录取信，以便您办理加拿大学习许可延期申请及签证。
2017-2018 学年学费收费标准
全学年，所有的年级（2 月到 1 月）
全额医疗保险的学生
学年费用
(任何年级)
学费
医疗保险
合计

只需额外医疗保险的学生**
(任何年级)

$12,000.00
$500.00
$12,500.00

一学期，只适用于高中学生(2 月到 6 月)
全额医疗保险的学生
学期费用
(只适于高中)
学费
$6,000.00
医疗保险
$275.00
合计
$6,275.00

$12,000.00
$300.00
$12,300.00

只需额外医疗保险的学生**
(只适用高中)
$6,000.00
$150.00
$6,150.00

医疗保险
所有国际留学生必须购买医疗保险。
**如果您在 CBE 学习一年或以上，并成功申请取得 Alberta Health Care (AHC-亚省医
疗保健计划) ，您可以获得只购买 AHC 外的额外医疗保险的优惠，这是增加一些 AHC 不
包含的保险条款。请注意：这额外增加的医疗保险只适用于已经就读一年或以上并拥有
AHC 医疗保险的学生，并不适用于新学生.
亚省健康保险卡的样板
如果您拥有亚省医疗保健计划，您的健康保险卡应该是这样的：

为了证明您具有只购买额外增加保险的资格，您在注册时必须出示亚省健康保险卡，填
写好“Extended Insurance Form”表格（见附件），并同时递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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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款方式
您可以直接到教育局的全球学习部（地址及电话在此上面）或选择以下任何一种方式缴
纳下学年学费：
1.

加拿大境外缴纳
电汇: 北星货币兑换公司 NorthStar Currency Exchange offers 提供用人民币兑
换 40 多国家货币,包括：CNY, KRW, USD, EUR, JPY, HKD, GBP. 请进入下面的网
站办理学费交纳： www.northstarcurrency.com/cbe
使用中国的 Visa，或 MasterCard 请进入下面的网站办理学费交纳：
www.northstarcurrency.com/cbe

2.

加拿大境内缴纳
网上转款、信用卡（无论是境外 Visa，或 MasterCard，还是本地加拿大）都必须
请进入北星货币兑换公司下面的网站办理学费交纳：
www.northstarcurrency.com/cbe

3.

支票或银行本票: 收款人请写: Calgary Board of Education

请注明发票号码（所有在读学生）：Return2017
下学年学费缴纳截止日期是: 2017 年 11 月 30 日
学生许可签证延期
根据加拿大移民局规定:
只有以下人员有资格代表您递交或咨询关于学习许可或签证，并收取服务费用：
• 具有良好社会信誉，在加拿大省或自治区注册的律师或律师助理
• 具有良好社会信誉，并在加拿大监委会注册的移民顾问

这些人员被称为“授权”代理人。加拿大移民部不会受理其他收费的代理而不属于以上
所指的人员的申请案例。
原文摘自:www.cic.gc.ca
我们部门不提供办理学习许可或延期服务，加拿大寄宿家庭协会的管理人员也一样不办
理此类服务。
如果您有足够的英语能力，仔细地阅读申请指南，您可以直接在以下的连接上自己申请
学习签证延期：
www.cic.gc.ca/english/information/applications/extend-student.asp
然而，您可以聘请持有移民顾问牌的专业人士给予指导或办理，这是收费服务，但将保
障您的申请具有正确指导而不会拖延，或降低被拒签的风险。
以下公司将提供这项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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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gary Immigration Services Inc.
卡尔加里留学与移民服务公司
Suite 235, 328 Centre Street SE
Calgary, Alberta T2G 4X6
电话:403.399.0098 或 403.262.3868
网站: www.gogoca.com
Service in Mandarin and English
Owens Immigration Consulting & Services
Phone : (403) 991-3152
patricia@owensimmigration.ca
owensimmigration.ca
Service in Spanish and English

Hanwood Emigration Inc.
Contact Person :
Jangjoo (Jay) Choi
Phone : 403-774-7158
jchoi@hanwood.ca
hanwood.ca
Service in Korean and English

*这是为了方便您们而提供的联系方式，不属于官方推荐。您们需要自己联系他们，以自
我作出决定是否聘请他们。
如果您需要更多的其他移民顾问的信息，您可以登陆以下网站或 Google 搜索
“Certified Immigration Consultants Calgary”： http://www.iccrccrcic.ca/home.cfm
学费退款政策
如果:
 您的学习许可签证被拒签: 您已交的学费将被全额退还 (申请费$250 将不退还) ，
必须提供由加拿大大使馆发出被拒签的信件作为依据。
 您在加拿大的身份改变：如果您的父母在加拿大的身份被加拿大移民部批准改变，
并符合教育局 Administrative Regulation 3017A 条款的要求，您已交的学费将
被全额退还 (申请费$250 将不退还)。但必须在该学年的９月最后一个工作日前，
递交相关来自移 民部的有效文件到 CBE 注册中心 Kingsland Centre (地址：
7430 - 5 Street S.W, 电话: 403-777-7373) 核实。但如果在该学年９月最后一
个工作日未能提交相关文件，该学年学费将不予退还。
 任何原因您不能注册入学：如果在录取通知书上标明的开学日期前，您以任何其
他原因提出退学，您将获得已交学费的２／３退款。否则，将不予以退还学费。
 如果您是被教育局 CBE 建议或通知退学：只要您已经在ＣＢＥ的学校开始该学期
学习，学年学费将不予以退还。
学费退费方式将以您递交学费的方式退还，接受退款的人必须是与交款人同一人。
我们期待您的建议。如果有任何疑问，请致电：403-817-7711 或电邮：
internationalstudents@cbe.ab.ca
您忠实的,

Pam Baji
全球学习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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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TENDED INSURANCE FORM
For Returning Students Only
It is mandatory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s studying in a Calgary Board of
Education school to have health insurance when studying in a Calgary Board of
Education school.
By signing this document, you are confirming that you have Alberta Health
Care insurance which will allow you to register for an extended insurance
policy through Ingle International, rather than a full coverage policy.
I/We agree that we will maintain the Alberta Health Care coverage for the
entire duration of studies in a Calgary Board of Education school.

Student’s Name (print)

Parent/Custodian’s Name (print)

Parent/Custodian’s Signature

Date

Please note: You must show your Alberta Health Care card to the Global
Learning office at the time of re-registration.
Alberta Health Care:
http://www.health.alberta.ca/health-care-insurance-plan.html
*****************************************************************************
*********************
Office Use Only
Verification of Alberta Health Care coverage

Name
Signature
Dat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