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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留学生学年注册将于 2023 年 3 月 6 日受理 

关于国际留学生 2023-24 学年注册与缴纳学费注意事项 
 

值此机会，感谢您选择就读于卡尔加里教育局属下的学校，相信您已经渡过了一个愉快学年。 

 

根据系统显示，您的学年注册将过期（9 月注册的学生），若继续在 CBE 学习，您需交下学年全部学费。  

 

2023-2024 学年学费收费标准                                                                                      

*号表示：缴纳一个学期学费只适用于学生在高中最后一个学期学习并将毕业或学习最后一个学期后将返回

原居住国，学年制学生不能按学期缴纳学费。 

 

就读小学或初中 (K-G9)，且学习时间不到全学年的学生(全学年的意思指 9 月到翌年 6 月)，请联系全球学

习部以确定是否符合资格可以不按全年缴费及应该缴纳的金额总数。 

 

学生联系信息更新                                                                  

 

我们要求所有的国际学生必须每学年更新住址及联系信息。请完整填写“国际留学生统计表”(见本文件的

第三页)，并递交给全球学习部: internationalstudents@cbe.ab.ca   

 

当我们收到您缴纳的下学年全部费用及“统计表”后, 才给颁发更新的录取通知书（办理学签延期必需) 

 

缴费方式                                                                    

缴纳下学年学费方式如下： 

线上 Flywire 缴纳：www.cbe.flywire.com 

卡尔加里教育局与 Flywire 公司合作以简化付款流程。这使您可以从任何国家(包括加拿大本地) 通过

任何银行以贵国的货币安全地付费。使用 Flywire 交款，您可以随时了解到: 

• 您的交款什么时候开始转给教育局及什么时候交易完成; 

• 节省银行手续费及换汇手续费； 

• 如果有任何疑问，无论白天还是晚上，可以随时联系该公司在贵国的员工。 

交费请登陆：www.cbe.flywire.com 缴纳学费 

 
请注意：这是唯一的缴费方式，请不要寄支票或到办公室缴费。 
新学年注册截止日期： 2023年 5月 26 日（必须在截止日前收到全额款项才能保证下学年学位） 

 

费用 

全年（9月到翌年 6 月） 

所有的年级 

一学期* 

只适用于高中最后一学期的学生 

学费 $13,000.00 $6,500.00 

医疗保险 $500.00 $250.00 

合计 $13,500.00 $6750.00 

  International Student Renewal Information 

mailto:internationalstudents@cbe.ab.ca
https://landing-pages.flywire.com/landing/cbe
https://landing-pages.flywire.com/landing/c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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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许可签证延期                                                                  

                                                     

根据加拿大移民局 IR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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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牌移民顾问（ICCRC） 
上述被称“授权”代理人。加拿大移民部 IRCC 不受理其他收费代理而不属上述人员申请案例。       

                                              原文摘自: Immigration, Refugees and Citizenship Canada - Canada.ca 

 
我们部门不提供办理学习许可或延期签证等服务，加拿大寄宿家庭协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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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canada.ca/en/immigration-refugees-citizenship/services/study-canada/extend-study-permit.html 

 

否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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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需要获得持牌移民顾问的名单及联系方式，可以在谷歌上查询：Certified Immigration Consultants 

Calgary 

 

学费退款政策                                                                                                                                                                                                                                                                                                                                     

 

请认真阅读并清楚了解关于退款的政策。详细条例可以在下面的链接中找到： 
 
https://www.cbeinternational.ca/apply_fees.htm 
 

 

 

 

 

 

 

 

 

 

 

 

 

 

 

 

 

 

 

 

 

 

 
   

https://www.canada.ca/en/immigration-refugees-citizenship.html
https://www.canada.ca/en/immigration-refugees-citizenship/services/study-canada/extend-study-permit.html
https://www.cbeinternational.ca/apply_fees.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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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 Student Demographic Form 
国际留学生信息表 

Please note this completed form must be submitted at the time of payment 
请注意：该表格必须在缴费后马上递交 

 
We require that all student records be updated annually. This signed form must be returned to Global 
Learning by Email at:  internationalstudents@cbe.ab.ca. The Letter of Acceptance will be issued upon 
receipt of this completed form and full payment of fees.  
我们要求国际学生每学年提供更新的个人信息。填写好的表格必须递交给全球学习部：

internationalstudents@cbe.ab.ca. 新录取通知书将在学生缴纳下学年的费用及递交该表后颁发。 

Complete the following information 
 
Student Information 学生信息 

Name 
(as it appears on your 
passport) 
与护照一致的名字 

Last Name 姓 

 

First Name (list all names)名 

 

School 目前学校  

Calgary Address 住址  

Phone 电话  

Email 邮箱  

 
Parent/Custodian Information* 家长或监护人信息 

Name 姓名  

Address 住址  

Phone 电话  

Email 邮箱  

 
*It is our expectation that students are living with their custodian. If you would like to discuss alternate 
living arrangements please contact our office (403-817-7711 or internationalstudents@cbe.ab.ca).  
我们要求学生与家长或监护人一起居住生活。如果需要讨论特殊的安排，请联系全球学习部。 
 
Your signature indicates that all information provided is complete, true and accurate. 
一旦签名，将证实你填写的信息是完整的、诚实的、正确的。 
 
 
   
Parent’s Signature 家长签名  Date 签字日期 
 
 
 
 

  

Custodian’s Signature监护人签名（如果家长不陪读）  Date 签字日期 
The personal information requested is collected under the authority of the Alberta School Act, the Student Record Regulation and 
the Alberta Freedom of Information and Protection of Privacy Act for the purposes specified above. If you have any questions about 
this consent form or the collection, use or disclosure of this personal information, please contact Global Learning at 1-403-817-7711. 

mailto:internationalstudents@cbe.ab.ca
mailto:internationalstudents@cbe.ab.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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