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生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感谢您填写本表，申请在澳⼤大利亚⻨麦卡瑟圣公会学校在学习。填写本表是学⽣生在本校报名学习的
⼀一个重要步骤。⻨麦卡瑟圣公会学校招收国际学⽣生已有20多年的历史了。 

⻨麦卡瑟圣公会学校距离悉尼市中⼼心约60分钟⻋车程，我们是个男⼥女同校的学校，我们有献⾝身教育的
教师队伍，我们以学业专精⽽而闻名，我们的学⽣生成绩出众。本校绝⼤大多数毕业⽣生都上了⼤大学，⽐比
如悉尼⼤大学，新南威尔⼠士州州⽴立⼤大学，悉尼理⼯工⼤大学，以及卧⻰龙岗⼤大学。  

本校有着关⼼心学⽣生、环境安全、⿎鼓励学习的氛围。学⽣生的寄宿家庭由学校挑选并进⾏行监管，她们
都是和善关怀的家庭。如果由学校来负责监护学⽣生，学校将承担学⽣生住宿和福利⽅方⾯面的责任。 

报名就读程序 

• 填妥后将本表交回本校或本校代理。 
• 如果学⽣生被我们录取，我们会签发⼀一封录取信。 
• 如果您接受我们的录取信，请签字并付妥报名费，即能保证在本校的⼊入学名额。 
• 然后我们会为您备妥各种确认报名的⽂文件，您可拿这些⽂文件向澳洲移民部申请签证。 
• 在学⽣生抵达澳洲前，寄宿家庭的详情（如适⽤用您的情况的话）以及其它⼊入校须知材料会寄
给学⽣生。 

⻨麦卡瑟圣公会学校是在澳⼤大利亚联邦政府招收海外学⽣生院校及课程登记局（CRICOS）登记备案的学校，并符合
《2000年海外学⽣生教育服务法》（ESOS)的规定. 

CRICOS 登记号:  02269K 

⻨麦卡瑟圣公会学校 – 国际学⽣生专⽤用申请表 

 

地址：Cobbitty Road, Cobbitty, NSW 2570 AUSTRALIA  
邮箱：PO Box 555, Camden, NSW 2570 AUSTRALIA  
电话： +61 2 4647 5333    电传： +61 2 4647 5444

电邮: international@macarthur.nsw.edu.au 

⺴⽹网站: www.macarthur.nsw.edu.au 
The Council of  Macarthur Anglican School 

CRICOS 号码: 02269K

报名⼊入学申请表

国际学⽣生专⽤用 

mailto:international@macarthur.nsw.edu.au
http://www.macarthur.nsw.edu.au


学⽣生情况 – Student Details - to be completed in English
姓:       
Family Name  

 男                        ⼥女   
  

名: 
Given Names

⽣生⽇日: 
DOB

英⽂文名: 
English Name

学⽣生⼿手机号: 
Student Mobile

学⽣生电⼦子信箱: 

出⽣生国家: 宗教信仰:

护照号码: 
Passport

国籍 / 护照国籍: 
Nationality

⺫⽬目前就读学校: 
Current School

⺫⽬目前就读年级: 
Current School Year

计划⼊入学时间 (如：2015年7⽉月):                                               计划⼊入学年级:

签证种类: 

 ◻ 澳⼤大利亚护照     ◻ 571 学⽣生签证        ◻  商务签证      ◻ 永居签证 (PR)       ◻ 其它 ____________

本校应该了解的学⽣生学业背景情况（⽐比如赢得的奖项或奖章）Academic Background

演奏何种乐器 (如有): Music 喜爱的体育项⺫⽬目或其它爱好: Sport

寄宿家庭及监护 - Homestay
需要寄宿家庭吗?     要           不要

需要学校做你的监护⼈人吗？  Guardianship 

如果回答“不要”，请提供你在澳监护⼈人出具的证明信
 要           不要

由代理安排的报名申请 - Agent
代理联系⼈人: 电话: 

代理地址: 电邮:

辅助材料 \ 信息 – English Testing
在家使⽤用何种语⾔言: 学习英语有⼏几年了:

护照复印件:                        已附       没有

 参加过AEAS 考试:            是           没有 参加考试的⽇日期:

⺫⽬目前就读学校最近两学期学⽣生成绩报告:           已附      未附    （请提供公证翻译件）
⺫⽬目前就读学校校⻓长或任课教师推荐信:               已附      没有



家庭情况 - 请⽤用英⽂文填写
学⽣生和谁住在⼀一起                    ◻ ⽗父⺟母双⽅方              ◻ ⺟母亲              ◻ ⽗父亲            ◻ 监护⼈人 

⽗父亲 – Father 

姓:

名:      称谓: ◻ 博⼠士    ◻ 先⽣生

家庭详细地址： 

通讯地址 (如果与家庭地址不⼀一样)

从事职业: 就职⾏行业:

家庭电话:     ⼯工作电话:

⼿手机: 电邮:

⺟母亲   - Mother     ◻ 同上地址                    （如果地址不同时，请填写下⾯面地址部分）

姓:

名: 称谓: ◻ 博⼠士    ◻ 太太      ◻ ⼥女⼠士

家庭详细地址：

通讯地址 (如果与家庭地址不⼀一样)

从事职业: 就职⾏行业:

家庭电话:     ⼯工作电话:

⼿手机: 电邮:

在澳洲居住的亲戚（如有的话）Relative in Australia

姓:   ◻ 先⽣生    ◻ 太太    ◻ ⼥女⼠士 名:

家庭详细地址：

从事职业: 就职⾏行业:

家庭电话:     ⼯工作电话:

⼿手机: 电邮:



缴费规定及⼊入学条件——国际学⽣生专⽤用 
幼⼉儿园⾄至12年级 – 以下规定是报名⼊入学申请表不可分割的部分，请仔细阅读 

1.   所有学⽣生必须遵守⻨麦卡瑟圣公会学校的规章制度，参加本校基督教学习计划的全部内容。学⽣生必须穿着校
服，完成所有作业，包括回家作业。 

2. 在学⽣生遵守纪律、考勤、完成回家作业及各类功课、校服仪规的有关事务上，家⻓长应与学校配合。 
3. 如有学⽣生在态度或⾏行为⽅方⾯面达不到本校的要求，⻨麦卡瑟圣公会学校保留对该学⽣生予以警告记过、暂停学业直

⾄至开除等处罚的权利。 
4. 国际学⽣生的收费标准与确⽴立并维持优良教学标准及设施所需成本相⼀一致、并按尽可能低的收取标准决定。 
5. 国际学⽣生的教学费标准由⻨麦卡瑟圣公会学校理事会依时决定，更改的权⼒力在理事会。 
6. 各项费⽤用按年度收取。各项费⽤用应每半年在每学期开始时付讫。学⽣生杂费包括野营费⽤用、郊游费⽤用、专⽤用⽇日

记/联络本、学校杂志、体育活动、以及课本租⽤用。在录取信中列出的“海外学⽣生健康保险”费⽤用是整个签证期
的数额。“⾼高中毕业⽂文凭统考费”（所有新南威尔⼠士州国际学⽣生都须⽀支付）只会在12年级应届毕业⽣生的学费发
票中开列，并应在第⼀一学期付讫。 

7. 对逾期未付的费⽤用将收取⼀一定的迟纳⾦金。该费⽤用的收取⽐比例由理事会依时决定。 
8. 按规定付清费⽤用后，学⽣生才得参加新学期的学习。 
9. 我们敦促家⻓长，如可能遇有经济暂时困难时，请⽴立即与本校国际计划部主任联络。 
10. 家⻓长须交付录取信中开列的报名费才能完成⻨麦卡瑟圣公会学校的整个报名⼿手续。如果接受了本校提供的⼊入学

名额，但在学期开始前退出，将在退款中扣除与⼀一个学期教学费等额的⼿手续费。 
11. 建设费是向本校交付的强制性收费，这是为了保证您的孩⼦子能⼀一直使⽤用更为优良的教学设施。 因此要在报名

时⽀支付，不能退款。所有澳洲学⽣生⽀支付这笔费⽤用。 
12. 如需退学，须在⼀一整个学期前书⾯面通知校⻓长。没有这样的书⾯面通知书，将照常收取⼀一学期的教学费。 
13. 学校理事会在决定符合本校教学⺫⽬目标的课程设置事务上拥有最后的决定权：有权决定校规惩处事项，并不时

按要求对学⽣生的⼊入学资格作出裁定。学校理事会的裁定为最终决定，不受辩驳。 
14. 家⻓长及监护⼈人必须诚意遵守本校的规章制度，按时缴费。学校理事会及校⻓长拥有是否接受学⽣生在本校学习的

最终决定权。 

负责付费的家⻓长宣誓书 

本⼈人谨此宣誓，本⼈人已阅读并理解以上简列之“缴费规定及⼊入学条件”，并同意所列规定及⼊入学条
件是我⼦子⼥女据此得以在⻨麦卡瑟圣公会学校报名⼊入学的基础。   

签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签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长签名                      家⻓长签名                 

全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全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请⽤用正体书写                 请⽤用正体书写 

⽇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