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入学注册申请表 
 
 
    

 

 

 

 

 

 

您希望我们和谁联络通信 □  父亲 □  母亲 □  中介  □  监护人 

 

 

 

 

 

 

 

每一个 Avalon College 的学生都必须有一个年龄超过 25 岁，住在维多利亚州，能够流利地使用英语与人交流，并且能随时被联络到

的监护人。

您希望 Avalon College 成为你的监护人吗？ □  是  □  否 

其他信息 

拟开学日期____________ 结束日期___________打算在 Avalon College 上课的周数___________ 

如需要机场接送: 请注明方向  □  到达时 □  离开时 

学生计划持有:  □  学生签证  □  旅游签证  □  其他 _____________________ 护照号码_______________ 

学生签证注意：你需要 Avalon College 安排你的海外学生健康保险吗？             □需要            □不需要 

如需要，日期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至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需要包含整个学生签证的有效期） 

如果不需要，请提供海外学生保险的详情（提供保险的公司名称，保单号码以及有效期） 

学习背景情况 

目前所在学校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英语学习程度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过去是否学习过英语？:  □  是  □  否              程度:  □ 启蒙  □  初级  □  中级 □  高级 

是否参加过英文考试:  □  是  □  否   如选择“是”，考试名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考试结果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在语言学习结束之后是否会在澳洲继续学习？  □  是  □  否 

若选择“是”，哪所学校?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年级____________  学期__________ 哪一年入学？__________ 

您是否希望 Avalon College 帮助您申请注册澳大利亚学校？  □  是 (可能会收取一定费用)  □  否 

您是怎么知道 Avalon College 的？  □  家人 □  朋友  □  学校 － 学校的名字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网络  □  中介 －中介的名字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  

声明 

我声明以上提供的信息是真实准确的。我已阅读或被解释过，也理解，并且同意受到此表格背面的‘Avalon College 入学条件’以

及附加的费用清单的约束。 

家长、监护人或者中介（代表家长）签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日期_________________ 

姓名（工整书写）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与学生的关系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如要电子签名请单击“签名” 

根据 2000 年海外学生教育服务法案和国家法规，以上由学生提供的个人信息可能会提供给联邦和州政府机构，以及海外学生教育服务保证基金的基金经理。澳大利亚移民局要求 Avalon College 告知当局其学生注册信息的变更，以及持有学

生签证的学生违反签证条件中有关出勤率或学术表现满意与否的规定。这些信息包括个人通信信息，课程注册信息和变更，以及任何怀疑违反学生签证条件的情况。 
  

下列个人信息请用清晰的英文填写 

姓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男性  □  女性     首选英文名字____________________ 

国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父亲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详细邮寄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国家_____________________ 邮编____________________ 

母亲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详细邮寄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国家_____________________ 邮编____________________ 

 

 

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出生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出生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庭电话号码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工作单位号码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传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手机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电子邮件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庭电话号码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工作单位号码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传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手机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电子邮件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监护人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与学生的关系:  □直系亲属____________________ 

详细邮寄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国家______________________ 邮编__________________ 

 

      

 

 

 

 

 

 

□ 家族的朋友 □ 或其他关系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庭电话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传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手机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工作单位号码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电子邮件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Abion Pty Ltd CRICOS 01803A 
Fax: +613 5282 4773 

Email: admin@avaloncollege.vic.edu.au 

请返回到 



 

入学条件 
 

Avalon College 保留更改或取消课程，开学日期，任何费用、收费或预定计划的权利，无须事先通知。 

 

1. 教学 

每周 25 个小时面对面教学 
 

2. 费用 

(i) 家长应预先支付押金、所有的入学注册费、每周的费用及监护人费用（如适用）。如延长学生在 Avalon College 学习的时间，延长期产生的费用必须在延长期开始之日前付清。 

(ii) 杂费产生时会被收取，必须在十四天内付清。 

(iii) 如果两个或以上兄弟姐妹同时在 Avalon College 学习，只需付一套入学注册费。每周的费用没有折扣。 

(iv) 如果一个学生在他课程期间的任何时间暂时缺席，或选择提早结束课程，任何还没有使用的每周费用以及监护人费用不会被退还，也不能划拨到日后使用。 

(v) 如果费用及开支没有根据 Avalon College 的要求付清，Avalon College 有权拒绝学生上学，或者要求学生离开学校。 

 

3. 退款政策 

(i) 如在学生的课程开始之后退学，学校不予退款。 

(ii) 押金以及入学注册费不予退还。 

(iii) 未使用的每周费用只有在下列情况下可以退还 

a) 家长提供了签证被拒的证据 

b) 学校不开设此课程 

c) 拒绝收取此名学生 

(iv) 如果在学生开学之日前，学校接到取消入学的通知，如果不是 3（iii）里的原因，学校收取相当于家长全部每周费用 20%的取消费。 

(v) 每周费用不能被转让给另一个学生使用。 

(vi) 任何退款申请都必须是书面的。 

(vii) 学校批准的退款将会以澳币的形式退给这名学生的家长。退款程序可能在收到书面申请之后，需要四周（二十八天）完成。 

(viii) 如果 Avalon College 在课程开始之前或之后取消这一课程[3(iii)b]，  学校将会在取消课程通知下达的两周内退款。 

按照海外学生教育服务法案 2000（2012 年 7月 1 日更新）和 2001 年“海外学生教育服务条例“（2012 年 7月 1 日更新）的规定，如果 Avalon College 在一个课程

开始之前或之后取消这一课程，在课程取消通知之日的两个星期内，学校将退还未使用的费用。 

 

本协议不排除根据澳大利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采取进一步行动的权利。已注册的提供者的争端解决程序不限制学生寻求其他法律措施的权利。 
 

4. 监护权 

家长认可他们的子女在 Avalon College 上学期间必须有一个年龄超过 21 周岁、住在维多利亚州、能够用英语流利地交流并可以随时被联络到的监护人。若家长住在墨尔本但不能方便地

用英语交流，那么他们必须指定另一个年龄超过 21 周岁、住在维多利亚州、能够用英语流利地交流并可以随时被联络到的监护人。 
 

5. 医疗支出 

家长应承担所有的医疗、住院和牙齿保健支出。家长授权 Avalon College 为他们的子女获得 Avalon College 认为合理的治疗。家长认可如果他们的子女使用旅游签证来 Avalon College

上学，那么家长负责购买足够支付医疗、住院和牙齿保健支出的医疗保险。学校推荐购买救护车保险。法律要求使用学生签证学习的学生必须购买 Avalon College 安排的海外健康保险。

紧急救护车保险包括在海外医疗保险之内。家长应在入学注册时完整填写一份包含学生全部健康信息的调查问卷。 

 

6. 学校规章制度 

家长同意作为在 Avalon College 入学以及继续学习的必要条件，学生需遵守“行为守则表”里所述的校规，家长将为此负责。家长同意学校有时会加入额外的校规以保证 Avalon 

College 的顺利运行。学生以及家长也同意遵守这些校规。家长认可并同意为了妥善地管理和运营 Avalon College，Avalon College 有时可能需要用 Avalon College 认为适当的方式行

事。这种情况的发生可能不会与家长商讨，特别在学生触犯了校规或者在 Avalon College完全依据其自主判断，认为学生以其他方式做出了 Avalon College 不允许的行为的情况下。

Avalon College 致力于保障儿童的安全。 
 

管教 

家长认可 Avalon College 对于他们的子女在 Avalon College 上学有全权决定权，不受家长或他们的子女是否违反了任何入学条件的影响。家长同意为了妥善及有效率的经营 Avalon 

College，Avalon College 需要能够在完全依据其自主判断下： 

(a)   终止学生在 Avalon College 上学的权利 

(b)   管教学生，令其停学或退学 

家长同意若 Avalon College 意图执行这些权利： 

(a)   终止学生在 Avalon College 上学的权利；或者 

(b)   管教学生，令其停学或退学 

那么 Avalon College 没有给出任何通知或理由的义务。 

若学生被要求离开 Avalon College，则家长同意支付相当于四个每周费用的解约费。他们同时同意承担为学生准备其他方案所产生的杂费。入学注册费不予退还。 
 

7. 因疾病学生暂时离校 

Avalon College，拥有全权酌情决定权,对于因疾病引起的、连续超过十四天的离校，可能会退款。 
 

8. 家长/监护人及学生的具体情况 

若先前提供给 Avalon College 有关其子女、监护人或家长自身的任何具体情况信息有变动，家长应立即书面通知 Avalon College，特别是地址或联络方式。这严重关系到为您的子女提

供妥善的照顾责任。 

 

9. 学生个人财物 

Avalon College 对于学生个人财物的丢失、被盗或损坏不承担任何责任。Avalon College 对学生的手机不承担任何责任。若认为必要，家长负责为他们子女的个人财物购买保险。 
 

10. 校外活动 

家长同意作为 Avalon College 课程的一部分，其子女会被带离学校参加各种各样的校外旅行以及参与一系列的活动。这些活动也许包括，但不仅仅局限于，高尔夫，网球，骑非机动自行

车，骑马，水上活动如划独木舟、游泳、钓鱼等，滑冰，野营及远足。家长也认可学生将会乘坐所有类型的车辆，包括公共汽车、渡船及四轮驱动车。 
 

11. 机场接送 

Avalon College 必须尽可能快地，并且从到达/出发之日算起，至少提早 14 天收到所有机场接送的详细信息。若 Avalon College 没有在到达/出发之日的 14 天前收到相关信

息，那么 Avalon College 保留拒绝接送的权利。 

12. 广告宣传材料 

有时 Avalon College 以过去或现在的学生照片为特色制作内部通讯和广告宣传材料。作为“入学条件”的一部分，家长同意 Avalon College 可以完全依据其自主判断，仅为宣传目的而

使用其子女的照片。家长也认可如果他们不希望自己子女的照片被 Avalon College 为宣传目的而使用，家长需要在其子女于 Avalon College 课程开始之时书面通知 Avalon College。 
 

13. 提供服务 

家长认可某些服务，包括寄宿服务，是由合作公司及第三方服务提供者提供给 Avalon College 的。家长认可其寄宿及住宿服务（寄宿）是由 Avalon Boarding Pty Ltd（澳大利亚）ACN 

14 638 896 741 提供的，Avalon College 仅仅作为 Avalon Boarding Pty Ltd （澳大利亚）责任有限公司提供寄宿服务的代理。家长同意概不会就 Avalon College 在寄宿方面提出任何

索赔。 
 

14. 家长认可并明确地 

(i) 授权 Avalon College 为 Avalon Boarding Pty Ltd（澳大利亚）责任有限公司提供包括学生的健康情况在内的信息； 

(ii) 承认家长负责所有的寄宿费用； 

(iii) 授权 Avalon College 从家长的帐户里划出寄宿资金用来支付 Avalon Boarding Pty Ltd （澳大利亚）责任有限公司； 

(iv) 违反任何“入学条件”中的条款应视作违反与 Avalon Boarding Pty Ltd （澳大利亚）责任有限公司 签订的“寄宿条件”，Avalon Boarding Pty Ltd （澳大利亚）

责任有限公司应有权终止学生寄宿； 

(v) “入学条件”中的第 1 至 12 条部分组成家长与 Avalon Boarding Pty ltd （澳大利亚）责任有限公司间就寄宿而言的合同。 
 

15. 推迟学生入学或停学的理由 

在学生到达学校之前，只有在学生等待其学生签证获得批准或遇到重大个人困难的情况下，入学才可以被推迟。若需请求推迟或暂停入学，学生必须向 Avalon College 提供证据。 

在课程开始之后，只有因为令人同情的理由或此学生行为不端，其入学才可以被推迟或暂时停学。家长必须明白推迟或暂时停学可能会影响到此名学生的学生签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