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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在填寫報名表前，請仔細閱讀以下說明。將填妥的報名表及規定費用寄到本課程辦事處。把報名表及任何伴隨文
件影印一份，作個人記錄之用。

許多報讀維多利亞國際學生課程 (VISP) 的學生可以享受在網上報名及繳費的方便。詳情請瀏覽我們的網址： studyinvictoria.com

普通學科中學課程/高地校園學業過渡課程 (ATP)
欲知現時收費及課程資料，請瀏覽我們的網址： studyinvictoria.com

退款政策

獲維多利亞國際學生課程取錄的學生，校方期望他們能夠認真學習，致力爭取好成績。我們向學生承諾，會協助
他們學業有成。雖然我們很希望能與全體學生有良好的關係，但有時候，情況有變，我們便須按以下的政策處理
退款。

• 報名費：不退還。

• 寄宿安排費：不退還。

• 寄宿監察費：除非學生在課程開課日期前取消入學
及/或在開課日期後的 30 天內退學，否則不退還。在
30 天之後款項不會退還。

• 如適用的話，認證費將從寄宿監察費中扣除。

• 如申請學生簽證遭加拿大移民、難民及公民部 
( IRCC)拒絕，已繳交的學費全部會退還，減去 
$500 行政費。

• 假如學生在課程開課日期前取消入學，已繳交的學
費其中三分二會退還。假如學生在課程開課日期後
的 30 天內退學，已繳交的學費半數會退還。

• 在 30 天之後或如果因為文件有錯誤、不遵守課程規
定或在加拿大被控刑事罪行而被勒令退學，款項不會
退還。

維多利亞國際學生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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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SP 報名須知

第一步：報名及確認信 (Letter of Acknowledgement)

向 VISP 辦事處遞交以下各項：

 填妥的報名表
 填最近兩年的期終成績表
 填護照第一頁影印本
 填一幅近照
 填$250 報名費

所有支票及銀行本票均以 Victoria International Student 
Programs (維多利亞國際學生課程) 為收款人。上述各
項必須齊備，報名才可得到處理。

請到 studyinvictoria.com 報名和網上付款，及以電子方式遞交相關
文件。

 將報名表影印一份，作個人記錄之用。

校方將發確認信給所有報名學生，說明報名狀況。

第二步：保證取錄信 (Letter of Acceptance Guarantee)

收到保證取錄信及繳費單後，請做以下事項：

 繳付所有餘下的適用課程費用。

上述費用全部付清後，校方將發出保證取錄信。如有
必要，校方也會發出監護人信函。

第三步：申請簽證

收到正式的保證取錄信後，請做以下事項：

  立即聯絡最就近的加拿大移民、難民及公民部
(IRCC) 辦事處，索取學生簽證 (Study Permit) 申請
表，或從 IRCC 網站取得申請表。務必盡早申請，
因為簽證程序可能需時超過八星期。　

  填妥表格，並在申請資料套內附上保證取錄信。等
候 IRCC 回覆。

 確保護照沒有過期。

請注意：維多利亞國際學生課程無能力左右簽證申請程序。有關簽
證申請狀況的查詢，請向您當地的 IRCC 辦事處提出。

報名核對表     
普通學科中學課程/高地校園學業過渡課程 (A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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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SP 報名須知

短期中學體驗

欲知現時收費及課程資料，請瀏覽我們的網址： 
studyinvictoria.com 

課程費用包括：

·  填名費
·  填維多利亞國際機場接送
·  填寄宿費 (包括每日三餐)
·  填醫療保險
·  填修讀課程證書
·  填VISP 紀念品

維多利亞營

欲知現時收費及課程資料，請瀏覽我們的網址： 
studyinvictoria.com 

課程費用包括：

·  報名費
·  維多利亞國際機場接送
·  寄宿費 (包括每日三餐)
·  醫療保險
·  活動及入場費
·  來往活動地點的交通
·  修讀課程證書
·  VISP 紀念品

退款政策

所繳費用會保留，直至學生獲編配名額為止。在名
額編配和課程取錄得到確定之後，維多利亞國際學
生課程不會為短期課程作出退款。假如學生因家有
急事或醫療原因而必須退學，VISP 將給予退款，減
去 $500 行政費。

註冊須知 

1.  挑選屬意的日期。

2. 填妥報名表。

3.  影印該生的護照第一頁。

4.  將填妥的報名表及護照影印本，連同全數要繳交
的費用，以傳真、郵寄或電郵的方式送交我們的
辦事處。我們一收到您的付款，就會開始處理您
的申請。

5.  準備好有效的旅遊證件 (入讀短期或維多利亞營課程
毋須學生簽證)。

短期中學體驗課程/維多利亞營夏季課程

在此求學 無往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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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SP 報名須知

繳費  

1) 支票或銀行本票

如果出票銀行與加拿大銀行有聯繫，可用銀行本票或保付支

票。使用微型編碼支票或銀行本票，收款人是：

Victoria International Student Programs 
Uplands Campus, 3461 Henderson Road,     
Victoria, British Columbia, Canada V8P 5A8

2) 電匯

確保電匯款項有標明學生的法定全名。

Greater Victoria School District - International Student Program 
(大維多利亞學校區 - 國際學生課程) 
Canadian Imperial Bank of Commerce (加拿大帝國商業銀行) 
1175 Douglas Street, Victoria BC Canada 
Account number (戶口號碼) 40 - 12410 
Bank No. (銀行編號) 010, Transit No. (分行編號) 00090 
Swift Code (國際匯款代碼): CIBCCATT

3) Visa 或 MasterCard

請提供戶口號碼、信用卡有效期限及將費用記在這個戶口上

的授權書。必須事先取得戶口持有人的銀行批准。

4) 網上繳費

許多報讀 VISP 的學生可以享受在網上報名及繳費的方便。
詳情請瀏覽我們的網址。

退款政策及附加條款與細則

請參閱在此小冊子第 1 頁和 3 第頁的課程退款政策。

此外，由於勞資糾紛、惡劣天氣或其他無法控制的原因而未

能提供教育，大維多利亞第 61 學校區對因此可能招致的損
失/花費，毋須負責。如果學生的教育需要是大過報名表上
所披露的，學校區保留對額外支援 (如有這樣的支援) 收取費
用的權利。報名資料如有失實，學校區可以此為理由，終止

協議及送學生回家去，不予退款，而有關費用由家長支付。

與全部課程有關的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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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保險 

普通學科中學課程/ 

高地校園學業過渡課程

醫療保險的承保將於迎新活動展開前的五天開始，並會

維持有效至課程結束後的五天。醫療保險提供的保障涵

蓋 10 個月的上學期間，以及 7 月和 8 月當學生身在維多利
亞之時。如要在離開加拿大期間暫時取消醫療保險，學生

須繳付行政費。

短期中學體驗課程/ 

維多利亞營夏季課程

醫療保險的開始日期將會是課程開始前的最多兩天。保險的

完結日期將會是課程結束後的最多兩天。

行程安排

前來維多利亞

有關抵達和離開的重要事項：

·   填安排於迎新活動開始前的幾天抵達維多利亞。

·   填必須於迎新活動開始前的五天內抵達維多利亞。

·   填必須於課程完結後的五天內離開維多利亞。

學生應盡快作行程安排。安排確定後，學生必須聯絡他們的

寄宿家庭，把抵達日期、時間及航班編號告訴他們。在大多

數情況下，學生抵達時寄宿家庭會去接他們。

學生也必須把行程資料電郵或傳真給 VISP 辦事處。如有的
話，包括該生課程完結後離開維多利亞的行程資料在內。

學生應訂購飛往維多利亞國際機場的機票。不要乘坐以溫哥

華為終站的航班，除非前往溫哥華地區是行程其中一部分。

學生如先到溫哥華，應安排前來維多利亞的交通，並將安排

告知寄宿家庭或 VISP 辦事處。

從維多利亞往別處旅行

未經 VISP 辦事處許可，學生不得離開維多利亞。校方是為
了學生的安全才訂立這項規定。

打算在假期返回原居地的學生，必須盡早訂購機票。學

生應該將假期旅行安排於學校放假期間。學生不應缺

課。VISP  辦事處可提供協助，給予有關可靠旅行社的
建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