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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费表 
(自 2020年 9月生效) 

学费项目1（加币）  
申请费2 $200 
服务费3 $200/学期 
校外考察旅行费用4 $300/学期 
学费5 

• 加拿大公民/加拿大永久居民 $7,400/学期 
• 国际留学生 $9,250/学期 
• 在校国际留学生 $8,400/学期 

书本费6 $200 
医疗服务计划（MSP） (留学生)7 $500/学期 
校服8 

• 女生校服 约 $379.50 to $4259 + 税 
• 男生校服 $382 +税 
• 运动服10 $47 +税 

其他服务项目 (如适用) 
监护人申请费11 $200 
监护费12 $500/学期 
寄宿家庭申请费13 $200 
寄宿家庭收费标准14 

• 独立卧室、共用卫生间 $1,200/月 
• 独立卧室、独立卫生间 $1,300/月 
• 独立卧室、独立卫生间和上、下学接送 $1,700/月 

机场接机或送机服务15 $70/单程 

                                                             
1无特殊需要，所有费用以加币进行支付 。 
2不可退还，为一次性支付费用。 
3 每学期包含:教育顾问提供的学业规划和指导、每月学生或家长会面、每周三次的助教课、义工活动安排、大学申请

指导。 
4包含外出学习参观、假期活动、学生活动等。 
5每学期学费包含四门课程。上课时间为每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至下午3点20分（节假日、教师培训日除外）；新入学留学生必须支付 
2个学期（一个完整学年）的学费。 
6 一次性支付费用。 
7包含首次 90天临时保险和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医疗服务计划（MSP） 
8 整套校服估算价格，以实际售价为准。如需额外购买可以单件订购。校服价格不包含税金。学生需直接在 Cambridge Uniforms商家购
买。更多信息请参考《校服订购手册》。 
9价格取决于裤子、裙子、袜子、打底袜和整套校服的配置。更多信息请参考《校服订购手册》。 
10 10年级学生必须购买运动服。更多信息请参考《校服订购手册》。 
11不可退还。 
12未年满 19岁的国际留学生在加拿大就读期间，必须有一名加拿大公民或加拿大永久居民作为监护人。 
13不可退还。 
14 寄宿家庭将提供每日三餐。 
15单程往、返温哥华机场和寄宿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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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俱乐部注册费16 $200  
90天后购买个人医疗保险 $1.40 /天 
暑期学分课17 

• 加拿大公民/加拿大永久居民 $1,850/每科目 
• 国际留学生 $2,312.50/每科目 
• 在校国际留学生 $2,100/每科目 

毕业典礼18 $150 
大学申请一对一服务19  

• 加拿大大学 $2,500 (包括四所大学)20 
• 美国大学 $4,500 (包括六所大学)21 

精英名校保证计划22 
• 加拿大大学录取方向 -  （学术或作品集） $11,000/ 每学年 
• 美国大学录取方向 $22,000/ 每学年 

加星教育学院收费标准23 
数学、科学、英文、人文历史、雅思、二语培训24 

• 小组课  $30/每小时 
• 一对一辅导课 $60/每小时 

标化考试辅导与培训25 
• 小组课  $40/每小时 
• 一对一辅导课 $65/每小时 

加星美术学院收费26  
• 小组课  $40/每小时 
• 一对一辅导课 $60/每小时 

 

家庭学费折扣（加币）27 
首位入学学生 全额学费（学年） 
第二位直系兄弟姐妹 $1,850 学费减免（学年） 
第三位直系兄弟姐妹 $3,700 学费减免（学年） 
第四位直系兄弟姐妹 $7,400 学费减免（学年） 

                                                             
16包含队服和比赛中需要的餐饮。 
17课上暑期学分最多注册 2门课程。注册暑期学分课，需要得到学校辅导员的批准。 
1812年级毕业学生必选。（其他年级可选） 
19大学本科申请 
20每增加一所加拿大大学申请费用为$500加币。 
21 每增加一所美国大学申请费用为$600加币。 
22 每学年。 
23 除美术课外，学术课程辅导每节课为 2个小时。 
24 语言培训，包括：法语、日语、中文、西班牙语和韩语。 
25 标化考试辅导与培训课程包括：SAT、SAT II、SSAT、 TOEFL、 AP 。 
26 课程包括：艺术作品集准备、视觉艺术和绘画、油画、动漫、 时装设计。每节课 3个小时以上。请参考加星美术学院收费单。 
27折扣按照学年计算。家庭折扣仅适用于直系兄弟姐妹并提供证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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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位直系兄弟姐妹 100%学费减免（学年） 
 

 

学费付款 
提前付款28 奖励学费的 5%  
逾期付款29 收取学费的 5%  
 

 

 

付款方式 
加拿大境内支付 

现金、本票或私人支票: 
支付账号名称："Canada Star Education Group Inc" 
邮寄至：Unit 100 - 8091 Westminster Highway, Richmond, BC Canada V6X 1A7 

加拿大境外国际支付 
Flywire: 
请访问网址 canadastarsecondary.flywire.com 并使用您
学费单上的信息完成支付。 
 
Flywire为大多数国家和地区提供本地熟悉的付款方式
其中包括（ 银行电汇，信用卡或电子钱包等） 
 
 
如果您有任何疑问请致电或邮件联系客户服务团队 
+1 800 346 9252 ；support@flywire.com   

 

银行汇款30 至: 
账号名称："Canada Star Education Group Inc" 
银行名称:  Bank of Montreal  
银行号码: 001 
分行号码: 3877 
收款账号: 1973-357 (CAD) 
银行代码: BOFMCAM2 
识别码: CC000138770 
银行地址: 3880 No.3 Road #100, Richmond, BC Canada, 
V6X 2C1 

 
 

 

 

 

 

 

 

                                                             
28如学生享有 5%的学费奖励折扣，学费必须按照指定日期内全额提交。奖励折扣将自动在学费中扣除。 
29 如学校未在指定学费缴款截止日收到全额学费，学校将收取学费 5%的滞纳金。 
30使用银行转账需要额外增加$30加币的银行手续费。请在汇款单清楚注明转账人姓名、学生姓名和出生年月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