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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学条款
退费

学生可能还要支付如住宿押金、床上用品、住宿保险、大
学管理费及其它杂费。这些费用由国际学习中心或大学
收取，计入学生的国际学习中心帐户或大学帐户。也提
供部分寄宿家庭住宿类型，但必须提前预定。

取消课程
符合入境签证要求，但在开学前取消课程的，需支付取
消费用如下：
取消费用
距开学日八周以上

五百英镑

距开学日不足八周

一千英镑

取消课程必须以书面方式作出，上述取消时限以大学收
到取消课程的书面通知之日期为准。若取消课程，学生
也需要确认是否要同时取消学习关怀保险。

学费及住宿费
学费可按学期支付给SISC，每学期开始前一个月支付。按
学期付费的，学费及住宿费的调整金额将在学期期间公
布。SISC根据付款截止日期前是否收到足额款项决定是
否允许学生上课。
大学会尽力将费用控制在合理的最低限度，并使之足以
维持现代有效的教学课程安排。然而，为保持教学水
准，大学可能会不时调整费用。调整后的费用在相关通
知发布后生效。
如费用逾期未付，大学有权暂停或取消课程教学，并对
欠款收取利息。欠款利率按照巴克莱银行的基本月息再
加百分之二收取。
未按照本条款规定提出退学通知的学生，仍需缴纳相应
的费用。

教学的提供
如果大学认为有必要更改或结束某课程，可以提前一学
期发出书面通知，但不退还课程费用。

学业评定标准
如果学生尚未达到大学所要求的英语水平，需要先在
SISC参加适当的英语语言课程。
获准入读本校的学生应充分了解，想要获得学业进步，就
必须做到出勤率合格，并且达到预定的学业目标。大学
对学生的学习成绩一年至少进行两次正式审核。成绩评
定的因素包括以下内容：
• 平时作业

• 大学内部考试成绩

• 上课出勤率

• 课堂及作业的努力程度

非由大学提供的设施及服务
校园内的某些设施及服务由第三方提供，并非由大学提
供，比如保健中心和学生会。大学将尽力保证这类设施
及服务的质量，但大学不承担任何形式的责任，并且有
权取消或更改此类设施及服务。

住宿费根据住宿类型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学生须预付住
宿费用，具体付费方式有如下选择：

学校会自动将就读英语语言准备课程的学生转升到专业
课程就读。不打算在本校继续就读专业课程的学生，也
应按规定提前通知校方。

(b) 分三次等额付清

退学通知应该采用书面方式进行，并自校方收到该通知
之日起生效。退学只针对SISC并且是不可转换的。

学位课程的取消或更改
如SISC的学生已确定其完成预科课程后所要继续的学位
课程，但在学生完成预科课程之前，学校中止了该学生
指定学位课程的提供，学生可以：
(1)无 需 支 付 任 何 除 SISC预 科 课 程 以 外 的 费 用 ；
或(2)转读学校提供的其他该学生可入读的学位课程(如
有合适课程的话)。在这种情况下，如学生希望从学校退
学并申请其他大学的学位课程，学校将尽力协助学生。
如果学生已经开始了其第一学期的学位课程：
(a) 在无法控制的情况下(如第三方的行业行为)，学校
无法正常提供已作出承诺的课程或服务，学校应在可操
作的情况下尽全力将由此给学生带来的困扰和不便降低
到最小；
(b) 除了无法控制的情况以外，学位课程被取消或学位
课 程的内容发生了实质性的改变而与学校课程简介严重
不符，学校应尽全力帮助学生转读其他合适的课程作为
替代(但学校不能保证)。如果学生拒绝接受学校提供的
替代课程，学生有权提出退学。学生如在这种情况下退
学，学校将给予合理的退款。根据学生退学的日期，学
校有权扣取学生实际已就读课程的学费及服务费。

学位课程入学条件
学生必须根据大学公布的费用标准向大学交纳所有应缴
费用，并且须严格遵守大学有关的法规和条例，包括学
生手册，研究生考核手册中的所有规定(最新情况请查
询网站：www.surrey.ac.uk)。
学生也许需要支付除学费以外的由大学提供的设施和服
务费。大学会对此类费用事先予以说明。如果学生同意
接受某项由大学提供的额外设施及服务，但学生最终未
能支付全部费用或拖欠部分费用，大学有权中止该设施
及服务的提供并向学生索要拖欠的费用。

账户程序
付款

升学

SISC接受支票、英镑汇票、电汇或信用卡的付费形式。
汇款时，请务必将学生姓名写在单据上，并注明该笔款
项是相关学费的付款。

个人保险
意外和医疗保险
每个学生都必须获得适当的意外和医疗保险。学生要么
购买大学的学习关怀保险，要么在报名时提供其他保险
的投保证明。学习关怀保险在保费全额付清之后才开始
生效。学习关怀保险费不可退还。

个人财物保险
大学将尽力保证学生在大学及学生宿舍时的安全，但大
学不对任何个人财物的丢失或损毁承担责任，包括因偷
窃、火灾、洪水、计算机病毒或大学计算机设备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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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会对十八周岁以下学生的父母和监护人提供相关文
件，说明学校针对十八周岁以下的学生所采取的额外措
施。十八周岁以下学生的父母和监护人会被要求签署该文
件并寄回学校以确认。

一旦学生到达英国，欲退学的学生无论是否继续上课，都
应至少提前一个学期发出书面通知，或者支付通知期的
学费。

如有投保本校提供的“学习关怀保险”(可提供具体相
关信息)的学生因病需要取消课程，依照该保险单的条
款，学生有可能索回一笔款项。

银行收汇该款的费用与手续费应由汇款人承担，否则将
记在学生账上。通过信用卡支付费用时，将会加收百分
之二的手续费。除非另外收到书面通知，否则账户往来
明细记录将同时寄给付款人和学生本人。

杂项费用
任何偶然产生的学生名义下的各类由大学代付之费用，如
出租车、传真费、户外旅费、考试费、书本费和假期住
宿费等均会在学生账上扣除。

Students are usually 17 years of age on commencement of the International Foundation Year at University of Surrey International Study Centre (SISC).

所有学生都必须遵守住宿协议里面所规定的条款，并且
时刻规范自身行为。同时，学生还须遵循学校所制定的
规章制度。最新的大学规章制度可向学校索要。

country of normal residence

title

房间更换及退宿

学生宿舍行为规范

country of birth

other names

(a) 一次全部付清

学校会尽力为学生安排满意的住宿，但学校不能保证满
足每个人的需要。学校拥有不同类型的宿舍，某些住宿
类型会更受学生的欢迎。如果学生对自己的住宿安排不
是很满意，通常都有机会进行更换。学校会对学生收取
一定的房间更换费用。如果学生因任何理由决定退宿，学
生须支付退宿费用，并在其他学生入住该宿舍前继续交
纳相应租金。学校的住宿部门可根据要求安排学生的假
期住宿。由此产生的费用会加到学生的账上。

religion

family name

十八周岁以下学生

住宿费

因签证遭拒而被迫取消课程或退学的，学校可接受学生
的临时通知(由校方认定)，只要在开学前收到完整的书
面材料即可。

Please complete all pages of this form in BLOCK capitals and return it to your local representative or direct to the Admissions Centre,
at the address shown overleaf, at least one month before the start of term. Every section must be filled in. Tick boxes where appropriate.

选择了学校宿舍的学生，会被要求签署一份住宿协议。如
果学生的课程起止时间包含了圣诞节和复活节假期，那
么住宿协议也会将假期住宿计算在内。选择了某类学校
住宿的一月入学学生在七月和八月间可能会被要求更换
宿舍(该情况会在学生签订宿舍租赁协议时予以事先注明)。

从SISC退学

不符合要求的学生，将不得继续学习原来的课程，但可
改选其他课程，或大学对其进行劝退(但不予以退费)。
学生必须成功通过本学期的所有课程方可升入下一学期。

住宿租赁协议

Application for enrolment

student details

如果学生发生破坏或损毁任何SISC/大学财物的行为，包
括大学宿舍的固定装置和设施，必须负责赔偿SISC/大学
的相关损失。共用宿舍设施的学生对房间的整洁、家具
和设施需承担共同及连带责任，SISC/大学有权要求学生
支付损毁维修或额外清理费用。

学校保证给每位已确认要入读国际预科课程的学生提供
学校住宿，但前提是，学生必须填好住宿申请表并在公
布的截止日期前寄给学校。

parent/guardian

如学生接受该入学名额，则须预付五百英镑学费及五百
英镑的安全/保证押金。该押金主要用于支付任何损坏
和其他偶发开支。如果课程结束后有任何余款，该结余
可用于偿付应缴费用。当损坏/支出费用超出押金额度
时，大学会发出账单要求学生补交。押金的余额会在最
后一学期结束后的二十八天内退还给学生，届时若有任
何尚未付清的费用，则会扣除此部分金额后再将余额退
还给学生。除此之外，其他费用均不退还。学生未能获
得入境签证并提交正式的签证拒绝信的情况下，所有支
付的费用将如数退还。入学通知书根据入学名额发放。只
有SISC在付款截止日期前收到学生支付的留位确认款及
住宿确认款才能保留入学名额。SISC未能在付款截止日期
前收到学生应付的款项将不能保证学生的入学名额。

破坏或损毁

住宿
住宿提供

如学生有违规行为或违反了住宿协议，学生将会受到处
分或被追究相关法律责任。

home address

date of birth
age
sex

city
male

female

country / code

nationality

home telephone

marital status

mobile

first language

fax

language of instruction to date

email

ethnicity

tick this box if you would like to receive periodic special offers and news from sisc.
you can unsubscribe at any time, and your email address remains confidential.

name

home address

relationship to student

city

email

country / code

mobile

home telephone

business telephone

fax

停车

please give details of your current or most recent school, college or university. ensure official transcripts, latest available results or forecast results are attached, in english.

校园内的停车是受到限制的。被允许在校园停车的学生或
学校员工须支付停车费。住在校园内的学生不允许在校
内停车，除非有特殊理由，如：身体残疾或有家人同住
在校内等。

name of school/college/university

宣传推广
学生、父母或监护人同意学生的照片、个人资料或成绩单
可供学校作宣传之用，无需另签书面同意书，也无需另行
通知。

previous education

大学在接受申请后会发出入学名额确认书。

大学不负责学生个人财物的保险，如果学生遭受财物损
失而没有对其个人财物投保，大学不承担任何形式的责
任。因此，我们强烈建议学生购买相关的保险。如果学
生选择购买“学习关怀保险”，那么其个人财物的丢失
或损毁都将在承保范围内。

2009/2010

除非另有书面授权，否则退款只能退给付款人。应退款
项会在相关学期结束后的二十八天内退给付款人。计算
应退款项时将扣除所有损坏、支出所需支付的费用或其
他偶发性费用。

提供给SISC的任何资料可保存于电脑之中，学校在使用
时将遵守资料保护登记及英国资料保护法的有关规定。学
校将根据学生提供的信息处理申请和注册，该信息也会
用于官方的学生登记记录。官方的学生登记有电子和书
面两种记录，分别记录了学生的个人资料、学历背景、注
册记录和相关的财务状况。一旦学生升读了学位课程，学
校会按要求向英国高等教育统计机构等相关英国机构提
供学生的信息。在学生离校后，学校会保留部分资料以
存档。学校还会保留部分信息以便保持与校友间的联
系。所有过程都严格遵循最新的英国资料保护法的有关
规定而执行。

变更
本条款未经SISC课程总监书面同意不得擅自变更。学校
有增加、修改、变更本条款的权力，并将提前一个学期书
面通知所有受影响的学生、父母及监护人。

英国政府部门

country / code
telephone

email
english language preparation (elp). please note, you will need the equivalent of ielts 5.0 to commence the international foundation year.
current english language proficiency: please tick appropriate box and enter score or grade if applicable.

责任
本条款规定的学生的责任，同时也是学生父母或监护人
的责任，而且是共同和连带的责任。

address

fax

资料保护

elp*

申请和确认付款

原因导致的个人计算机设备、软件以及任何其他财物的
损失，除非这些财物的丢失或损毁是由于大学的失职疏
忽而造成。

course selection*

在您最后签署接受萨里大学国际学习中心(以下简称
SISC)学籍函件之前，请务必认真阅读并理解本条款。本
条款及本文提及的其他条款与条件构成双方之间完整协
议，并取代有关本事项的其他任何承诺、陈述、保证，或
由一方作出或代表一方对另一方作出的任何性质的书面
或口头声明，或由一方发给另一方的任何手册或其他文
件资料。在申请表格上签字，意味着您同意您的儿子或
女儿参加SISC安排的远足活动。SISC由学习集团位于布莱
顿的贝勒比斯教育服务有限公司管理。

current level of english

ielts

requested length of english language preparation

1 term

date you wish to start your english course.
if you have the equivalent of ielts 3.0 you will need
at least 2 terms of elp and at least 1 term if you have
the equivalent of ielts 4.0.

jan 2009

international foundation year subject route

business, management and economics

date you wish to start your academic course

jan 2009

toefl
2 terms

gcse ‘o’ level

june 2009

sept 2009

completion of isc english test

elp not needed

sept 2009

jan 2010

june 2010

engineering, science and mathematics

jan 2010

law,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sept 2010

intended undergraduate degree at university of
surrey (general subject area or specific degree
programme)

SISC有义务按照要求向英国有关政府部门报告学生的签
证情况、出勤记录以及他们在英国的联系方式。

联系方式
为了沟通的方便，请在到达学校前向校方提供你的电子
邮件和手机号码，以便以后传递学生成绩报告。如果联
系方式有变动，请及时通知校方。
本入学条款适用对象为所有申请二零零九年一月以后入学的学生。

insurance

重要提示

accident & medical insurance
the full cost of studycare insurance will automatically be added to your invoice unless you can provide proof of alternative adequate cover.
i attach proof of my alternative policy
do you have any criminal convictions

*please note, fees may be subject to increase in 2010.

yes

no

if yes, please provide details on a separate she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