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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帕默斯顿 

惠灵顿 

下哈特 

English Teaching College 英语语言学院 
2019年国际留学生课程计划价目表 

课程简介 学制/课程长度/课程价格 

学术进修方向英语培

训课程计划（详情请参

见ETC国际留学生课程计

划介绍） 

学术英语课程A类 

全日制学习（每周25小时） 

1-10周 $390/每周 

培训英语课程G类 11-24周 $365/每周 

雅思备考课程 25-40周 $340/每周 

FCE/CAE备考课程（仅限惠

灵顿） 

41周及以上 $310/每周 

非全日制-上午学习（每周15小

时） 

1-10周 $290/每周 

新西兰认证英语证书

培训课程计划（详情

请参见ETC国际留学生课

程计划介绍） 

包含单次考试费用，通过可

考试取得NZCE水平1-4级认

证 

11-24周 $280/每周 

25周及以上 $270/每周 

非全日制-下午学习（每周10小

时） 

1-10周 $210/每周 

11-24周 $190/每周 

25周及以上 $180/每周 

1对1面授辅导 
学术进修及新西兰认证英语

方向课程 
$75/每小时 单次1小时 

学生假期英语活动课

程 

本课程主要于夏/冬两季开展，

其他时间可视当地情况开展 

学制及课程长度根据学生实际英语水平及假期时长灵活配

置，此课程价格不包含户外活动费用* 
$390/每周 

食宿交换英语培训计

划（经新西兰政府注册认

证的Demi-Pair） 

全日制学习&训练:每周15小

时英语学习及15小时幼儿照

顾实务训练  

12周计划(包含报名注册费及住宿费用) $4,010  

24周计划(包含报名注册费及住宿费用) $7,370  

36周计划(包含报名注册费及住宿费用) $10,370  

报名注册费 此费用不可退款  $180  

可选服务项目 

单次考试费用（可能根据实际情况会有所变化） 

雅思  $385  

剑桥英语  $340  

托业考试（TOEIC）及官方成绩报告   $230  

托业考试（TOEIC）及官方成绩报告另附证书  $270  

快递服务（投递过程可追溯）  $40  

生活相关费用 惠灵顿/下哈特 北帕默斯顿 

住宿安排费用   $250  $250  

寄宿家庭每周费用（包含一日三餐）  $300(1天$43) $250(1天$36)  

18周岁以下寄宿家庭每周费用（包含一日三餐）  $320(1天$46) $275(1天$40) 

18周岁以下青少年监管每周费用   $25  $25  

住宿农场安排费用  暂不提供 $300  

寄宿农场每周费用（包含一日三餐）  暂不提供 $300  

签证续签协助费用   $150  $150  

单程机场接送费用  $60  免费 

*因部分景区及游览地点为时令价格，具体总课程价格以沟通确认后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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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情况1：学生因不遵守学校规定而被要求离校的，学校不予退款。 

特殊情况2：在本表所列的“无法退款”情况下，校长保留在特殊情况下退还部份款项的权利。 

特殊情况3：根据1989年《教育法案》第236a (2)(a)条的规定，ETC由公众信托机构收取学费。如ETC不再提供或有能力提

供学生所选课程，已报名注册的学生可获得受托人所持有的尚未缴付给ETC的剩余学费款项。  

 

备注： 北帕默斯顿校区在圣诞节期间为假期英语活动课程开放(公众假期除外)  

学校假期及公众假期  

2019年中最后一个上学日是2019年12月20日。我们将于2020年1月6日重新开放。ETC亦于下列公众假期期间(2020年)休

学。  

 

校庆日 - 1月21日                     怀唐伊节 - 2月6日            耶稣受难日 – 4月19日    

复活节后的星期一 – 4月22日 澳纽军团日 - 4月25日 女王诞辰日– 6月3日      劳动节 - 10月28日 

 

请注意: 所有价格以新西兰元计算，包括15%的消费税(当地税)，但不包括寄宿家庭和寄宿农场费用。  

        如中英文版本有差异之处，以英文版本为准。 

医疗及旅游保险(推荐南十字保险) 

*新西兰政府要求所有国际留学生必须购买医疗保险，但不强制必

须购买新西兰保险公司的保险 

*保险价格可能根据实际情况会有所变化，请以该公司官网为准 

*如果学生选择其他保险公司提供服务，请与我们联系审核是否达

1个月 $70  

3个月 $173  

6个月 $316  

1年 $633  

报名取消及退款政策（根据1989年教育法s236A制定） 

报名注册3个月内 报名注册3个月以上 

课程计划长度小于5周 课程计划长度5至12周 课程计划长度13周及以上 

到第2天课程结

束前为犹豫期 

从第3天开

始 

到第5天课程结

束前为犹豫期 
从第6天开始 

到第9天课程结束前为犹

豫期 
从第10天开始 

退款金额为已付

费用的50% （不

含报名注册费） 

无法退款 

退款金额为已

付费用的75% 

（不含报名注

册费） 

无法退款 

扣除总费用10%或$500的

行政费用（两者以较低

者为准）以外，全额退

款 

无法退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