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费条例

在Cresset Christian Academy 校园里
学生们来自90多个当地教会和35个国家

付款计划
• 按学年付款：在2018年6月20日之前一次全额付
清，享受3％学费折扣。
• 按学期付款：每年付款两次，付款日期分别
为：2018年7月20日和2018年12月20日。
• 按月付款：提供两种计划：12个月付款计划
（2018年6月至2019年5月）和10个月付款计划
（2018年7月 – 2019年4月付款）。每月10日
前付款。详情请查看付款方式。
• 助学金：对学前班至12年级提供经济资助。对
基于需求的助学金申请，将根据具体情况加以
逐一考虑。父母有牧师资格可以享受折扣。学
生必须先有入学申请后方可申请助学金。详情
请联系招生办。申请截止日期为4月18日。
学费支付政策
1. 付款方式
• 通过银行的账单支付
• 学校网站上的付款网页（信用卡或ACH）
• 现金或支票可直接支付给校办公室或放入留
言箱
2. 如果学校在每月10日之前没有收到付款，将追
加50美元的罚金。除非事先通知校方。
3. 不能支取的退还支票将收取30美元的费用。
4. 申请费，入学费，活动费和国际生费均不 退
还。
5. 所有帐户全额付清后，学校才给予发放成绩单
和/或学生记录。

学费细则
2018–2019

退学
学前班和1-12年级学生退学需要有书面通知学
校。学校将对所有的账号收取书面通知后的30天
的费用。

学校资格认证

•国际基督教学校协会
•南部学院和学校协会
•国际和跨地区认证委员会

3707 Garrett Road
Durham, NC 27707
Phone: (919) 354-8002
www.cressetchristian.org

本校是Cresset教会服事的一部分
我们对不同 种族，肤色，性别和国家的学生一视同仁

Cresset Christian Academy
自1975起致力于基督教教会学校教育

2018 – 2019
申请费*
新生申请费............................................................. $100

幼儿园时间：上午7:30 - 下午4:30

辅助性教育服务项目申请费 ................................. $50

婴儿PK 0（生日 8/31/16后）
$9608 $6783
幼儿PK1-2（生日 9/1 / 14-8 / 31/16） $9180 $6426
幼儿PK 3（生日 9/1 / 13-8 / 31/14）. $8752 $6150
幼儿PK 4（生日9/1 / 12-8 / 31/13）$
. 8568 $5997

Priority Application Deadling (Jan. 16th)

入学费*
新生入学 . ............................................................... $300
老生入学，家庭第一个孩子，02/12前............. $175
老生入学，家庭第一个孩子，02/12后............. $300
老生入学，家庭第二个孩子 ............................... $100
在校生在2月10日之前重新注册下一年入学并付
款, 可以保证新学年的名额。

年费*
活动费
婴儿，学前0（8/31/16后出生） ........................ N/A
幼儿PK 1，2（生日 9/1 / 14-8 / 31/16） ....... $200
幼儿PK 3，4（生日 9/1 / 12-8 / 31/14） ....... $200
小学（学前班-五年级） ..................................... $200
中学（6-8岁） ..................................................... $250
高中（9-12岁） ................................................... $350
涵盖参与体育运动和校内其他活动，校车/交通/
燃料，郊 游，ACSI学生比赛和活动，教师用于上
课，实验室，教学项目等自行支配资金，家长进
入所有主场体育比赛的门票。

国际学生手续费 ................................................... $800
有* 的费用恕不退还 。

其他辅助教育服务项目

学费

（外校学生价格请直接联系学校）

托儿天数：周一到周五 / 周一周三周五 /周二周四

$4896
$4590
$4406
$4284

学前班至八年级上课时间：上午7:30 - 下午3:30
小学（学前班—4年级）................................... $8140
小学（5年级）...................................................$8690*
中学（6-7年级）.................................................$8690
中学（8年级）.................................................. $9241*
高中（9-11年级）.............................................. $9241
高中（12年级） . .......................................... $10159*
*学费包括学期结束前的郊游费用。
请参阅“付款计划”一栏选择我们提供的不同付款方法。

课后托班
学前班到8年级学生
半托班：
时间 下午：3:30 p.m. - 4:30 p.m. .. $ 1200 / 学年
$ 8 /天
全托班
时间：下午3:30 - 5:30 p.m. ............ $ 1880 /学年
$ 13 /天
幼儿班课后托班
时间：4:30 p.m.-5:30 p.m. ............ $ 1000 / 学年
$ 17 /天

特殊 教育疗法（N.I.L.D. Program）
学科系列考试（Academic Testing Battery)..... .$325
学费................................................................$3500
课外辅导
学科辅导（每节课........................................... $36
学习能力和方法辅导（每节课...................... $36
威尔逊英语语言课程
初步评估及测试............................................... $75
学费（每课/每人，一人一课)....................... $45
学费（每课/每人，2-4人 以上）.................. $28

2018夏季夏令营
第一期：6月4日 - 29日/第二期：7月9日 - 8月3日
（7月2-6日独立节放假）
每日时间：7:30 a.m. - 5:30 p.m.

幼儿园（婴儿班--2017秋季升 学前班）
婴儿PK 0 .............$ 260 周 / $ 1003 月 / $ 2006两期
幼儿PK 1，2 ......... $ 245 周/ $ 945 月 / $ 1890两期
幼儿PK3，4 .......... $ 225 周/ $ 865 月 / $ 1730两期
准学前班............... $ 195 周/ $ 740 月 / $ 1480 两期
小学（2017秋季升 一年级至准五年级）
每个孩子................ $ 200 周 / $ 800 月/ $ 1600两期
青年组（2017秋季升 6年级至准9年级）
每个孩子................ $ 200 周/ $ 800 月 / $ 1600两期

Our mission is to cultivate the HEART of each student – to educate, to nurture, and to help shape character
in a Christ-centered environment grounded in the Truth of God’s Wor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