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Level 1 Tower Building, Centre Place, 48 Ward Street, PO Box 773, Hamilton 3204, New Zealand 

Ph: +64 7 838 2450  |   Email: info@wie.nz   |   Web: www.wie.ac.nz 

2020 国际留学生缴费标准 
WAIKATO INSTITUTE OF EDUCATION 

通用英语 
全日制 半日制上午 半日制下午 

(初级-高级) 

          2-10 周 $410/每周 

$300/每周 $200/每周 

          11-23 周 $400/每周 

          24-34 周 $390/每周 

          35+ 周 $370/每周 

 NZCEL (Level 1 Foundation - Level 5) 全日制 

                一 学期 (17 周) $6,550  

                两学期 (34 周)  $12,480  

                三学期 (51 周)  $17,390  

考试强化课 
全日制 半日制下午 

(雅思/OET/托业/剑桥 B2 & C1) 

2-10 周 $410/每周 

$200/每周 

 11-23 周 $400/每周 

 24-34 周 $390/每周 

                     35+ 周 $370/每周 

  高中预备课 全日制 

        一学期 (12 周) $4,920  

        两学期(24 周)  $9,360 

        三学期(36 周)    $13,320 

 $17,760          四学期(48 周)   

专业英语课 
全日制 

(商务,航天,医疗及其他专业) 

                一 学期 (17 周) $6,550  

                两学期 (34 周)   $12,480  

                三学期 (51 周)   $17,390  

 英语课程 + 每周价格 

          艺术 $435  

          舞蹈 $450  

          农场体验 $445 

          高尔夫 $495  

          骑马 $455 

          橄榄球 $455 

          冲浪 $495 

一对一课程 (至少10小时) 

通用英语 $70/每小时 

考试强化 $90/每小时 

专用英语 $90/每小时 

 新西兰语言教学学历课程 
 语言教师培训，对外汉语，TESOL 

   NZQA Level 4 (15 周) $6,200  

   NZQA Level 5  (20 周) $8,200  

* 需额外缴付$100 活动安排费。 

*价格包括每周21小时的通用英语和每周两次的下午主题活动 

*此价格适用于一对一课程。 

*另有一对多课程，欢迎咨询。 

*全日制课程，周一到周四，9am—3pm 

*开课时间: 2020年2月24 和7月27. 

备注： 

*全日制: 每周25小时课时,  周一到周五，9点到3点 

*半日制上午: 每周15小时课时,  周一到周五，9点到12点 
*半日制下午: 每周10小时课时,  周一到周五，1点到3点 

继续…. 

 每周一可开学 

 提供奖学金 

 提供晚间小语种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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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宿家庭费用     
    

寄宿家庭费 

18岁以下学生 
(包括一周七日，一日三餐) 

 $280/每周 

18岁以上学生 
(包括周一至周五早餐和午餐以

及 周末三餐) 

* 圣诞节假期需额外支付$50每

周。 

 $280/每周 

寄宿家庭安置费       $200  

2020 国际留学生缴费标准 
WAIKATO INSTITUTE OF EDUCATION 

课外活动 

周一 周二 周三 周四 周五 

文化体验 户外运动 英语角  聚乐会 

学习，认识，了解和体验

不同国家的文化魅力 

体验多样的户外运动，享

受户外的新鲜空气和阳光 

通过多种多样的主题活动练

习英语使用技能 

练习用英语，结交不同

国家的朋友。 

发音课 /  剑桥雅思预备考

试/模拟考试 

备注： 

课程: 
- 除非提前声明，最短报名学习时间为两周。 

- 每周一可入学 (学校假期和新西兰公共假期除外). 

价格： 

- 此收费标准于2019年12月16号生效。 

- 寄宿家庭申请需在入住前至少两周提交并且缴纳寄宿家庭费用。 

- 所有国际留学生必须购买学生保险。  

- 费用不包括校外活动或短途旅行的费用。 

- WIE 有权任何时间修改此价格表。 

- 所有费用均以新西兰元为单位并且包括15% 的GST （寄宿家庭费用除外）。 

- 退学退款政策请访问 www.wie.ac.nz。 

- 此价格有效期截至日为2020年12月11日。 

假期： 
- 学校在圣诞及新年放假两周。2020年12月18日为假期前最后一天。 

- 因新西兰公共假期，学校放假时，学费正常收取。   

其他费用         

注册费（仅收取一次） 
- 班级课程  $180  

- 一对一课程   $40  

材料费 
(包括教材，CD等) 

- 全日制   $120  

  $60  - 半日制 

奥克兰机场接送机 - 单程  $120 

保险 (必须购买) - 每年  $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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