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学申请,
入学申请 签证和付费说明
签证和付费说明 2012-2013
一. 入学申请
申请者需将以下材料寄给学校招生办公室: (第五项只针对十八周岁以下的学生)
1.

填写完整的报名单.
填写完整的报名单

2.

报名费 150 欧元(其中包括移民厅的申请费
85 欧元)2012 年夏季班，2012 年秋季班和 2013 年春季班免报名费
欧元

3.

高中（或同等学历三年制的中专
只需将认证件的复印件给学校，认证件的原件自己
高中（或同等学历三年制的中专,技校
三年制的中专 技校,职高
技校 职高）的毕业文凭及成绩单
职高）的毕业文凭及成绩单的认证书的复印件.必须附有英语翻译.
）的毕业文凭及成绩单
保留去使馆面试的时候用。

4.

医疗检查报告的认证件复印件
包括艾滋病, 乙肝, 丙肝, 梅毒和肺结核的检查), 检查日期距离报名截止日不能超
医疗检查报告的认证件复印件(中国医院称黄皮书,是出国人员的定项体检,
证件复印件
过 4 个月. 原件面试的时候使用

5.

如果学生的年龄不满 18 周岁 , 需要家长的授权信的公证书的复印件
需要家长的授权信的公证书的复印件.
的公证书的复印件 公证书上要注明家长和学生的姓名, 写明家长同意儿子/女儿自己在塞浦路斯学习居住.

6.

未刑公证的
未刑公证的认证件复印件
认证件复印件.开出日期距离报名截止日不能超过六个月
复印件

7.

银行存款证明的认证书的复印件.
银行存款证明的认证书的复印件 存款金额需要至少一万欧元或十万人民币.
存款金额需要至少一万欧元或十万人民币 担保人只能是学生的父亲,母亲或学生本人.开具日期距离报名截止日不能超过
六个月. 存款到期日期至少要在开学日期一个月以后.如果担保人是父亲或母亲,需要一份中英文的亲属关系公证
英文的亲属关系公证.，只需认证书的复印件,
原件面试的时候
英文的亲属关系公证
用)）

8.

银行走账单的复印件，证明担保人有至少
7000 欧元的存款。开出日期必须在报名截止日前的一个月之内。如果一个月以前开出的视为过期。
银行走账单的复印件，

9.

两张照片 (护照用尺寸, 背面写上姓名).

10. 护照的认证书
护照的认证书的复印件
的认证书的复印件,
的复印件 有效期至少在开学以后两年.
研究生课程的申请者需要以下的附加材料：
11. 本科学历证书和成绩单的认证
学校只需要认证件的复印件,原件面试的时候学生自己送到使馆）
本科学历证书和成绩单的认证件的复印件。必须有英语翻译.
的复印件
12. 两封推荐信（需要用学校指定的表格），推荐人必须能够证明被推荐人的能力，比如说任课教师，雇主以及其他。
两封推荐信（需要用学校指定的表格），推荐人必须能够证明被推荐人的能力，比如说任课教师，雇主以及其他。
材料(护照
材料 护照,毕业证
护照 毕业证,成绩单
毕业证 成绩单,未刑公证
成绩单 未刑公证，
未刑公证， 医疗检查，亲属关系证明
医疗检查，亲属关系证明,家长的授权证书
亲属关系证明 家长的授权证书，
家长的授权证书， 银行存款证明)
银行存款证明 都需要在当地公证处
都需要在当地公证处做中英文的公证
在当地公证处做中英文的公证，
做中英文的公证，然后做双
然后做双认证
做双认证(中国
认证 中国外
中国外
交部认证加上
交部认证加上塞浦路斯驻中国
加上塞浦路斯驻中国使馆的认证
塞浦路斯驻中国使馆的认证).
使馆的认证 .
当学校招生办公室接到以上文件且符合招生条件的, 招生办公室会给报名者寄出入学通知书以及接受入学的表格（
入学通知书以及接受入学的表格（AAO）
）.
入学通知书以及接受入学的表格（

二.付款
付款
学生需填写接受入学的表格
接受入学的表格并寄给学校.
学生在接到入学通知书
入学通知书后需给学校付款:
（付款金额如以下列表所示）
接受入学的表格
入学通知书
一次性付费

学费

签证

共计

欧元

欧元

一个学期的本科或专科课程

2.250

500

2.750

两个学期的本科或专科课程（第二个学期学费有 75%的折扣）
的折扣）

2,815

500

3,315

押金
欧元

一个学暑期班课程
一个学暑期班课程

2.025

500

2.525

一个学期的免费
的折扣）
一个学期的免费暑期班
免费暑期班课程
暑期班课程+
课程+两个正常的学期
两个正常的学期（第三
正常的学期（第三个学期学费有
（第三个学期学费有 75%的折扣）

2,815

500

3,315

一个学期的 MBA 课程（
课程（10%
10% 的折扣）

2.430

500

2.930

两个学期的 MBA 课程 （10%
10% 的折扣）

4.860

500

5.360

完整地 MBA 课程（
课程（10%
10% 的折扣）

7,290

500

7.790

付款请参照背面的“如何付款”一项。可以用欧元付款如上表
可以用欧元付款如上表所示
可以用欧元付款如上表所示。由于银行汇款的手续费，如果有差价，将在注册的时候补齐。移民厅要求所有学生至少要预交
所示
3200 欧元，学生交费少于 3200 欧元将无法获得签证。

三. 去使馆面试签证
所有的国际学生得到了入学许可后都需要学生签证才能入境塞浦路斯。在收到学生的汇款后，招生办公室负责向教育局提出申请，获准后学校会通知学生去塞
浦路斯驻北京领事馆面试签证. 需要携带以下材料：(第二项只针对 MBA 的申请者, 第五项只针对十八周岁以下的学生)
1. 初中和高中毕业证书和成绩单
初中和高中毕业证书和成绩单的原件及认证件
高中毕业证书和成绩单 原件及认证件
2. 本科的学历证书和成绩单的原件
本科的学历证书和成绩单的原件和认证件
原件和认证件（此项只针对
和认证件（此项只针对 MBA 课程的申请者）
3. 无犯罪公证
无犯罪公证的认证件（中英文结合）开出日期距报名截止日期不得超过六个月
认证件
4. 银行存款证明原件和认证件原件
银行存款证明原件和认证件原件.
原件和认证件原件 此证明开出日期距报名截止日不得超过六个月. 上面需注有担保人的姓名（用汉语拼音表明），银行的公章. 存款金额不少于
1 万欧元或等值的美金. 如果担保人不是学生本人则需要一份中，英文的
中，英文的亲属关系
中，英文的亲属关系认证书原件
亲属关系认证书原件 证明学生和担保人之间的亲属关系
5. 如果学生的年龄不满 18 周岁 , 需要家长的授权信的
需要家长的授权信的认证书原件
家长的授权信的认证书原件
6. 体检报告的原件以及认证件
体检报告的原件以及认证件 开出日期距离报名截止日不超过四个月 7. 学校的学费收据
学校的学费收据的复印件和
学费收据的复印件和录取通知书
的复印件和录取通知书原件
录取通知书原件
8．银行走账单原件，
．银行走账单原件，证明担保人至少有
7000 欧元存款
．银行走账单原件，
9．
． 护照原件 以及认证件原件

10 .银行汇款收据的原件
银行汇款收据的原件 （银行或西联汇款出具的汇款底单） 11. 护照尺寸的彩色照片四张

12．
．. 上述所有材料都要做一份
上述所有材料都要做一份复印件
都要做一份复印件.
复印件

分别把所有的原件和复印件装到档案袋里。13. 约 100 元的使馆签证费

第三项中的所有材料都会被使馆盖章,入境塞浦路斯的时候需要
第三项中的所有材料都会被使馆盖章 入境塞浦路斯的时候需要,请保留好
入境塞浦路斯的时候需要 请保留好.入境的时候需要
请保留好 入境的时候需要.
入境的时候需要 留学生在得到领事馆的签证之前不能够进入塞浦路斯。

四.到达塞浦路斯
到达塞浦路斯
在学生到达 Larnaca 机场时需向移民局官员出具以下文件:
1.至少 2000 欧元(可为现金, 旅行支票)
2. 录取通知书以及学校的收据
录取通知书以及学校的收据(由学校出具的)
以及学校的收据
3. 银行汇款收据的原件 （银行或西联汇款出具的汇款底单）证明学生确实已经把款汇给学校
4. 有效的入境签证(贴在护照上)

5. 一年有效的往返机票

6. 所有在使馆面试的材料以及盖有塞浦路斯领事馆章的文件
领事馆章的文件.
领事馆章的文件

在 Larnaca 机场学生将获 10 天的临时签证, 在学生到 The American College 注册后签证会给予延长.
如果有学生在塞浦路斯体检的时候发现有艾滋病, 乙肝,丙肝, 梅毒和肺结核, 将被遣送回国.
学校的费用及其他的费用
学校的费用

欧元

欧元

学费
一个学期本科(30 个学分 – 相当于五门课程)

2.250

两个学期本科 (60 个学分 – 相当于十门课程) – 一次性付费享有第二个学期学费 30%的折扣

2,815

夏季班

2.025

一个免费的夏季班+两个正常学期(第三个学期有 75%的折扣)

2,815

一个学期 MBA (30 个学分 – 相当于五门课程) -一次性付费有 10%的折扣

2.430

两个学期 MBA (60 个学分– 相当于十门课程) –一次性付费有 10%的折扣

4.860

完整的 MBA (90 个学分– 相当于十五门课程) –一次性付费有 10%的折扣

7,290

杂费
50

注册费（每个学期）

40

上网及电子邮件费用（每学期）

170

医疗保险费（每学年）

40

医疗检查费（艾滋病，乙肝，性病，胸片）

105

移民厅服务费

70

书本费 （两本）

475

其他费用共计
食宿及其他费用
住宿（8 个月）

1.860

饮食（8 个月）

1.880

书籍（8 个月）

345

*以上的杂费 462 欧元在注册时需一次性付给学校。根据学生所读课程不同，也许需要交额外的书费或电脑教室费 35 欧元。以上费用也许有相应调整
如何付款
学生可以通过两种方式付款给美加诺学院:
1.

银行电汇, 帐号如下:
The American College
IBAN: CY78 0060 0521 0000 0052 1339 0865
BIC: ETHNCY2N521

National Bank of Greece (Cyprus) Ltd
1-3 Bouboulinas Street, P.O. Box 21330, 1506 Nicosia, Cyprus
Bank Telephone: +357-22674640
Bank Facsimile: +357-22670014
2. 西联汇款（Western Union） 或者是 Money Gram, 可以汇款给 Tasos Anastasiou (身份证号 524713) (电话：+357-22661122)
我们不接受现金付款，只能是通过以上两种方式，请把汇款单据保存好，入境塞浦路斯拉纳卡机场的时候以便海关检查
报名截止期及其他重
报名截止期及其他重要日期
2012 秋季班

2013 春季班

2013 夏季班

报名截止期

8 月 10 日

12 月 10 日

5月 5日

注册

10 月 2 日

2月 4日

6 月 10 日

开学

10 月 8 日

2 月 11 日

6 月 17 日

暑期班的英语课程(10 个星期,每星期 25 小时) 和对新生开设的专业课一样
更多的信息请用以下的方式联系我们
Office of Admissions, The American College, P. O. Box 22425, 1521 Nicosia, Cyprus
电话：+357-22661122 传真：+357-22664118 电子邮箱：admissions@ac.ac.cy 网址：www.ac.ac.c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