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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步 注册         
    学生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性别：______ 

     出生: ____________  年 _______ 月 _______日________ 

     所在学校名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年级:_________ 

     学校地址：____________ 省  ____________ 市 ______________区  

              ___________ 路 __________号。   学校电话：____________________ 

 

申请表 （看附件）  

 护照复印件  

 学生近期证件照片两张：2 X 1 英寸 （帖在学校申请表） 

 注册费: $300 （不退） 

 1-20 申请费：$250 （不退） 或者 B1B2 申请费： $ 175 （不退） 

 经济担保：  

1. 经济担保人：由银行出具的银行存款单据需要公正处公证 

2. 请填写下表（所有信息必须与护照相符） 

 

项

目 
姓名 

出生

年月

日 

电话 居住地址 职业 工作单位 
文化

程度 

父

亲 
       

母

亲 
       

家

庭

朋

友 

 -------  ------- -------- ---------- ------ 

学

生 

是否有药物过敏史： 

没有            有 
    

是否有食物过敏史： 

没有           有 
    

家庭医生姓名  电话  

英文教师姓名  电话  

数学教师姓名  电话  

学校地址  电话  

父

亲 
电子邮件 

 
婚姻状

况 

 

母

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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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 学校成绩单  

              近三年学生学习成绩单  
 

第三步 责任受理协议书 （我方代替填写） 

 a)国际留学生协议书   

 b) 学生日常管理和外出保证授权理协议   

 c) 未成年人管理授权协议 

第四步 健康证明  

 免疫接种，请看附件（学生在体检时，由医生填写，签字盖章） 

 学生病历 

第五步 推荐信  （如果老师很忙，家长可以起草，由老师签字） 

 英文老师推荐信 

 班主任/校长推荐信 

 数学老师推荐信  

第六步 学生短文  

 学生用英文写一篇为什么来美国历史梅思教会学校 SCS 读书的短文。必须用电脑输

入，250 字左右。   

上述程序必须如实完成，学生方可进行下一步申请。  

第七步 入学面试  

    学校收到上述资料后，会通知学生面试日期。如果学生不在本地，面试会通过 Skype or 

Facetime 网上进行。 

第八步 入校后英文考试 

.面试后所有资料会转缴到校教务会统一审理合格后，学校会发给 1-20  约请函。 

所有学生在到达美国后，要通过英文考试，如果您的孩子需要英文辅导，辅导费$4500/年要

支付。  

*您的孩子面试被通过后，会收到另一套申请资料。  

https://drive.google.com/a/scsemail.org/file/d/0ByylOB4g1luIbVg5V2VVcDR4NEU/edit?usp=sh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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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用：手续费用合计：$4235 (来美就读全日制学校) 

      学费及其它费用合计：$21,125.00 （费用根据不同学校，会有所调整) 

 

项目 金额 （美元） 首期支付 二期支付 

（获取签证一星期内支付） 

学校报名费 

（无退） 

$300 $300 0 

学校 1-20（无退） $250 $250 0 

申请费（无退） $185 $185 0 

申请服务费 $3500 $2000 $2000 

学费 2017-2018  $15,125  $15,125 

学校保险费 $550  $550 

学校活动费 $250  $250 

校服 $135-175  $135-175 

书费  $150  $150 

午餐费  $640  

($4 /天) 

 $640  

($4 /天) 

合计 $21,125 $2785 $19,390 

 

          经协议，申请人(学生父母/代理人姓名) _________________同意缴手续费给 JPLI 合计

为$4235，其中 申请费（$185）、报名费（$300） 及签证费($250/$175) 不予退还。 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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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首期支付申请服务费及其它费用总额为$2735。余额$1500 在学生获取签证后连同学费

及替它学校费用一次缴齐。若申请学生签证未果，JPLI 将申请人首期支付的申请服务费

$2000 一次性如数退还给学生父母/代理人。 

           

             此协议自签字之日起生效。 

 

申请人签字：____________________ 

JPLI 负责人签字：______________________ 

                                                              

                                                                       签字日期：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