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C Institute of Human Services
51 Cuppage Road, #03-01
Singapore 229469
Tel: (65) 6339 5411
Email: courses@acc.edu.sg
Web: www.acc.edu.sg
CPE Reg No: 201002023N

入学申请表格
Please ensure that all the required fields are filled in and all supporting documents are attached. If you are below 18 years old, please
fill up Section B2 as well. You can either drop off your application forms in person or mail them to our office at 51 Cuppage Road,
#03-01, Singapore 229469.

Checklist
Please ensure that you have completed the checklist before submitting your application.
Filled up mandatory Sections A, B, C, E, H
Attached a photocopy of your NRIC / Passport

Please affix passportsized photo here

Attached a copy of your academic transcripts
Read and signed the declaration

Section A: 课程详情
课程名称
(Please select programme)

种类

Part-time

Course Code
(For Official Use Only)

起始日期

Section B: 个人信息 (All fields are mandatory)
姓名

名字

(as per NRIC No. /
FIN / Passport)

(as per NRIC No. / FIN / Passport)

NRIC 号码 / 护照号码

国籍

种族

生日 (DD/MM/YYYY)

年龄

性别

Identity Type

Singaporean
Work Pass

Singaporean PR
Student’s Pass

地址
联系号码 （手机）

Dependent’s Pass
Others
邮政编码

联系号码 （家/办
公室）

邮件
Section B1: 如果低于 18 岁
父母/监护人名
父母/监护人

联系号码

关系

联系号码 （家）

邮政编码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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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tion C: 教育背景
学校

最高学历

从 (MM/YY)

到 (MM/YY)

职位

从 (MM/YY)

到 (MM/YY)

Section D: 工作经验
公司

Section E: Funding
仅限有公司赞助的学员
公司
联系人/职位
(for enquiry and billing matters)

联系人邮件
(for enquiry and billing matters)

地址

邮政编码

办公室电话/传真号码

Signature of Company Representative

Company Stamp

Date

Section F: Referrals (For Official Use)
Name of Programme
Ambassador
Mobile No.
ACC-PA No.

Section G: Pre-Admission Counselling (For Official Use)
Applicant has been briefed on the programme information (programme structure, duration, admission requirements, type of award,
examination timetable, English language proficiency requirement)
Applicant has been briefed on payment modes and fee information. Payment by cash will not be accepted. Payment will be collected only
upon signing of Student Contract.
Applicant has provided the mandatory data in Sections A-D.
Applicant has been informed of the Student Contract and its terms and conditions.
Applicant has been briefed on the processes and policies for transfers, withdrawals and refunds.
Applicant has been brief to refer to CPE website (www.cpe.gov.sg) for more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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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tion H: 入学条款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你的学院资格只有在您交付全部学费后才能正式确定。对于分期付款的学员，您的学员资格只有在首期付款后才能正式确定。
课程将会在开课的前三天正式确定。
在正式开课之前，您需要交付所有的学费，报名表以及其他相关材料。
学员每次报名一个课程，都需要交付注册费。
所有逾期交费的学员需要交纳 S$ 50 的延迟费用，交费日期为您报名之日（非开课之日）起的每月一号。
如果您已支票支付学费，请注明抬头为：“ACC Institute of Human Services Pte. Ltd.”
学院只接受当日的有效支票。
由于某些不可预期的原因，学院有权重新安排或者取消课程以及调换讲师和教学场所。
学院有权允许其他学生插班学习。
由于学院是按课程而非按学时授课，所以没有为缺课学员安排补课的义务；学员有责任按时参加讲师规定的课程，考试和完成作业。
所有课程软件的使用都必须遵守知识产权法规。
所有未经允许擅自进入课堂者将会被视为违规行为，学院保留起诉权，由于学员个人原因所导致的一切损失和伤害，学院概不负责。
学院是以 ACC Institute of Human Services Pte. Ltd. 在新加坡教育部正式注册的私立学院。
当您被学院正式接手后，此条款将自动生成合同效力。若学院不能遵守上述条款，学院有权取消其学员资格。因此在学员要求退还学费的情况
下，退还与否定完全取决于学院的决定。
退款规定
a) 所有本年度的申请费，注册费，教材和会员费是不予退换的。下列退款条列只限课程费：
o 如果学院在正式开课的前 60 天收到您的退学申请，将退还您所交学费或首期付款的 90%；
o 如果学院在正式开课的前 30 天到 60 天收到您的退学申请，将退还您所交学费或首期付款的 75%；
o 如果学院在正式开课的前 30 天到 7 天收到您的退学申请，将退还您所交学费或首期付款的 15%；
o 如果学院在正式开课的前 7 天收到您的退学申请，将退还您所交学费或首期付款的 0%
b) 学员的退款申请应以书面形式递交学院的管理部门。
c) 分期付款的学员将会按照首期付款额获得相应百分比的退款。
d) 由本学院资助的金额不再退款范围之内。
e) 退款需要额外交付 S$ 50 的费用。
退学规定
a) 在正式开课之后，学校不予退还任何费用。
b) 有实现经济困难的学员需要写信给学院，学院将会酌情给有实现经济困难的学员考虑退款，但学员必须以书面形式提出申请，并提供相关
的证明材料，所退金额将完全有学院决，并会以书面形式通知学员。
c) 学员的退学申请必须以书面形式递交学院的管理部门。
延期规定
a) 在任何情况下，需要延迟课程的学员应递交书面申请。学院只允许延期一次（期限不超过六个月）。延期期间，所有费用必须按时交付。
b) 若学员的规定的复课日期之后参加课程，学院将会加收总课程费用的 50%，而且学员必须重新参加所有的课程。
此课程毕业文凭由校长亲自签署并由学院颁发。
学员所交讲义费，注册费及两年的会员费将不予退还（教材及讲义只能在每阶段课程开始之时领取）。
学员在本学院所参加的其他课程均需交付上述费用，特殊情况例外。
学费包括 7%GST。

Declaration: 我已阅读并接受上述条款，我所提供的资料全部属实。若有出入，学院有权单方面取消我的入学资格。

签名

课程经办人名与签名

日期

For Official Use Only
Necessary documents received (Photocopy of NRIC, copy of Academic Transcripts) 学历证明
Read and signed declaration
Updated on Intranet 局域网更新
SDF
VCF
SBA
Acceptance Letter
Photocopy of Cheque 支票复印件
Educational Certificate 学历证明
Letter for Non-Diploma Holder 非大专文凭持有者申请表格
Instalments in 分期付款 (

Months 月)

课程经办人名与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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