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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版权归纽卡斯教育机构所有(2006) 

纽卡斯尔管理学院 

为世界各地的学子提供高素质的培训。 

 

董事长序言 

纽卡斯尔管理学院是一所充满活力、信誉可靠的管理学院。我院一向致力于提供一个高质量的教

育和学习环境，从而发掘学生最大的学习潜能。 

 

我们一直注重教学的质量和成果。我们的专业教学使学生们可以获得一个国际公认的专业文凭，

有了这个文凭，学生们可以继续升上大学进修学位文凭或者能够谋取到一份更好的职业。 

 

我们将给予以下承诺及保证: 

 透明的退还学费政策 

 退学提款政策 

 学生的反馈及评估制度 

 给予学生辅导及支持帮助 

 保护学生资料的保密度 

我们一向关注学生们的福利，所以学生们对纽卡斯尔管理学院的服务和课程的反馈对我们来说至

关重要。 

 

 



我们的教学承诺包括: 

 有一批领导能力特强的管理队伍，包括教学人员、行政和管理人员。 

 教师和学生的比例是 1:25(课堂教学) 

 

我们的学校设施包括: 

16 个教室，可容纳 1000 多位学生 

有互联网的电脑实验室 

可供查阅的图书馆 

 

在学习的旅程里，成功毕竟只是一个过程，并不是一个目的，所以我衷心地鼓励你们要不断地自

我提升，为现今环球化各行各业的挑战做好准备。我们郑重承诺纽卡斯尔管理学院将协助他们不

断地追求学业和职业训练的卓越表现. 

 

 

关玉明先生  敬上 

董事长   

纽卡斯尔管理学院 

 

 

学生手册 

纽卡斯尔管理学院的管理人员和员工以下简称”NSM”真诚地欢迎你们的到来。 

我们诚挚地希望你在 NSM 的学习是一个令人难以忘怀的充实而有意义的体验。 

 

 

 



 

1 公司简介 

纽卡斯尔管理学院建立于 2005 年，建校宗旨是为学生们提供一个在著名的外国学府继续进修大学

教育的机会，同时也为那些大专文凭获得者提供一个更美好的就业前景。 

由于专业的办学方针，纽卡斯尔管理学院已经被一些著名的外国大学和新加坡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所认可。该学院和澳洲的 James Cook 大学、Lincoln 大学和 Macquire 大学建立了紧密的合作关

系，并和印尼的 Batam 国际大学和 Batam 理工学院共同创办了一些项目。 

在新加坡，该学院正准备和一些大学预备院校合作开办大专文凭班。新加坡的 Millennia 学院是首

个和该学院合作的大学预备院校。 

获得新加坡教育部注册的纽卡斯尔管理学院已被授予消费者协会认证成为信誉可靠的学院。我们

在商业，旅游、导游和酒店管理方面提供世界一流的教育。最重要的关键在于我院的毕业生都在

各商业领域就业。 

凭着多年丰富的教学经验，我们致力于栽培明天的领导者和在当今多元化的经济和不断更新的专

业知识中胜出的佼佼者。 

2 我们的目标 

成为商业、旅游、酒店管理及电脑科技培训方面首屈一指的教育机构。 

3 我们的责任 

提供一流的培训，旨在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和提供更广泛的就业前景。 

4 学校的目标 

4.1 不断地提高我们的教育和专业水准以满足经济发展的需求。 

4.2 传授基础和专业的知识让毕业生们能在日后的复杂多变的知识型经济中快速地分析信息和使用

稀缺资源从而能够作出正确的决策。 

5 我们的服务保证 

我们保证我们的服务和课程教学是符合职业需求的，知识丰富和成效显著的专业课程。 

6 报读 

一旦成功录取，申请者将受到录取通知书，录取通知书上将列有所学课程、行政事务和课程费用

等细节. 

 



7 考试出席率的要求 

学生每天的课堂出席率将会登记在册。如有事缺席，学生们需要尽快出示书面材料，包括医生证 

明。 

为了获得课程学分或考试分数，学生们在每个学段的讲座和辅导学习的出席率不得少于 85%。 

8 学费 

学费是按学段收费的。学生们可以一次性付清或分两次付清。具体收费情况和收费标准可以在标

准学生合同或学生手册中找到。 

9 折扣规定 

纽卡斯尔管理学院将提供以下学费折扣： 

介绍其他学生报读的学生将获得新币 200 元的折扣或佣金。 

10 标准学生合同 

所有的学生将要签订标准学生合同。这份合同的样本可在本公司办公室获取。 

11 学生保护条款（SPS） 

NSM 提供学生保护条款（SPS）。该条款规定学生必须在 CASE 名下的银行开立学生学费帐户

(Escrow)。 

12 退款条例 

12.1 有正当理由的退学 

已报名的学生如想退学，可以在该课程开始前至少 60 天书面通知 NSM。如果学生是在课程开始

之后退学，课程费用将相应扣除。在以下情况下，学生们可以在书面通知 PEO 后，立即退学。 

1 NSM 在无正当理由下，没有按照规定的日期开课。 

2 NSM 在无正当理由下，没有在结束的日期内完成课程。 

3 NSM 在课程结束之前就终止了课程，或 

4 NSM 事实上违反了此规定。 

 

12.2 在合理的理由下退学的还款条例 

NSM 将在收到学生的退学通知的 14 天(绝不超过)内尽快安排退还以下款项： 



1 学费的总额扣除所欠的学费 

2 非学费和或附加费不须退还 

12.3 没有任何理由的退学以及退还款 

已经报名的学生可以在开课的第一天之前至少 30 天前书面通知 NSM 退学事项。如果学生是在开

课之后退学的，学费将按比例扣除。 

在扣除上课费后的课程学费的

百分比 

如果已经收到学生的退学的书面通知 

90%  
在开课前的 60 多天前 

More than 60 days before the Commencement Date 
60%  

在开课前的 30 到 60 天内 

20% 
在开课前一天至 30 天内 

10% 在开课后的第一到第七天 

[0%] 在开课后的七天之后 

  

在收到录取通知书后，如果学生退学，所有的报名费，行政费，和学生证的费用是不可退还的。 

12.4 没有双重索赔 

为了避免异议，如果根据此条款或 Master Escrow 条款，学生遭受任何损失， NSM 或  Escrow 银

行赔偿款项给该学生或其父母或监护人后，该学生或其父母或监护人不应该再就此事向 NSM 或  

Escrow 银行提出诉讼或索取相应赔偿。 

 

13． 转学或退学条款 

从 NSM 转到其他学校/学院 

13.1 本地或国际学生想要转到其他学校/学院将需要支付一笔转校申请费新币 100 元。 

13.2 学生必须付清所上的科目的费用，不再享有任何优惠折扣。 

13.3 任何转校的学生将被视为已经从 NSM 退学，那么的现存还款条例则适用于该学生。 

继续在 NSM 就读，但转到其他课程或降级 

13.4 学生需就转科目或降级事项递交申请，并支付转科目费新币 100 元。 



学生们需要支付其已上的科目的费用，转科目申请须在上课前一个月内或一个月前递交。 

13.5 在开课后一个月后收到的申请将不予受理。如果学生坚持要转学，就当作退学处理。 

13.6 如果学生已付的学费已经超过了他所上的科目的费用，NSM 将相应地把未上的科目费用

扣还给该学生。 

14 定金退还条款 

14.1 学生应在开课当天或之前交付所需定金，确保学生能够履行其对 NSM 的义务. 

14.2 为了避免疑义，定金不包括应交给移民厅(ICA)的任何定金。 

14.3 学生如果停止入学，NSM 在 14 天内或更早将定金全额(没有任何利息)退还给该学生。但

是如果学生尚欠一笔费用尚未还清, NSM 将有权扣除全部或部分以抵消欠款 或任何 NSM 应该收取

的款项。 

15  报读各课程的要求和前提条件 

报读各课程的要求和前提条件是： 

15.1 GCEO 水准考试三门及格。 

15.2 外国学生第十二学年或相等学历。 

申请者需要出示以下证件说明其在英文方面的语言能力： 

1 通过 GCEO 水准的考试或相同等级的英文考试 

2 雅思 5.0-5.5 分 

3 托福利 500 分 

16   付款方式和渠道 

NSM 只接受支票,现金（包括 TT）或作为付款方式。所有的款项均用新加坡货币为计算单位。支

票的抬头应写上“纽卡斯尔管理学院有限公司” 

1 学费 

学费以支票形式存入 Escrow 户头或以新币方式电汇。 

2 非课程费用 

非课程费用在 NSM 的服务台以新币现金或支票的方式支付。 

17 多收取学费或收取不足 



NSM 绝对避免多收取学费或收取不足的情况。如果学费包括消费税，NSM 会告知学生。 

课程费用总额和具体的费用明细单在标准学生合同、付款方式，付款凭证和双方往来信函。 

18 非学费政策 

NSM 明言规定其将收取学费以外的费用。 

学费以外的费用及费用明细单在标准学生合同中、付款方式、发票和双方往来信函中都说明得很

清楚。 

在必要的情况下，学生需要付以下学费以外的费用： 

报名费 

新币 100 元（国际学生） 

新币 50 元（本地学生） 

行政费用： 

新币 500 元（国际学生） 

新币 250 元（本地学生） 

学生证办理费用 

新币 200 元（只限国际学生） 

考试费用 

新币 240 元（只限国际学生） 

转校费用 

新币 100 元 

学生身份证补办费用 

新币 20 元 

延迟交付学费的罚金 

每延迟一个月罚 20 元 

 

 



19 学生资料的保密 

纽卡斯尔管理学院坚持学生资料保密原则，没有学生的事先的书面同意，绝不泄露学生的私人资

料，除了在相关的政府机构和学术资格验证机构登记学生资料以外。 

20  CASE 仲裁机构 

学生和 NSM 之间的任何争议如果不能友好解决的话，可以交由 CASE 仲裁机构处理，因为 NSM

是 CASETRUST 信任的教育机构。 

21 完全信息告知和信息改变通知 

NSM 保证在任何课程开始以前告知学生所有必要的信息。如果信息改变，NSM 将保证立即通知

学生，并给予学生足够的时间为变化做准备。 

22 国际学生优秀奖学金 

纽卡斯尔管理学院一直鼓励和支持那些表现优异者。我们很高兴推出了一项新的奖学金计划，

“国际学生优秀奖学金” 

这项奖学金一年颁发一次，授予那些已就学和即将入学的表现优异的学生。 

获得这项奖学金的条件； 

要想获得这项奖学金，你必须： 

学习成绩优异 

表现出色 

出勤率高 

 

 

 

 

 

 

 

 



22 转校/退学/还款的申请程序 

 

 

 

 

 

从课程管理人员那儿获得转校或退

学的表格  (Ver 1.0)   

递交转校或退学表格连同证明材料 

回函确认已收到表格 

批准申请 

办理退还学费 

取消学生证 

退还费用（如果有） 

办理投诉 

否 

是 

5 天 

7 天 

2 天 

处理申请 

1 天 



23.学生诉讼解决程序 

 

 

 

 

 

 从课程管理员或 or 

www.newcastle.edu.sg 网站获得诉

讼(Ver 1.0) 

 

表格 提交填写完毕的诉讼表格和其他证

明文件 

回函确认已受到表格 

和行政事务官员或经理会面  

解决投诉,让学生满意 

 如果有必要的话,偿还款项，获得投

诉解决报告 

 

 

获得投诉解决报告 

消费者协会仲裁解决 

否 

是 

2 天 

10 天 

5 天 

处理申请 

1 天 

http://www.newcastle.edu.sg/


24.    对国际学生提供的服务 

NSM 对那些很难适应新环境的学生提供一些帮助. 

如果你需要任何帮助的话，请联络我们的课程管理员。 

学生可以从以下网站查找到更多有关新加坡的信息。 

独特的新加坡 http://www.visitsingapore.com 

新加坡旅游局 http://www.stb.gov.sg 

 

25   住宿 

NSM 能够安排海外学生住宿。学生们可以选择以下几种住宿方式： 

廉价公寓 

政府组屋 

私人套房/公寓 

有配套服务的公寓 

私人排屋 

类型 
每个学生每月预计的费

用 (S$) 
备注 

学生宿舍 

i)单人房 

ii) 双人房 

iii) 三人房 

iv) 四人房 

240-850 从 S$850（一房式提供三餐）到 S$240

（四人合租） 

政府组屋（由政府提供资助

的房子） 

500-450 

450-400 

300-250 

300-350 

两人合用，有空调 

两人合用，没有空调 

单人租用，没有空调 

单人租用，有空调 

私人套房 600-700 

400-450 

一房式 

两人合租 

http://www.visitsingapore.com/
http://www.stb.gov.sg/


有配套服务的公寓 每星期 700-1,900  

每星期 1,300-2,100  

一房式 

两房式  

私人排屋 400 

700  

两人合租，有空调 

单人租用，有空调 

 

 

26 毕业后的就业机会 

 

NSM 将在课程和毕业后的就业机会方面给予学生建议。如果你需要任何帮助的话，请联络我们的

课程管理员。 

 

27 学生的行为准则 

 

NSM 是一个追求卓越学业表现的社团。为了增强我们的学生和职员的社团凝聚力，了解正确的行

为举止是非常有必要的。 

 

这个行为准则，将帮助我们时刻牢记我们为了创建一个我们引以为荣的校园环境所设的标准。我

们坚守这些准则将有助于建立 NSM 的信誉和一个令人愉悦的环境。 

 

27．1 学生服装要求 

 

学生必须时时保持着装得体，在校园里应举止优雅。所有的学生的脸必须容易辨认，学生的脸不

得覆盖任何东西，以至于无法辨认。 

 

学生着装不得体将被禁止进入校园。拒绝遵守这些着装规则的学生将受到纪律处分。 

 



下面是一些在校园里无法接受的着装例子： 

无法接受的着装的例子 

女学生 男学生 

服装上有冒犯他人的字眼 服装上有冒犯他人的字眼 

小背心 小背心 

撕破的衣服 撕破的衣服 

迷你短裤/超短裙  无袖的 T-shirts 

挑衅性的服装或暴露装（如露脐装，露背

装，吊带装，） 

长头发（比如长度盖眉毛，耳朵或衣领，或绑

头发） 

染发 染发或戴耳环 

拖鞋或没有绑后脚跟的凉鞋 拖鞋或没有绑后脚跟的凉鞋 

帽子（除非为了安全起见） 帽子（除非为了安全起见） 

盖住整个脸的头盔（除了驾车时） 

 

或面罩、面纱 

盖住整个脸的头盔（除了驾车时） 

 

或面罩、面纱 

注意：应该穿适当的运动装来玩游戏或运动。 

  

27．2 赌博 

 

赌博是严厉禁止的。鉴于区别赌博和非赌博的困难性，该校的判断标准是任何形式的纸牌游戏，

不管是否有涉及到金钱，都被视作赌博。 

 



任何与赌博明显有关的活动，玩纸牌或任何玩概率的游戏都是严厉禁止的。 

 

任何人被发现参与有关活动（不论是否涉及到金钱）都将被视为严重触犯了赌博条例。  

 

27．3 抽烟 

 

不足 18 岁的学生抽烟是违法的。任何人一旦发现触犯此法规，将移交政府部门处置。 

 

在校园内抽烟是违反新加坡法规的。任何触犯此法规的人将被法庭罚款新币 1000 元。 

 

我们认为抽烟是不利健康的，每个学生有权在一个无烟的环境中学习。因此为了保护职员和学生

的身体健康，在校园里的任何地方抽烟是被严厉禁止的。 

 

27．4 课室礼仪 

 

所有来 NSM 就学的学生都是为了获得一个良好的教育的。大多数的学习活动是在讲课室和辅导室

里进行的。我们希望每个学生都能身处于一个有助于学习的环境中，不受任何形式的干扰。为

此，在上课期间，所有的手机和传呼机都必须关掉或调成静音。 

 

学生们必须时刻保持举止文雅。学生们不准在辅导室，电脑室，工作室，讲课室或图书馆吃东西

或喝饮料。 

 

 

在课室里，学生们不应该听随身听的音乐或录音机（即使是带着耳机听），这是对老师的一种尊

敬。 

 

 



28．联络方式 

学生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和学校联络 

如有任何询问，请联络： 

纽卡斯尔管理学院 

大牌 684， 后港 8 道 

#03-967 新加坡邮区 530684 

电话 63875343 

电邮：gmk@newcastle.edu.sg 

 

如果你需要任何帮助的话，请随时联络我们亲切友好的员工。我们很乐意随时为你服务。 

 

完毕 

 

mailto:gmk@newcastle.edu.s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