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 學費 (港幣)

1) 學士﹑證書學科 選修 每學分 每季 894         

旁聽 每學分 每季 608         

  校友  旁聽 每學分 每季 300         

2) 碩士﹑文憑學科 選修 每學分 每季 1,258      

旁聽 每學分 每季 847         

校友  旁聽 每學分 每季 420         

3) 神學碩士科 選修 每學分 每季 1,487      

旁聽 每學分 每季 993         

校友  旁聽 每學分 每季 494         

4.1) 教牧學博士學科

4.2) 宣教學博士 / 跨越文化研究學博士                                                                               選修 每學分 每季 1,487      

旁聽 每學分 每季 993         

校友  旁聽 每學分 每季 494         

5) 哲學博士課程 全時間 於3年內交 每季 16,858    

(第1及2年 每年交4季, 第3年 交2季)(分十季繳交)

部份時間 於5年內交 (每年秋﹑春兩季交)

B. 共處學習收費
1)   宿費 A. 單身宿舍: 每週住宿一晚 每單位每季 1,706      

每週住宿二晚 每單位每季 2,642      

每週住宿三晚 每單位每季 3,734      

四晚或以上作全宿生 每單位每季 4,846      

電腦網絡設施(入住宿舍同學) 每單位每季 62           

B. 已婚宿舍: 翟輔民樓111室 每月 4,025      

關錫康何煥賢伉儷樓 每月 4,960      

山頂道22B 每月 4,960      

山頂道31號 每月 4,960      

錦綉花園第三座 每月 5,950      

山頂道915屋 每月 6,300      

碧浪苑E座 每月 6,900      

(入住已婚宿舍者必須繳交宿舍電費)

C. 校友客房: 校友 每晚 480         

全時間課程已婚同學配偶優惠 每晚 335         

2)   膳費 每週一餐  ( 午 或 晚 ) 每季 475         

每週一餐  ( 早餐 ) 每季 200         

全膳         ( 早 ﹑午﹑晚 ) 每季 5,670      

3)   保險費 學士﹑碩士 每年 135         

(請連同第一學季費用一起繳交)

C. 行政雜項收費
1)   琴室收費 非修學分練琴收費 (借用琴室) : 每季 166         

鋼琴  每星期練一小時

2)   論文收費 道學碩士﹑教牧學碩士 (6學分) 7,548

修科式神學碩士(6學分) 8,922

研究式神學碩士 (全時間:論文費可分3期付, 48,723

部份時間:論文費可分10期付)
教牧學博士 (12學分,論文費可分2期付) 17,844

論文延期收費 道學碩士﹑教牧學碩士 (6學分) 每年 1,887

修科式神學碩士(6學分) 每年 2,230

研究式神學碩士 每年 3,898

教牧學博士 每年 4,461

哲學博士 每年 13,486

論文訂裝費 每本 188         

3)   學季假期膳宿費: 宿費 (單身宿舍) 每日 73           
學季內額外住宿 每日 94           
膳費 (早餐) 每日 22           

膳費 (午餐/晚餐) 每日 47           

4)   教務行政費 畢業申請 每次 442         

轉換修讀課程申請費 每次 253         

課程延期申請 每次 127         

補領學生證 每次 60           

5)  正式成績表收費 第一份 每份 138         

第二份及後 (以同一學位計) 每份 58           

郵費(掛號另加費港幣$20) 每份 12           

6)  學科加退選罰款 每季開課後第三至第五天辦理 每科 23           

每季開課後第二週辦理 每次 127         

補註冊非本季學科 每次 253         

7)  入學報名費 本港申請者 每次 458         

   (博士學課程) 每次 562         

外地申請者   每次   USD 78

   (博士學課程) 每次   USD 89

8)   新生性向測驗收費 眾課程 375         

或海外收費   USD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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繳費留意事項

        1. 每學季應繳之一切費用，必須在每學季開課後一個月內一次過繳交

        2. 學院響應環保，節約用紙，一切收費經財務室辦理均以電子收據為正式收據。

        3. 若因特殊原因於學季中前退學及退選科目，可獲退回一半之學膳宿費事 (不包括晚間兼讀學生) 。

       4. 若未能按照以下繳費方法處理繳費，會因資料不全而未能完成繳費覆核，本院只能視為「未繳款」處理。

       5. 暑期與密集課程，在指定限期後，退學則費用一概不發還。

本地繳費方法

        1. 現金及轉賬：請存入滙豐銀行 063-156582-001 建道神學院戶口。

(i) 務必保留入數紙/轉賬記錄。未能提供入數紙/轉賬記錄，本院將視為「未繳款」處理。

(ii) 於入數紙/轉賬記錄正面寫上姓名、“R”登記編號及繳付何種費用 ( 如：學季及學科編號 \ 琴室費...等)

(iii)  入數/轉賬後三天之內將入數紙/轉賬記錄交回財務室：

      a). 可放長洲校園財務室信箱#35；或

      b). 郵寄回香港長洲　長洲山頂道22號　建道神學院「財務室」收； 或

       c). 經學院網上報名系統進入「上載付款收據」遞交。請參閱學院網頁：以銀行轉賬繳付學費指引)

　　以「電郵遞交」或「未能提供」銀行入數紙/轉賬記錄，本院恕不接受，及被視為「未繳款」處理。

    若遺失入數紙/轉賬記錄，請盡快往銀行申請辦理「補領櫃員機交易證明書」。 

       2. 支票：抬頭請寫「建道神學院」或「Alliance Bible Seminary」。

(i) 恕不接受「期票」。

(ii) 支票背頁須寫上姓名、“R”登記編號及繳付何種費用 ( 如：學季及學科編號 \ 琴室費...等)

(iii) 須於開課後一個月內，或限期前三天將支票交回財務室。

海外繳費方法    (適用於 "網上科目" )

      1.  外幣支票 或 銀行滙票 (Demand Draft) ,  抬頭請寫「Alliance Bible Seminary」郵寄本院收。

      2.  電滙 ( Telegraphic ) 直接滙入本院戶口 * : -

建道神學院

Alliance Bible Seminary

004-063-156582-001

香港上海滙豐銀行有限公司

The Hongkong and Shanghai Banking Corporation Limited

HSBC HKH HHKH

香港皇后大道中一號

1 Queen's Road Central, Hong Kong.

* 須注意 : 電滙除滙上應付的費用外，滙款人必須繳付當地銀行手續費，及額外加上香港銀行手續費港幣65元。

若未能按照以上計算繳費，一律視為「未繳清」處理，同學需補上所欠之餘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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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行戶口號碼：

銀行名稱 - 中文：

銀行名稱 - 英文：

滙款代碼 / SWIFT CODE：

銀行總行地址 - 中文：

銀行總行地址 - 英文：

銀行戶口名稱 - 英文：

過期繳交者必須在該季應繳之總數附加 3%，但仍須在該學季結束前繳清。

 ( 最後繳費日期 - 秋季：2020年10月13日、冬季： 2021年1月27日、 春季：2021年4月29日)。

如欲申請蓋章收據，須自行列印收據前往財務室蓋印。

學季中後則必須繳交全費。所有密集課程在指定限期後退學，費用一概不發還。2020-2021學年各學季中

定義 : 秋季為2020年10月21日   冬季為 2021年2月3日   春季為2021年5月5日

      a). 支票可放長洲校園財務室信箱#35；或

      b). 郵寄回香港長洲長洲山頂道22號建道神學院「財務室」收。

銀行戶口名稱 - 中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