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華民國籍 非中華民國籍 中華民國籍 非中華民國籍
RM RM RM RM

學費~中華民國籍學生 3,500     -        3,500     -        

扣: 中華民國籍學生打折(第二個孩子扣10%, 第三扣20%. 第四扣30%)

扣: 臺灣教育部補助台籍學生學費每人台幣5千，可抵繳學費馬幣600。
      註:臺籍學生得以上學期臺灣教育部學費補助台幣5,000元抵繳馬幣600。

         學校有權在學生學費補助款不足或沒有時向家長徵收不足款項。

5,900      5,900      

雜費 1,850     1,850      1,850     1,850      

課輔費

其他收費

入學費 1. 舊生免繳 -         -          

(入學後即不退 2. 新生或轉學生繳 RM4,000 4,000       4,000        

 費) 3. 轉學就讀別校滿一學年後， 再回本校就讀之轉學生需繳 RM3,500

4. 持有台商會員卡者之子弟及員工子女減免RM3,000 

  ( 繳驗會員證: i.臺商證有效期內    ii. 員工得有公司證明    iii.直系親屬證明)

  (台商協會會籍號碼：　             單位:   附上會員證影印本）　　　　

家長會會費 校方代收家長會會費，一學期每位學生繳付 RM 60。 60                   60                     60                   60                     

(其中RM 10支援校外體育競賽活動)

總  金 額 (RM) 9,410          11,810         5,410          7,810           

中華民國籍 非中華民國籍 中華民國籍 非中華民國籍
RM RM RM RM

學費~中華民國籍學生 4,800     -        4,800     -        

扣: 中華民國籍學生打折(第二個孩子扣10%, 第三扣20%. 第四扣30%)

兄姐班級與姓名：                     

扣: 臺灣教育部補助台籍學生學費每人台幣5千，可抵繳學費馬幣600。
      註:臺籍學生得以上學期臺灣教育部學費補助台幣5,000元抵繳馬幣600。

         學校有權在學生學費補助款不足或沒有時向家長徵收不足款項。

7,200      7,200      

雜費 1,950     1,950      1,950     1,950      

課輔費

其他收費

入學費 1. 舊生免繳 -         -          

(入學後即不退 2. 新生或轉學生繳 RM4,000 4,000       4,000        

 費) 3. 轉學就讀別校滿一學年後， 再回本校就讀之轉學生需繳 RM3,500

4. 持有台商會員卡者之子弟及員工子女減免RM3,000 

  ( 繳驗會員證: i.臺商證有效期內    ii. 員工得有公司證明    iii.直系親屬證明)

  (台商協會會籍號碼：　             單位:   附上會員證影印本）　　　　

家長會會費 校方代收家長會會費，一學期每位學生繳付 RM 60。 60                   60                     60                   60                     

(其中RM 10支援校外體育競賽活動)

總  金 額 (RM) 10,810        13,210         6,810          9,210           

學雜費收費明細表(每學期)

     吉隆坡臺灣學校 Chinese Taipei School (KL)

 (舊生)

學費~非中華民國籍學生

國中部  (新生)

小學部  (新生)  (舊生)

學費~非中華民國籍學生



      社會組     社會組

中華民國籍 非中華民國籍 中華民國籍 非中華民國籍

RM RM RM RM

學費~中華民國籍學生 6,100     -        6,100     -        

扣: 中華民國籍學生打折(第二個孩子扣10%, 第三扣20%. 第四扣30%)

兄姐班級與姓名：                     

扣: 臺灣教育部補助台籍學生學費每人台幣5千，可抵繳學費馬幣600。
      註:臺籍學生得以上學期臺灣教育部學費補助台幣5,000元抵繳馬幣600。

         學校有權在學生學費補助款不足或沒有時向家長徵收不足款項。

8,500      8,500      

雜費 2,150     2,150      2,150     2,150      

課輔費

其他收費

入學費 1. 舊生免繳 -         -          

(入學後即不退 2. 新生或轉學生繳 RM4,000 4,000       4,000        

 費) 3. 轉學就讀別校滿一學年後， 再回本校就讀之轉學生需繳 RM3,500

4. 持有台商會員卡者之子弟及員工子女減免RM3,000 

  ( 繳驗會員證: i.臺商證有效期內    ii. 員工得有公司證明    iii.直系親屬證明)

  (台商協會會籍號碼：　             單位:   附上會員證影印本）　　　　

家長會會費 校方代收家長會會費，一學期每位學生繳付 RM 60。 60                   60                     60                   60                     

(其中RM 10支援校外體育競賽活動)

總  金 額 (RM) 12,310        14,710         8,310          10,710         

      自然組       自然組

中華民國籍 外籍 中華民國籍 外籍

RM RM RM RM

學費~中華民國籍學生 6,100     -        6,100     -        

扣: 中華民國籍學生打折(第二個孩子扣10%, 第三扣20%. 第四扣30%)

兄姐班級與姓名：                     

扣: 臺灣教育部補助中華民國籍學生學費每人台幣5千，可抵繳學費馬幣600。
      註:中華民國籍學生得以上學期臺灣教育部學費補助台幣5,000元抵繳馬幣600。

         學校有權在學生學費補助款不足或沒有時向家長徵收不足款項。

8,500      8,500      

雜費 2,650     2,650      2,650     2,650      

課輔費

其他收費

入學費 1. 舊生免繳 -         -          

(入學後即不退 2. 新生或轉學生繳 RM4,000 4,000       4,000        

 費) 3. 轉學就讀別校滿一學年後， 再回本校就讀之轉學生需繳 RM3,500

4. 持有台商會員卡者之子弟及員工子女減免RM3,000 

  ( 繳驗會員證: i.臺商證有效期內    ii. 員工得有公司證明    iii.直系親屬證明)

  (台商協會會籍號碼：　             單位:   附上會員證影印本）　　　　

   (如未取得台商會員證明者請先繳全額，待取得證明後才退費。)

家長會會費 校方代收家長會會費，一學期每位學生繳付 RM 60。 60                   60                     60                   60                     

(其中RM 10支援校外體育競賽活動)

總  金 額 (RM) 12,810        15,210         8,810          11,210         

 (舊生)

學費~非中華民國籍學生

高中部  (新生)  (舊生)

學費~非中華民國籍學生

高中部  (新生)



存款日期/時間:_________ 現金/銀行及支票號碼：____________  總金額 : RM ___________ 總金額 : RM ___________

附註 :

1. 有兄弟姐妹者，請勿合繳註冊費，應分別於各班繳交。

2. 以支票支付者，抬頭請寫 CHINESE TAIPEI SCHOOL(KUALA LUMPUR)。

3. 為縮短註冊時間，請家長於註冊日前一週到銀行繳費。繳費憑據(請註明學生姓名及班級)請務必於註冊日再繳交導師/會計以換取繳費收據。

   學校銀行帳號:聯昌銀行, CIMB Bank Berhad A/C No.8009390906              

4. 此表所指之非中華民國籍學生，皆以註冊報名表之學生資料為準。

5. 教育部補助中華民國籍籍學生:

  (1)每學年補助中華民國籍學生意外保險費用台幣80元整。此補助款用以抵銷學生團體意外保險費每人每學年馬幣30元整。

  (2)臺灣教育部補助中華民國籍學生學費每人台幣5千，可抵繳學費。

6. 入學訂金繳交後概不退還。

  注意: 基於繳費安全考量，繳交學雜費時不建議以現金支付。謝謝！

經辦人：_________________  收據號碼: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

修定日期 28.06.2018

註:中華民國籍學生得以上學期臺灣教育部學費補助台幣5,000元抵繳。學校有權在學生學費補助款不足或沒有時向家長徵收不足款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