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為大學花費作預算 

子女要上大學？ 

要花費幾多錢呢？ 

攻讀大學是寶貴的投資，學生們早早計劃好如何償付各種生活和學習開支，未雨綢

繆至關重要。學生要作預算和積蓄，事關大學生活不同階段會有不同開支。 

多數學生都知道要繳付學費，但就不甚瞭解各種貸款和其他開支，如服務費、書

籍、學習用品。 

以下章節有按鍵即出的菜單，内容能幫助你的子女針對大學的各種費用來籌劃權宜

之計。 

 

+ 聯邦助學學位(CSPs)簡釋 

澳洲國内多數本科生的學費都得到聯邦政府的部分補貼，他們入讀的學位屬聯邦助

學學位 (CSP) (簡稱「助學位」). 補貼后的學費餘額由學生自付，稱爲「學生自資」

部分。 

「學生自資」金額多少視課程(單科)而異，數目每年有變動。申讀「助學位」要求

申讀人必須是： 

 澳洲或新西蘭的公民或永久居民，或者 

 持有澳洲永久人道簽證。 

取得「助學位」的學生可以提前繳付「學生自資」全額，亦可以在符合條件下向

「高教自資-高教貸款計劃」(HECS-HELP)貸款,幫助償還自資部分的學費。學生一旦

工作，薪金達到強制還款低限時，就通過稅收系統償還貸款。 

http://www.deakin.edu.au/study-at-deakin/fees/course-fees-for-domestic-students
http://www.deakin.edu.au/study-at-deakin/fees/course-fees-for-domestic-students
http://www.deakin.edu.au/study-at-deakin/fees/fee-payment-assistance


2014年「學生自資」價位及金額幅度 

政府把不同範疇的學科分類，歸入幾個價位，以全日上課的學時為基礎(通常為每

年八個學科)，規定學費的最低和最高限度。該歸類分法全國統一，所有大學和院

校均用同一公式和系統計算學費。 

以下表格簡單列出不同範疇學科的學費。 

「學生自資」價位 
2014年「學生自資」金額幅度 

(每EFTSL算*) 

1級價位 – 人文科、行爲科學、社會學、臨床心

理、外國語言、視藝及演藝 

0至6,044澳元  

2級價位 – 數學、統計、機算、建造環境、其他

保健、專職醫療、理科、工程、測量、農科 

0至8,613澳元  

3級價位 – 牙科、醫科、獸醫、法律、會計、行

政(包括公關)、經濟、商學 

0至10,085澳元 

*EFTSL 全稱為「相當於全日上課學時」。學生一學期内報讀總學分三分或以上即被視爲全日制學生。多

數科目值一學分。 

 

+ 「高教自資-高教貸款計劃」(HECS-HELP)簡釋 

「高教自資-高教貸款計劃」(簡稱「高教貸」)是聯邦政府提供的貸款計劃。學生無

需一次過償還全額貸款，每學期開學他們會收到一張「學生自資」發票。 

如果學生是澳洲公民或澳洲永久人道簽證持有者，他們可以： 

 申用「高教貸」來支付「學生自資」的全額 (即過往的押后HECS)，或者 

 提前償還「學生自資」全額  

http://www.deakin.edu.au/study-at-deakin/fees/paying-your-course-fees
http://www.deakin.edu.au/study-at-deakin/fees/fee-payment-assistance


如果學生申用了「高教貸」，聯邦政府就先代替學生把所欠學費直接還給迪肯大

學，並在澳洲稅局記錄該學生欠有「高教貸」。一旦該學生的收入超過強制還款的

低限時，即使仍然在學，都一定要通過稅收系統開始還款。 

新西蘭公民和永久簽證持有者 

新西蘭公民和永久簽證持有者(非亞類人道簽證)無條件申用「高教貸」，必須提前

付清「學生自資」全額。 

強制還款低限額 

強制還款的低限額每年都有調整。2013-2014 財政年度的低限額是51,309澳元。薪

金收入的百分之四要用於還款，收入越高，還款百分比亦隨之而增。 

關於「助學位」和申請「高教貸」的更多資料可以在申讀迪肯大學過程中得到，也

可以瀏覽繳付學費資助網。 

 

+ 學生服務費 

大部分高等院校都會征收雜費來補助校園服務，效勞學生，例如有事業與尋工服

務、學習技巧部、財政咨詢、運動設備等。 

在迪肯大學，該雜費被稱為學生服務及設施費(SSAF)(簡稱「服務費」)，學生可以

提前繳付，亦可以貸款，類似「高教貸」。「服務費」金額大小視乎報讀學時(全

日或半日)、在校上課抑或不在校上課。2013年度每一學期的服務費金額是44至91

澳元不等。 

 

+ 迪肯大學學生會(DUSA)(學生會)會籍 

迪肯學生會(DUSA)(學生會)是學生聯盟，為迪肯大學學生言其心聲，通過服務、倡

導及支援。 

http://www.deakin.edu.au/study-at-deakin/fees/fee-payment-assistance
http://www.deakin.edu.au/study-at-deakin/fees/student-services-and-amenities-fee
http://dusa.org.au/


學生會由學生治理，學生代表在迪肯校董會和各管理委員會均佔一席之位，為增進

同學福利及讀書環境而左右決定。學生會及各校園俱樂部、社交團體為廣大學生造

就機會，認識志同道合的朋友，參與迪肯社區活動。  

迪肯學生會全年為學生統籌社交活動，支援學生俱樂部。大學經驗和參與大學社交

活動非但能促進學位攻讀，更能保證在日後有美好的回憶。 

學生會會籍年費視乎會籍等級而定，從15至50澳元不等。 

 

+ 住宿 

如果學生離家上學，在外面的住宿費用將是一筆可觀的開支。 

迪肯大學供有多款住宿選擇，形式多種，價錢不一。學生可以選住校内宿舍或租住

校園附近民屋。本校的校外房屋服務可以幫助學生尋找各校園附近的合適住地。 

 

+ 校園内學生宿舍 

入住迪肯大學學生宿舍能豐富多方面經驗，接受扶持，如熟習環境、同學互助、舊

生輔導新生、領導職位、社交活動、運動等，既方便生活又有利學習。 

以下校園均設有校内宿舍： 

 墨爾本伯活校園(Burwood) 

 智朗旺旁氏校園(Geelong Waurn Ponds)  

 窩南布校園 (Warrnambool). 

墨爾本伯活校園(Burwood) 

迪肯大學的伯活(Burwood)校園宿舍有兩處風格各異的宿舍區。 

http://www.deakin.edu.au/studentlife/residences/live/melbourne.php


「同學村」(The Student Village)提供單人臥室，設有公共休息廰、廚房(備有基本

煮食用具)、洗澡間及洗衣設備。 

在新的公寓式住宿大樓，學生可以選住小型單人房，設有獨立衛生間和帶廚具的小

型廚房。也可以選住多人宿舍，有五人或六人睡房，公共休息廰、廚房、飯廳及洗

衣設備。 

伯活校園不設餐飲服務，學生必須自備三餐。這兩處學生宿舍2014年的收費在

9,694至11,745澳元之間，含： 

 住宿(兩學期) 

 各式設備 

 活動費 

 物業維修征款 

 房間内財物保險 

 電訊(含Wi-Fi)。 

智朗旺旁氏校園(Geelong Waurn Ponds) 

智朗旺旁氏校園宿舍設有單人睡房，公共休息廰、廚房、衛生間及洗衣設備。每週

一至四在餐廳供有晚膳。 

該宿舍2014年的費用將是10,191澳元，含： 

 住宿(兩學期) 

 膳食(每週四餐) 

 各式設備 

 活動費 

 物業維修征款 

 房間内財物保險 

 電訊(含Wi-Fi)。 

http://www.deakin.edu.au/studentlife/residences/live/geelong/campus.php


另外有十處宿舍小區供醫科學生專用，可入住30人。每小區有獨立單元，環境優

雅，設備精良。 

2014年將新增有單人獨戶宿舍，每戶内設臥/息空間、小型廚房及衛生間。新宿舍

每兩學期費用為9,360至10,080澳元。 

窩南布校園(Warrnambool) 

窩南布校園宿舍每一棟有帶傢具的臥室，所有宿舍樓均設公共休息廰、廚房、衛生

間及洗衣設備。餐廳每週三日提供晚膳。 

2014年將有建築師設計的嶄新宿舍投入使用。 

窩南布宿舍2014的收費是，舊宿舍8,457澳元，新宿舍9,360至10,080澳元不等。收

費含： 

 住宿(兩學期) 

 膳食套餐(每週三頓) 

 各式設備 

 活動費 

 物業維修征款 

 室内財物保險 

 電訊(含Wi-Fi) 

 

+ 校外住宿 

相比各式學生住宿形式，合夥孖租最便宜、最普通、最易安排。 

合夥孖租的房子内，同學有各自的臥室，多數與其他房客共用廚房、衛生間和起居

空間。每週的租金或會包含幾項燈油火腊之類的開支，房間通常都帶傢具。學生在

承諾出資金額之前需謹慎，務必向業主或代理打聽核實。 

http://www.deakin.edu.au/studentlife/residences/live/warrnambool.php


合夥孖租每週每人租金約數 

墨爾本 150至170澳元 

智朗(Geelong) 150至170澳元 

窩南布(Warrnambool) 120至140澳元 

所有金額均為約數，具體數目要視乎地點、房屋類別、合夥人數。 

迪肯大學房屋服務 

本校的校外房屋服務能幫助學生尋找出租公寓、有同學孖租的房屋、寄住家庭、社

區留宿所等。 

各大校園均有房屋辦事員，隨時協助。他們搜索房屋數據庫，物色相宜房屋，預約

睇屋，協助填寫租賃申請表格，輔助學生讀明白租客權利與義務。 

租金多少不一，有幾方面因素： 

 校園位置 – 墨爾本的租金一般比智朗或窩南布的高， 

 單獨租或孖租 – 孖租相對便宜， 

 房屋類別 – 視乎其大小、屋齡、樓宇質量。 

學生亦須把其他開支考慮在内，如往返校園的交通、燈油火腊、傢具等等。 

 

+ 日常生活費用 

因學生經濟條件不一而異，視乎個人的經濟背景、生活習慣、持續收入。 

除日常生活開支外，學生亦須考慮其他預算，如電話、水費電費、膳食、社交活

動。 

http://www.deakin.edu.au/campus-life/services-and-facilities/accommodation/off-campus-housing-service


每次新組一處住所都須安家費，要購置傢具、茶杯碗碟、刀叉匙筷、床上用品、毛

巾、小件電器等等。安家費金額大小視乎在哪裏安家、從父母家裏能帶些什麽用品

過來等。如果住校内宿舍，宿舍租金會包含部分安家費用。 

 

+ 交通 

公共交通 

迪肯大學各大校園都有公共交通抵達。全日學生可以申用優惠咭。 

交通費多少視乎地點與路程。經常搭車的學生可花250至500澳元左右購買學生年

票或車票。 

智朗(Geelong)和窩南布(Warrnambool)的内地交通比墨爾本市内交通相對便宜。

「維多利亞公共交通」有更詳細資料。  

駕駛私家車往返校園 

自行駕駛往返校園的學生須考慮多項相關費用，如車輛登記費、汽油、維修及泊

車。2013年校園内泊車年費是250澳元。 

拼車既可省錢，又可結識新朋友。墨爾本和伯活(Burwood)校園均有拼車系統，讓

學生得以與同學共享時光，分擔費用。  

往返迪肯校園有多款交通模式，如駕駛、用腳踏車、步行、乘搭市區公交車輛，使

用迪肯交通消費表能比較各模式的費用。 

 

+ 書簿費 

書簿費類別衆多，學生要精打細算。書簿費金額視乎報讀科目和在讀年級而異。 

http://ptv.vic.gov.au/
http://www.deakin.edu.au/travelsmart/carpooling-intro.php
http://www.deakin.edu.au/facilities-services/services/spendometer/


電腦和技材 

入讀大學伊始，第一樣要買的是電腦和相關的技術器材。 

迪肯大學在綫上環境運作，所有學生必須有電腦使用，要隨時能上網。各校園均有

衆多電腦室，座位充足。伯活(Burwood)校園圖書館有手提電腦出租，每次兩小

時。各校園圖書館有「傾讀」(Kindle)電子書閲讀器出借，每次借期14日。 

如果寧願自購一部電腦，你可以通過本校或校外機構買等各色選擇買到重裝器材。

迪肯大學學生有資格享受「聯想」和「苹果」出品的優惠價，及「微軟」辦公軟

件、「澳洲電訊」(Telstra)寬頻網絡。 

書籍、文具、打印及影印 

學生要購買筆墨、記事簿等文具。大多數科目都有指定教科書或推薦教科書，雖然

越來越多課程資料是網頁版，上網即得。建議學生只購買課程導師指定的必用教科

書，其餘書本可以向圖書館借，或與同學合用。 

學生應該每學年儲備約700澳元用於教科書和各種資料，亦須預備每週數元用於影

印或打印資料。 

 

+ 各科目特別費用案例 

藝術及教育學院課程 

 個別專科或主修系列(如媒體與傳訊、視覺傳訊設計、攝影、電影與數碼

媒體)可能要求學生能有攝影機用。圖書館或學院辦公室均有攝影機出

借。 

 創作藝術(戲劇)學生須配置合適的舞衣或/兼鞋。 

 創作藝術(視藝)學生須購置藝術配件、材料，用於完成考試作品。 

http://www.deakin.edu.au/its/it-offers.php


商學及法律學院課程 

 本院學生除指定教科書和文具外，沒有特別開支。 

衛健學院課程 

 護理及助產科學生首年開課時須購置實習制服、姓名胸章，約180澳元。

這些會用到課程結束爲止。學生還須購買一套199澳元的臨床實習用品，

這些用品會用至課程結束，之後還可用於工作崗位中。 

 作業治療科學生首年開學時須購買一件馬球恤，約35澳元。三年班及四年

班學生實習要增購額外材料，約60澳元。 

 本學院的個別學生還須每年準備一份警察審查証(約34澳元)。如果被派上

臨床工作，則須接受免疫接種。 

 個別課程的實習地點可能會令學生要計劃預算食宿、交通、泊車或合適衫

褲。 

理工及建造環境學院課程 

 理科學生首年開課時須購買實驗室工作袍和安全眼鏡，約需60澳元，可用

至課程結束爲止。 

 工科學生首年須繳交按金70澳元，得以使用一套實驗室用具。畢業年要製

作項目時按金額為200澳元。 

 建築及建造環境係的學生在首年須配置繪圖板、一套繪圖用具，約需400

澳元，另每學年至少需200澳元用於各種材料。 

 

+ 迪肯咭 

本校每位學生都會收到一張迪肯咭，作爲本人的學生證、圖書証、打印咭。個別例

子中，迪肯咭還可用作出入教課地點、實驗室、借用器械。 



學生亦可以用貨幣將迪肯咭充值，在校内用於影印、打印、購買書籍、文具、食

物、使用運動設施、自動售貨箱等。迪肯咭大大有助於監控預算，家長和監護人可

以代償充值，幫補學習費用支出。 

 

+ 經濟支援的幾種來源 

學生在入讀迪肯大學之前和在讀期間都可以通過幾種途徑取得一定收入和經濟支

援。 

入讀半日制課程或校外學習課程的學生通常有更多時間專注于有薪酬的工作，同時

可以減低交通費用。反代之，停學就業，賺點積蓄亦不失爲良策。形式有二，一曰

"緩學"，即被錄取后緩期入學；一曰"中期休學"，即學習中途暫息一段時間再續。 

做工與讀書 

大部分學生讀書期間都持有工作，有些是臨時工作，有些是與學位相關的工作。邊

讀書邊工作得益良多，既可以減輕做學生的經濟壓力，增遇事業良機，提高自信，

又有助學生取得寶貴的推薦信和工作經驗。 

學生可以通過人脈找到工作，又可以繼續中學時就做起的工作。迪肯大學的「尋工

店」(JobShop)很值得上訪一趟，那是「事業與就業」部門之一，能發掘到校内外

的半職或臨時工作機會。 

獎學金 

爲數多項的獎學金有出自迪肯大學的，亦有出自校外機構的。一部分是入讀本校時

頒發的，一部分是在學期中間頒發的，在校不同階段還可以申用多種經濟支援。 

http://www.deakin.edu.au/students/jobs-career
http://www.deakin.edu.au/students/jobs-career
http://www.deakin.edu.au/study-at-deakin/scholarships-and-awards


經濟協助 

迪肯大學學生辦事處提供各種指導和信息，包括學生貸款、政府助學補貼、預算及

與學生財政諸多相關的事宜。本校向學生提供免息學生貸款，條件是貸款只用於學

習相關開支、陷入經濟困境而學習進度仍跟得上的同學。 

「精打細算」(MoneySmart)網有一個面面俱到的財政預算工具，用戶得以跟蹤所

有收入來源，監察自己的收入都花在什麽費用上了。 

 

+ 迪肯大學學生預算案例 

以下有多個學生預算案例，内容各異，因課程不同、校園、生活條件不一。案例只

是指南，協助同學根據各自大學洗費作預算計劃之用。 

案例不代表詳盡所有可能的開支，亦不盡完全反映學生的個人要求和處境。 

所有金額均為約數，以12個月生活費計算，實際支出與案例金額的會有出入。 

一年班護理科同學，住墨爾本伯活(Burwood)校園，與同學孖租公寓，使用

公共交通。 

課堂開支  

學生服務費(兩學期) 182澳元 

上網 0澳元 

課程材料/書籍/課本 700澳元 

課程相關用品/制服 400澳元 

「高教貸」(HECS-HELP) 押后償還 

家居開支  

租金/寄宿費 0澳元 

住校費(兩學期套餐价) 11,745澳元 

http://www.deakin.edu.au/students/enrolment-fees-money/student-financial-support/managing-expenses
https://www.moneysmart.gov.au/tools-and-resources/calculators-and-tools/budget-planner
http://www.deakin.edu.au/students/enrolment-fees-money/student-financial-support/managing-expenses


家用/食物/雜物 5,200澳元 

電 0澳元 

煤氣 0澳元 

用水 0澳元 

電話/移動電話 840澳元 

傢具(只計當年) 0澳元 

安家費 0澳元 

個人開支  

外賣 2,555澳元 

醫療/睇牙/眼鏡 500澳元 

個人洗費(衫褲鞋襪) 1,200澳元 

娛樂/運動/會籍 1,040澳元 

交通費  

汽油/泊車 0澳元 

公共交通(車資/優惠咭) 500澳元 

額外車輛開支(如維修/保險) 0澳元 

  

開支總額 24,862澳元 

平均每月開支額 2,071澳元 

 

一年班理科同學，住墨爾本父母家，駕車人士。 

課堂開支  

學生服務費(兩學期) 182澳元 

上網 0澳元 

課程材料/書籍/課本 700澳元 

課程相關用品/制服 60澳元 



「高教貸」(HECS-HELP)  押后償還 

家居開支  

租金/寄宿費 0澳元 

住校費 0澳元 

家用/食物/雜物 0澳元 

電 0澳元 

煤氣 0澳元 

用水 0澳元 

電話/移動電話 840澳元 

傢具(只計當年) 0澳元 

安家費 0澳元 

個人開支  

外賣 2,555澳元 

醫療/睇牙/眼鏡 500澳元 

個人開支(衫褲鞋襪) 1,200澳元 

娛樂/運動/會籍 1,040澳元 

交通費  

汽油/泊車 2,600澳元 

公共交通(車資/優惠咭) 0 澳元 

額外車輛開支(如維修/保險) 1,700澳元 

  

開支總額 11,377澳元  

平均每月開支 948澳元 

 

一年班商科同學，住窩南布(Warrnambool)，與同學孖租，駕車人士 

課堂開支  



學生服務費(兩學期) 182澳元 

上網 250澳元 

課程材料/書籍/課本 700澳元 

課程相關用品/制服 0澳元 

「高教貸」(HECS-HELP) 押后償還 

家居開支  

租金/寄宿費 7,280澳元 

住校費 0澳元 

家用/食物/雜物 5,200澳元 

電 500澳元 

煤氣 500澳元 

用水 250澳元 

電話/移動電話 840澳元 

傢具(只計當年) 500澳元 

安家費 450澳元 

個人開支  

外賣 2,555澳元 

醫療/睇牙/眼鏡 500澳元 

個人洗費(衫褲鞋襪) 1,200澳元 

娛樂/運動/會籍 1,040澳元 

交通費  

汽油/泊車 2,060澳元 

公共交通(車資/優惠咭) 0澳元 

額外車輛開支(如維修/保險) 1,700澳元 

  

開支總額 25,707澳元 

平均每月開支額 2,142澳元 



 

一年班視藝科同學，住智朗旺旁氏(Geelong Waurn Ponds)校園宿舍，使用公

共交通 

課堂開支  

學生服務費(兩學期) 182澳元 

上網 0澳元 

課程材料/書籍/課本 700澳元 

課程相關用品/制服 浮動，至少備

500澳元 

「高教貸」(HECS-HELP) 押后償還 

家居開支  

租金/寄宿費 0澳元 

住校費(兩學期套餐价) 10,191澳元 

家用/食物/雜物 1,485澳元 

電 0澳元 

煤氣 0澳元 

用水 0澳元 

電話/移動電話 840澳元 

傢具(只計當年) 0澳元 

安家費 0澳元 

個人開支  

外賣 2,555澳元 

醫保/睇牙/眼鏡 500澳元 

個人洗費(衫褲鞋襪) 1,200澳元 

娛樂/運動/會籍 1,040澳元 

交通費  

汽油/泊車 0澳元 



公共交通(車資/優惠咭) 385澳元 

額外車輛開支(如維修/保險) 0澳元 

  

開支總額 19,578澳元 

平均每月開支額 1,631澳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