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委员会政策S-10学校费用一览表 2022-2023
高中 - UHSAA活动
一般信息

1.每年允许向学生收取的最高金额为$3,000.00。
2.列出的所有费用是就每门课程或学校主办的每项活动向每位学生收取的最高金额。实际收费可能更低。

3.详细信息，请与学校管理人员联系。

5.活动或计划之外。

定义

高中 - UHSAA活动 -- 除非另行明确，否则以下费用均可免除

项目费用 自付 筹款*

棒球

参加费用（比赛服、练习/热身服） $50.00 $50.00 $0.00
附加费用（教学运动器材、入场费、健身器材租金、饮料站） $110.00 $0.00 $110.00
实物（合同服务） $25.00 $0.00 $25.00
Spirit套装（团队装备） $200.00 $0.00 $200.00
训练营/诊所/锦标赛（训练营装备、合同服务） $250.00 $0.00 $250.00
旅行（交通、住宿、膳食） $900.00 $305.00 $595.00
团队宴会（膳食） $20.00 $0.00 $20.00
                    总费用 $1,555.00
篮球 - 男生组  

参加费用（比赛服、练习/热身服） $50.00 $50.00 $0.00
附加费用（教学运动器材、入场费、健身器材租金、饮料站、比赛视频(HUDL)） $100.00 $100.00 $0.00
实物（合同服务） $25.00 $25.00 $0.00
Spirit套装（团队装备） $200.00 $100.00 $100.00
训练营/诊所/锦标赛（训练营装备、合同服务） $250.00 $100.00 $150.00
旅行（交通、住宿、膳食） $900.00 $98.00 $802.00
团队宴会（膳食） $20.00 $20.00 $0.00
                    总费用 $1,545.00
篮球 - 女生组  

参加费用（比赛服、练习/热身服） $50.00 $50.00 $0.00
附加费用（教学运动器材、入场费、健身器材租金、饮料站、比赛视频(HUDL)） $100.00 $100.00 $0.00
实物（合同服务） $25.00 $25.00 $0.00
Spirit套装（团队装备） $200.00 $110.00 $90.00
训练营/诊所/锦标赛（训练营装备、合同服务） $250.00 $0.00 $250.00
旅行（交通、住宿、膳食） $900.00 $900.00 $0.00
团队宴会（膳食） $20.00 $20.00 $0.00
                    总费用 $1,545.00
拉拉队  

参加费用（赛事费、全国联赛会费、裁判费） $60.00 $60.00 $0.00
实物（合同服务） $25.00 $25.00 $0.00
训练营/诊所/锦标赛（训练营装备、合同服务） $250.00 $250.00 $0.00
制服（选定的表演服装） $800.00 $0.00 $800.00
旅行（交通、住宿、膳食） $900.00 $600.00 $300.00
团队宴会（膳食） $20.00 $20.00 $0.00
                    总费用 $2,055.00
越野赛  

参加费用（比赛服、练习/热身服） $50.00 $50.00 $0.00
附加费用（教学运动器材、入场费、健身器材租金、饮料站） $90.00 $0.00 $90.00
实物（合同服务） $25.00 $25.00 $0.00
Spirit套装（团队装备） $200.00 $200.00 $0.00
训练营/诊所/锦标赛（训练营装备、合同服务） $250.00 $0.00 $250.00
旅行（交通、住宿、膳食） $900.00 $840.00 $60.00
团队宴会（膳食） $20.00 $20.00 $0.00
                    总费用 $1,535.00
训练  

参加费用（练习/热身服） $50.00 $50.00 $0.00
附加费用（教学运动器材、比赛服、健身器材租金） $600.00 $300.00 $300.00
实物（合同服务） $25.00 $25.00 $0.00
制服（选定的表演服装） $800.00 $800.00 $0.00
Spirit套装（团队装备） $200.00 $200.00 $0.00
训练营/诊所/锦标赛（训练营装备、合同服务） $250.00 $250.00 $0.00
旅行（交通、住宿、膳食） $900.00 $650.00 $250.00
团队宴会（膳食） $20.00 $20.00 $0.00
                    总费用 $2,845.00

资金来源

3.学生参加课程、计划或活动所支付的任何款项均计入费用，并受费用减免要求约束。有关费用减免和其他方面的 

4.所有学生均有责任赔偿其对学校财产造成的任何损失、破坏或损坏。损失、破坏或损坏不受减免要求约束。 
5.小学和中学都允许捐赠，但所有此类请求均为自愿。不得因学生未捐款而将其排除在 

6.学区不允许学生个人筹款。学生可能会被要求参加集体筹款。 

支出计划：对学区如何使用所收取的费用（包括筹款款项）的说明。支出计划将在每个部分的开头或费用名称/类型之后的括号中注明。 

*筹款活动因学校而异。无法保证通过筹款筹集的金额，这可能会导致更高的自付费用。

2022年2月10日修订



高中 - UHSAA活动（续）

项目费用 自付 筹款*

橄榄球  
参加费用（比赛服、练习/热身服） $50.00 $50.00 $0.00
附加费用（教学运动器材、入场费、健身器材租金、饮料站、比赛视频(HUDL)） $100.00 $100.00 $0.00
实物（合同服务） $25.00 $25.00 $0.00
Spirit套装（团队装备） $200.00 $0.00 $200.00
头盔安全（翻新、认证） $55.00 $0.00 $55.00
训练营/诊所/锦标赛（训练营装备、合同服务） $250.00 $0.00 $250.00
赛前活动（分流、团建活动、膳食） $96.00 $96.00 $0.00
旅行（交通、住宿、膳食） $900.00 $700.00 $200.00
团队宴会（膳食） $20.00 $20.00 $0.00
                    总费用 $1,696.00
辩论  

参加费用（部分资助比赛服、练习/热身服） $60.00 $60.00 $0.00
训练营/诊所/锦标赛（训练营装备、合同服务） $250.00 $250.00 $0.00
旅行（交通、住宿、膳食） $900.00 $600.00 $300.00
团队宴会（膳食） $20.00 $20.00 $0.00
                    总费用 $1,230.00
高尔夫  

参加费用（比赛服、练习/热身服） $50.00 $50.00 $0.00
附加费用（教学运动器材、健身器材租金、饮料站、场地费、高尔夫球袋） $120.00 $0.00 $120.00
实物（合同服务） $25.00 $25.00 $0.00
Spirit套装（团队装备） $200.00 $200.00 $0.00
训练营/诊所/锦标赛（训练营装备、合同服务） $250.00 $0.00 $250.00
旅行（交通、住宿、膳食） $900.00 $900.00 $0.00
团队宴会（膳食） $20.00 $15.00 $5.00
                    总费用 $1,565.00
长曲棍球 - 男生组  

参加费用（比赛服、练习/热身服） $50.00 $50.00 $0.00
附加费用（教学运动器材、入场费、健身器材租金、饮料站、比赛视频(HUDL)） $100.00 $100.00 $0.00
实物（合同服务） $25.00 $25.00 $0.00
Spirit套装（团队装备） $200.00 $200.00 $0.00
头盔安全（翻新） $50.00 $0.00 $50.00
训练营/诊所/锦标赛（训练营装备、合同服务） $250.00 $250.00 $0.00
旅行（交通、住宿、膳食） $900.00 $425.00 $475.00
团队宴会（膳食） $20.00 $20.00 $0.00
                    总费用 $1,595.00
长曲棍球 - 女生组  

参加费用（比赛服、练习/热身服） $50.00 $50.00 $0.00
附加费用（教学运动器材、入场费、健身器材租金、饮料站、比赛视频(HUDL)） $100.00 $100.00 $0.00
实物（合同服务） $25.00 $0.00 $25.00
Spirit套装（团队装备） $200.00 $0.00 $200.00
训练营/诊所/锦标赛（训练营装备、合同服务） $250.00 $0.00 $250.00
旅行（交通、住宿、膳食） $900.00 $425.00 $475.00
团队宴会（膳食） $20.00 $20.00 $0.00
                    总费用 $1,545.00
足球 - 男生组  

参加费用（比赛服、练习/热身服） $50.00 $50.00 $0.00
附加费用（教学运动器材、入场费、健身器材租金、饮料站） $100.00 $0.00 $100.00
实物（合同服务） $25.00 $0.00 $25.00
Spirit套装（团队装备） $200.00 $200.00 $0.00
训练营/诊所/锦标赛（训练营装备、合同服务） $250.00 $80.00 $170.00
旅行（交通、住宿、膳食） $900.00 $900.00 $0.00
团队宴会（膳食） $20.00 $20.00 $0.00
                    总费用 $1,545.00
足球 - 女生组  

参加费用（比赛服、练习/热身服） $50.00 $50.00 $0.00
附加费用（教学运动器材、入场费、健身器材租金、饮料站） $100.00 $100.00 $0.00
实物（合同服务） $25.00 $25.00 $0.00
Spirit套装（团队装备） $200.00 $0.00 $200.00
训练营/诊所/锦标赛（训练营装备、合同服务） $250.00 $0.00 $250.00
旅行（交通、住宿、膳食） $900.00 $590.00 $310.00
团队宴会（膳食） $20.00 $20.00 $0.00
                    总费用 $1,545.00
垒球  

参加费用（比赛服、练习/热身服） $50.00 $50.00 $0.00
附加费用（教学运动器材、入场费、健身器材租金、饮料站） $110.00 $110.00 $0.00
实物（合同服务） $25.00 $0.00 $25.00
Spirit套装（团队装备） $200.00 $100.00 $100.00
训练营/诊所/锦标赛（训练营装备、合同服务） $250.00 $100.00 $150.00
旅行（交通、住宿、膳食） $900.00 $605.00 $295.00
团队宴会（膳食） $20.00 $0.00 $20.00
                    总费用 $1,555.00

资金来源

2022年2月10日修订



高中 - UHSAA活动（续）

项目费用 自付 筹款*

游泳  
参加费用（比赛服、练习/热身服） $50.00 $50.00 $0.00
附加费用（教学运动器材、入场费、健身器材租金、饮料站） $100.00 $100.00 $0.00
实物（合同服务） $25.00 $25.00 $0.00
Spirit套装（团队装备） $200.00 $200.00 $0.00
训练营/诊所/锦标赛（训练营装备、合同服务） $250.00 $250.00 $0.00
旅行（交通、住宿、膳食） $900.00 $664.00 $215.00
团队宴会（膳食） $20.00 $20.00 $0.00
                    总费用 $1,495.00
网球  

参加费用（比赛服、练习/热身服） $50.00 $50.00 $0.00
附加费用（教学运动器材、入场费、健身器材租金、饮料站） $170.00 $170.00 $0.00
实物（合同服务） $25.00 $25.00 $0.00
Spirit套装（团队装备） $200.00 $200.00 $0.00
训练营/诊所/锦标赛（训练营装备、合同服务） $250.00 $0.00 $250.00
旅行（交通、住宿、膳食） $900.00 $575.00 $325.00
团队宴会（膳食） $20.00 $20.00 $0.00
                    总费用 $1,615.00
田径  

参加费用（比赛服、练习/热身服） $50.00 $50.00 $0.00
附加费用（教学运动器材、入场费、健身器材租金、饮料站） $75.00 $25.00 $50.00
实物（合同服务） $25.00 $25.00 $0.00
Spirit套装（团队装备） $200.00 $200.00 $0.00
训练营/诊所/锦标赛（训练营装备、合同服务） $250.00 $250.00 $0.00
旅行（交通、住宿、膳食） $900.00 $900.00 $0.00
团队宴会（膳食） $20.00 $20.00 $0.00
                    总费用 $1,520.00
排球  

参加费用（比赛服、练习/热身服） $50.00 $50.00 $0.00
附加费用（教学运动器材、入场费、健身器材租金、饮料站） $90.00 $90.00 $0.00
实物（合同服务） $25.00 $25.00 $0.00
Spirit套装（团队装备） $200.00 $0.00 $200.00
训练营/诊所/锦标赛（训练营装备、合同服务） $250.00 $0.00 $250.00
旅行（交通、住宿、膳食） $900.00 $450.00 $450.00
团队宴会（膳食） $20.00 $20.00 $0.00
                    总费用 $1,535.00
摔跤  

参加费用（比赛服、练习/热身服） $50.00 $50.00 $0.00
附加费用（教学运动器材、入场费、健身器材租金、饮料站） $90.00 $90.00 $0.00
实物（合同服务） $25.00 $25.00 $0.00
Spirit套装（团队装备） $200.00 $0.00 $200.00
训练营/诊所/锦标赛（训练营装备、合同服务） $250.00 $0.00 $250.00
旅行（交通、住宿、膳食） $900.00 $470.00 $430.00
团队宴会（膳食） $20.00 $20.00 $0.00
                    总费用 $1,535.00 LEGAL NORTON School Fees 2022-2023 CHINESE 2022-8-8

资金来源

2022年2月10日修订


	UHSA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