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委员会政策S-10学校费用一览表 2022-2023
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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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费用   
     活动（消耗品、食物、T恤、供应商） $30.00
     活动准备（耗材） $5.00
     帽子和长袍 - 毕业（租用物品、毕业礼服的费用） $75.00
     音乐会/表演/体育活动（入场费） $5.00
     俱乐部会费 - 与课程有关（消耗品、活动、供应商费用） $20.00
     补修学分（耗材） $20.00
     舞蹈 - 正式（装饰、食物、供应商费用） $15.00
     舞蹈 - 顿足爵士舞（装饰、食物、供应商费用） $5.00
     驾驶教育（人员工资、驾驶） $150.00 第1次试课后不可免除
          网上驾驶教育（人员工资、驾驶） $165.00 第1次试课后不可免除
          补考费（人员工资、驾驶） $10.00
          最终路考（DMV免费） $25.00
     实地考察旅行（交通、门票、消耗品） $20.00
     文学杂志（印刷费） $3.00
     报纸/出版物（印刷） $3.00
     正式成绩单（印刷） $1.00
     停车许可证（警用停车场、打印许可证） $25.00 非减免
     补办身份证（打印） $5.00
     读写能力测试印章（按供应商定价收费） $20.00
     高年级毕业庆典（门票、活动、食物） $30.00
     科学展（展示制作） $3.00
     SPIRIT BUS（交通） $1.00
     学生名录/计划簿/日历（印刷） $8.00
     学生组织书（按供应商定价收费） $5.00
     纪念册（按供应商定价收费）9月30日前订购优惠至$50.00 $60.00 非减免

高中课程费用 

项目费用
课程 
     天文学/动物学（过夜旅行费用，包括膳食、住宿、交通） $30.00
     初级/中级舞蹈（过夜旅行费用，包括膳食、住宿、交通） $25.00
     英语初学者（过夜旅行费用，包括膳食、住宿、交通） $25.00

         健康（消耗品、外部供应商的CPR培训） $20.00 
     数学/数学实验室（耗材和笔记本，竞赛费用） $10.00
     Pep带（制服） $50.00
     体育/Lifetime Activities/Fitness for Life（T恤、消耗品） $10.00
     高年级社会研究（过夜旅行费用，包括膳食、住宿、交通） $900.00
     *旅行费用可以部分或全部通过集体筹款活动支付
     科学实验室（消耗性实验室材料和用品） $40.00
     视觉艺术（组合材料、耗材） $45.00
     世界语（基于计算机的APPL测试费用） $10.00
     纪念册（过夜旅行费用，包括住宿、交通、膳食） $355.00
课程 - 多项费用的课程
大学预修 - “AP”
         AP实验室（消耗性项目材料、组合材料和笔记本用品） $60.00
         AP研讨会（按供应商定价收费） $150.00
         AP研究（按供应商定价收费） $150.00
         AP考试（按供应商定价收费） $105.00
         迟考费（如果学生在11月15日之后报名参加考试，则按供应商定价收费） $45.00
         AP环境科学过夜旅行（旅行费用，包括住宿、交通、膳食） $90.00
                    总费用 - 根据所选课程和参加考试的次数而有所不同  $600.00
舞蹈  
         初级/中级课程费用（编舞、专业嘉宾） $25.00
         舞团（大师班、评委/裁判、制服） $400.00
         舞团营（交通、住宿、食物、编舞、专业嘉宾、供应商费用） $225.00
         宴会（食物） $15.00
         旅行（住宿、交通、膳食、音乐会、教练、诊所、活动） $900.00
         *旅行费用可以部分或全部通过集体筹款活动支付

                    总费用  $1,565.00
辩论  
        课程费用（耗材、组合材料、笔记本、裁判） $45.00
        旅行（交通、膳食、住宿） $500.00
         *旅行费用可以部分或全部通过集体筹款活动支付； 

          被选中的学生可能需要支付额外旅行费用

         全国联赛会员资格（按供应商定价收费） $15.00
                    总费用  $5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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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除非另行明确，否则以下费用均可免除 ***

2022年2月10日修订



委员会政策S-10学校费用一览表 2022-2023
高中
课程 - 多项费用的课程（续）
剧本/戏剧  
       课程费用（编舞、T恤、比赛、会议） $25.00
       音乐剧（消耗品、制作成本、T恤） $25.00
       宴会（食物） $15.00
       旅行（交通、餐饮、住宿、诊所费用、客座讲师） $400.00
         *旅行费用可以部分或全部通过集体筹款活动支付； 

          被选中的学生可能需要支付额外旅行费用

                    总费用  $465.00
器乐  
       课程费用（临床医生、裁判、伴奏、消耗品制作费用、T恤、比赛、会议） $60.00
       宴会（食物） $15.00
       乐器租赁（如有需要，按供应商定价收费） $30.00
       职业制服（上衣） $60.00
       旅行（交通、餐饮、住宿、音乐会、诊所、活动） $800.00
         *旅行费用可以部分或全部通过集体筹款活动支付； 

          被选中的学生可能需要支付额外旅行费用

                    总费用  $965.00
国际文凭 - “IB”  
        IB舞蹈（大师班教务费、活动制作费、裁判费） $235.00
        IB实验室 - 科学、数学、艺术、英语（耗材、笔记本）  $60.00
        IB考试（按供应商定价收费） $140.00
                    总费用 - 根据所选课程和参加考试的次数而有所不同  $435.00
预备俱乐部
       课程费用（装饰品、印刷费、膳食） $50.00
       制服（衬衫、裙子、鞋子、彩球等） $370.00
                    总费用  $420.00
钢琴
       课程费用（个人笔记本） $30.00
       键盘租赁（如有需要，按供应商定价收费，或地区购买、维修、服务/清洁的费用） $30.00
                    总费用  $60.00
ROTC  
         制服 $10.00
         旅行（交通、膳食、住宿） $900.00
                    总费用  $910.00
学生会/学生评议会/社团干事  
         制服（毛衣） $250.00
         旅行（住宿、交通、膳食） $470.00
          *旅行费用可以部分或全部通过集体筹款活动支付

                    总费用  $720.00
声乐  
       课程费用（伴奏、临床医生、裁判员、消耗品、T恤、比赛） $35.00
       宴会（食物） $15.00
       制服（选定的团体表演服装） $125.00
       职业制服（上衣） $60.00
       旅行（交通、膳食、住宿、活动、诊所、客座讲师、旅游衬衫） $800.00
         *旅行费用可以部分或全部通过集体筹款活动支付； 

          被选中的学生可能需要支付额外旅行费用

                    总费用  $1,035.00
职业和技术教育（“CTE”）

项目费用
CTE课程——综合类

         课程费用（消耗品） $25.00
CTE课程 - 额外费用的课程
认证护理助手  
         课程费用（消耗品） $25.00
         CPR认证（按测试机构收费） $17.00
         医疗要求
                 免疫接种（按服务提供者收费） 会有变化
                 2步TB检测（按服务提供者收费） $30.00
                 尿液药检（按服务提供者收费） $30.00
         技能考试认证（按测试机构收费） $90.00
                    总费用- 不包括疫苗接种费用  $192.00
EMT/急诊医疗职业  
         课程费用（消耗品） $25.00
              CPR认证（按供应商定价收费） $17.00
              EMT许可证（按供应商定价收费） $110.25
              全国EMT考试（按考试机构收费） $98.00
                    总费用  $250.25
食品与营养学  
         课程费用（耗品耗材） $25.00
         食品加工许可证（按犹他州卫生部规定收费） $25.00
                    总费用  $50.00
医疗协助  
         课程费用（消耗品） $25.00
         背景调查（按政府机构收费） $17.00
         CPR认证（按测试机构收费） $17.00
         医疗要求
                 乙肝病毒表面抗体（按服务提供者收费） $51.00
                 免疫接种（按服务提供者收费） 会有变化
                 2步TB检测（按服务提供者收费） $30.00
                 尿液药检（按服务提供者收费） $30.00
         技能考试认证（按测试机构收费） $90.00
                    总费用- 不包括疫苗接种费用  $260.00
专业入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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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政策S-10学校费用一览表 2022-2023
高中
         课程费用（耗品耗材） $25.00
         制服（个性化厨师服） $25.00
                    总费用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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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政策S-10学校费用一览表 2022-2023
高中
高中 - CTE学生领导力协会

项目费用
CTSO - DECA、FBLA、FCCLA、FFA、HOSA、SKILLS USA、TSA
          地方、州和全国会费（由组织设定） $20.00
          CTSO秋季领导力、地区和州竞赛以及活动（交通、入场） $20.00
          CTSO全国竞赛旅行（交通、住宿、膳食） $900.00
                 *差旅费可全部或部分由赠款和/或筹款支付
          CTSO Spirit套装（T恤、运动夹克、衬衫或运动衫） $105.00
                    每名会员或每项活动的总费用  $1,045.00
同时报名 

项目费用
课程
          申请费（高校招生费，一次性） $40.00 非减免
          每学时费用（州为学生课程学分设定的价格将反映在大学成绩单上） $5.00 非减免
          在线访问（直接向学院或大学付费的电子教科书和学习材料） $79.00 非减免
                    总费用  $124.00

高中 - 课程俱乐部 - 竞赛级别

项目费用
模拟联合国
          俱乐部会费（消耗品、活动、供应商费用） $20.00
          旅行（交通、住宿、膳食） $800.00
                 *差旅费可全部或部分由赠款和/或筹款支付
                    总费用  $820.00
模拟法庭
          俱乐部会费（消耗品、活动、供应商费用） $20.00
          旅行（交通、住宿、膳食） $900.00
                 *差旅费可全部或部分由赠款和/或筹款支付
                    总费用  $920.00

项目费用

            高级科考/APES旅行（交通、住宿、食物、门票、消耗品） $125.00
            课外计划（消耗品） $25.00 每年

            AP Stats/AP Psychology/Math HawkWatch旅行（交通、住宿、食物、门票、消耗 $20.00
            品）

            Bear's Ears/Blanding旅行（交通、住宿、食物、门票、消耗品） $180.00
            生物/化学旅行（交通、住宿、饮食、门票、消耗品） $125.00
            实地考察旅行（交通、门票、消耗品） $85.00 每年

            新生班级学术组团旅行（交通、住宿、食物、门票、消耗品） $20.00
            高中学术课程费用（印刷、消耗品和材料） $20.00
            低年级社会研究旅行（交通、住宿、食物、门票、消耗品） $900.00
              *旅行费用可以部分或全部通过集体筹款活动支付

            Lifetime Activities户外探险旅行（交通、住宿、食物、门票、消耗品） $85.00
            Lifetime Activities户外探索本地旅行（交通、食物、门票、消耗品） $35.00
            科学实地工作/旅行（交通、住宿、食物、门票、消耗品） $125.00
            高年级AP环境科学旅行（交通、住宿、食物、门票、用品） $50.00
            西班牙语文化实地考察（交通、门票、消耗品） $30.00
            Topaz旅行（交通、住宿、食物、门票、消耗品） $50.00
特殊教育

          S.C.O.R.E.（自我主张、社区、职业、娱乐和教育） 每年费用
               计划（交通、门票、消耗品） $60.00

州外教学

每年费用
          非居民学费（教师工资和福利、建筑维护、教育用品） $8,526.00 非减免

过夜旅行

每次旅行

            过夜旅行（交通、住宿、食物、门票、消耗品） $900.00 LEGAL NORTON School Fees 2022-2023 CHINESE 2022-8-8

SALT LAKE CENTER FOR SCIENCE EDUCATION - Salt Lake Center for Science Education收取相同的高中费用，但以下情况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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