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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
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
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TOP EDUCATION GROUP LTD
澳洲成峰高教集團有限公司

（於澳大利亞新南威爾士州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ACN 098 139 176)

（股份代號：1752）

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年度之年度業績公告

財務摘要

• 年度收益約為18.7百萬澳元。

• 毛利約為7.6百萬澳元。

• 年度毛利率約為40.5%。

• 年度經調整淨溢利約為4.6百萬澳元附註，增加約10.7%。

• 董事會已議決並不就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年度建議任何末期股息。

附註：
經調整淨溢利按撇除若干與本集團經營表現無關的開支之影響的期內淨溢利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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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欣然公佈本集團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年度之經審核綜合年度業績，連同2021年同期之比較數
字載列如下：

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年度

2022年 2021年
附註 千澳元 千澳元

收益 4 18,697 24,845

銷售成本 (11,121) (13,819)  

毛利 7,576 11,026

利息收入 58 60

其他收入及收益 4 1,127 1,755

行政開支 (7,273) (9,379)

廣告及營銷開支 (1,988) (2,134)

其他經營開支 (301) (152)

融資成本 6 (835) (850)  

除稅前（虧損）╱溢利 5 (1,636) 326

所得稅抵免╱（開支） 7 308 (143)  

年度（虧損）╱溢利及全面收益總額 (1,328) 183
  

應佔（虧損）╱溢利：
本公司擁有人 (1,299) 185

非控股權益 (29) (2)  

(1,328) 183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溢利的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虧損）╱盈利（澳分） 9 (0.054) 0.008
  

每股攤薄（虧損）╱盈利（澳分） 9 (0.054) 0.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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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2022年6月30日

2022年 2021年
附註 千澳元 千澳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0 9,824 10,776
無形資產 11,165 11,582
使用權資產 11 12,456 14,373
預付款項及按金 1,188 1,214
商譽 12 1,533 1,533
遞延稅項資產 – 28  

非流動資產總額 36,166 39,506  

流動資產
存貨 – 85
貿易應收款項 13 550 408
預付款項、其他應收款項及其他資產 3,249 2,752
應收稅項 793 292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33,225 29,575  

流動資產總額 37,817 33,112  

流動負債
貿易應付款項 14 2,022 2,172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3,432 2,946
租賃負債 11 1,179 1,179
合約負債 15 3,862 1,495
遞延稅項負債 561 –  

流動負債總額 11,056 7,792  

流動資產淨值 26,761 25,320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62,927 64,826  

非流動負債
租賃負債 11 15,056 15,396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348 312  

非流動負債總額 15,404 15,708  

資產淨值 47,523 49,118
  

權益
股本 36,414 36,281
庫存股份 (2,236) (2,236)
儲備 12,911 14,609
非控股權益 434 464  

總權益 47,523 49,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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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公司及集團資料

本集團於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年度之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董事於2022年9月28日之決議案獲授權刊發。

澳洲成峰高教集團有限公司為一家於2001年10月2日在澳洲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本公司註冊辦事處地址為Suite 

1, Biomedical Building, 1 Central Avenue, Australian Technology Park, Eveleigh, New South Wales 2015, Sydney, 

Australia。本公司股份已自2018年5月11日起於聯交所主板上市。

本集團主要從事在澳洲提供私立高等教育服務及英語課程。有關本集團運營性質及主要活動的進一步資料將載於
本集團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年度的年報內「董事會報告」一節。有關本集團其他關聯方關係之資料將於本集團截至
2022年6月30日止年度之年報附註29中提供。

附屬公司資料

本公司主要附屬公司的詳情如下：

名稱
註冊成立╱
註冊及營運地點

已發行普通╱
註冊股本

本公司
應佔權益百分比

主要業務直接 間接

Top Education Consulting (Beijing) 

Limited*

中國╱中國大陸 3,000,000港元
（「港元」）

100 – 提供教育
諮詢服務

Top Education Development Pty Ltd 澳洲 100澳元 100 – 提供及投資
教育服務

Scots English College Pty Ltd 澳洲 550,000澳元 85 – 提供英語課程

* Top Education Consulting (Beijing) Limited為根據中國法律註冊成立的外商獨資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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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編製基準

該等綜合財務報表已根據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頒佈之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國際財務報告準
則」）及香港公司條例之披露要求編製。該等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歷史成本慣例編製。除另有指明者外，該等綜合財
務報表以澳元（「澳元」）呈列且所有金額均湊整至最接近之千澳元（「千澳元」）。

2.2. 會計政策之變動及披露

本集團已就本年度綜合財務報表首次採納以下經修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國際會計準則第39號、國
際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4號及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修訂本）

利率基準改革－第二階段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修訂本） 於2021年6月30日之後之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相關租金寬免

經修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的性質及影響載述如下：

(a)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國際會計準則第39號、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4號及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修訂本）
旨在解決當現有利率基準被可替代無風險利率（「無風險利率」）替代時，先前影響財務報告之修訂本未處理的問
題。該等修訂本提供對於釐定金融資產及負債之合約現金流量之基準之變動進行會計處理時無需調整金融資產
及負債的賬面值而更新實際利率的可行權宜方法，前提為該變動為利率基準改革之直接後果且釐定合約現金流
量的新基準於經濟上等同於緊接變動前的先前基準。此外，該等修訂本允許利率基準改革所規定對對沖指定及
對沖文件進行更改，而不會中斷對沖關係。過渡期間可能產生的任何損益均通過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的正
常規定進行處理，以計量及確認對沖無效性。倘無風險利率被指定為風險組成部分時，該等修訂本亦暫時寬免
實體必須滿足可單獨識別的要求。倘實體合理地預期無風險利率風險組成部分未來24個月內將變得可單獨識
別，則該寬免允許實體於指定對沖後假定已滿足可單獨識別之規定。此外，該等修訂本亦規定實體須披露額外
資料，以使財務報表的使用者能夠了解利率基準改革對實體的金融工具及風險管理策略的影響。

該等修訂本並無對本集團的財務狀況產生任何影響，乃因本集團並無任何利率對沖關係。

(b) 於2021年3月頒佈之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修訂本）為承租人提供可行權宜方法，可選擇不就新型冠狀病毒
疫情直接導致的租金寬免應用租賃修訂會計處理延長12個月。因此，該可行權宜方法適用租賃付款之任何減幅
僅影響原到期日為2022年6月30日或之前的付款的租金寬免，惟須符合其他應用可行權宜方法條件。該修訂本
對2021年4月1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以追溯方式生效，首次應用該修訂本之任何累計影響應以對當前會計期
間開始時保留溢利之期初餘額作出調整的方式予以確認。允許提早應用。

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年度，出租人因新型冠狀病毒疫情提供160,000澳元的激勵，本集團於截至2022年6月30

日止年度內收到160,000澳元之現金激勵。除此之外，本集團並無收到任何其他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相關租金寬
免，惟計劃於允許的應用期間內於可行權宜方法適用時加以應用。



6

3. 經營分部資料

本集團已確認首席執行官（「首席執行官」）及董事會為主要經營決策者。本集團僅擁有一個報告分部，即主要從事於
澳洲提供私立高等教育服務及英語課程服務。

於年內，由於所有收益來自澳洲，本集團於一個地理分部內運營。本集團所有非流動資產均位於澳洲。非流動資產
資料乃以資產所在地為基準，且不包括金融工具及遞延稅項資產。

首席執行官及董事會作為主要經營決策者主要根據學生人數及所賺取課時費評估本集團表現。

於財政年度內，提供予單一客戶之服務並未佔本集團總收益的10%或以上。

4. 收益及其他收入及收益

收益分析如下：

2022年 2021年
千澳元 千澳元

客戶合約收益
課時費收入 17,048 23,439

其他服務費收入 1,649 1,406  

18,697 24,845
  

客戶合約收益

(i) 分拆收益資料

地區市場
澳洲 18,697 24,845

  

收益確認時間
隨時間確認的課時費收入 17,048 23,439

隨時間確認的其他服務費收入 1,649 1,406  

18,697 24,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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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履約責任

於澳洲提供私立高等教育服務及英語課程服務

履約責任於提供服務的一段時間內履行。本集團與學生簽訂的高等教育計劃合約期限一般為0.5年，續約總期
限最高1至4年，視乎教育計劃而定。本集團與學生簽訂的英語課程合約一般為8周至20周，視乎教育計劃而
定。學費由學生於各學期開始前確定及支付。

於2022年及2021年6月30日，分配至（未履行或部分未履行）餘下履約責任的交易價如下：

2022年 2021年
千澳元 千澳元

合約負債（附註15） 3,862 1,495
  

合約負債包括提供教育服務所收取的短期墊款。所有其他餘下履約責任預期將於一年內確認。

於年內確認之收益與過往年度已履行之履約責任概無關聯。

2022年 2021年
千澳元 千澳元

其他收入及收益
外匯收益 26 28

或然代價重新計量 – 543

免收租金 – 160

政府補助（附註） 844 890

其他 257 134  

1,127 1,755
  

附註： 政府補助指政府為支持企業過渡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相關的經濟衰退期間而發放的臨時補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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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除稅前（虧損）╱溢利

本集團除稅前（虧損）╱溢利已扣除以下各項後達致：

2022年 2021年
附註 千澳元 千澳元

無形資產攤銷 2,032 1,774

折舊 10 1,062 1,075

使用權資產攤銷 11 1,917 1,994

核數師酬金 247 250

僱員福利開支（不包括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的酬金）：
工資、薪金及其他僱員福利 6,078 7,675

以股份為基礎付款 81 1,267

退休金計劃供款（界定供款計劃） 556 631

減：資本化金額 (469) (672)  

6,246 8,901
  

貿易應收款項之減值撥備 13 44 –
  

6. 融資成本

2022年 2021年
千澳元 千澳元

租賃負債利息 835 850  

835 850
  

7. 所得稅

本集團須就其所在及運營司法權區產生或來自有關司法權區的溢利繳納所得稅。利得稅乃根據估計應課稅溢利按本
集團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年度之25%及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年度之26%法定稅率作出撥備。

由於本集團於年內並無來自香港或於香港賺取的應課稅溢利，故並未就香港利得稅作出撥備。

2022年 2021年
千澳元 千澳元

即期－其他地區
年內（抵免）╱支出 (479) 126

過往期間即期稅項（超額撥備）╱撥備不足 (134) (99)

遞延 305 116  

年內稅項（抵免）╱支出總額 (308)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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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本集團法定稅率（本集團所在司法權區的法定稅率）計算適用於除稅前溢利之稅項開支與按本集團實際稅率計算之
稅項支出對賬如下：

2022年 2021年
千澳元 % 千澳元 %

除稅前（虧損）╱溢利 (1,636) 326
  

按本集團於2022年的25%及2021年的 

26%之法定稅率計算的稅項 (409) 25 85 26

毋須納稅收入 (176) 10.8 (26) (7.9)

不可扣稅開支 75 (4.6) 119 36.5

稅率下降導致年初遞延稅項減少 26 (1.7) 64 19.6

其他 87 (5.3) (99) (30.4)

不可退還非結轉稅項抵銷 89 (5.4) – –    

按本集團實際稅率計算的稅項（抵免）╱支出 (308) 18.8 143 43.8
    

8. 股息

2022年 2021年
千澳元 千澳元

末期－每股普通股無 – 1,300
  

董事會已議決不建議派付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年度的任何末期股息。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年度，已向本公司擁有
人宣派及派付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年度的末期股息每股普通股0.3港仙。

9.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虧損或盈利

每股基本虧損或盈利金額乃根據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年度虧損1,299,000澳元（2021年：溢利185,000澳元）及年內已發
行普通股的加權平均數2,393,447股（2021年：2,399,726,000股）計算。

每股攤薄虧損或盈利金額乃根據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年度虧損或溢利計算。用於計算的股份加權平均數為年內已發行
股份數目（誠如計算每股基本盈利所用者），且股份加權平均數假設於年內被視為行使或轉換所有攤薄潛在股份為股
份時按零代價發行。

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或盈利乃根據以下計算：

2022年 2021年
千澳元 千澳元

（虧損）╱盈利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溢利 (1,299) 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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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數目
2022年 2021年
普通股 普通股
千股 千股

股份
用於計算每股基本盈利的已發行股份加權平均數 2,393,447 2,399,726

攤薄影響－ 股份加權平均數：
表現權利及購股權 – 144,076  

2,393,447 2,543,802
  

由於本集團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期間的負財務業績，於計算每股攤薄虧損時並未計及潛在普通股，乃由於其計入
潛在普通股將具有反攤薄影響。因此，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期間的每股攤薄虧損相等於每股基本虧損。

10. 物業、廠房及設備

教科書 廠房及設備
教室及

辦公設備 總計
千澳元 千澳元 千澳元 千澳元

2022年6月30日

於2021年6月30日及2021年7月1日：
成本 340 3,041 10,146 13,527
累計折舊 (262) (1,109) (1,380) (2,751)    

賬面淨值 78 1,932 8,766 10,776
    

於2021年7月1日，扣除累計折舊 78 1,932 8,766 10,776
添置 5 95 10 110
年內計提折舊 (35) (281) (746) (1,062)    

於2022年6月30日，扣除累計折舊 48 1,746 8,030 9,824
    

於2022年6月30日：
成本 345 3,136 10,157 13,638
累計折舊 (297) (1,390) (2,127) (3,814)    

賬面淨值 48 1,746 8,030 9,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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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科書 廠房及設備
教室及

辦公設備 總計
千澳元 千澳元 千澳元 千澳元

2021年6月30日

於2020年6月30日及2020年7月1日：
成本 317 2,509 6,549 9,375

累計折舊 (224) (816) (651) (1,691)    

賬面淨值 93 1,693 5,898 7,684
    

於2020年7月1日，扣除累計折舊 93 1,693 5,898 7,684

添置 23 531 3,768 4,322

出售 – – (155) (155)

年內計提折舊 (38) (292) (745) (1,075)    

於2021年6月30日，扣除累計折舊 78 1,932 8,766 10,776
    

於2021年6月30日：
成本 340 3,041 10,146 13,527

累計折舊 (262) (1,109) (1,380) (2,751)    

賬面淨值 78 1,932 8,766 10,7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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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租賃

本集團作為承租人

本集團擁有用於其營運的辦公室及樓宇項目的租賃合約。租賃樓宇的租期通常介乎一至十年。

(a) 使用權資產

年內，本集團使用權資產賬面值及變動如下：

使用權資產 辦公室物業 總計
千澳元 千澳元

於2020年6月30日 7,157 7,157

添置 9,210 9,210

攤銷費用 (1,994) (1,994)  

於2021年6月30日及2021年7月1日 14,373 14,373
  

添置 – –

攤銷費用 (1,917) (1,917)  

於2022年6月30日 12,456 12,456
  

(b) 租賃負債

於年內的租賃負債賬面值及變動如下：

租賃負債
2022年 2021年
千澳元 千澳元

於7月1日的賬面值 16,575 7,564

新租賃 – 9,210

年內確認的應計利息 835 850

因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免收租金 – (159)

因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已收現金付款 160 200

付款 (1,335) (1,090)  

於6月30日的賬面值 16,235 16,575
  

分析為：
流動部分 1,179 1,179

非流動部分 15,056 15,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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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於損益確認的租賃相關金額如下：

2022年 2021年
千澳元 千澳元

租賃負債利息 835 850

使用權資產的攤銷費用 1,917 1,994

與剩餘租期於6月30日或之前屆滿的短期租賃有關的開支 – 50

與租賃低價值資產有關的開支 55 69  

2,807 2,963
  

12. 商譽

2022年 2021年
千澳元 千澳元

成本：
於7月1日 1,533 1,533

於6月30日 1,533 1,533  

累計減值：
於年初及年末 – –  

賬面淨值：
於7月1日 1,533 1,533

於6月30日 1,533 1,533
  

商譽的減值測試

透過業務合併收購的商譽乃分配至以下現金產生單位以進行減值測試：

2022年 2021年
千澳元 千澳元

Scots English College 1,533 1,533  

1,533 1,533
  

SCOTS之現金產生單位

SCOTS現金產生單位之可收回金額已按經高級管理層批准的五年期財務預算，使用現金流量預測計算使用價值加以
釐定。現金流預測所應用之貼現率為11%（2021年：11%）。用於推斷SCOTS三年期（2021年：四年期）以後之現金流
所使用增長率為1%（2021年：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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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說明管理層使用其現金流量預測進行商譽減值測試所採用的各主要假設：

預算銷售額－預算銷售額基於歷史數據及管理層對未來市場的預期計算。

預算毛利率－釐定預算毛利率獲分配價值所採用的基準為緊接預算年度前年度內所實現的平均毛利率，由於預期的
效率提升及預期的市場發展而有所提升。

長期增長率－長期增長率基於歷史數據及管理層對未來市場的預期計算。

貼現率－貼現率反映與相關單位有關的特定風險，乃使用資本資產定價模式並參考業界內若干公開上市公司之貝塔
系數及債務比率而釐定。

分配至現金產生單位的市場發展及貼現率的主要假設的價值與外部資料來源一致。

13. 貿易應收款項

本集團的學生須預繳下個學期的學費。未收回應收款項是指已申請延遲支付學費的學生的相關款項。延期付款並無
固定期限。本集團致力於嚴格監控其未收回應收款項以盡量減低信貸風險。高級管理層定期檢討逾期結餘。鑒於上
述情況及本集團貿易應收款項與大量學生有關，並無高度集中信貸風險。本集團並無就其貿易應收款項結餘持有任
何抵押品或其他信用提升物。貿易應收款項為不計息。

根據交易日期，於報告期末之貿易應收款項的賬齡分析如下：

於6月30日
2022年 2021年
千澳元 千澳元

貿易應收款項 594 408

預期信貸虧損撥備 (44) –  

550 408
  

於6月30日
2022年 2021年
千澳元 千澳元

一個月內 – –

一至三個月 550 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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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應用簡化方法就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訂明之預期信貸虧損計提撥備，該準則允許就所有貿易應收款項採
用全期預期虧損撥備。倘學生退學，則來自學生的貿易應收款項被視為已信貸減值，並按個別基準評估全期預期信
貸虧損（「預期信貸虧損」）撥備。

本集團評估來自學生的貿易應收款項的預期虧損時，乃根據貿易應收款項的賬齡進行分組，並考慮過往違約記錄及
前瞻性資料（如適用）。本集團按債務人賬齡就學生評估減值，因為該等客戶涵括眾多具相同風險特性的學生，可代
表學生根據合約條款支付所有應付款項的能力。於報告期間錄得減值虧損撥備為44,000澳元（2021年：無）。一般而
言，當學生退學時，貿易應收款項將予以撇銷及毋須進行強制執行活動。

14. 貿易應付款項

2022年 2021年
千澳元 千澳元

貿易應付款項 2,022 2,172
  

貿易應付款項為不計息，並通常於60天期限內結算。

15. 合約負債

合約負債之詳情如下：

2022年 2021年
千澳元 千澳元

收取學生之短期墊款
課時費 3,862 1,495

  

合約負債包括就尚未提供相應服務而收取學生之短期墊款。本集團於各學期開始前預收學生的學費。學費於適用課
程有關期間按比例確認。

16. 報告期間後事項

於2022年9月12日，高等教育質量與標準署批准TOP於西澳洲珀斯市的第二個州際分校，以招收本地及國際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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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業務回顧

澳洲成峰高教集團有限公司（「TOP」）以Australian National Institute of Management and Commerce

（「IMC」）以及Top Education Institute進行營業，為澳洲主要一流私立高等教育機構之一。TOP已在全
國高等教育質量與標準署註冊，並於2018年5月獲高等教育質量與標準署批准於管理和商業領域課程
的自我學位審核權，涵蓋澳洲學歷資格框架5級至9級水平（包括學士及碩士學位課程）。於該領域，
TOP的商學院為本科生及研究生提供優質課程。有關課程亦由主要專業機構如英國特許公認會計師
公會、澳洲會計師公會以及澳洲及新西蘭特許會計師公會認證。TOP亦在私立高等教育機構中創立
了第一所法學院，於高等教育質量與標準署及NSW LPAB官方認證其法學學士學位課程時，以便其
畢業生可以申請成為專業律師。

普華永道

於2016年5月，普華永道代名人（作為澳洲普華永道之代名人）作為股東投資於本公司。

澳洲普華永道與本公司簽訂了一份聯盟協議，有效日期至2023年3月31日。根據聯盟協議，澳洲普華
永道向本公司提供多項服務，該等服務協助本公司於澳州開展多項計劃，包括高等教育學生職業發
展及高級管理人員培訓課程（當中包括學術及非學術課程），以及「智能校園」設計及數字教育解決方
案。於聯盟協議屆滿前，雙方可協定將聯盟協議的期限再延長一段時間，亦可於延長期間修改其條
款。

運營升級

持續的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繼續對國際旅行造成影響，尤其是教育領域。因此，由於邊境限制，2021

年入學的學生人數減少，本集團於報告期間的總收益受到影響。然而，一個主要積極因素為澳洲政
府採取針對性措施，強而有力地支持教育部門的復甦。該等措施亦包括對簽證設置進行有利改革，
以保護國際學生畢業後的工作權利，並隨著國際邊境重新開放，將碩士研究生的臨時畢業生簽證由
兩年延長至三年。

隨著2022年2月底澳洲邊境重新開放，2022年第一學期入學的學生人數增加約51%，EFTSL數目較
2021年同一學期（即2021年第一學期）增加約37%。學生人數增加表明，隨著邊境限制放寬，學生人
數正在逐漸但明確地恢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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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管理團隊已審視國際及本地市場，並探討相關商機。基於市場調查及內部分析，我們已透過
專注於最暢銷課程並捨棄不受歡迎的課程以優化運營及合規成本的方式優化課程結構。我們逐步將
現有課程中的「傳統單元」替換成更多數字經濟單元。

於可見將來，國際學費將繼續佔本集團大部分收入。本集團致力擴大與其他國際教育機構的合作，
並引入與未來經濟相關的針對性新研究領域。

本集團日後將繼續實現其市場多元化，吸引國際及本地學生。

疫情下的經營

本集團持續專注於學生來源國家的多元化，避免嚴重依賴從單一國家或地區招收國際學生。

因此，於報告期間，招收的國際學生來自逾35個不同的國家。招收的非中國國際學生約佔國際學生
總數的67%，較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年度增加約4%。

本集團深知我們的學生（尤其是國際學生）面臨著疫情造成的許多挑戰及不確定因素。因此，我們始
終貫徹及堅持「關心、支持及聯繫」的原則。本集團已委聘高端教育設計公司，以協助開發能力，將
傳統學習內容轉型為數字化、具互動性及引人入勝的內容，從而更好地滿足學生在純線上教學環境
中的需求。此外，該等新技術將提高畢業生的就業系數並提升我們在高等教育領域的競爭地位。

本集團繼續應對波動及反復不斷的疫情狀況，適應防疫措施下所建議的變動。作為一個對社會負責
的組織，本集團深知對學生及教職員工以及彼等的家庭而言，在澳洲生活和學習時感到安全並獲得
有意義的經歷的重要性。本集團將學生及教職員工的安全及健康放在首位，將其作為最高優先事
項，從而全面加強校園的公共衛生保護。此外，本集團亦向在悉尼受影響的國際學生提供新型冠狀
病毒疫情救濟支持。

此外，澳洲政府已提供大量資金支援私立院校中的國際教育院校，盡量降低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對院
校及學生的影響。TOP已利用此機會開發由Commonwealth supported places（「CSPs」）在高等教育方
面資助的以產業為重點的創新短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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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2021年7月27日及於2022年4月12日，於成功滿足課程管理員（澳洲英語）的資格要求後，SCOTS作
為一家海外學生英語強化課程（「ELICOS」）院校，分別獲認可授予149,500澳元及授予145,500澳元創
新基金，以使教育服務多元化至線上及海外教學。

為實現這一目標，SCOTS投資資金以進一步改進學生學習管理系統，預期將開發線上非同步學習，
鼓勵學生與學生之間的互動，並促進學習過程中的社區建設。創新基金幫助SCOTS在監管框架內擴
展其海外學生基礎的影響，提升學生的線上體驗，從而與彼等建立長期關係。

提高員工管理的靈活性 

本集團繼續發展靈活的職場文化，以於處理意料之外或不穩定風險因素時加強溝通。本集團了解
到，在不斷變化的社會及經濟環境中，組織領導者必須適當地適應並有效地應對市場變動及意外挑
戰。創造及培養靈活的工作文化將使本集團能夠改善其表現，使其脫穎而出並於溢利、市場份額、
收益增長及客戶滿意度方面持續進行自我改善。

重新註冊及認證

於2021年9月17日，高等教育質量與標準署確認其續期TOP於可招收海外學生院校與課程之聯邦註冊
（「可招收海外學生院校與課程之聯邦註冊」）的註冊，最長期限為七年。

於報告期間，TOP已在TOP的自我學位審核權下認證以下課程：

• 國際商務學士（經修訂及經續新）

• 會計智能碩士（經修訂）

• 商業分析畢業證書

• 數字商業技術畢業證書

數字化智慧教育

線上教育

TOP已透過與高端教育設計公司合作，將選定的獎勵課程轉換為線上提供格式，實施數字學習計劃
（「數字學習計劃」）。數字學習計劃代表管理層的願景，即混合學習模式（涵蓋數碼化提供學習內容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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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內及流媒式動態學習課程）將成為TOP的核心課程提供模式，對學生、學術人員及TOP的整體利益
帶來長遠的好處。所買入的教育設計知識及經驗將對其他課程產生流動效應。意向是將我們定位為
一間適應數字化及數據時代的尖端院校，以與我們當代內容相容的格式提供課程。

伴隨著推行數字化的教育，本集團提升學術人員於線上教學的技能發展。將線上學習納入TOP課程
提供模式，並透過Advance HE (UK)促進的內部專業發展工作坊及同行牽頭的研討會為學術人員提供
適當形式的支援。學術人員當今需要掌握的新技能包括通過視像形式進行優秀的簡報、設計線上評
估及管理線上學習平台。為應對在當地及偏遠地區開發及管理同步線上考試的挑戰，同時保持高度
的學術誠信，TOP為專業認證單位實施Proctorio線上監考平台以及其他非考試線上評估模式。TOP獎
學金的聲譽需要高品質系統支援的勤勉警惕，以確保我們的學術誠信不受損害。

簡化系統

於報告期間，數字化學生管理系統（「學生管理系統」）與高等教育學生資料收集（「TCSI」）系統相結
合，後者是澳洲政府教育、技能及就業部及高等教育質量與標準署的核心資料系統。有關整合進一
步簡化本集團管理學生、教職員工、代理及校園的流程。

學生管理系統遵守規例，可向TCSI提供所需數據的實時報告。自與TCSI初始部署及整合以來，學生
管理系統團隊與相關部門不斷溝通，以提高學生管理系統日常運作的效率及穩定性。

本集團已持續探索及提高效率，並透過對學生管理系統的各種應用補充，改善行政程序，從而減少
人工流程。

專注高質量標準

TOP以教學為重點，透過小班及按較低的學生與學術人員比例提供教學，以及以就業為重點教育。
就此，TOP已孕育出一種學習文化，鼓勵學生進行批判性思考，並在工作相關情況下應用彼等的知
識。該等課程旨在幫助學生成為在其職業生涯中能夠不斷成長和發展的「自主」學習者。

課程利用體驗式學習、互動式線上教具及真實世界行業項目達致上述目標。TOP的教職員工、活躍
在其專業領域的學者及專業人員，確保學生所接受的教育處於各自領域的尖端。

該等創新實踐及策略大大提升了TOP在優質教育及研究方面的高地位。TOP將繼續保留及發展其研
究文化及活動，專注於前沿及創新學科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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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學生

於報告期間，TOP維持較高的學生留校率，這得益於持續不斷地向學生提供積極的日常經驗及動
力，特別是應用溝通、監控、資源及回饋方法（「CMRF模式」）幫助學生適應新環境並在新型冠狀病
毒疫情期間及其後繼續學習。

許多學生的積極反饋贊揚TOP在此方面的努力。TOP已建立一個全面支援系統，提供多種選擇，促
進學生的學習及增進學生的經驗。該等措施包括財政支援、量身定制的分期付款計劃、定制學習計
劃、早期求助干預、心理健康支援及活動，以及面對面活動，作為澳洲封城後期對本地學生的支
持。

雖然疫情影響學生的赴澳學習計劃，但由於TOP增加投資金額以促進其教學，並提供充分的支援及
服務以加強師資聯繫，使銜接課程的直接學生入學率有所提高。通過定期邀請我們在澳洲不同部門
的教職員工舉辦各種主題的線上研討會，TOP亦為銜接課程的學生安排若干獨特的線上活動以豐富
彼等的體驗，例如迎新活動、學習心得、悉尼虛擬遊覽、澳洲的自然風光。該等研討會旨在更好地
將該等學生與澳洲直接聯係起來，以使彼等在一個舒適的環境中學習。

招生

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年度，本集團高等教育服務的EFTSL總數較上一個財政年度下降約20.5%。

2022年 2021年

本科生課程 232.2 321.7

研究生課程 574.9 720.1

非學歷科目學習 141.9 152.6  

總計 949.0 1,194.4
  

學費

每年學費漲幅上限為15%，且三年間漲幅不超過30%。學費上漲由學校管理團隊根據市場狀況釐定。
於報告期間，與上個財政年度同期相比，國際學生的學費保持平穩，而本地學生的學費輕微上漲。



21

國際 本地  

課程名稱 2022年 2021年 2022年 2021年
澳元 澳元 澳元 澳元

應用金融與會計文憑 21,000 21,000 17,200 17,000

應用金融與會計副學士 42,000 42,000 34,400 34,000

應用金融與會計學士 63,000 63,000 51,600 51,000

商業文憑 21,000 21,000 15,000 15,000

商業副學士 42,000 42,000 30,000 30,000

國際商務學士 63,000 63,000 45,000 45,000

會計研究生證書 11,960 11,960 8,600 8,500

商務研究生證書 11,960 11,960 8,600 8,500

商務管理研究生證書 11,960 11,960 8,600 8,500

金融科技管理研究生證書 11,960 11,960 8,600 8,500

會計研究生文憑 23,920 23,920 17,200 17,000

國際商務研究生文憑 23,920 23,920 17,200 17,000

營銷研究生文憑 23,920 23,920 17,200 17,000

工商管理研究生文憑 23,000 23,000 17,200 17,000

金融科技管理研究生文憑 23,920 23,920 17,200 17,000

會計實務碩士 35,880 35,880 25,800 25,500

專業會計碩士 35,880 35,880 25,800 25,500

專業會計服務碩士 47,840 47,840 34,400 34,000

大數據審計碩士 47,840 – 34,400 –

工商管理學碩士 46,000 46,000 34,400 34,000

工商管理碩士（商業分析） 46,000 – 34,400 –

工商管理碩士（數字商業應用） 46,000 – 34,400 –

工商管理碩士（金融科技管理） 46,000 46,000 34,400 34,000

工商管理碩士（專業會計） 46,000 46,000 34,400 34,000

會計智能碩士 47,840 47,840 34,400 34,000

應用金融科技及區塊鏈碩士 47,840 47,840 34,400 34,000

國際商務碩士 35,880 35,880 25,800 25,500

營銷碩士 35,880 35,880 25,800 25,500

非學歷課程（研究生預備） 10,000 10,000 9,000 9,000

法律學士 80,000 80,000 48,000 4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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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隨著全球經濟的不確定性，市場環境仍充滿挑戰及競爭。然而，隨著本集團應對疫情及其他不可控
的外部因素造成的持續挑戰，亦存在新機遇。隨著澳洲邊境限制於2022年2月21日解除以及澳洲教
育產業在全球持續受歡迎，本集團相信，其現有加強國內地位及於國際及本地市場推廣合格課程的
策略將保持高度有效。我們將繼續加強質量控制以及發展與行業有關的創新課程為學生提供職業技
能，從而提高未來的就業能力及市場競爭力。我們已制定計劃拓展至更多目標地點，從而將提高我
們的競爭力及減少風險。

TOP於2022年及之後的策略仍為繼續加強在國際及本地市場的市場地位。至少在未來數年，本集團
的大部分學費收益將繼續來自國際高等教育學生。多元化發展至其他國家及地區以重建國際市場仍
將是我們的優先事項，且正在努力提高其於本地學生市場的市場份額以增加本地入學率。

同時，保持及建立與相關行業關係，可繼續透過創造寶貴的職場學習機會及就業機會，為學生作好
就業準備。

於專注於內部有機增長的同時，透過監察現有業務及澳洲邊境全面開放後的發展，本集團將繼續積
極尋找將會增強我們業務的潛在目標。

財務回顧

收益

於報告期間的收益指所提供服務的價值。本集團的收益主要來自學費。

收益由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年度的約24.8百萬澳元減少約24.7%至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年度的約
18.7百萬澳元，主要由於課時費收入受到新型冠狀病毒疫情所影響而下跌。收益明細列示如下：

2022年 2021年 變動
千澳元 千澳元 %

課時費收入 17,048 23,439 -27.3%

其他服務費 1,649 1,406 -17.3%   

18,697 24,845 -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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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費佔本集團收益的91.2%以上，而其他服務費約佔收益的8.8%。

收益成本

收益成本主要包括員工成本、折舊及攤銷、辦公室開支、諮詢及學生相關成本。

收益成本由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年度的13.8百萬澳元減少約2.7百萬澳元或19.5%至截至2022年6月
30日止年度的11.1百萬澳元。該減少主要由於攤銷增加、新校園設施折舊增加，以及學生及僱員相
關開支減少的淨影響所致。

毛利及毛利率

毛利由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年度的11.0百萬澳元減少31.3%至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年度的7.6百萬
澳元，而毛利率由約44.4%降至約40.5%，主要由於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對課時費收入的影響所致。

其他收入及收益

其他收入由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年度的約1.8百萬澳元減少35.8%至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年度的約
1.1百萬澳元。該減少主要由於重新計量與本集團於2019年收購SCOTS有關的或然購買代價減少所
致。

廣告及營銷開支

廣告及營銷開支主要包括招聘及營銷員工的薪資及其他福利、廣告開支及招生開支。

廣告及營銷開支由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年度的約2.1百萬澳元減少約6.8%至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年
度的約2.0百萬澳元，主要由於僱員相關開支減少所致。

行政開支

行政開支主要包括一般及行政員工的薪資及其他福利、辦公室相關開支、折舊及公共公司開支。

行政開支由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年度的約9.4百萬澳元減少約22.5%至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年度的
約7.3百萬澳元。該減少主要由於諮詢服務增加，以及辦公室運營、公眾公司及僱員相關開支減少的
淨影響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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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資成本

融資成本指租賃負債的利息開支。

融資成本於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年度及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年度維持穩定，約為0.9百萬澳元。

期內溢利或虧損

由於上述因素，本集團於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年度錄得除稅後虧損約1.3百萬澳元（2021年6月30

日：除稅後溢利約0.2百萬澳元）。此乃主要由於本集團於本年度上半年進行若干新轉型，亦反映截至
2021年6月30日止年度因邊境限制及疫情導致學生人數減少的影響。然而，隨著國際旅行恢復，預期
該等影響將會逐漸下降。

經調整淨溢利

本集團將其經調整淨溢利定義為就與本集團經營表現無關的項目作出調整後的期間溢利。其並非一
項國際財務報告準則計量，本集團呈列該項目，乃由於本集團認為其為本集團管理層以及分析師或
投資者所採用的本集團經營表現的重要補充計量。下表載列本集團於以下所呈列期間的溢利與經調
整淨溢利：

截至6月30日止年度
2022年 2021年
千澳元 千澳元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的年度（虧損）╱溢利 (1,327) 183

加：
因採納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而產生的非現金租賃利息及 

攤銷開支 1,417 1,776

因新型冠狀病毒疫情而產生的額外一次性開支 85 79

授予學生的新型冠狀病毒學費支持 4,127 1,865

新型冠狀病毒情況下額外線上教育及考試開支 80 177

捐贈 217 73  

經調整淨溢利 4,599 4,154
  

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年度的經調整淨溢利較2021年同期增加約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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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開支

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年度，資本開支約為0.1百萬澳元，主要包括(i)廠房及設備，(ii)教室設備及辦
公及(iii)教科書的開支。

流動資金、財務資源及資產負債比率

於2022年6月30日，本集團擁有手頭現金約33.2百萬澳元（2021年6月30日：29.6百萬澳元），無銀行借
款（2021年6月30日：零）。於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年度，本集團主要透過經營活動所得現金流入淨
額及上市所籌集所得款項淨額撥付營運資金需求及資本開支。

於2022年6月30日，以本集團總銀行借款及總權益為基準計算的資產負債比率為0%（2021年6月30

日：0%）。

外匯風險管理

本集團功能貨幣為澳元。本集團的大部分收益及開支均以澳元計值，惟若干開支以港元計值。於
2022年6月30日，若干銀行結餘及應付款項以美元及港元計值。本集團並無就對沖用途使用任何金融
工具。然而，管理層監察外匯風險，並將於有需要時考慮對沖重大外幣風險。

本集團資產抵押

於2022年及2021年6月30日，本集團資產並未抵押。

或然負債

有關收購SCOTS的或然負債詳情將載於本集團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年度的年報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28。於2022年6月30日，本集團並無任何其他重大或然負債。

報告期間後事項

於2022年9月12日，高等教育質量與標準署批准TOP於西澳洲珀斯市的第二個州際分校，以招收本地
及國際學生。

股息

董事會並不建議就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年度向股東派付末期股息（2021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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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週年大會

應屆股東週年大會將於2022年11月25日（星期五）舉行。召開股東週年大會的通告及所有其他相關文
件將予以刊發並寄發予股東。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為釐定是否有權參加將於2022年11月25日（星期五）舉行之應屆股東週年大會並於會上投票，本公司
將由2022年11月22日（星期二）至2022年11月25日（星期五）（包括首尾兩日）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
續，期間將不會進行股份過戶登記。為符合資格出席股東週年大會並於會上投票，所有填妥及簽署
之股份過戶表格連同有關股票，須不遲於2022年11月21日（星期一）下午四時三十分（香港時間）送達
本公司的香港股份過戶登記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
心17樓1712至1716室。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於報告期間，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優先購買權

本公司章程文件或公司法項下並無強制要求本公司按比例向現有股東發售新股份的優先購買權條
文。

充足公眾持股量

根據本公司可公開獲得的資料及據董事所深知，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至少25%已發行股份總數由
公眾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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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首次公開發售所得款項淨額用途

上市所得款項淨額（包括超額配售權）達約171.7百萬港元或30百萬澳元（經扣除包銷費用及相關開
支）。於2022年6月30日，本集團已根據日期為二零二零年二月二十七日的公告所載分配動用所得款
項淨額中總額約116.3百萬港元。

用途
佔總額
百分比

所得款項
淨額

已動用
金額

未動用
金額

動用未動用
金額的
預期時間(1)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收購或投資中國及澳洲教育集團╱機
構 41.0% 70.4 21.0 49.4 2022年末前

發展「智慧教育」，包括在課程內容、
校園基礎設施及辦公室，以及教學
及學習方式中使用數字教育解決方
案 27.8% 47.8 41.8 6.0 2022年末前

升級TOP的校園 9.4% 16.1 16.1 – –

擴大TOP的校區 5.5% 9.5 9.5 – –

建立學生體驗虛擬中心 0.6% 1.0 1.0 – –

擴展TOP的研究及學術活動以及 

專業發展以達成戰略目標 3.1% 5.3 5.3 – –

擴展TOP的市場推廣活動 4.4% 7.6 7.6 – –

營運資金及一般公司用途 8.2% 14.0 14.0 – –    

總計 100.0% 171.7 116.3 55.4
    

附註：

(1) 動用餘下所得款項金額的預期時間乃基於本集團作出的最佳估計。其將根據目前及未來市場及環境狀況的發展而變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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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常規

董事會致力於保持良好企業管治標準。

董事會相信，良好企業管治標準乃為本集團提供框架以保障股東權益、提升企業價值、制定公司業
務策略及政策以及加強透明度及問責所必需。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14所載企業管治守則的原則及守則條文作為本公司企業管治常規之基
準。

董事會認為，於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整個年度，本公司已遵守企業管治守則所載之所有適用守則條
文，惟於直至2021年12月10日止期間，「主席及首席執行官」段落註明的第2部分之守則條文第C.2.1

條除外。

主席及首席執行官

根據企業管治守則第2部分之守則條文第C.2.1條，主席及最高行政人員之職務應予區分，且不應由一
人同時兼任。於直至2021年12月10日止期間，本公司主席及首席執行官職務均由當時首席執行官兼
執行董事曹蘇萌女士擔任。曹蘇萌女士辭任後，董事會遵循企業管治守則第2部分之守則條文第C.2.1

條區分主席及首席執行官的職務如下，原因為有關區分更適應本公司策略發展計劃以及使本公司能
夠從更宏觀的角度考慮問題及提高決策的透明度：

• 獨立非執行董事Brian James Stoddart教授已自2021年12月10日起獲委任為本公司主席

• 本公司校長徐榕寧女士自2021年12月10日起之期間內獲委任為署理首席執行官，並已自2022年3

月21日起獲委任為執行董事兼首席執行官

• 非執行董事黃星石女士已自2022年1月28日起獲委任為副主席

主席及副主席擔當領導角色及負責董事會有效運作及領導。首席執行官則一般專注於本公司的業務
發展、日常管理及營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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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標準守則作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行為準則。本公司已向全體董事做出具體查詢，且
董事已確認彼等於報告期間一直遵守標準守則。

本公司亦已採納標準守則作為僱員書面指引，以規管有關僱員（彼等可能擁有本公司未刊發的價格敏
感資料）進行的證券交易。據本公司所盡悉，本公司未發現有關僱員有違反僱員書面指引的事件。

審核委員會及財務資料之審閱

審核委員會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年度之年度
業績，包括本集團採納的會計原則及常規。

初步公告所載本集團於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年度之綜合財務狀況表、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及其相關附註之數字，已獲本集團核數師安永會計師事務所（認可公眾利益實體核數師）同意，該等
數字乃本集團之本年度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所載之數字。安永會計師事務所（認可公眾利益實體核數
師）就此進行的工作，並不構成根據國際審計與鑒證準則理事會頒佈的國際會計準則、國際審閱業務
準則或國際核證業務準則而進行的核證服務，故此安永會計師事務所概不就本初步公告發表任何保
證。

刊發年度業績公告及年報

本年度業績公告於聯交所網站www.hkexnews.hk及本公司網站www.top.edu.au上刊發。本公司截至
2022年6月30日止年度的年報載有上市規則所規定的所有資料，將於適當時候寄發予股東，並於上述
網站上刊發。

致謝

本人謹代表董事會，對本公司管理層及全體員工的奉獻及努力以及股東的信任及支持表示衷心感
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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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義

「學術委員會」 指 學院之學術委員會

「英國特許公認會計師公會」 指 英國特許公認會計師公會

「股東週年大會」 指 本公司之股東週年大會

「聯盟協議」 指 本公司與澳洲普華永道訂立日期為2016年5月27日之聯盟協
議

「澳洲學歷資格框架」 指 澳洲學歷資格框架，規定澳洲學歷等級標準

「澳元」 指 澳元，澳洲法定貨幣

「審核委員會」 指 董事會審核委員會

「澳洲」 指 澳洲聯邦

「學歷」 指 澳洲學歷資格框架第1級至第10級資質

「董事會」 指 董事會

「商學院」 指 悉尼市商學院，為本公司學術部之命名，涵蓋管理與商業領
域的高等教育課程

「澳洲及新西蘭特許會計師 

公會」
指 澳洲及新西蘭特許會計師公會

「企業管治守則」 指 上市規則附錄14所載企業管治守則

「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僅就本公告及地域參考而言，除文義有所
指定外，不包含香港、澳門及台灣

「公司條例」 指 香港法例第622章《公司條例》，經不時修訂、補充或以其他
方式修改

「本公司」、「學院」、「TOP」、
「我們」或「我們的」

指 澳洲成峰高教集團有限公司(ACN 098 139 176)，於2001年
10月2日於澳洲新南威爾士州註冊成立的公眾有限公司，
以Top Education Institute及Australian National Institute of 

Management and Commerce進行營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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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法」 指 2001年公司法（澳洲聯邦），經不時修訂、補充或以其他方式
修改，為澳洲管理公司的主要法律

「理事會」 指 學院之理事會

「課程」 指 於完成後授予學歷的學習課程

「澳洲會計師公會」 指 澳洲會計師公會有限公司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EFTSL」 指 同等全日制學生負擔（學院招生計量），按學生於指定年度修
讀的科目總數除以單個全日制學生一年應修讀的科目平均數
計算

「僱員」 指 (a) 本公司任何僱員（包括但不限於任何執行董事）；

(b) 任何非執行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

(c) 理事會的任何成員；及

(d) 本公司的任何顧問，

不包括根據其居住地法例或規例，不得根據有關計劃的條款
向其授出獎勵股份及╱或歸屬獎勵股份，或董事會或委員會
或受託人（視情況而定）認為就遵守當地適用法例或規例而不
納入該僱員屬必要或權宜的任何僱員

「本集團」 指 本公司、其附屬公司及其不時合併的聯屬實體

「高等教育」 指 旨在獲取澳洲學歷資格框架第5級至第10級資質的學習，包
括文憑、高級文憑、副學士學位、學士學位、研究生證書、
研究生文憑、碩士學位及博士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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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 指 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港元」 指 港元，香港法定貨幣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指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由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不時頒佈

「法學院」 指 悉尼市法學院，為本公司命名，提供法律學位課程

「上市」 指 股份於聯交所主板上市

「上市規則」 指 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經不時修訂、補充或以其他方式修
改

「主板」 指 由聯交所營運的證券交易所（不包括期權市場），獨立於聯交
所GEM，並與其並行運作

「標準守則」 指 上市規則附錄10所載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
則

「NSW LPAB」 指 新南威爾士州法律專業資格准入委員會

「銜接課程」 指 學生於某一學院修完若干指定課程後可合資格轉往其他學院
繼續學習並就完成任務獲得學分的課程

「澳洲普華永道」 指 澳洲普華永道會計師事務所的澳洲夥伴關係(ABN 52 780 433 

757)，為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全球網絡的成員，各自為
個別及獨立的法律實體

「普華永道代名人」 指 PricewaterhouseCoopers Nominees (A.C.T.) Pty Ltd (ACN 008 

474 397)，於1969年8月29日在澳洲首都直轄區註冊成立之有
限公司，由PricewaterhouseCoopers Nominees (N.S.W.) Pty 

Ltd及PricewaterhouseCoopers Nominees (Victoria) Pty Ltd分
別擁有50%及50%權益

「報告期間」 指 自2021年7月1日至2022年6月30日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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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OTS」 指 Scots English College Pty Ltd，一間於澳洲成立提供英語課程
的私立教育機構

「股份」 指 本公司股本中的股份

「股東」 指 股份持有人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高等教育質量與標準署」 指 澳洲根據2011年高等教育質量與標準署法案成立的高等教育
質量與標準署

「美元」 指 美元，美國法定貨幣

承董事會命
澳洲成峰高教集團有限公司

公司秘書
應珉

澳大利亞，悉尼，2022年9月28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徐榕寧女士；非執行董事為李桂平先生、Thomas Richard Seymour先
生（張愷先生為其替任董事）、戴羿先生、蔣福誠先生及黃星石女士；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Brian 

James Stoddart教授、王天也先生及Steven Schwartz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