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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中小學網上展
6月27-28日 (六/日) 上午10時 –下午4時
Saturday 27.6.2020
Sunday 28.6.2020

網上及各協辦機構辦公室同步進行!
Online and in the offices of our co-organising partners!

資訊/預約登記

For more information
and to register, visit

exhibitions.aeas.com.au/hk

Enjoy school presentations,
and online face to face meetings
with Australia’s best schools!

www.hkosc.com.hk
T: 2730 2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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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lcome to the Online Fair
每年均會於香港舉辦澳洲中學展覽，讓家長與澳洲學校代表會面。
現時，基於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大流行的關係，澳洲學校代表未能前往海外。因此，AEAS將
舉辦網上展，讓香港學生及其家長能夠與超過30間澳洲頂尖學校面談。
通過這個網上展，閣下將踏出澳洲升學重要的第一步。

登記預約3部曲! - Three simple steps!
Step 1

Step 2

Step 3

Register to participate by scanning
the QR code or clicking the button

View the video presentations and
select the schools you wish to meet

Book online appointments with
your preferred schools!

1.

掃描二維碼或點擊登記鍵

2.

於 exhibitions.aeas.com.au/hk 觀看學校的影片介紹，從中選擇屬意面談的學校

3.

預約屬意學校於網上直接面談

就是這麼容易！

For more information and to register visit

exhibitions.aeas.com.a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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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line Information Hall
我們誠意邀請閣下於網上展期間到訪網上教育展平台。
網上教育展平台將於網上展當天上午10時至下午4時開放。
在網上教育展平台上，閣下可以觀看各學校的影片介紹，與及參加AEAS有關澳洲升學的主
題講座。您亦可在此發問及得到我們的協助。
請到訪 exhibitions.aeas.com.au/hk 查看影片介紹時間表，及登入網上教育展平台。

家長座談會
Topics
澳洲學校–有甚麼能提供給閣下，以及為甚麼他們是貴子弟絕佳的選擇。
AEAS服務–如何預備考試，澳洲學校資訊系統，AEAS預備課程

如希望得到協助，請聯繫以下其中一間協辦的升學中心。

aec Education Consultancy
T: 2598 6166
enquiry@aecl.com.hk

Aces Education Consultancy
T: 2122 9359
inquiry@aces.com.hk

Hong Kong Overseas Studies Centre
T: 2730 2068
education@hkosc.com.hk

Follow AEAS on Social Media for the latest updates about the Online Fair

AEASAustralia

aeas_australia

/company/aeas-austra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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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EAS「澳洲教育評審測驗」
擁有35多年為澳洲學校評估國際學生的經驗，為
計劃往澳洲升學的非英語語文背景的中小學生提
供全面及綜合測試。
AEAS測驗時間為三小時，考核範圍包括：
1.英語語言能力 - 閱讀理解、詞彙、寫作、聆聽
及口語
2.非文字綜合能力
3.數學推理能力

AEAS可在10個工作天內發出測試評估報告。
報告將交準備報讀的澳洲學校，教育顧問和家
長/學生。
登記測試:
~ AEAS考試日期可瀏覽
www.aeas.com.au
~ 考生必須網上登記
~ 考試費為澳幣 $520或等值港幣。
澳洲學校:
AEAS評審測驗廣被澳洲學校採用,

AEAS評估報告可：
• 協助家長和教育顧問了解學生的需要和能力，
選擇合適學校
• 協助學校了解學生的能力，作出適當/收生決定
• 了解學生英語語文能力

學校名單可瀏覽www.aeas.com.au.
AEAS測試練習簿:
有4-6年級，7-9年級和10-12年級測試練習簿
(每本澳幣$35）

• 協助家長預算海外教育費用，包括所需的英語
強化課程

Hong Kong SAR - Causeway Bay and Tsim Sha Tsui
AEAS TEST DATES 2020
JUL

AUG

SEP

OCT

NOV

DEC

4, 11, 18

1, 8, 15, 22, 29

5, 12, 19, 26

10, 17, 24, 31

7, 14, 21, 28

5, 12

Students must register for testing at www.aeas.com.au
Information must be entered in English.
For assistance please contact the AEAS Melbourne Office.

HEAD OFFICE: Level 1, 383 Clarendon Street,
South Melbourne, Victoria, Australia 3205
T: +61 3 9645 0077 | E: admin@aeas.com.au | W: www.aeas.com.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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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aeas.com.au

Developed by

Australian Schools
Information System
Study at a world class
Australian school

Search, Compare and Apply
for Australian Schools

Welcome
International Students
australianschools.aeas.com.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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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EAS官方預備課程
AEAS School
Preparation Co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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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EAS官方預備課程是針對中小學學生設計的實際英語能
力提升課程。此課程教材由AEAS官方獨家開發, 以國外學
習方法、人文知識為重心, 配以外教的生動講解和小班制教
學, 使學生：
1.

提升在全英語學習環境下，聽說讀寫的實際應用能力。

2.

幫助學生提高在國際學校和海外學校真實課堂學習環境中所必須的學
習技巧。針對培訓學生在真實英語環境下的溝通能力和自信心。

3.

提前體驗和實踐國外教育制度中不同的授課方式和學習風格，例如團
隊合作，演講和自學能力。這有助學生順利過渡到國際課程體制。

4.

提高AEAS英文測試中考查的五個小項（聽力，閱讀，詞彙，寫作，
口語）的實際應用能力。

5.

學生完成全部課程後將獲得AEAS官方頒發的結課證書，此證書可作
為申請國際學校和海外學校的支持材料。

從這裡開啟你的留學和國際課程之旅!
OFFICIAL COURSE
COURSE PARTNER
PARTNER
OFFICIAL

香港唯一官方授權課程合作方

Ray Wong / Christy Lau
(852) 2351 6132 / (852) 5990 9930
www.ascent-prep.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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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2) 5990 9930

AEAS 官方備考課程
The Official AEAS
Test Prepa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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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EAS官方唯一授權的備考課程。此課程旨在提高學生的
英語語言能力，説明學生更好的準備AEAS考試。AEAS
官方授權英語老師會幫助學生增強英語基礎，有針對性的
提升學生在聽說讀寫各方面的弱點，以實現英文能力的全
面提高。課程特點：
1.

課程分五大模組 （聽力，閱讀，詞彙，寫作，口語)。 每個模組都包
含官方練習題，幫助學生熟悉AEAS考試題型。

2.

模組靈活搭配組合 – 可根據學生的英語水準，挑選相應的模組學
習，也可以與“官方預備課程”中各個課程模組自由組合搭配學習。
這種針對學生能力的模組組合能最大化的實現英語提升效果。

3.

AEAS官方授權的中教小班制教學，讓學生更容易理解學習內容。

開始自信從容的準備AEAS考試吧!
OFFICIAL COURSE
COURSE PARTNER
PARTNER
OFFICIAL

香港唯一官方授權課程合作方

Ray Wong / Christy Lau
(852) 2351 6132 / (852) 5990 9930

(852) 5990 9930

www.ascent-prep.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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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es Education Consultancy
「優質教育......專業服務」
地址：

香港灣仔軒尼詩道 402-406 號
德興大廈 703A室
電話： 2122 9359
傳真： 2122 9306
WhatsApp: 9493 7476
微信： FloraChan_Aces
電郵： inquiry@aces.com.hk
網站： www.aces.com.hk

卓翹教育顧問成立於 2004 年，以
「專業」及「優質」為服務宗旨，為
學生提供專業的升學輔導及優質的海
外升學服務。
本公司代表眾多著名的海外院校，課
程覆蓋中小學、大學、大學銜接、專
業培訓、職業訓練、英語及短期學習
體驗課程。
當父母及學生面對眾多的海外教育機
構及課程，往往毫無頭緒，不知如何
選擇。我們的教育顧問均留學海外，
熟悉海外學制及學習環境，並擁有豐
富的海外升學輔導經驗，以他們專業
的知識和豐富的經驗，協助有意負笈
海外升學的學生選擇最合適的院校及
課程，並提供最貼心的一站式升學服
務。

*本中心將於 6 月 27-28 日兩天的
網上教育展同步開放，我們的教育顧
問樂意給家長及學生提供協助，敬請
預約

海外升學專業服務包括：
•
•
•
•
•
•
•
•
•
•
•
•
•

提供海外升學諮詢及輔導
安排英語及入學測試
安排學生與院校代表面試
協助辦理入學申請及註冊手續
協助辦理學生簽證
協助家長辦理學生監護人簽證
安排監護人予十八歲以下的學生
安排當地住宿及機場接送服務
協助訂購機票
提供出發前座談會
安排探訪院校、寄住家庭及監護人
聯繫學生家庭與海外院校
入學前後的跟進服務

網上教育展服務包括：
• 協助安裝及設定視像軟件於私人通
設備上
• 提供電腦及網絡設備（如需要）
• 提供即時傳譯服務（如需要）
• 即場提供澳洲升學諮詢及輔導
• 協助報考 AEAS 澳洲教育評審測驗

www.aces.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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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g
Kong Overseas Studies Centre
一站式升學諮詢機構
一站式升學諮詢機構
地址 香港九龍尖沙咀梳士巴利道3號
尖沙咀總部：
星光行12樓1229-30室
地址： 九龍尖沙咀梳士巴利道3號星光行12
電話 樓1229-1230室
電郵 2730 2068
電話：
傳真 2730 2808
傳真：
網站
WhatsApp：63451092

元朗分行:
地址： 元朗青山公路99-109號元朗貿易中
心904室
電話： 2473 1968
業經驗，為 傳真：
本中心服務範圍包括：
2442 1096
澳地區歷史 WhatsApp：55404527
education@hkosc.com.hk
機構。本中 電郵: 免費接受各地學生、家長親臨、電話、電郵及網
網站: 上即時查詢
www.hkosc.com.hk

，為有志負

供最專業、

國、澳洲、

安排海外院校在本中心進行面試

代表院校監考入學試及跟進入學申請
學聯海外升學中心擁有四十多年的專業經
驗，為學生提供貼身的海外升學服務，是
代辦各國學生簽證
港澳地區歷史最悠久和最具規模的一站式
提供監護人服務
升學諮詢機構。本中心代表著全球2,000多
學經驗的資 所大中小院校，為有志負笈海外升學深造
訂購學生機票／學生旅遊保險
成績，進而 之在學或在職人士提供最專業、可靠快捷
代辦澳洲海外學生醫療保險 (OSHC)
、選擇學校、 的服務。留學國家包括：英國、澳洲、紐西
此外，不同 蘭、美國、加拿大、瑞士、歐洲、日本及新
出發前輔導：指導學生如何準備及適應留學生活
中心進行面 加坡等。

洲、日本及

定期派員視察海外學府及探訪留學生
到入學要求， 本中心一眾熱誠專業且極富海外留學經驗的

定期舉辦免費升學講座及大型升學展覽
資深教育顧問會詳盡分析學生的學科成績，
進而提出專業的升學意見，包括留學地點、
簽發國際學生證/國際青年證/國際教師證
試、安排當 選擇學校、選修科目，並為學生代辦入學申
免費辦理 IELTS 考試
理學生簽証 請。此外，不同類型的海外院校代表亦會定
定期派員視 時親臨本中心進行面試、即場接見及評核學
應邀出席各學校、團體及相關機構舉辦之海外升
同學的信心。生。如成績達到入學要求，同學亦有機會即
學講座
時取得入學取錄書。

同時，本中心亦會代表院校監考入學試、安
排當地住宿、機場接送及監護人服務、辦理
學生簽証以及訂購學生機票等事宜。我們更
會定期派員視察海外學府及探訪留學生，増
強家長同學的信心。
本中心服務範圍包括：
• 免費接受各地學生、家長親臨、電話、電
郵及網上即時查詢 安排海外院校在本中
心進行面試
• 代表院校監考入學試及跟進入學申請
• 代辦各國學生簽證
• 提供監護人服務
• 訂購學生機票／學生旅遊保險
• 代辦澳洲海外學生醫療保險 (OSHC)
• 出發前輔導：指導學生如何準備及適應
留學生活定期派員視察海外學府及探訪
留學生
• 定期舉辦免費升學講座及大型升學展覽
• 簽發國際學生證/國際青年證/國際教師證
• 免費辦理 IELTS 考試
• 應邀出席各學校、團體及相關機構舉辦之
海外升學講座
學習無疆界 放眼看世界

學習無疆界 放眼看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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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aconhills College
SCHOOL PROFILE
城市/州份

Melbourne, VIC

創校年份

1982

學校類別

私立男女校

寄宿學校/家庭寄
宿/兩者均有

兩者均有

英語強化課程

沒有

其他英語課程

有

學校課程

VCE

學生人數
800
(7年級至12年級)
海外學生人數
(500類簽證)

48

澳洲教育評審測驗
需要
(AEAS)
學費（每年澳幣)
(7年- 12年級)

$19,500 (7-8 年级）
$22,500 (9 年级）
$25,000 (10-12 年级）

校內住宿費$23,000
寄宿費 (每年澳幣) 寄宿家庭費用$15,600
(學校安排)
CRICOS 號碼

03182J

www.beaconhills.vic.edu.au

學校特色：
• 學生在眾多的高中課程中獲得了優異成
績卓越獎，包括技術，設計，視覺藝術
以及表演藝術等課程。
• 擁有豐富且多樣化的高中課程給學生
選擇。
• 國際學生可得到全方面的幫助：包括校
內英語強化課程，英語為第二語言課程
(EAL), 個人化學習計劃，課後作業輔導
和補習班，心理健康部門，國際學生專
員以及國際部主管給與的大力支援。
• 嶄新的學校宿舍設施，住宿也可選擇學
校安排的寄宿家庭。
• 學費性價比非常高。
• 安全，寧靜的學習環境且交通非常便
利，45分鐘的車程即可抵達以購物，美
食及休閒而聞名的墨爾本市中心。
• 豐富有趣的課外活動：包括音樂、辯
論、國際象棋、體育、羽毛球、山地自
行車、籃球等等。
• 學校有超過30年接待國際學生的經驗，
並與亞洲及歐洲等地的學校建立友好院
校關係。

Camberwell Girls Grammar School
SCHOOL PROFILE
城市/州份

Melbourne, VIC

創校年份

1920

學校類別

女校

寄宿學校/家庭寄
宿/兩者均有

寄宿家庭

英語強化課程

沒有

其他英語課程

有

學校課程

VCE

學生人數
560
(7年級至12年級)
海外學生人數
(500類簽證)

9

澳洲教育評審測驗
需要
(AEAS)
學費（每年澳幣)
(7年- 12年級)

$40,574（9-12年級）

寄宿費 (每年澳幣) $365（每週）
CRICOS 號碼

00141J

www.cggs.vic.edu.au

坎博維爾女子文法學校（CGGS）的學生
不僅享有公平待遇，她們更享受每一個學
習機會。
學生積極投入沒有設限的學習環境，因此，
她們可以全心發展個人理想及興趣，造就出
色的學術成就。
2020年是本校慶祝創校百週年紀念的重要
里程碑。
優質教育在於培養學生對學習及服務他人
的熱忱並幫助她們發揮其天賦、創意及領
導能力。
本校致力栽培年青女性成為塑造自我生命、
貢獻社會及開拓未來的持份者。
本校對學校社群的多樣化、多元文化及高度
包容性感到自豪，每一名學生都獲得重視及
歸屬感。
在CGGS，每一名學生都是學校大家庭的
一份子，在學業及個人才能上均可以盡展
所長。

13

Canberra Girls Grammar School
SCHOOL PROFILE
城市/州份

Canberra, ACT

創校年份

1926

學校類別

女校

寄宿學校/家庭寄
宿/兩者均有

兩者均有

英語強化課程

沒有

其他英語課程

有

學校課程

BSSS; IB

學生人數
800
(7年級至12年級)
海外學生人數
(500類簽證)

15

澳洲教育評審測驗
需要
(AEAS)
學費（每年澳幣)
(7年- 12年級)

$33,935 (7-8 年級）
$34,815 (9-10 年級）
$36,300 (11-12 年級）

坎培拉女子文法學校（CGGS）是一所非精
英制的聖公會學校，學生人數約 1,400 名。
CGGS設有兩座校園，分別為幼稚園至 3 年
級的男女生校園及 4-12 年級的全女生校
校，而 7-12 年級學生可入住學校宿舍。
學校的核心價值持守聖公會的優良辦學傳
統，並積極面對現今世界的挑戰。
學校社區是文化與多樣性的大熔爐，以互相
尊重、善良及公平為原則，學生來自 33 個
國家，代表接近30 種不同的宗教信仰。
我們確保每一名孩子及年青女性均有機會在
課室內外盡展所長。除了四名羅德學者外，
學校也培養出奧林匹克運動員、屢獲殊榮的
立法議員、高院法官、精神領袖及航天工
程師–這只是部份例子。

寄宿費 (每年澳幣) $32,175 （寄宿每年）
CRICOS 號碼

01294F

www.cggs.act.edu.au

Carey Baptist Grammar School
SCHOOL PROFILE
城市/州份

Melbourne, VIC

創校年份

1923

學校類別

男女校

寄宿學校/家庭寄
宿/兩者均有

接待家庭

英語強化課程

沒有

其他英語課程

有

學校課程

VCE; IB

學生人數
1627
(7年級至12年級)
海外學生人數
(500類簽證)

30

澳洲教育評審測驗
需要
(AEAS)
學費（每年澳幣)
(7年- 12年級)

$37,074 (10年級)
$38,116 (11-12年級）

寄宿費 (每年澳幣) $300-$350(每週)
CRICOS 號碼

00135G

www.carey.com.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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凱瑞是一所領先的男女子學校，屬於獨立私
校。學校創建於1923年，擁有輝煌的辦學
歷史，以卓越的學術品質和優異的教學成績
見稱。凱瑞全校男女生比例為50:50，這有
助於培養學生們自尊心和自信心。
學校高中部（10至12年級）每年約有60名
國際學生。學校開設IB和VCE課程，兩種課
程均可升讀世界各地的大學。
凱瑞熱烈歡迎來自世界各地的國際學生，包
括越南、中國、馬來西亞、新加坡、日本
和泰國。我們的國際學生來自30多個國家
和地區。
凱瑞的教育由三個要素組成：多元化的學術
科目；多姿多彩的課外活動；以及無微不至
的關懷指導及身心健康計劃，學生的福祉至
為重要。
遠離故鄉，適應新的教育方式可能會遇到不
少挑戰。為此，凱瑞為國際學生提供全面
周到的支援，包括學生輔導員、學院主任
（Head of House）、學生福利主管、監護
人和提供接待家庭服務等。

Guildford Grammar School
SCHOOL PROFILE
城市/州份

Perth, WA

創校年份

1896

學校類別

男女校

寄宿學校/家庭寄
宿/兩者均有

學校住宿

英語強化課程

沒有

其他英語課程

沒有

學校課程

WACE

學生人數
750
(7年級至12年級)
海外學生人數
(500類簽證)

2

澳洲教育評審測驗
需要
(AEAS)
學費（每年澳幣)
(7年- 12年級)

吉福德文法學校坐落於美麗的天鵝湖畔, 佔地
面積近一百公頃，距離珀斯國際機場僅十二
分鐘車程。學校提供男女同校的寄宿制，讓
兄弟姐妹可以同校接受寄宿制教育，並為男
女學生提供健康優良的學習及生活環境。擴
闊他們的視野，為他們的將來做好準備。
吉福德文法學校堅信每個孩子都是獨一無二
的。我們致力於發展學生自身潛能，協助學
生取得成功。我們重視每個學生，與每個學
生緊密合作，開拓個性化的學習方案，以確
保每個學生都能發揮自己的優勢並鼓勵學生
追求自己熱衷的事物。
在我們全方位關顧輔導的學校制度下，吉福
德學校確保每個學生獲得周全的社交心理康
護服務，並為學生提供展現個人技能的平
台，讓他們的身心得以全面發展。

$34,282

寄宿費 (每年澳幣) $20,283
CRICOS 號碼

00437D

www.ggs.wa.edu.au

John Paul International College
SCHOOL PROFILE
城市/州份

Brisbane, QLD

創校年份

1982

學校類別

男女校

寄宿學校/家庭寄
宿/兩者均有

學校寄宿及接待家庭

英語強化課程

有

其他英語課程

有

學校課程

QCE

學生人數
950
(7年級至12年級)
海外學生人數
(500類簽證)

122

澳洲教育評審測驗
需要
(AEAS)
學費（每年澳幣)
(7年- 12年級)

$22,700(每年)

寄宿費 (每年澳幣)

學校宿舍 $19,400(每年)
接待家庭 $17,000(每年)

CRICOS 號碼

00500B

www.jpic.com.au/cn-td

約翰保羅學院建校於1982年, 是澳洲其中一
所領先的私立學校, 提供幼兒園至12年級課
程。學校在布里斯本南邊，距離市中心20分
鐘車程, 位於市中心及黃金海岸的中間。
我們開辦國際初級預備課程和NEAS優質
認可的中學預備課程為學生做好準備, 使他
們積極參與澳洲主流課程, 尤其是在約翰保
羅學院。
我們的課程設計裝備學生, 讓他們充分投入
主流學習生活, 鼓勵他們除了提高語言能力
外, 亦要顧及學術素養及文化資本, 從而取
得成功。
完成課程後, 我們會跟進學生及其成績, 這使
我們能夠衡量高中預備課程能否達到目標，
並透過這些數據對課程進一步調整及優化。
• 只有12%國際留學生
• 洛根市最好的學校
• 2019年洛根市全國讀寫算術統考
(NAPLAN)成績最佳的學校
• 平均20%的12年級國際學生在大學入學
考試（ATAR）中取得全國前10%成績
• 昆士蘭私校體育聯盟(TAS)第一名
• 七次獲得全國學校籃球比賽冠軍
• 24小時國際學生支援熱線
• 學校特設國際學生服務中心, 並有會說中
文的職員長駐在內
15

Kincoppal - Rose Bay
SCHOOL PROFILE
城市/州份

Sydney, NSW

創校年份

1882

學校類別

女校

寄宿學校/家庭寄
宿/兩者均有

學校寄宿

英語強化課程

沒有

其他英語課程

有

學校課程

HSC

學生人數
550
(7年級至12年級)
海外學生人數
(500類簽證)

28

澳洲教育評審測驗
需要
(AEAS)
學費（每年澳幣)
(7年- 12年級)

$40,816 (7-10 年級 )
$45,372 (11-12 年級)

寄宿費 (每年澳幣) $29,196 (每年)
CRICOS 號碼

02268M

Kincoppal-Rose Bay School 位於美麗
的悉尼港，是一所教育質素領先的澳洲私
立學校。
Kincoppal-Rose Bay School 的寄宿環境
安全，現代化的房間配以先進的設備；學校
老師及導師會在學習中心協助學生；週末有
不同活動安排給寄宿生；獨立的12年級宿舍
配套，讓學生在理想的學習環境下取得優異
的學業成績，進而升讀大學。
這所天主教學校屬於全球 45 個國家超過
145 所聖心學校的一份子。聖心教育著重全
人發展，照顧學生心靈及思想上的需要，聖
心以嚴謹的教學課程、豐富的課內、課外活
動及先進的教學科技而聞名於世。
本校是一個多元文化的大家庭，雖然學生來
自不同國家、種族及宗教背景，卻有著相同
的理想。Kincoppal-Rose Bay School 本
著強大的信念，致力培養學生終身學習的
精神。

www.krb.nsw.edu.au

Knox Grammar School
SCHOOL PROFILE
城市/州份

Sydney, NSW

創校年份

1924

學校類別

男校

寄宿學校/家庭寄
宿/兩者均有

學校寄宿

英語強化課程

沒有

其他英語課程

有

學校課程

HSC

學生人數
2200
(7年級至12年級)
海外學生人數
(500類簽證)

60 (上限100名)

澳洲教育評審測驗
需要
(AEAS)
學費（每年澳幣)
(7年- 12年級)

$31,170 (7-10年級)
$32,940(11-12年級)

寄宿費 (每年澳幣) $30,450(每年）
CRICOS 號碼

00399E

www.knox.nsw.edu.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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諾克斯文法學校是一所私立男校，自1924
年開辦以來，專注於提供優質男子教育。作
爲澳洲最優秀的聯合基督教會男校之一，
諾克斯適合全澳及海外學生，以寄宿或非寄
宿形式就讀，並按照新南威爾斯省教育委員
會課程修讀直至中學畢業。學校設有威克斯
（Weeks）高級學院，讓高年級學生得到
專門教職員輔導，還可前往資源豐富的圖書
館，使用多樣的學習空間和各種先進設備，
助學生培養獨立性及支援學生爲將來入讀高
等學府作好準備。此外，學校的高考成績亦
出類拔萃。
學校爲所有學生提供豐富多樣的機會，透過
諾克斯體育學院、諾克斯表演藝術學院，
以及我校的社區服務、社會公義計劃等項
目，讓他們發掘自己的興趣，使天賦得到充
分發展。

Launceston Grammar
SCHOOL PROFILE
城市/州份

Launceston, TAS

創校年份

1846

學校類別

男女校

寄宿學校/家庭寄
宿/兩者均有

學校宿舍

英語強化課程

沒有

其他英語課程

有

學校課程

TCE

學生人數
600
(7年級至12年級)
海外學生人數
(500類簽證)

14

澳洲教育評審測驗
需要
(AEAS)
學費（每年澳幣)
(7年- 12年級)

$28,088 (7-10 年級）
$30,188 (11-12 年級）

寄宿費 (每年澳幣) $21,188 (每年）
CRICOS 號碼

00650K

www.lcgs.tas.edu.au

朗塞斯頓教會文法學校是一所聖公會男女（日
校及寄宿）學校，提供學前教育至 12 年級課
程，致力培育、挑戰並啟發學生成為世界公民
及領袖，以勇氣、好奇心、創造力及熱誠來服
務及改變我們的世界。本校歡迎國際生加入我
們的 5-12 年級。
朗塞斯頓教會文法學校位於塔斯曼尼亞州的朗
塞斯頓市（距離墨爾本市僅 45 分鐘機程),
是澳洲歷史最悠久的私立學校。本校成績出
眾，大多數畢業生均升讀大學，其中包括墨爾
本大學、蒙納士大學、新南威爾斯大學、塔斯
曼尼亞大學及其他世界知名大學。我們的校友
包括 17 名羅德氏學者、一名諾貝爾得獎者、
各行各業的領袖及世界級的運動員。
本校的宿舍位於中學校區，設有男生及女生
宿舍，給予寄宿生全方位的支援及家一般的
溫暖。
朗塞斯頓教會文法學校是國際課程（ IB ）
全球學校成員之一，本校開辦國際小學課程
（ PYP )。
我們的課程深入每一個課題，而本校獨有的航
空學課程，讓熱衷於航空工程學的學生透過此
課程獲取專業技能，學生不單可以在校學習，
還有機會學習航空工程實務及飛行理論。
本校在表演及視覺藝術範疇的設施非常豐富，
其中包括設於藝術區的 Poimena Gallery 以
及專門修建的 2 公里爬山單車賽道。

Loreto College
SCHOOL PROFILE
城市/州份

Adelaide, SA

創校年份

1905年

學校類別

女校

寄宿學校/家庭寄
宿/兩者均有

學校寄宿

英語強化課程

有

其他英語課程

有

學校課程

SACE

學生人數
400
(7年級至12年級)
海外學生人數
(500類簽證)

15

澳洲教育評審測驗
需要
(AEAS)
學費（每年澳幣)
(7年- 12年級)

洛雷托學院是一所領先的私立女子日校和寄
宿學校，提供幼兒園至12年級的課程。
我們的學生在嚴謹的學術氛圍和豐富的課外
機會環境下，持續獲得優秀的成績。
我們同時關注學生的觀點及自主，認清她們
在畢業後生活所需的知識及技巧。
我們集中建立學生的領導能力及自信心、良
好的職業道德，以及在安全環境下勇於冒險
的精神。
結合我們各個領域的專業人士，融入目前最
先進的科研結果和循證實踐的態度去滿足我
們學生的學術和身心健康的需求。
洛雷托學院的女生在未來都會成為堅毅不
屈、熱情洋溢和自信滿滿的明日之星。

$25,935 - $28,375
(7-8年級)
$30,240 (9-10 年級)
$32,015 (11-12年級)

寄宿費 (每年澳幣) $21,000
CRICOS 號碼

00629G

www.loreto.sa.edu.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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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sada College
SCHOOL PROFILE
城市/州份

Sydney, NSW

創校年份

1967

學校類別

男女校

寄宿學校/家庭寄
宿/兩者均有

接待家庭

英語強化課程

沒有

其他英語課程

有

學校課程

HSC

學生人數
320
(7年級至12年級)
海外學生人數
(500類簽證)

51

澳洲教育評審測驗
需要
(AEAS)
學費（每年澳幣)
(7年- 12年級)

$32,460 - $34,780
(7-9年級)
$34,660 - $39,735
(10-12年級)

寄宿費 (每年澳幣) $420(每週）
CRICOS 號碼

馬薩達學院是一所現代化的猶太教私立男女
學校，提供學前至 12 年級課程。馬薩達學
院採用先進的瑞吉歐教學法及嚴謹思維訓練
模式來培養學生成為獨立的思考者。
本著有教無類、因材施教的教學宗旨，我們
激發每一名學生的潛能，讓他們能夠進一步
提升自我、接受多元化的學習挑戰並追求卓
越的學術成就。馬薩達學院的高考成績持續
在新南威爾斯州名列前茅，眾多高考畢業生
獲得著名學府的錄取並獲頒獎學金。
學院深信每一名孩子都可以成為領袖，我們
通過多元化的活動，培養學生的責任感和領
導才能，確保每一名畢業生成為有自信及責
任感的公民。與此同時，馬薩達學院致力營
造一個包容及充滿關愛的環境來培養學生的
社群價值觀，強調成員之間的尊重和責任。
本校學生積極參與社區及慈善活動，獲得校
外機構的認可及稱許。學校多元化的活動計
劃有效地建立學生的社群意識，並對傳統和
自我身份感到自豪。

00401E

www.masada.nsw.edu.au

Mater Christi College
SCHOOL PROFILE
城市/州份

Melbourne, VIC

創校年份

1963

學校類別

女校

寄宿學校/家庭寄
宿/兩者均有

接待家庭

英語強化課程

沒有

其他英語課程

有

學校課程

VCE

學生人數
750
(7年級至12年級)
海外學生人數
(500類簽證)

25

澳洲教育評審測驗
需要
(AEAS)
學費（每年澳幣)
(7年- 12年級)

$23,900

寄宿費 (每年澳幣)

每週 $330 (包括膳食及
互聯網供應)

CRICOS 號碼

00589K

www.materchristi.edu.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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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er Christi College 自1989年開始歡迎
國際學生入讀，多年來我們為國際學生的優
異成績以及各種各樣的成就感到驕傲。
Mater Christi為每位學生提供大量的支援，
鼓勵他們做到最好。我們的老師不單盡心盡
力及有愛心，並且對於處理國際學生的不同
需要都非常有經驗。
我們開辦的綜合學術課程，培養學生在溝
通、協調、創意及批判思維上的全方位技
能。而不同範疇的課外活動，進一步提升學
生的個人和學術表現。
我們循序漸進的學習環境及創新的課程，促
使學生主動、靈活及自信地學習，在這個不
斷改變的世界中為自己的未來做好準備。
本校高度重視學生的安全和身心健康，寄宿
家庭由本校精心挑選和監控，每位學生都有
盡責的英語老師團隊及一位國際學生事務主
任照顧及支援。

Methodist Ladies’ College
SCHOOL PROFILE
城市/州份

Melbourne, VIC

創校年份

1882

學校類別

女校

寄宿學校/家庭寄
宿/兩者均有

學校寄宿及接待家庭

英語強化課程

沒有

其他英語課程

有

學校課程

VCE/VET; IB

學生人數
1640
(7年級至12年級)
海外學生人數
(500類簽證)

90

澳洲教育評審測驗
需要
(AEAS)
學費（每年澳幣)
(7年- 12年級)

$43,020 (7-9年級)
$46,530 (10-12年級)

寄宿費 (每年澳幣) $30,141 (每年)
CRICOS 號碼

MLC 是一所澳洲領先的私立女子中學，學
校廣泛的課程選擇、尖端的教學方法、多種
學習經歷及傑出的學術成績，均受國際認
可。作為一所公開及非選擇性的日校及寄宿
學校，我們營造了一個熱情好客及多元文化
的社區，提供廣闊而全面的教育，讓所有女
生裝備自己，迎接未來的挑戰。
相比其他私立學校，MLC的教育特點是提供
最廣闊的課程範疇及廣泛的學科選擇，當中
69個學科涵蓋VCE, VCE VET及IB課程。
透過音樂、創意藝術及運動等獨一無二跨學
科活動，鼓勵學生發掘自己的興趣及建立對
學習的熱情。面對各類大型學校的挑戰，學
校的小型結構及知名的共融計劃，確保我們
能夠為學生提供個人化照顧，讓他們感受到
無限支持。
MLC的教育激勵一眾年輕女性，成為世界所
需要的人才。

00325A

www.mlc.vic.edu.au

Oxley Christian College
SCHOOL PROFILE
城市/州份

Melbourne, VIC

創校年份

1979

學校類別

男女校

寄宿學校/家庭寄
宿/兩者均有

寄宿家庭

英語強化課程

沒有

其他英語課程

有

學校課程

VCE

學生人數
490
(7年級至12年級)
海外學生人數
(500類簽證)

75

澳洲教育評審測驗
是
(AEAS)
學費（每年澳幣)
(7年- 12年級)

$19,258 (7-10 年級)
$21,008 (11-12年級)

Oxley Christian College是一所聲譽卓著
的男女私立學校。學校占地70英畝，坐落
於墨爾本東區。學校開展國際教育項目已有
30年之久。
修讀VCE課程的11、12年級學生，完成課
程後可選擇入讀世界各地的大學。
學校在維多利亞州所有中學中排名前20%。
學校擁有完善的現代化設施，包括配備5個
籃球場的綜合體育場、健身設施和教室。表
演藝術中心內設有禮堂、音樂室、琴房、戲
劇表演設施，可供多種藝術活動使用，包括
合唱、樂隊演出和音樂劇演出。
學校設立多個學生社團，每年還會爲各年級
的學生組織露營活動。學校鼓勵所有學生追
求個人的卓越學術表現，同時爲所有年級的
學生創造培養領導力的機會。

寄宿費 (每年澳幣) $320(每週）
CRICOS 號碼

00331C

www.oxley.vic.edu.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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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C Melbourne
SCHOOL PROFILE
城市/州份

Melbourne, VIC

創校年份

1875

學校類別

女校

寄宿學校/家庭寄
宿/兩者均有

寄宿學校

英語強化課程

沒有

其他英語課程

有

學校課程

VCE; IB

學生人數
1080
(7年級至12年級)
海外學生人數
(500類簽證)

75

澳洲教育評審測驗
需要
(AEAS)
學費（每年澳幣)
(7年- 12年級)

$37,267 至 $39,924
(國際學生)

寄宿費 (每年澳幣) $29,968
CRICOS 號碼

00334M

www.plc.vic.edu.au

墨爾本PLC 學校在女子教育方面佔領先地
位，其聲譽已超逾140載。寄宿生活與學校
群體密不可分，在本校寄宿的女生來自澳洲
各省及世界各地。
在PLC，本校透過提供廣泛 、具激勵性的課
程向女學生們灌輸求學的熱誠，這些課程旨
在鼓勵學生，教會她們尊重及自律。本校出
色的全人教育專注於每位同學的個人發展及
領導潛能。
在PLC，學生備受鼓勵，她們勇於接受挑
戰，成為具備批判性思考及解難能力的人。
在面臨自身困難時放眼世界，仍然盡己所能
丶肩負責任幫助他人。
PLC 提供VCE及國際文憑 ( IB ) 課程
。2018年度畢業生取得前所未有的佳績，8
名學生ATAR成績達99.95，ATAR成績取得
98以上的學生人數佔30%，取得95以上的
佔52%，而90以上的學生人數則達75%。
PLC距離墨爾本市中心13公里，本校培育女
子歷史悠久、為現今的女子營造友好的社區
氛圍，讓學具備條件迎接未來的各種挑戰。
本校宿舍擁有現代化的環境、舒適安全，起
居和學習空間寬敞。

PLC Pathways
SCHOOL PROFILE
城市/州份

Armidale and
Bathurst, NSW

創校年份

1887

學校類別

女生(阿米戴爾校區) /
男生(巴塞斯特校區)

寄宿學校/家庭寄
宿/兩者均有

寄宿

英語強化課程

有

其他英語課程

-

學校課程

HSC

學生人數
179
(7年級至12年級)
海外學生人數
(500類簽證)

15

澳洲教育評審測驗
需要
(AEAS)
學費（每年澳幣)
(7年- 12年級)

一年費用澳幣 $65,000
(包含學費、住宿費、活
動費及校服費）

寄宿費 (每年澳幣) 同上
CRICOS 號碼

02295G

www.plcarmidale.nsw.edu.au
20

PLC 博思國際教育銜接課程於 2017 年在
PLC阿米戴爾校區創辦，並於 2019 年初在
巴塞斯特校區為男生提供相同的學習機會。
PLC 博思國際教育銜接課程是全寄宿課程，
不僅加強學生的語言能力，更致力於培養學
生對澳洲文化的認識，幫助學生全天侯融入
當地的學習及生活模式，日後順利銜接澳洲
的高中及大學課程。
學生在學習的過程中學習認識不同的文化、
培養自律能力、與澳洲學生互動的能力、參
與校內活動的主動性等。
學生自銜接課程畢業後，憑著傑出的學業成
績及社交表現，可以申請至其他澳洲學校繼
續完成高中學業。

Scotch College Adelaide
SCHOOL PROFILE
城市/州份

Adelaide, SA

創校年份

1919

學校類別

男女校

寄宿學校/家庭寄
宿/兩者均有

學校寄宿及接待家庭

英語強化課程

沒有

其他英語課程

有

學校課程

SACE

學生人數
733
(7年級至12年級)
海外學生人數
(500類簽證)

46

澳洲教育評審測驗
是
(AEAS)
學費（每年澳幣)
(7年- 12年級)

$34,640 (7年級)
$38,120 (8 - 9年級)
$40,600 (10 -12年級)

寄宿費 (每年澳幣)

學校寄宿: $22,320(每年)
接待家庭: $365(每週)

CRICOS 號碼

00615B

Scotch College 是一所男女日校及寄宿學
校，開辦幼兒園至高中12年級課程。學校成
立於1919年，擁有21公頃的美麗校園。來
自世界各地的國際學生，其多元化背景及信
仰，豐富了我們學校的文化。
Scotch學校擁有非常強大的學術背景，學
生成績名列前茅，97%學生都能順利入讀
各間大學。
除了傳統的學術教育外，學校所有的學生都
積極參與各種課外活動，務求在課堂內外都
能夠學習。同時，我們鼓勵學生培養對各種
體育活動、舞台表演、戶外教育及不同學
會的興趣。
我們建議國際學生在校內寄宿，學校團隊確
保提供高水平的個人化照顧。如學生更傾向
於校外的接待家庭，可透過AHN安排。國
際學生事務主任會關心留意所有國際學生的
身心健康。

www.scotch.sa.edu.au

St Catherine’s School
SCHOOL PROFILE
城市/州份

Melbourne, VIC

創校年份

1896

學校類別

女校

寄宿學校/家庭寄
宿/兩者均有

學校住宿

英語強化課程

沒有

其他英語課程

有

學校課程

VCE

學生人數
470
(7年級至12年級)
海外學生人數
(500類簽證)

48

澳洲教育評審測驗
需要
(AEAS)
學費（每年澳幣)
(7年- 12年級)

$44,000 - $47,190

寄宿費 (每年澳幣) $31,540
CRICOS 號碼

學校的核心價值是互動，充滿活力和社區的
包容性，St Catherine’s School致力培
育大膽和有創造性，獨立和有韌性的年輕女
性，並在思想上和精神上都準備好貢獻社會
和在校園內外都實踐更豐富的生活。
學校在多方面都享負盛名，包括成績十分優
秀，建立了充滿支持的社區，突出的課外活
動，卓越的師資，優良的設施和校友所建立
的網絡。但我們相信我們最大的成就是學校
培訓出有良好品格的學生。
學校宿舍提供給年輕女性接觸真實世界的機
會，為她們提供機會接觸和體驗文化和休
閒活動。
我們的宿舍(Illawarra)，被National Trust
列為維多利亞省的重要住所。作為一個家，
這正正是我們希望能夠實現的，因為我們希
望讓學生在校園感受到學術支持，進行社交
和交換情感的地方。

00574F

www.stcatherines.net.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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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 Catherine’s School Sydney
SCHOOL PROFILE
城市/州份

Sydney, NSW

創校年份

1856

學校類別

女校

寄宿學校/家庭寄
宿/兩者均有

學校寄宿

英語強化課程

沒有

其他英語課程

有

學校課程

HSC

學生人數
720
(7年級至12年級)
海外學生人數
(500類簽證)

42

澳洲教育評審測驗
需要
(AEAS)
學費（每年澳幣)
(7年- 12年級)

$39,316（7-10年級）
$42,214（11-12年級）

寄宿費 (每年澳幣) $26,734
CRICOS 號碼

02322K

www.stcatherines.nsw.edu.au

St Catherine’s School 是澳洲歷史最悠
久的私立聖公會女校，將會在2020年慶祝
164周年校慶。學校招收幼兒園到12年級的
女生，並為7到12年級學生提供寄宿。我們
歡迎來自所有背景的學生，尊重每位學生不
同的長處，堅信多樣性能豐富我們的社區。
10年級至12年級的寄校女生，每人會有自
己的獨立房間。7年級至9年級的寄校女生則
是住在兩人共用或單人房間。每天放學後有
輔導老師監督完成功課。
我們的學生可以自由選擇參加一系列的體育
和藝術活動，包括乒乓球、羽毛球、音樂、
藝術、戲劇、健身和舞蹈。
正向心理學鞏固了學校創新的牧靈關懷計
劃，而我們嚴謹的課程是設立在學業挑戰的
根基上。我們對我們的學生有很高的期望，
而與此同時我們會盡力監督和支援學生的進
度。本校學業成績優秀出眾。
有天份的學生可參加増進和拓展的學習機
會，又會為有需要的學生提供學業輔導。

St Leonard’s College
SCHOOL PROFILE
城市/州份

Melbourne, VIC

創校年份

1914

學校類別

男女校

寄宿學校/家庭寄
宿/兩者均有

接待家庭

英語強化課程

有

其他英語課程

有

學校課程

VCE; IB

學生人數
1081
(7年級至12年級)
海外學生人數
(500類簽證)

43

澳洲教育評審測驗
需要
(AEAS)
學費（每年澳幣)
(7年- 12年級)

$39,044 - $43,170
(7-9 年級)
$43,562 - $45,516
(10-12 年級)

寄宿費 (每年澳幣) $16,750(每年)
CRICOS 號碼

00343K

www.stleonards.vic.edu.au/traditional-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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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校超過 100 年，本校為年青人提供優質
教育，致力培育學生全人發展。我們給予
學生多方面的機會，讓他們在支持與關愛
的環境下發揮所長，並培養他們終身學習
的精神。
本校優秀的老師團隊來自世界各地，培育學
生全方位的發展，建立正確的價值觀、自信
心及獨立性。學校一流的教學設施讓學生在
學術上不斷追求卓越，而廣泛的課外活動讓
學生發展興趣並發掘潛能。
本校致力培養學生成為無私的公民，以回饋
社會的心幫助有需要的人。

St Margaret’s and Berwick Grammar School
SCHOOL PROFILE

• 非宗教獨立私校

城市/州份

Melbourne, VIC

• 位於墨爾本東南部

創校年份

1926

學校類別

女校 / 男校

• 高質量男女分校，開辦7-12年級教育
課程

寄宿學校/家庭寄
宿/兩者均有

接待家庭

英語強化課程

沒有

其他英語課程

沒有

學校課程

VCE

學生人數
500
(7年級至12年級)
海外學生人數
(500類簽證)

21

澳洲教育評審測驗
需要
(AEAS)
學費（每年澳幣)
(7年- 12年級)

$38,523 - $40,970
(7-9 年級)
$39,987
(10-12 年級)

寄宿費 (每年澳幣)

$300–350 (每週)
(估計費用）

CRICOS 號碼

00344J

• 學生VCE考試成績優異，57%的學生成
功進入莫納什和墨爾本大學
• 卓越的STEM (科學、技術、工程與數
學) 成績，58%在校畢業生在大學深造
STEM專業
• 學生參予全球責任證書（與墨爾本大學
聯合推出）
• 提供一流的大學學術擴展課程
• 各種課程輔導及課外活動，其中音樂課
程尤為突出
• 卓越的戶外教育和九年級學習課程
• 多樣化的課外活動，包括表演藝術、辯
論、公眾演講，以及馬術和自行車等專
業體育項目

www.stmargarets.vic.edu.au

St Margaret’s Anglican Girls School
SCHOOL PROFILE
城市/州份

Brisbane, QLD

創校年份

1895

學校類別

女校

寄宿學校/家庭寄
宿/兩者均有

學校寄宿及接待家庭

英語強化課程

沒有

其他英語課程

有

學校課程

QCE

學生人數
735
(7年級至12年級)
海外學生人數
(500類簽證)

56

澳洲教育評審測驗
需要
(AEAS)
學費（每年澳幣)
(7年- 12年級)

寄宿費 (每年澳幣)

$35,250
學校寄宿: $21,207(
每年)
接待家庭: $16,744 (

St Margaret’s Anglican Girls School
是一所私立的女子寄宿學校及日校。125年
來，作為女子教育的領導者，學校擁有悠久
的寄宿歷史，現時約有185名寄宿學生。作
為一所具備全球視野的學校，學校為學生們
提供豐富的全球性學習機會及項目。
學校以注重卓越學術和優質教學而聞名，推
崇個性化學習，關心學生的身心健康。
St Margaret’s Anglican Girls School擁
有優良的教職員團隊，注重其專業發展，以
保持在行業中的領先地位。
學校鼓勵學生對學習抱有熱情，積極參與多
元化課外活動，包括如體育、音樂、藝術、
俱樂部和其他活動等。
學校的理念「精神、信念、正直、勇氣、尊
重和激情」以及校訓「生為翱翔」激勵學生
成長並盡力發揮所長。

每年)
CRICOS 號碼

00511K

www.stmargarets.qld.edu.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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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 Paul’s School
SCHOOL PROFILE

• 2019年獲頒創新學校獎

城市/州份

Brisbane, QLD

• 2019年獲頒年度澳洲學校獎

創校年份

1960

• 2019年獲頒年度最佳小學獎（非政府）

學校類別

男女校

寄宿學校/家庭寄
宿/兩者均有

接待家庭

• St Paul’s School的願景是成為教育思想
和實踐的領導者，通過提供值得擁有的
教育來裝備年輕人。

英語強化課程

有

其他英語課程

有

學校課程

QCE

學生人數
800
(7年級至12年級)
海外學生人數
(500類簽證)

107

澳洲教育評審測驗
需要
(AEAS)
學費（每年澳幣)
(7年-12年級)

$27,500

寄宿費 (每年澳幣) $15,800
CRICOS 號碼

00515F

www.stpauls.qld.edu.au

The Kilmore International School
SCHOOL PROFILE
城市/州份

Melbourne, VIC

創校年份

1989

學校類別

男女混合學校

寄宿學校/家庭寄
宿/兩者均有

學校住宿

英語強化課程

沒有

其他英語課程

有

學校課程

IB

學生人數
356
(7年級至12年級)
海外學生人數
(500類簽證)

180

澳洲教育評審測驗
需要
(AEAS)
學費（每年澳幣)
(7年- 12年級)

$22,635-$42,840 澳幣

寄宿費 (每年澳幣) $23,980 澳幣/年
CRICOS 號碼

00671E

www.kilmore.vic.edu.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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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點: 楷模國際學校位於墨爾本北郊處(離墨
爾本市區一小時車程)，遠離大都會過於熱鬧
的干擾，是學生只身在外留學的理想環境
課程: 為11和12年級學生提供全世界學術水
準最高的IB國際課程，且是最早對國際學生
提供該課程的學校
要求: 學生入學需經校方嚴格的考試選拔，
通過入學考試的學生可直接入讀IB或其預備
課程，無須在入學前報讀語言培訓班，更節
省時間及金錢
師資: 50%的在校教師為現任或前任IB全球
閱卷官和考試命題官，比例之高全球領先
管理: 學校管理嚴謹，海外生一律住校，除確
保規範的生活作息以外，更可避免食宿及生
活雜務干擾學生的學習進度；教職員工與學
生的配置比例為1:4，全面照顧學生的學習及
生活所需，提供中西式自助餐，解決寄宿於
澳洲家庭飲食不適的難題
課時: 每週五個晚上的必修自習以及週一至週
四的課後輔導課給予學生每年額外多達480
堂的課輔機會, 大幅度提升學習成果，有效幫
助學生克服學習英語的障礙

The King’s School
SCHOOL PROFILE
城市/州份

Sydney, NSW

創校年份

1831

學校類別

男校

寄宿學校/家庭寄
宿/兩者均有

學校寄宿

英語強化課程

沒有

其他英語課程

有

學校課程

HSC

學生人數
1260
(7年級至12年級)
海外學生人數
(500類簽證)

72

澳洲教育評審測驗
需要
(AEAS)
學費（每年澳幣)
(7年-12年級)

$35,157 (7-9 年級）
$35,857 - $38,284
(10-12 年級）

$25,906 - $27,865
(7-10年級）
寄宿費 (每年澳幣)
$28,472 (11年級）
$27,253 (12年級）
CRICOS 號碼

The King’s School 是澳洲歷史最悠久的私立
學校，學校通過三個核心教育理念：卓越學
業，人格培養及基督教社群價值觀，致力為
學生提供一個獨一無二的學習體驗。
本校的宗旨是培養學生成為全球社會的未來
領袖，通過豐富的核心課程設計及不同課外
活動的學習機會，學校成為新州其中一所最
傑出的非精英學校。
除了傳統的課堂學習，學校還提供不同種類
的課外活動及運動項目，鼓勵學生參與團體
訓練活動，例如軍事訓練，學社組織及運
動項目。
為了提升寄宿生的生活質數，學校投資
6000 萬澳元建造一個宿生村，以現代的設
計給學生一個全新的寄宿體驗，寄宿生可以
享用一流的設施及最先進的運動場地。
我們的寄宿生特別喜歡在飯堂用餐的時間，
可以一面品嘗新鮮烹製的美食，一面跟的其
他寄宿生彼此交流，增進友誼。

02326F

www.kings.edu.au

Tintern Grammar
SCHOOL PROFILE
城市/州份

Melbourne, VIC

創校年份

1877

學校類別

男女校

寄宿學校/家庭寄
宿/兩者均有

接待家庭

英語強化課程

沒有

其他英語課程

有

學校課程

VCE/VET; IB

學生人數
605
(7年級至12年級)
海外學生人數
(500類簽證)

60

澳洲教育評審測驗
需要
(AEAS)
學費（每年澳幣)
(7年- 12年級)

$31,710 (7-9年级)
$33,856 (10-12年级)

寄宿費 (每年澳幣) 約 $335 (每週)
CRICOS 號碼

00348E

Tintern Grammar自1877成立以來，一直
是教學、學習和輔導每位孩子的領導者。學
校坐落於40英畝綠樹成蔭的美麗原地上，
設有大型的運動場、最先進的設施和工作
農場。
平行學習模式由幼兒園的男女合班開始，及
後，男女生分開進入小學至初中課程，提供
有效的學習環境，以滿足男生和女生不同
的學習方式。10年級開始重回男女合班，
讓學生可以從獨立和互相調協的學習環境
中得益。
我們為高中生提供選擇和平衡，因此開辦3
種學習途徑，即VCE （維多利亞州證書教
育，IB (國際文憑課程) 和VCE/VET（維多
利亞州證書教育/職業教育和培訓），以及提
供廣泛的課程、職業指導及入大學的準備。
我們為學生提供多元化課外活動，包括體
育、戶外教學、表演藝術、農務、辯論、音
樂等等。

www.tintern.vic.edu.au

25

Toorak College
SCHOOL PROFILE
城市/州份

Melbourne, VIC

創校年份

1874

學校類別

女校

寄宿學校/家庭寄
宿/兩者均有

學校寄宿

英語強化課程

沒有

其他英語課程

有

學校課程

VCE

學生人數
830
(7年級至12年級)
海外學生人數
(500類簽證)

65

Toorak College 是一所女子日校及寄宿中學
校，坐落於風景如畫的莫寧頓半島，距離墨
爾本市中心僅一小時車程。學校美麗的海港
景色以及先進的教學設施，為你的女兒提供
理想的學習環境。
學校擁有145年引以為傲的教學歷史，我們
時常留意世界的變化，致力確保所有學生都
能接受優質的教育。在Toorak，我們認為
靈活的教學及學習方法是每位學生成功的關
鍵。位於校內的寄宿社區，是校院不可或缺
的一部份。這寄宿計劃非常注重每位學生的
身心健康，鼓勵學生努力學習，積極參與學
校的活動。我們的目標是要通過加強學生學
術和個人表現，令學生今後可以茁壯成長。

澳洲教育評審測驗
需要
(AEAS)
學費（每年澳幣)
(7年- 12年級)

$35,000-$41,500

寄宿費 (每年澳幣) $32,700
CRICOS 號碼

00349D

www.toorakcollege.vic.edu.au

Toowoomba Grammar School
SCHOOL PROFILE
城市/州份

Toowoomba, QLD

創校年份

1875

學校類別

男子

寄宿學校/家庭寄
宿/兩者均有

寄宿

英語強化課程

沒有

其他英語課程

有

學校課程

QCE

學生人數
(7年級至12年級)
海外學生人數
(500類簽證)

935
11

澳洲教育評審測驗
需要
(AEAS)
學費（每年澳幣)
(7年- 12年級)

$29,134

寄宿費 (每年澳幣) $22,000
CRICOS 號碼

00525D

www.twgs.qld.edu.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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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位於昆士蘭州圖文巴市（Toowoomba),
圖文巴市是澳洲最大的內陸區域城市之一，
人口約16萬。圖文巴市距離布里斯本以西不
到90分鐘車程，被公認為澳洲最美麗的省
級城市之一。圖文巴市具有濃郁的多元文化
背景和輕鬆友好的生活氛圍，給人以安全感
和保障。
圖文巴文法學校（Toowoomba Grammar
School）是一所男子中學，現有1200名學
生。大約三分之一的高中生（7至12年級）
為寄宿生，他們來自全澳洲和海外。本校寄宿
生人數幾乎是澳洲男子寄宿學校中最多的。
本校致力於促進學生在各個領域取得優異成
績。學校擁有卓越的學術聲譽，大多數12年
級畢業生都繼續在昆士蘭州、其他州或海外
大學升學。

Trinity Grammar School, Kew
SCHOOL PROFILE
城市/州份

Melbourne, VIC

創校年份

1903

學校類別

男校

寄宿學校/家庭寄
宿/兩者均有

寄宿家庭

英語強化課程

沒有

其他英語課程

沒有

學校課程

VCE
IGCSE(10年級）

學生人數
1100
(7年級至12年級)
海外學生人數
(500類簽證)

20

澳洲教育評審測驗
需要
(AEAS)
學費（每年澳幣)
(7年-12年級)

$40,074(10年級）
$41,260 (11-12年級）

Trinity Grammar School, Kew 在教育男
孩方面享有悠久的聲譽，建校已超過117
年。自1940年起更是歡迎國際留學生入
學。
本校校區離墨爾本市區僅五公里，可通過公
共交通輕鬆抵達。每天1500名從小學到中
學的學生在充滿歷史氣息的美麗校園內享受
現代化教學設施帶來的學習樂趣。
學校老師向學生提供廣泛及多元化的課程，
並鼓勵學生們敢於挑戰，超越自我。我們亦
會注重培養學生社交潛能，我們歡迎並鼓勵
國際學生參與校園生活，並給予全方位的支
持和輔導。
學校VCE成績一向優秀，一直位居澳大利亞
頂級學校之列。2018年，本校15%國際留
學生考獲ATAR分99以上，71%考獲ATAR
95分以上。

寄宿費 (每年澳幣) 寄宿家庭: $320澳幣
CRICOS 號碼

00350M

www.trinity.vic.edu.au

Wenona
SCHOOL PROFILE
城市/州份

Sydney, NSW

創校年份

1886

學校類別

女校

寄宿學校/家庭寄
宿/兩者均有

寄宿

英語強化課程

沒有

其他英語課程

有

學校課程

HSC

學生人數
(7年級至12年級)
海外學生人數
(500類簽證)

890
16

澳洲教育評審測驗
需要
(AEAS)
學費（每年澳幣)
(7年- 12年級)

$33,408 (7-9年級)
$34,752 (10-12年級)

寄宿費 (每年澳幣)

$30,188 (7-11年級)
$26,412 (12年級)

CRICOS 號碼

02275A

沃濃娜女子學校是一所領先的、非精英制、
非宗教類的私立學校。我們一直以來都為女
性提供卓越的教育，這讓我們倍感自豪。我
們鼓勵女生追求個人的熱情與興趣，本校學
生在眾多學術領域都取得了優異的成績。
我們的校園臨近悉尼港，步行可達市區；本
校設計結合了傳統和現代化，擁有先進的授
課環境、學習、創造和娛樂設施。我們的
海外學生住在校內，宿舍位於高中校園中
心位置。
沃濃娜女子學校致力於為年輕的女士，提供
廣泛的領域、科目和活動。鼓勵女孩要勇
敢、堅韌、有創造性、善於表達、和自信；
我們支持全體女生發揮出全部潛力。
沃濃娜女子學校的校訓是，「Ut prosim，
為人民服務」，在該理念的指引下，沃濃娜
女子學校的全體人員皆致力於為社區作出貢
獻，我們為此感到自豪。

www.wenona.nsw.edu.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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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sley College Melbourne
SCHOOL PROFILE
城市/州份

Melbourne, VIC

創校年份

1866

學校類別

男女校

寄宿學校/家庭寄
宿/兩者均有

學校住宿或寄宿家庭

英語強化課程

有

其他英語課程

有

學校課程

VCE; IB

學生人數
(7年級至12年級)
海外學生人數
(500類簽證)

2162
113

澳洲教育評審測驗
需要
(AEAS)
學費（每年澳幣)
(7年- 12年級)

$39,940 (7-8年級 ）
$42,850 (9-12年級）

寄宿費 (每年澳幣)

學校住宿 –$27,000
寄宿家庭 –$330 起/週

CRICOS 號碼

00354G

Wesley College 是一所頂尖的男女混合學
校，實行公開招生。成立超過150年來，學
校課程內容自由廣泛、教學質量突出，培養
了數以千計的優秀學子，成就了眾多精彩人
生。學校憑藉卓越的學術成績、優質的各類
課程和聯課活動以及先進的教學設施，成為
來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國際學生之首選。
Wesley College 是澳洲開設維州教育證書
（VCE）課程和國際文憑課程（IB）最頂
尖的學校之一，也是維州為數不多的幾家
開設從小學到高中全程國際文憑課程（IB）
的學校。
學校在Glen Waverley 校區面向需要在進
入主流課程前強化英語的學生開設英語語言
準備課程（ELPP）。學生從抵達學校時起
便全面融入學校社區。同時Glen Waverley
校區還為9 -12年級學生提供住校學習項目
（Learning in Residence）， 匯集不同
文化和語言背景的學生，為他們提供共同生
活、學習與成長的機會。

www.wesleycollege.edu.au

Whitefriars College
SCHOOL PROFILE
城市/州份

Melbourne, VIC

創校年份

1961

學校類別

男校

寄宿學校/家庭寄
宿/兩者均有

接待家庭

英語強化課程

沒有

其他英語課程

有

學校課程

VCE

學生人數
(7年級至12年級)
海外學生人數
(500類簽證)

1200
47

澳洲教育評審測驗
需要
(AEAS)
學費（每年澳幣)
(7年- 12年級)

$27,050

寄宿費 (每年澳幣) $16,500
CRICOS 號碼

01680G

www.whitefriars.vic.edu.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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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tefriars之國際學生計劃的基礎是為全球
的國際學生提供最佳的學習體驗，以提高他
們的學習能力並擴大學生的潛力，並在安全
和教牧的環境中提供卓越的關懷。
國際學生從迎新活動開始，然後進入我們的
「強化英語課程」或直接入讀「主流課程」
，並獲得一切學業上的支援，同時通過全年
的「健康計劃」更廣泛融入學校社群。
學校為國際學生提供全天候課程支援，以促
進學生之才能和技能發展，同時亦提供廣泛
的課外活動。
學校擁有強大的STEM計劃，旨在通過整個
學校的「筆記本計劃」支持學生跨學科學
習。學生可以選擇各種科目，小班學習。在
選擇大學時，學校的課程顧問會提供建議。

HEAD OFFICE: Level 1, 383 Clarendon Street,
South Melbourne, Victoria, Australia 3205
T: +61 3 9645 0077 | E: admin@aeas.com.au | W: www.aeas.com.au

一站式升學諮詢機構

T: (852) 2598 6166

T: (852) 2122 9359

T: (852) 2730 2068

E: enquiry@aecl.com.hk

E: inquiry@aces.com.hk

E: education@hkosc.com.hk
星光行12樓1229-30室

W: www.aecl.com.hk

W: www.aces.com.hk

地址 香港九龍尖沙咀梳士巴利道3號

W:電話
www.hkosc.com.hk
電郵
傳真
網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