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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学校的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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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南威尔士州
Kincoppal-Rose Bay

玫瑰湾圣心学校

Knox Grammar School
诺克斯文法学校

Masada College
马萨达学院

PLC Pathways
PLC博思国际教育衔接课程

Ravenswood School for Girls
瑞文斯伍德女子学校

St Catherine’s School Sydney
圣凯瑟琳学校

The Illawarra Grammar School
依拉瓦拉文法中学

Wenona
沃浓娜女子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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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n Paul International Colle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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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德莱德苏格兰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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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unceston Gramm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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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肯希尔斯学院

Billanook Colle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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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C Melbour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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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 Margaret’s and Berwick Grammar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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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Kilmore International School
澳洲楷模国际学校

Tintern Grammar

Toorak College
图拉克学院
Trinity Grammar School, Kew
澳大利亚墨尔本圣三文法学校

Wesley Colle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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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ildford Grammar School
吉福德文法学校

WESTERN AUSTRALIA

SOUTH AUSTRALIA

NORTHERN
TERRITORY

QUEENSLAND

NEW SOUTH WALES

VICTORIA

AUSTRALIAN
CAPITAL
TERRITORY

TASMAN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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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参加线上交流会

AEAS每年都会在中国举办澳洲精英中学交流会，为国内家庭和澳洲学校搭建一对
一交流的机会。

由于新冠疫情的原因，澳大利亚学校代表近期无法访问中国。	因此，AEAS组织此
次澳洲精英中学线上交流会，使国内家庭可以在线与澳大利亚35所顶级学校会面。

参加此次线上交流会，是您为孩子的澳大利亚学习之旅迈出的重要的第一步!

第一步 第二步 第三步

通过扫描二维码进	
行注册

观看学校讲座视频,		
选择您心仪的学校

预约与澳洲精英中学	
一对一的线上交流

三个步骤即可预约！

1.	 	请扫描AEAS官方微信，通过展会报名通道注册，获取QR票号

2.	 点击	exhibitions.aeas.com.au/cn	观看学校讲座视频，选择您心仪的学校

3.	 在线预约与澳洲精英中学面试的时间

For more information or assistance with making your bookings please contact one of the supporting agents:

exhibitions.aeas.com.au/cn 

访问展会网站获取更多信息及注册展会

就这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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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咨询厅

欢迎您在线上交流会期间，访问我们的线上咨询厅。

线上咨询厅的开放时间为交流会期间的每天上午9:00到下午3:30。

查看澳洲留学相关主题的学校讲座和AEAS研讨会。	

您还可以在线提问并获得解答！

点击	exhibitions.aeas.com.au/cn	查看讲座安排，并进入线上咨询厅。

特色讲座

主题

澳大利亚学校	-	如何为您的孩子选择最好且最适合的学校

住宿及学生关怀

AEAS提供的服务	–	如何准备考试，澳大利亚学校信息系统，AEAS官方课程

请联系此次交流会的四家合作机构，获取更多活动信息

上海澳星
+86	139	1742	1035	/		

021-63538738

kemili@austargroup.com

广州广之旅精英出国
+86	182	0666	0653

congtian@gzlco.com

杭州爱易思
+86	139	0651	5010	/		

+86-571-8715	1899

harold@ies-edu.com.cn

深圳嘉华世达
+	86	150	1289	6651	/	

0755-8279	4258

kevin.liu@chinaliuxue.org.cn

关注AEAS
官方微信

关注AEAS
官方抖音

关注AEAS
官方微博

关注AEAS官方账号



6 

澳大利亚的教育体系

澳大利亚学年／学期时间表

第一学期
1月末开学

放假
(4月,	复活
节两周)

第二学期
放假

(6月,	寒假
两周)

第三学期
放假

(9月,春假
两周)

第四学期
放假

(12月-1月,
暑假)

澳大利亚各州中等教育证书名称对照
州名 证书 缩写
维多利亚 维多利亚教育证书 VCE

昆士兰 昆士兰教育证书 QCE

南澳大利亚 南澳大利亚教育证书 SACE

西澳大利亚 西澳大利亚教育证书 WACE

塔斯马尼亚	 塔斯马尼亚教育证书 TCE

澳大利亚首都领地 澳大利亚首都领地12年级证书 N/A

新南威尔士 高中证书 HSC

北领地 北领地教育培训证书 NTCET

	全国	 国际预科证书课程 IB

小学												

(5-11岁)

•	5岁或者6岁上学，各州标准不一
•	义务教育

中学

（12-18岁）

•				直到10年级（含10年级）均为义务
		教育。最低毕业年龄通常为16岁
•	申请大学时依据12年级的毕业成绩

职业教育培训	(VET）

培训与继续教育（TAFE）

16岁以上

	•		为10年级、11年级，或者12年级参加
TAFE学习的人提供实用技能培训；提供培
训的机构很多，包括中学、私立学院或者
社区学院课程长度6-36个月。颁发I-IV级证
书、文凭或者高级文凭。

大学
•	用12年级的毕业成绩申请读大学
•	中学毕业生、成年人和TAFE毕业生也
		可以申请读大学

研究生
•	在研究生阶段有各种各样的课程可供选择
•	课程包括研究生证书、研究生文凭
		和硕士学位或博士学位等

澳大利亚学校信息系统

查询,	对比和申请	

澳大利亚学校

由AEAS开发

澳大利亚拥有全球 
最优质的中学

帮助国际学生找到最适合的学校



澳大利亚学校信息系统

查询,	对比和申请	

澳大利亚学校

由AEAS开发

澳大利亚拥有全球 
最优质的中学

australianschools.aeas.com.au/cn

帮助国际学生找到最适合的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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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教育评估服务机构	(AEAS)
35年以来，AEAS一直为那些想要去澳大利亚就
读小学和中学的国际学生提供特别为他们设计的
综合考试。参加此次澳大利亚精英中学交流会的
学校，以及澳洲大多数的精英中学，都会要求学
生申请前参加AEAS考试。

一份专业的AEAS评估报告会为您申请澳洲的一
流学校提供巨大的帮助。您可以登录AEAS的官
方网站www.aeas.com.au	,	查阅认可AEAS考
试的澳大利亚学校名录。

许多完成了AEAS考试的学生都成功地进入了澳
大利亚一些最负盛名的学校。这些学生最终都以
优异的成绩完成了中学阶段的学习，并且考入了
澳大利亚顶尖的大学，比如墨尔本大学、新南威
尔士大学、悉尼大学、莫纳什大学、阿德莱德大
学及昆士兰大学。

如何申请

AEAS考试在中国的考点有：
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沈阳、大连、
青岛、西安、	成都、南京、哈尔滨和杭州

学生必须在AEAS官网www.aeas.com.au
注册考试

考试费是人民币3000元

AEAS考试需要大约3小时左右完成，	
考试内容包括：
1.		英语水平-包括词汇、阅读、写作、听力
和口语5个部分

2.	数学推理能力

3.	非语言综合能力

AEAS评估报告将会：
帮助您和您的留学中介来选择最适合您的
学校;

帮助学校对您的能力有所认识，以便于他
们给出合适的录取通知书;

帮助您确认现在的英语水平,	以及给出学生
在正式入学前所需要完成的英语强化课程
的周数建议;

无论对学生本人、学生家长、教育留学中
介还是澳洲的学校来说,	准确评估学生的英
语水平都是至关重要的。在缺乏相关评估
信息的情况下,	学生很难在澳大利亚的学校
有个很好的学习成果。如果您想了解关于
AEAS考试的权威的官方意见以及价值所在
的话,	请联系AEAS北京办公室。

澳大利亚总部
Level	1,	383	Clarendon	Street,		
South	Melbourne,3205，Australia
电话:		 +61	3	9645	0077
邮件：	 admin@aeas.com.au
网址：	 www.aeas.com.au

AEAS	北京办公室

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南竹竿胡同1号朝阳门
SOHO	6层605，100010
电话	 +86	10	8454	9147	/	+86	10	8454	9157
邮件：	 infochina@aeas.com.cn
网址：	 www.aeas.com.cn

www.aeas.com.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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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	测试日期和城市2020年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北京 4,	18 1,	22 5 17 7 5
成都 4 29 19 24 21 19
大连 4 29 26 31 28 26
广州 18 22 19 24 21 19
杭州 19 23 20 18 22 20
哈尔滨 25 29 26 31 28 26
南京 4 8 5 17 7 5
青岛 4 29 12 17 7 5
上海 11,	25 15,	29 12,	26 17,	31 14,	28 12,	26
沈阳 11 15 12 24 14 12
深圳 4 8 5 17 7 5
西安 11 15 12 24 14 12

学生必须登录www.aeas.com.cn网站在线报名考试。

学生(或代理)填写报名信息时必须用英文或者汉语拼音填写注册信息。中文填写的信息会导致注
册不成功。如果不能使用网站或注册时需要帮助,	请通过下面方式联系AEAS北京办公室

AEAS北京办公室	(AEAS在中国唯一的官方办公室):
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南竹竿胡同1号朝阳门SOHO	6层605，100010
电话:	+86	10	8454	9147	/	+86	10	8454	9157
电子邮件:	infochina@aeas.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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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EAS官方预备课程

从这里开启你的留学和国际课程之旅!

AEAS School  
Preparation Course

Years 4 – 6MODULE – REVIEW

STUDENT BOOK

AEAS School  
Preparation Course

Years 7 – 9

MODULE – SPEAKING

STUDENT BOOK

AEAS School  

Preparation Course

Years 10 – 12

MODULE – VOCABULARY

STUDENT BOOK

AEAS官方预备课程是针对中小学学生设计的实际英语能
力提升课程。此课程教材由AEAS官方独家开发，以国外
学习方法、人文知识为重心，配以外教的生动讲解和小班

制教学，使学生：

1.	 提升在全英语学习环境下，听说读写的实际应用能力。

2.	 帮助学生提高在国内国际学校和海外学校真实课堂学习环境中所必须
的学习技巧。针对培训学生在真实英语环境下的沟通能力和自信心。

3.	 提前体验和实践国外教育制度中不同的授课方式和学习风格，例如团
队合作，演讲和自学能力。这有助学生顺利过渡到国际课程体制。

4.	 提高AEAS英文测试中考查的五个小项（听力，阅读，词汇，写作，
口语）的实际应用能力。

5.	 学生完成全部课程后将获得AEAS官方颁发的结课证书，此证书可作
为申请国内国际学校和海外学校的支持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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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EAS官方唯一授权的备考课程。此课程旨在提高学生的
英语语言能力，帮助学生更好的准备AEAS考试。AEAS
官方授权中教老师会帮助学生增强英语基础，有针对性的
提升学生在听说读写各方面的弱点，以实现英文能力的全

面提高。课程特点：

AEAS	官方备考课程

开始自信从容的准备AEAS考试吧!

1.	 课程分五大模块	（听力，阅读，词汇，写作，口语)。	每个模块都包
含官方练习题，帮助学生熟悉AEAS考试题型。

2.	 模块灵活搭配组合	–	可根据学生的英语水平，挑选相应的模块学
习，也可以与“官方预备课程”中各个外教课程模块自由组合搭配学
习。这种针对学生能力的模块组合能最大化的实现英语提升效果。

3.	 AEAS官方授权的中教小班制教学，让学生更容易理解学习内容。

The Official AEAS Test Preparation Course
Years 4 – 6
STUDENT BOOK

MODULE – LISTENING

The Official AEAS 
Test Preparation 

Course
Years 7 – 9

STUDENT BOOK

MODULE – READING

The Official AEAS 

Test Preparation 

Course

Years 10 – 12

STUDENT BOOK

MODULE – WRI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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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

南京
上海

广州

杭州

哈尔滨

北京

上海 广州 杭州 北京

联系人:	陈莹

电话：		18917738124；	

400-820-0601

联系人：肖老师

电话：			18620241357；

											400-168-9818

联系人：陈老师(Harold)

电话：			0571-87151899;

												18967197810

联系人：高老师	(Shine	Gao)

手机：		15911096098

深圳	 南京 哈尔滨	 广州

联系人：刘老师	(Kevin)

电话：		15012896651;		

											400-696-6658

联系人：马圣佳

电话：			025-84721933

												18005175556

联系人：朱老师

电话：			0451-88528777

联系人:		丛老师	

电话:				18206660653；	

											400-9620-966

官方授权课程
中国合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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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

南京
上海

广州

杭州

哈尔滨

北京

AEAS Test for success!
AEAS是适龄学生英语类入学测试的行业领先者

咨询中国大陆地区AEAS备考课程，请联系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S

AEAS考试

针对小学、中学及高中年级的
适龄学生

考试内容 

英语语言能力、数学推理、非语言综合
能力三部分，其中英语测试包含一对一

的口语考试

本校测试

测试可安排在学校，也可以
随时报考已公布的就近考点

的考试

考生分级

根据考生年龄和年级
安排测试

有效的测试成绩 

标准化、有效、可信赖的 
考试结果

录取参考

教学支持 

教师可独立的标准化监测学生学
习进程，为学生提供有成效的 

学习体验

方便国际学校/双语学校制定 
标准化的入学要求，完善录取

评估流程

精确测评

准确和持续的学生应对英语课
堂能力和水平的监测手段

曹兰兰 
总经理
AEAS 中国办公室
lanlan@aeas.com.cn

+86 10 8454 9147/8454 9157 www.aeas.com.au  或  www.aeas.com.cn

infochina@aeas.com.cn

面对面测试

考试成绩公正、准确、全面

Tracey O'Halloran
Managing Director
AEAS

tracey@aeas.com.au
+61 412 294 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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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学业+就
业+绿卡

 

第一步:免费咨询

第八步：安排接
机住宿

第七步: 签证出
来, 购买机票或

体检等。

第六步: 整理签证
材料递交签证

第五步: 拿到通
知书交付学费;

 并准备签证材料

 

第四步: 收集材
料申请学校

 

第三步: 签约,
交付部分中介费

 

 第二步: 确定国
家和学校

澳星 公司具有丰富完备的海外院校资源优势，长期与全球顶级品牌大学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和友

好的沟通合作。多年的国外留学和生活经验，使得我们的员工有着资深的专业知识和丰富的经

验。我们服务流程如下：

联系方式
上海市裕通路100号洲际中心7楼    邮编:200070
7/F  BM Intercontinental Center, No.100 Yutong Road  Shanghai China
电话: 021-6353 6188 / 021-63538759   www.austarstudy.com 

www.austarstud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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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国留学承载着学生和家长的梦想，关乎着广大莘莘学子的前途。作为二十多年历史的知名

留学机构，我们致力于为每位同学精心做好留学、职业规划，成就莘莘学子的美好未来。

我们的王牌留学精英团队拥有多位海归留学专家，为学生提供专业、用心的留学咨询服务，

多年来在业界树立了良好的口碑，同时赢得广大学生和家长的一致赞誉与好评。

团队优势：
云集多位精英留学专家，积攒大量留学申请实战经验，助您成功留学！

团队战绩：
每年为数以千计学生成功提供规划、申请、签证服务，成功率近100%！

团队准则：
踏踏实实做人，诚诚恳恳做事，把学生和家长当成自己的家人对待！

团队宗旨：
专业+用心+诚信+负责+经验，您的满意就是我们的成功！

团队纲领：
个性留学规划，一对一VIP服务模式，保障您留学全程无忧！

 

www.austarstud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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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www.gzlco.com

澳大利亚中小学留学学期规划

国内学生学历  

小学  

初中生 

高中生 

 接读澳大利亚学历

小一上学期

小一下学期

小二上学期

小二下学期

小三上学期

小三下学期

小四上学期

小四下学期

小五上学期

小五下学期

小六上学期

小六下学期

初一上学期

初一下学期

初二上学期

初二下学期

初三上学期

初三下学期

高一上学期

高一下学期

高二上学期

Year 1

Year 2

Year 2

Year 3

Year 3

Year 4

Year 4

Year 5
Year 5

Year 6

Year 6

Year 7

Year 7

Year 8

Year 8

Year 9

Year 9

Year 10

Year 10

Year 11

Year 11

Study abroad 
Time planning 

在读年级 升读年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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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A Student Advocates
ISA学生监护服务

为18岁以下学生提供卓越的支持和照顾。

ISA学生监护服务是一个覆盖全国的公司，在澳大利
亚的各主要城市都有分支。

ISA提供讲中文的专业监护人，便于家长与她们保
持联系。

ISA的职责在于保护和照顾你的儿子或女儿。

ISA的本地员工为你的儿子、女儿提供7天24小时的
协助以及帮助他们解决问题。

使用ISA服务的学生将会获得免费使用国际紧急服务
软件——安全学生的机会。

PROFILE

城市／州 全澳

建校时间 1998年

学校类别 混校

住宿安排 学校住宿和寄宿家庭

ELICOS	项目 N/A

其它英语语言
课程

N/A

教育证书/IB N/A

学生人数		
(7-12年级)

N/A

目前国际学生人
数	(500签证)

N/A

是否需要参加	
AEAS考试

是

学费	(7-12年级) $2200澳币

住宿费 N/A

CRICOS	代码 N/A

www.studentguardian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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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aconhills College
比肯希尔斯学院

学校特色：
• 学生在众多的高中课程中获得了优异成绩卓越
奖，这包括技术，设计，视觉艺术以及表演艺术
等课程。

• 丰富且多样化的高中课程选择。
• 国际学生可得到全方面的帮助：包括校内英语
强化课程，英语为第二语言课程(EAL)，个人学
习课程，课后作业俱乐部和补习班，心理健康
部门，国际学生专员以及国际部主管给与的大
力支持。

• 崭新的学校宿舍设施，也可选择学校安排的寄
宿家庭。

• 学费性价比非常高。
• 安全宁静的学习环境，并且交通非常便利，45
分钟的车程即可抵达以购物、美食及休闲而闻名
的多元化的墨尔本市中心。

• 丰富有趣的课外活动：包括音乐、辩论、国际象
棋、体育、羽毛球、山地自行车、篮球等等。

• 学校有超过30年接待国际学生的经验，并与亚
洲及欧洲等地的学校建立友好院校。

SCHOOL	PROFILE

城市／州 墨尔本，维多利亚州

建校时间 1982年

学校类别 男女混校

住宿安排 学校住宿和寄宿家庭

ELICOS课程 不提供

其它英语语言
课程

提供

教育证书/IB VCE

学生人数		
(7-12年级)

800人

目前国际学生人
数	(500签证)

48人

是否需要参加	
AEAS考试

是

学费	(7-12年级)

7-8年级	$19,500澳币

9年级	$22,500澳币

10-12年级	$25,000澳币

住宿费
学校住宿	$23,000澳币

寄宿家庭	$15,600澳币

CRICOS	代码 03182J

www.beaconhills.vic.edu.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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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llanook College
比兰努克中学

比兰努克中学著名的国际学生项目欢迎来自世界各
地的学生，并致力于支持他们在澳大利亚学习期间
的学业成功和个人幸福。

我们的创新学习框架旨在帮助您的孩子成长为一个
独立，自信的终身学习者。

比兰努克中学提供了丰富多样的课程，在VCE年提
供了30多种科目，包括但不限于此：数学（三个级
别数学包括高数）、英语作为附加语言（EAL）、
科学、人文、商业多媒体和创意艺术、表演艺术和
技术。

本校最为知名的是拥有全面的，成熟的支持体系来
最大限度地提升每个学生的学习体验。我们的员工
都是富有爱心的专业人士，他们共同努力，使我们
的国际学生的教育体验达到卓越的水平。

学生们可以在现代化的设施中学习，使用最新技
术，享受小班教学，个人关注和安全的学习环境。

SCHOOL	PROFILE

城市／州 墨尔本，维多利亚州

建校时间 1980年

学校类别 男女混校

住宿安排 寄宿家庭

ELICOS课程 不提供

其它英语语言
课程

提供

教育证书/IB VCE

学生人数		
(7-12年级)

600人

目前国际学生人
数	(500签证)

50人

是否需要参加	
AEAS考试

是

学费	(7-12年级)

7-	9年级	$31,190澳币

10年级	$33,270澳币

11-12年级	$34,310	-	
$35,350澳币

住宿费 $335澳币/周

CRICOS	代码 00131M

www.billanook.vic.edu.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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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ey Baptist Grammar School
凯瑞文法学校

凯瑞文法学校是澳大利亚的一所著名的私立男女混
校。学校建立于1923年，一直以来都以优异的学术
成绩闻名。全校男女生比例为50:50，这有助于培
养男女学生的自信和自尊。

我们的高中部(10-12年级)约有60名国际学生。学
校开设VCE和IB课程，12年级学生的成绩一直名
列维州前列。本校旨在培养明智、独立、向上的青
年，他们将投入当地、全国和全球的社区生活，并
积极发挥领导作用。

凯瑞文法学校非常欢迎来自世界各地的国际学生，
包括越南，中国，马来西亚，新加坡，日本和泰国
等。我们有来自超过30个国家的国际学生。

凯瑞文法学校以创新而闻名，采用最有效的教学方
法。本校信奉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念，要求学生
主动、负责地投入学习；教师起着导师作用，促
进、指引着学生。

学生的康乐是凯瑞文法学校的头等大事。本校的组
织结构确保所有学生都得到精神关爱制度的支持，
每位学生都有自己的导师。此外，国际学生还得到
寄宿主任、家长团体及学生会的帮助。

SCHOOL	PROFILE

城市／州 墨尔本，维多利亚州

建校时间 1923年

学校类别 男女混校

住宿安排 寄宿家庭

ELICOS课程 不提供

其它英语语言
课程

提供

教育证书/IB VCE	和	IB	

学生人数		
(7-12年级)

1627人

目前国际学生人
数	(500签证)

30人

是否需要参加	
AEAS考试

是

学费	(7-12年级)

10年级	$37,074澳币

11年级	$38,116澳币

12年级	$38,116澳币

住宿费 $300	-	$350澳币/周

CRICOS	代码 00135G

www.carey.com.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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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ordia College
康考迪亚学院

康考迪亚学院提供的是生气勃勃的教育，提供丰富
的机遇，并营造了关爱和支持的教育环境。	我们的
愿景是所有学生都能自信奋进，积极参与，取得成
就并服务社会。

康考迪亚学院建立于	1890年，是一所男女混校的
学院，在校学生有约1300名，从早教中心到12年
级。学院位于阿德莱德东区，距离阿德莱德市中心
10分钟，距离阿德莱德国际机场20分钟。	

作为一所国际文凭大学预科(IB)	的世界学校，我们
对我们的学生有很高的期许，并向他们提供既有挑
战性又有吸引力的学习课程。作为均衡课程安排的
一部分，我们提供广泛的学科选择，学生们得以在
完成12年级之时获得国际预科文凭(IB)或南澳教育
证书(SACE)	。	

康考迪亚学院的课外活动提供了音乐，戏剧，服
务，艺术和运动等多种选择。

SCHOOL	PROFILE

城市／州 阿德莱德，南澳大利亚州

建校时间 1890年

学校类别 男女混校

住宿安排 寄宿家庭

ELICOS课程 不提供

其它英语语言
课程 提供

教育证书/IB SACE	和	IB

学生人数		
(7-12年级) 875人

目前国际学生人
数	(500签证) 25人

是否需要参加	
AEAS考试 是

学费	(7-12年级)

7	年级							$12,454澳币

8-10年级			$23,500澳币

11-12年级	$24,750澳币

住宿费 $320澳币/周

CRICOS	代码 00360J

www.concordia.sa.edu.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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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ildford Grammar School
吉福德文法学校

吉福德文法学校坐落于美丽的天鹅湖畔，占地面积
近一百公顷。距离珀斯国际机场仅十二分钟车程。
学校提供男女同校的寄宿制，方便兄弟姐妹寄宿，
并为男女学生提供健康优良的学习及生活环境。扩
大他们的视野，为他们的将来做好准备。

吉福德文法学校认为每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我
们致力于发展学生自身潜能，协助学生取得成功。
我们重视每个学生，与每个学生紧密合作，开拓个
性化的学习方案，以确保每个学生都能发挥自己的
优势并鼓励学生追求自己的热衷。

在我们全方位关顾辅导学校制度下，吉福德学校确
保每个学生获得周全的社交心理康护服务，	提供学
生展现个人技能的平台，全面发展。

SCHOOL	PROFILE

城市／州 珀斯，西澳大利亚州

建校时间 1896年

学校类别 男女混校

住宿安排 学校住宿

ELICOS课程 不提供

其它英语语言
课程 不提供

教育证书/IB WACE

学生人数		
(7-12年级) 750人

目前国际学生人
数	(500签证) 2人

是否需要参加	
AEAS考试 是

学费	(7-12年级) $34,282澳币

住宿费 $20,283澳币

CRICOS	代码 00437D

www.ggs.wa.edu.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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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保罗学院建校于1982年，是澳大利亚领先的一
所从幼儿园到12年级的私立学校。学校位于布里斯班
市的南边，在布里斯班CBD和黄金海岸的中间。

我们的国际初级预备课程和NEAS优质认可的中学预
备课程为学生做好准备，帮助学生们成为澳大利亚当
地学校课程尤其是约翰保罗学院的成功积极参与者。

我们的课程设计为学生做好充分进入主校学习生活的
准备，不仅鼓励他们提高语言能力，而且还鼓励他们
取得成功所需要的学术素养和文化资本。

课程完成后，我们会跟踪学生的状态及其成绩。这使
我们能够衡量我们高中预备课程是否达到目的。然
后，我们会使用这些数据对课程进行进一步调整优
化，不断进步提高。

• 12%的国际留学生比例
• 洛根市最好的学校
• 2019年洛根市全国读写算术统考
• 平均20%的12年级学生在大学入学考试	(ATAR）
中取得全国前10%的成绩

• 昆士兰私校体育联盟成绩第一名
• 七次获得全国学校篮球冠军
• 24小时通畅的国际学生帮助热线
•  学校设有国际学生服务中心，有可以讲中文的工
作人员

SCHOOL	PROFILE

城市／州 布里斯班，昆士兰州

建校时间 1982年

学校类别 男女混校

住宿安排 学校住宿和寄宿家庭

ELICOS课程 提供

其它英语语言
课程

提供

教育证书/IB QCE

学生人数		
(7-12年级)

950人

目前国际学生人
数	(500签证)

122人

是否需要参加	
AEAS考试

是

学费	(7-12年级) $22,700澳币

住宿费
学校宿舍	$19,400澳币

寄宿家庭	$17,000澳币

CRICOS	代码 00500B

www.jpic.com.au/cn-sp

John Paul International College
约翰保罗国际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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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lvington Grammar School
科尔威顿文法学校

科尔威顿的使命是激励学生努力取得优异的学习成
绩，并让他们在一个充满爱心、以家庭为主导的社
区发展抱负，成为有深度、有实力、有诚信、有品
格的人。科尔威顿的课程富有吸引力、挑战性和创
造性。我们引以为豪的是我们“足够小，能照顾每
位学生；足够大，从而成就不凡”。我们是联系紧
密、以社区为基础的学校。我们建校的基础是尊
重、关爱和对多样性的推崇。我们学校的规模较
小，这意味着我们每年只接收少数国际学生。这样
他们就能完全融入当地社会。我们的小规模也意味
着我们的学生能够拥有很多机会，包括当选学生领
袖，以及参加许多能增强自信和团结精神的活动。
我们的旗舰课程包括表演艺术、机器人技术/工程技
术、科技、写作、关怀与和睦。这让我们的学生有
更多机会作为个人或集体一显身手。

SCHOOL	PROFILE

城市／州 墨尔本，维多利亚州

建校时间 1923年

学校类别 男女混校

住宿安排 寄宿家庭

ELICOS课程 不提供

其它英语语言
课程 不提供

教育证书/IB VCE

学生人数		
(7-12年级) 510人

目前国际学生人
数	(500签证) 23人

是否需要参加	
AEAS考试 是

学费	(7-12年级) $35,000	-	$40,000澳币

住宿费 $300澳币/周

CRICOS	代码 00149A

www.kilvington.vic.edu.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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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ncoppal玫瑰湾圣心学校位于美丽的悉尼港，是
一所教育质量优秀、教学成绩领先的澳大利亚私立
学校	。

Kincoppal玫瑰湾学校的寄宿学校的安全环境和严
格管理世界闻名。宿舍寝室配有现代化设施，课业
学习中心配有教师和一对一辅导教师，周末活动丰
富有序，12年级毕业班有独立的宿舍楼，学生高考
成绩优异。	

Kincoppal玫瑰湾圣心学校是一所天主教会学校，
是全球45个国家150多所圣心学校中的一所。圣心
教育注重在个性化的社区环境下，对学生心灵和心
智的全面教育培养。圣心教育以严格严谨的教学、
综合多样的课程、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和现代化的
科技支持闻名于世。	

Kincoppal玫瑰湾圣心学校是个文化多元化的大家
庭，来自世界各国、不同种族和宗教的学生和教职
员工们尊崇着同样的道义和信念。Kincoppal玫瑰
湾圣心学校是一所拥有优秀传统，认真负责，培养
学生毕生热爱学习的学校。	

SCHOOL	PROFILE

城市／州 悉尼，新南威尔士州

建校时间 1882年

学校类别 女校	

住宿安排 学校住宿

ELICOS课程 不提供

其它英语语言
课程

提供

教育证书/IB HSC

学生人数		
(7-12年级)

550人

目前国际学生人
数	(500签证)

28人

是否需要参加	
AEAS考试

是

学费	(7-12年级)
7-10年级	$40,816澳币

11-12年级	$45,372澳币

住宿费 $29,196澳币

CRICOS	代码 02268M

www.krb.nsw.edu.au

Kincoppal-Rose Bay
玫瑰湾圣心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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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克斯文法学校是一所独立男校，自1924年建校以
来，专注于提供优质教育。作为澳大利亚领先的联
合基督教会男校，诺克斯面向全澳及海外接收走读
和寄宿男生。直至高中毕业，学校按照新南威尔士
州教育委员会课程大纲要求提供教学。高中教学中
设有威克斯(Weeks）高级学院，学生可获得专门教
学员工辅导，还可前往资源丰富的图书馆，使用多
样的学习空间和各种先进的设备，这样有助于提高
学生独立学习能力，在学生为迈入高等学府做准备
之时提供支持。学校的高考成绩也十分出类拔萃。

学校为每位学生提供丰富多样的机会。通过诺克斯
体育学院	、诺克斯表演艺术学院以及我校的社区服
务、社会正义等项目，学生可以找到自己的兴趣所
在，并且他们自身的才华也得以被充分启发。

SCHOOL	PROFILE

城市／州 悉尼，新南威尔士州

建校时间 1924年

学校类别 男校

住宿安排 学校住宿

ELICOS课程 不提供

其它英语语言
课程

提供

教育证书/IB HSC

学生人数		
(7-12年级)

2200人

目前国际学生人
数	(500签证)

60人

是否需要参加	
AEAS考试

是

学费	(7-12年级)
7-10年级	$31,170澳元	

11-12年级	$32,940澳元

住宿费 $30,450澳元

CRICOS	代码 00399E

www.knox.nsw.edu.au

Knox Grammar School
诺克斯文法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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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塞斯顿教会文法学校是一所圣公会教育下的男女同
校走读和寄宿制学校，专门针对培养从儿童早期教育
至12年级的学生。这里培养了许多志在服务和重塑全
世界，具有超强胆识、求知欲望、创造能力和博爱精
神的学者和领导人。我们注册并可以接收5至12年级
的国际留学生。
朗塞斯顿教会文法学校位于塔斯马尼亚州的朗塞斯顿
市（距离墨尔本市仅45分钟的飞行距离），是澳大利
亚历史上最为悠久的私立学校。这所学校的教学成绩
出众，大多数学生毕业后进入大学深造，其中包括墨
尔本大学、蒙纳士大学、新南威尔士大学、塔斯马尼
亚大学及其他世界知名大学。我们的校友包括17位罗
德氏学者和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以及遍布各行各业的
领导人和世界级的运动员。
为5至12年级男女学生分别设立的宿舍位于中学生校
区的中央，给予学生家一般的温暖。
通过在低年级小学校园实行PYP小学课程，朗塞斯顿
教会文法学校正在成为了一所IB文凭的全球性学校。	
我们的课程具有超强深度。通过安排独有的航空学课
程，我们为热衷于航空工程的学生获取超强的专业技
能	并提供了一次绝佳的机会。我们的学生不仅可以在
校学习，还有机会参加航天工程实践活动并学习航空
理论知识。从2020年开始，10年级的学生全年都可以
学习到航空理论知识，	9年级学生也可以学习航空理
论知识。作为课程的一部分，我们的学生正在建造一
架真实大小的RV12飞机。
表演和视觉艺术配有许多设施，其中包括艺术区的
Poimena	Gallery以及专门修建的2公里山地车赛道。

SCHOOL	PROFILE

城市／州 朗塞斯顿，塔斯马尼亚州

建校时间 1846年

学校类别 男女混校

住宿安排 学校住宿

ELICOS课程 不提供

其它英语语言
课程

提供

教育证书/IB TCE

学生人数		
(7-12年级)

600人

目前国际学生人
数	(500签证)

14人

是否需要参加	
AEAS考试

是

学费	(7-12年级)

5-6年级	$25,300澳币

7-10年级	$27,350澳币

11-12年级	$29,400澳币

住宿费 $20,400澳币

CRICOS	代码 00650K

www.lcgs.tas.edu.au

Launceston Grammar

朗塞斯顿文法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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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reto College
洛雷托学院

洛雷托学院是一所领先的私立女子走读和寄宿学
校。学院拥有幼儿园学龄中心到十二年级的一整套
完整的教育体系。

我们的学生在严谨的学术氛围和丰富的课外机会环
境下，不断取得显著的优异成绩。我们同时也非常
注重学生的观点和独立性，因为我们特别认可赋予
我们学生学业后生活所需的知识和技能的重要性。
我们专注于建立学生的领导能力和自信心，良好的
职业道德，以及敢于冒险和挑战的精神。结合我们
各个领域的专家人士，融入目前最先进的科研结果
和本着循证实践的态度去满足我们学生的学术需求
和身心健康。

洛雷托学院的女生在未来都会成为坚韧不拔，热情
洋溢和自信满满的明日之子。

SCHOOL	PROFILE

城市／州 阿德莱德，南澳大利亚州

建校时间 1905年

学校类别 女校

住宿安排 学校住宿

ELICOS课程 提供

其它英语语言
课程

提供

教育证书/IB SACE

学生人数		
(7-12年级)

400人

目前国际学生人
数	(500签证)

15人

是否需要参加	
AEAS考试

是

学费	(7-12年级)

7-8年级	$25,935	-	
$28,375澳币

9-10年级	$30,240澳币

11-12年级	$32,015澳币

住宿费 $21,000澳币

CRICOS	代码 00629G

www.loreto.sa.edu.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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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sada College
马萨达学院

马萨达学院是男女混校，是一所从幼儿园到12年级
的现代正统犹太教日校。我校注重通过瑞吉欧教育
法和思维的文化教育法来培养独立思考的学员。我
校支持各个学习能力阶段的学生；帮助他们达到自
己的潜能，提供各种挑战来鼓励优秀学习成绩。我
们的高考成绩持续在新南威尔士州名列前茅；同时
我们的高考毕业生得到许多世界名校的奖学金和录
取资格。马萨达学院坚信每一名学员都是内在的领
导者。我们注重提供机会培养学生的责任感和领导
能力，保证我们的毕业生成为自信的，富有责任感
的公民。马萨达学院营造一个包容的，充满关爱的
环境来培养学生的社区集体价值观，强调尊重和责
任。我们通过慈善委员会，学生代表会发起的活动
和公开奖励参加外部慈善活动的学生个体来鼓励社
团参与意识。我们举行各种跨学科活动来培养学生
强烈的社区集体主义精神和对他们的文化和身份的
自豪感。

SCHOOL	PROFILE

城市／州 悉尼，新南威尔士州

建校时间 1967年

学校类别 男女混校

住宿安排 寄宿家庭

ELICOS课程 不提供

其它英语语言
课程

提供

教育证书/IB HSC

学生人数		
(7-12年级)

320人

目前国际学生人
数	(500签证)

51人

是否需要参加	
AEAS考试

是

学费	(7-12年级)

7-9年级	$32,460	-	
$34,780澳币

10-12年级	$34,660	-	
$39,735澳币

住宿费 $420澳币/周

CRICOS	代码 00401E

www.masada.nsw.edu.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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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akleigh Grammar
奥克利文法学校

www.oakleighgrammar.vic.edu.au

欧克莱文法学校是一所男女混合学校，致力于培养
成功、有国际视野的学生。由于中国学生人数少，
孩子们能完全沉浸在说英语的环境中，制造更多运
用英语的机会。

国际中学文凭课程（IB）可以帮助学生以更全面化
的教学和学习方式准备高考并获得维多利亚州教育
证书（VCE）。

有潜力的高中生有机会扩展学习，进行对有兴趣的
话题做更深的研究和了解。10年级同学也可以提早
选择将VCE单元纳入学习计划。

欧克莱文法学校和澳大利亚十所大学之一的莫纳什
大学（Monash	University）有密切的来往和合
作。我们校区离莫纳什大学不远，常常会带学生去
那儿参观、听研讨会、用设施等活动。

我们认同良好的师生关系与VCE成绩的重要性，因
此我们专业的老师们一定会全力以赴为学生提供所
需的个人学习档案、福利与支持。

SCHOOL	PROFILE

城市／州 墨尔本，维多利亚州

建校时间 1983年

学校类别 男女混校

住宿安排 寄宿家庭

ELICOS课程 提供

其它英语语言
课程

提供

教育证书/IB VCE

学生人数		
(7-12年级)

310人

目前国际学生人
数	(500签证)

50人

是否需要参加	
AEAS考试

是

学费	(7-12年级) $27,500澳币

住宿费 $320澳币/周

CRICOS	代码 03423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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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xley Christian College
奥克斯雷学院

www.oxley.vic.edu.au

奥克斯雷学院是一所声誉卓著的男女混合独立学
校。学校占地70英亩，坐落在墨尔本东区。学校开
展国际教育活动已有30年之久。

11年级和12年级学生学习VCE课程，学业完成后
可选择入读世界各地的大学。

学校在维多利亚州所有中学里排名前20%。

学校拥有完善的现代化设施，包括配备5个篮球场
的综合体育场、健身设施和教室。表演艺术中心内
设有礼堂、音乐授课室、琴房、戏剧表演设施，可
供开展多种艺术活动，包括合唱、乐队演出和音乐
剧演出。

学校设立了多个学生社团，每年还会为大多数年级
的学生组织露营活动。奥克斯雷鼓励所有学生追求
个人的卓越学术表现，同时为所有年级的学生创造
培养领导力的机会。

SCHOOL	PROFILE

城市／州 墨尔本，维多利亚州

建校时间 1979年

学校类别 男女混校

住宿安排 寄宿家庭

ELICOS课程 不提供

其它英语语言
课程

提供

教育证书/IB VCE

学生人数		
(7-12年级)

490人

目前国际学生人
数	(500签证)

75人

是否需要参加	
AEAS考试

是

学费	(7-12年级)
7-10	年级	$19,258	澳币

11-12年级	$21,008澳币

住宿费 $320澳币/周

CRICOS	代码 00331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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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ninsula Grammar School
半岛文法学校

半岛文法学校以它优秀的教学质量及学习的深度性
而著称。

我们崇尚个性化，为学生提供广泛机会以实现个体
最优。我们具备诸多教学方案以激励学生的学业进
步。例如，我们的HARP项目，由学生自己设计，
服务于学生，为学生由高中升入大学提供有效路
径。

半岛文法学校的建设以尊重，友善，正直为基石。
我们为我校的历史和传统而感到骄傲。欢迎加入我
们，为半岛文法学校贡献你的一份力量。

SCHOOL	PROFILE

城市／州 墨尔本，维多利亚州

建校时间 1961年

学校类别 男女混校

住宿安排 学校住宿

ELICOS课程 提供

其它英语语言
课程 N/A

教育证书/IB VCE	

学生人数		
(7-12年级) 850人

目前国际学生人
数	(500签证) 60人

是否需要参加	
AEAS考试 是	

学费	(7-12年级)
7-8年级	$34,260澳币
9-12年级	$35,910澳币

住宿费 $28,708澳币

CRICOS	代码 00333A

www.peninsulagrammar.vic.edu.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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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C Melbourne
墨尔本PLC学校

墨尔本PLC学校已有140多年的历史，被誉为女子
教育中的领导者。寄宿是我们学校社区中不可或缺
的一部分，寄宿的女生来自全澳各地和世界各地。

在PLC，我们通过广泛多样的激励课程向女学生们
灌输对学习的热爱，这些课程旨在鼓励、尊重学生
并教会她们自律。我们出色的整体教育注重每个女
孩的个人成长和领导能力。

在PLC，我们鼓励女孩子们勇于伸展自己，成为批
判性的思想家和可以解决问题的人，能够将眼光放
到自己的世界之外，并在可能的情况下承担起帮助
他人和贡献自己的责任。

PLC同时提供VCE和国际文凭课程(IB)。在2018
年取得了创纪录的成绩，其中8名女孩的ATAR
为99.95，30％学生的ATAR为98,	52％学生的
ATAR为95+，75％学生的ATAR为90+。

PLC距墨尔本中央商务区13公里，学校拥有丰富
传统、友善的社区，为当今女孩提供充满希望的未
来。

学校专门建造的宿舍为学生在舒适安全的环境中提
供起居和学习空间。

SCHOOL	PROFILE

城市／州 墨尔本，维多利亚州

建校时间 1875年

学校类别 女校

住宿安排 学校住宿

ELICOS课程 不提供

其它英语语言
课程

提供

教育证书/IB VCE	和	IB

学生人数		
(7-12年级)

1080人

目前国际学生人
数	(500签证)

75人

是否需要参加	
AEAS考试

是

学费	(7-12年级) $37,267	-	$39,924	澳币

住宿费 $29,968澳币

CRICOS	代码 00334M

www.plc.vic.edu.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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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C Pathways
PLC博思国际教育衔接课程

PLC博思国际教育衔接课程2017年创建于PLC阿米
戴尔，并于2019年始于巴塞斯特校区位男生提供相
同的学习机会。

此为全寄宿式课程，不仅加强学生的语言能力，更
致力于培养学生对澳洲文化的认识，帮助学生全天
候的融入当地的学习即生活模式，日后得以衔接至
理想的高中及大学。

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能学习认识不同的文化、培养
自律能力、与澳洲学生互动的能力、参与校内活动
的主动性等。

学生自衔接课程毕业后，凭借着杰出的学业成绩及
社交表现，能进一步的申请至雪梨、墨尔本学校继
续完成高中学业。

SCHOOL	PROFILE

城市／州
阿米戴尔&巴塞斯特,新南
威尔斯州

建校时间 1887年

学校类别 女校/男校

住宿安排 学校住宿

ELICOS课程 提供

其它英语语言
课程

教育证书/IB HSC

学生人数		
(7-12年级) 179人

目前国际学生人
数	(500签证) 15人

是否需要参加	
AEAS考试 是

学费	(7-12年级)
$65,000澳币,	包含学费,	
住宿费,	必要的活动费和
校服费

住宿费 住宿费已包含在课程费里

CRICOS	代码 02295G

www.plcarmidale.nsw.edu.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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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venswood School for Girls
瑞文斯伍德女子学校	

瑞文斯伍德女校座落于悉尼北岸的戈登地区，是一
所联合教会私立学校。学校现接收学前班(四岁)至
十二年级学生。我校严谨治学，学生全面发展。

瑞文斯伍德学校学生历来成绩优异，为悉尼北区唯
一一所为高中学生同时开设「新南威尔士高中毕业
证书」(HSC)及「国际预科文凭课程」(IB)的女校。

瑞文斯伍德学校的宗旨是：唤醒潜能、引发激情、
探寻目标。该口号根源于我校历史悠久的拉丁文校
训-止于至善。我校在新州率先启用积极心理教学，
也是澳大利亚采用积极心理教学的十所名校之一。
瑞文斯伍德学校以积极心理学研究成果为基础，为
学前班至十二年级学生提供澳大利亚教学大纲为框
架的教学课程。

瑞文斯伍德学校学生宿舍区为50多名住校生提供
精品住宿体验。学生步行一小段即到学校校园。宿
舍环境安全、舒适、温馨，就像是学生们的第二个
家。

SCHOOL	PROFILE

城市／州 悉尼，新南威尔士州

建校时间 1901年

学校类别 女校

住宿安排 学校住宿

ELICOS课程 不提供

其它英语语言
课程 提供

教育证书/IB HSC	和	IB

学生人数		
(7-12年级) 866人

目前国际学生人
数	(500签证) 50人

是否需要参加	
AEAS考试 是

学费	(7-12年级)

7-8年级	$37,500	-	
$37,650澳币

9-10年级	$38,500澳币

11-12年级$38,800	-	
$38,400澳币

住宿费 $26,470澳币

CRICOS	代码 02306K

www.ravenswood.nsw.edu.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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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int Stephen's College
圣斯蒂芬私立学校

圣斯蒂芬私立学校在学术、体育和文化等方面成绩
斐然，“社区精神”彰显其独特的教育理念。学校
注重学生的个性发展，发掘学生潜能，致力于培育
学生的社会责任感。2018年，圣斯蒂芬私立学校的
学习成绩再创佳绩，学校大学升学率达98.5%。

关键信息
• 优异的学术成绩
• 先进的设施
• 当地学生和国际学生均取得杰出的教育成果
• 全澳洲最友善、最安全和最有成效的学校之一

学生服务
• 在校内和学校都能获得丰富的学习资源
• 先进科技，数字化互动学习空间
• 学术顾问计划
• 校内心理辅导师，大型的教牧关怀团队
• 课后辅导服务：面对面课堂或网络远程授课

SCHOOL	PROFILE

城市／州 黄金海岸，昆士兰州

建校时间 1996年

学校类别 男女混校

住宿安排 寄宿家庭

ELICOS课程 不提供

其它英语语言
课程 提供

教育证书/IB QCE

学生人数		
(7-12年级) 700人

目前国际学生人
数	(500签证) 150	人

是否需要参加	
AEAS考试 是

学费	(7-12年级)
7-10年级	$24,574澳币

11-12年级	$25,178澳币

住宿费 $16,800澳币

CRICOS	代码 01938G

www.saintstephenscollege.net.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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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otch College Adelaide
阿德莱德苏格兰学院

Scotch学校是一所成立于1919年的混校，占地面
积21公顷，拥有自己的寄宿部，注册学生从幼儿园
到高中12年级。

Scotch学校拥有非常强的学术背景，学校排名名列
前茅，97%的学生都顺利入读各个大学，54%的学
生ATAR高于90。

除了优秀的传统学术教育，我们所有的学生都积极
参与到课堂和课堂外的各个项目。我们学生积极参
与到各种体育活动，舞台表演，户外教育及各类兴
趣团体。

Scotch学校鼓励我们的国际学生可以优先考虑住在
学校寄宿部。寄宿部有高水平的负责老师团队给每
个孩子提供一对一的照顾和指导。假如有学生更倾
向于校外的寄宿家庭，我們会安排AHN或者Happy	
Homestay来协助安排寄宿家庭。

我们也有全职的国际学生老师来协助国际学生及国
内家长的联系。

SCHOOL	PROFILE

城市／州 阿德莱德，南澳大利亚州

建校时间 1919年

学校类别 男女混校

住宿安排 学校住宿和寄宿家庭

ELICOS课程 不提供

其它英语语言
课程 提供

教育证书/IB SACE

学生人数		
(7-12年级) 733人

目前国际学生人
数	(500签证) 46人

是否需要参加	
AEAS考试 是

学费	(7-12年级)

7年级	$34,640澳币

8-9年级	$38,120澳币

10-12年级	$40,600澳币

住宿费
学校住宿	$22,320澳币

寄宿家庭	$365澳币/周

CRICOS	代码 00615B

www.scotch.sa.edu.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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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ymour College
西蒙学院

西蒙学院是澳大利亚领先的女子寄宿学校之一，也
是一所提供国际文凭课程（IB）的学校。	Sey-
mour拥有安全的校园，且紧邻南澳大利亚州的阿德
莱德中央商务区。

西蒙学院的愿景是培养对未来充满信心的、坚强、
乐观和正义的女性。这是通过激发每位学生的激情
和她们学习的潜能，来培养其成为自信、有动力、
热情和具有社区意识的年轻女性来实现的。

西蒙拥有令人感叹的卓越学术传统，极高比例的学
生以第一志愿进入了本地、全国和海外高等学府。

高品质的身心健康计划和教职员工的配备也促进了
学生的学术成就。在各个年级，学生都热衷于参与
广泛的学术、体育、创意、表演艺术、文化和社区
活动等。

西蒙的英语语言中心支持学生在参加英语课程的同
时参加主流课程，这有助于他们结识新朋友并迅速
成为西蒙社区的一部分。

SCHOOL	PROFILE

城市／州 阿德莱德，南澳大利亚州

建校时间 1922年

学校类别 女校

住宿安排 学校住宿和寄宿家庭

ELICOS课程 不提供

其它英语语言
课程 提供

教育证书/IB SACE	和	IB

学生人数		
(7-12年级) 615人

目前国际学生人
数	(500签证) 55人

是否需要参加	
AEAS考试 是

学费	(7-12年级)
7-9年级	$32,000	-	
$35,800澳币

10-12年级	$36,650澳币

住宿费 学校住宿	$26,000澳币

CRICOS	代码 00628G

www.seymour.sa.edu.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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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elford Girls’ Grammar
榭尔福德女子文法学校

榭尔福德女子文法学校坐落于维多利亚州的墨尔本
市，是一所小型的私立学校。该校一贯卓越的教学
质量致力于为年轻女性提供高质量、高素质的教育
课程。榭尔福德在维多利亚州的高考中一直都名列
前茅。在过去的十七年中，所有的榭尔福德学生都
如愿地被自己心仪的大学院校录取，升学率达到百
分之百。

榭尔福德充满爱与关怀的环境致力于帮助学生们茁
壮成长。我们的国际学生事务主管负责保证每一位
国际学生都开心、快乐地学习，并协助满足每一位
学生的需求。

榭尔福德以尊重为其核心价值观。学生、教职员工
和家长在彼此尊重的氛围中相互合作。作为一个小
型集体，榭尔福德能够完美地保证高质量的校园关
系的建立与维系，鼓励每一位学生都成就最好的自
己。

SCHOOL	PROFILE

城市／州 墨尔本，维多利亚州

建校时间 1898年

学校类别 女校

住宿安排 寄宿家庭

ELICOS课程 不提供

其它英语语言
课程 不提供

教育证书/IB VCE

学生人数		
(7-12年级) 380人

目前国际学生人
数	(500签证) 28人

是否需要参加	
AEAS考试 是

学费	(7-12年级)
7-9年级	$36,147澳币

10-12年级	$38,527澳币

住宿费 $365澳币/周

CRICOS	代码 00339F	

www.shelford.vic.edu.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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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 Catherine's School Sydney
圣凯瑟琳学校

圣凯瑟琳学校是澳大利亚历史最悠久的圣公会私立
女校，2020年庆祝了建校164周年。本校招收幼
儿园到12年级的女生，并为7到12年级学生提供住
校。我们欢迎所有背景的学生，尊重每个学生不同
的长处，承认多样性丰富我们的社区。

在寄宿学校里，10到12年级每个学生都有自己的
私人房间。7到9年级学生的住宿则是双人间和单人
间相结合。学校每天放学之后提供学业辅导和回家
作业监督。	

学生可以选择参加一系列体育和艺术计划，包括乒
乓球、羽毛球、音乐、艺术、戏剧、体操和舞蹈。

圣凯瑟琳学校创新的精神关怀计划着重培养积极的
心态，严格的课程则以学业挑战作为学习的基础。
我们对学生具有很高的期望，同时密切监督和支持
学生的进步。本校学生的学业成绩非常出色。

学有所长的学生会得到加速和拓展学习的机会，而
需要协助的学生则会获得学业支持。

SCHOOL	PROFILE

城市／州 悉尼，新南威尔士州

建校时间 1856年

学校类别 女校

住宿安排 学校住宿

ELICOS课程 不提供

其它英语语言
课程 提供

教育证书/IB HSC

学生人数		
(7-12年级) 720人

目前国际学生人
数	(500签证) 42人

是否需要参加	
AEAS考试 是

学费	(7-12年级)
7-10年级	$39,316澳币

11-12年级	$42,214澳币

住宿费 $26,734澳币

CRICOS	代码 02322K

www.stcatherines.nsw.edu.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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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 Leonard's College
圣纳德学校

100多年来，圣纳德学校坚持营造无可比拟的关爱
氛围，为学生带来了卓越的教育体验，致力于培养
全面发展的优秀人才。	

圣纳德学校的学生在各个维州教育证书(VCE)和国
际高中文凭(IBDP)科目上取得了优异的学习成果，
同时享有一流的教育设施，以及出色的课外活动机
会。

圣纳德学校坚持从世界各地聘请最优秀的教师，培
养学生在学术、品德和文化领域的成长，树立自信
心和独立意识，并帮助他们挖掘自身的才华、兴趣
和价值，不仅能为他们奠定下一阶段的学习基础，
并将终生为他们所用。	

圣纳德学校努力培养学生成为无私的公民，帮助他
们认识到教育不仅能给自己的人生带来精彩，还能
通过自己为别人的生活做出贡献。

这就是“终身教育”的意义。

SCHOOL	PROFILE

城市／州 墨尔本，维多利亚州

建校时间 1914年

学校类别 男女混校

住宿安排 寄宿家庭

ELICOS课程 提供

其它英语语言
课程

提供

教育证书/IB VCE	和	IB

学生人数		
(7-12年级)

1081人

目前国际学生人
数	(500签证)

43人

是否需要参加	
AEAS考试

是

学费	(7-12年级)

7-9	年级	$39,044	-	
$43,170澳币

10-12年级	$43,562	-	
$45,516澳币

住宿费 $16,750澳币

CRICOS	代码 00343K

www.stleonards.vic.edu.au/simplified-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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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 Margaret's and Berwick Grammar School

圣玛格丽特和博威克文法学校

• 非宗教独立私校，位于墨尔本东南部

• 高质量男女分校7-12年级教育课程

• 学生VCE考试成绩优异，57%的学生成功进入
莫纳什和墨尔本大学

• 卓越的STEM(科学、技术、工程与数学)教学质
量，58%在校毕业生在大学深造STEM专业

• 全球责任证书（与墨尔本大学联合推出

• 一流的大学学术扩展课程

• 各种课程辅导及课外活动，其中音乐课程尤为
突出

• 卓越的户外教育和九年级学习课程

• 多样化的的课外活动，包括表演艺术、辩论、公
众演讲，以及马术和和自行车等专业体育项目

SCHOOL	PROFILE

城市／州 墨尔本，维多利亚州

建校时间 1926年

学校类别 女校	/	男校

住宿安排 寄宿家庭

ELICOS课程 不提供

其它英语语言
课程 不提供

教育证书/IB VCE

学生人数		
(7-12年级) 500人

目前国际学生人
数	(500签证) 21人

是否需要参加	
AEAS考试 是

学费	(7-12年级)
7-9年级	$38,523	-	
$40,970澳币

10-12年级	$39,987澳币

住宿费 $300	-	$350澳币/周

CRICOS	代码 00344J

www.stmargarets.vic.edu.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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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 Margaret's Anglican Girls School
圣玛格丽特圣公会女子学校

圣玛格丽特学校是一所独立的寄宿走读混合女校。
作为125年来女子教育的领导者，学校以其悠久的
寄宿教育历史为豪，校园内有约185名寄宿学生。
作为一所具备全球视野的本地学校，学校为学生们
提供了丰富的全球性的学习机会和项目。学校以注
重卓越学术和优质教学而闻名，并致力于个性化学
习和每位学生的身心健康。圣玛格丽特学校拥有高
素质的教职员工团队，注重长期的职业发展，以保
持在行业中的领先地位。圣玛格丽特学校的学生们
对于学习和丰富的课外活动（包括体育、音乐、艺
术、俱乐部和其他活动等）充满热情。学校的价
值观——“精神、信念、正直、勇气、尊重和激
情”——以及校训“生为翱翔”，激励学生成长并
取得自身的最佳成绩。

SCHOOL	PROFILE

城市／州 布里斯班，昆士兰州

建校时间 1895年

学校类别 女校

住宿安排 学校住宿和寄宿家庭

ELICOS课程 不提供

其它英语语言
课程 提供

教育证书/IB QCE	

学生人数		
(7-12年级) 735人

目前国际学生人
数	(500签证) 56人

是否需要参加	
AEAS考试 是

学费	(7-12年级) $35,250澳币

住宿费
学校住宿	$21,207澳币

寄宿家庭	$16,744澳币

CRICOS	代码 00511K

www.stmargarets.qld.edu.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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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 Paul's School
圣保罗学校

• 2019年获奖者-创新学校

• 2019年获奖者-年度澳大利亚学校

• 2019年获奖者-年度最佳小学（非政府）

• 圣保罗学校的愿景是成为教育思想和实践的领
导者。我们通过提供值得拥有的教育来装备年
轻人。

SCHOOL	PROFILE

城市／州 布里斯班，昆士兰州

建校时间 1960年

学校类别 男女混校

住宿安排 寄宿家庭

ELICOS课程 是

其它英语语言
课程 是

教育证书/IB QCE

学生人数		
(7-12年级) 800人

目前国际学生人
数	(500签证) 107人

是否需要参加	
AEAS考试 是

学费	(7-12年级) $27,500澳币

住宿费 $15,800澳币

CRICOS	代码 00515F

www.stpauls.qld.edu.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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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llawarra Grammar School
依拉瓦拉文法中学

伊拉瓦拉文法学校（TIGS）创建于	1959	年，校址
位于新南威尔士州东海岸悉尼以南约	70	公里的卧
龙岗市（City	of	Wollongong)，是一所男女同校
的圣公会私立走读学校。

TIGS	是一处富有活力的教育中心，鼓励每位学生
争取其力所能及的最高学业成绩、个人成就和满足
感。我们的目标是增强学生独立思考、认真学习的
能力，培养良好的个人表达能力、责任感以及领导
和合作能力，并发展学生的个人才能和兴趣。

TIGS	是一所国际文凭	(IB)	世界学校，在我们的小
学中提供小学课程（PYP)，在	7	至	10	年级提供
中学课程（MYP)。	我们的	11	和	12	年级学生可
以选择	IB	文凭课程或新南威尔士州高中会考课程
（NSW	Higher	School	Certificate	Course)。

SCHOOL	PROFILE

城市／州 卧龙岗，新南威尔士州

建校时间 1959年

学校类别 男女混校

住宿安排 寄宿家庭

ELICOS课程 提供

其它英语语言
课程

-

教育证书/IB HSC	和	IB

学生人数		
(7-12年级)

450人

目前国际学生人
数	(500签证)

30人

是否需要参加	
AEAS考试

是

学费	(7-12年级) $26,970	-	$29,400澳币

住宿费 $294澳币/周

CRICOS	代码 02300E

www.tigs.nsw.edu.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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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Kilmore International School
澳洲楷模国际学校

地点：楷模国际学校位于墨尔本北郊58公里处（离
墨尔本市区一小时车程），远离大都会负面干扰，
是中学生只身在外留学的理想环境
课程：为11和12年级学生提供全世界学术水平最
高的IB国际课程，且是最早对国际学生提供该课程
的学校
生源：学生入学需经校方严格的考试选拔，生源质
量得以确保；通过入学考试的学生可直接入读IB或
其预备课程，无须在入学前报读语言培训班，更节
省时间及金钱
师资：在校教师50%为现任或前任IB全球阅卷官和
考试命题官，比例之高全球领先
管理：学校管理严谨，海外生一律住校，除确保规
范的生活作息以外更可避免食宿及生活杂务干扰学
习质量；教职员工与学生的配置比例为1：4，全面
照顾学生的学习及生活所需，提供中西式自助餐，
解决寄宿于澳洲家庭饮食不适的难题
课时：每周五个晚上的必修晚自习以及周一至周
四的课后辅导课给予学生每年多达480堂的课辅机
会，大幅度提升学习成果，有效帮助学生克服英文
障碍
活动：课后活动丰富多彩，使学生在体能，社交和
学业之间达到平衡
升学：学校不但为学生免费提供SAT备考课程辅
导，而且还是SAT考试中心。并且为学生提供牛津
剑桥大学入学考试监考。学生毕业后可使用IB成绩
直接申请英、美、加、澳等多国大学，学校一直保
持优异升学率，成果辉煌

SCHOOL	PROFILE

城市／州 墨尔本，维多利亚州

建校时间 1989年

学校类别 男女混校

住宿安排 学校住宿

ELICOS课程 不提供

其它英语语言
课程

提供

教育证书/IB IB

学生人数		
(7-12年级)

356人

目前国际学生人
数	(500签证)

180人

是否需要参加	
AEAS考试

是

学费	(7-12年级) $22,635	-	$42,840澳币

住宿费 $23,980澳币

CRICOS	代码 00671E

www.kilmore.vic.edu.au            www.kilmore.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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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ntern Grammar

Tintern	Grammar在1877成立以来，一直是教
学、学习和辅导孩子领域的领导者。学校坐落在40
英亩美丽的绿树成荫的场地上，有宏伟的运动场、
最先进的设施和一个工作农场。

我们的幼儿班的混合班开始，然后平行学习模式从
小学至初中是在男女分开进入，提供有效的学习环
境，以满足男孩和女孩不同的学习风格。10年级重
新开设了混合班，学生可以从独立和协作的学习环
境中受益。

我们提供三种学习途径，即VCE	（维多利亚州的证
书教育，IB	(国际预科证书课程)	和VCE/VET	（维
多利亚州的证书教育/职业教育和培训），以及广泛
的课程和职业指导以及大学准备，为高年级学生提
供选择和平衡。

我们为学生提供广泛的课外活动，包括体育、户外
教学、表演艺术、辩论、音乐等。

SCHOOL	PROFILE

城市／州 墨尔本，维多利亚州

建校时间 1877年	

学校类别 男女混校	(平行学习)

住宿安排 寄宿家庭

ELICOS课程 不提供

其它英语语言
课程 提供

教育证书/IB VCE,	VET	和	IB

学生人数		
(7-12年级) 605人

目前国际学生人
数	(500签证) 60人

是否需要参加	
AEAS考试 是

学费	(7-12年级)

7-8年级	$31,710澳币

9年级	$31,710澳币

10-12年级	$33,856澳币

住宿费 $335澳币/周

CRICOS	代码 00348E

www.tintern.vic.edu.au



51 

Toorak College
图拉克学院

图拉克学院是一座坐落于如画般的莫宁顿半岛的全
日制和寄宿制女校，距离墨尔本市中心有一个小时
车程。图拉克学院耀眼的海滨风景和最先进的设施
为您的女儿提供了理想的学习环境。

学校的145年令人骄傲的教育历史使我们总是与不
断变化的世界保持一致和一直致力于为所有学生提
供最优质的教育。在图拉克学院，我们认为有活力
的教学和学习方式是每位学生走向成功的关键。

图拉克学院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住在我们校园的住宿
社区。我们的住宿项目着重于每位学生的身心健康
发展和鼓励她们努力学习，积极去参加图拉克学院
提供的一切活动。

我们的目标是要让学生通过学术教育和个人发展来
使她们变得更强大，让她们在未来茁壮成长。

SCHOOL	PROFILE

城市／州 伊莉莎山，维多利亚州

建校时间 1874年

学校类别 女校

住宿安排 学校住宿

ELICOS课程 不提供

其它英语语言
课程

提供

教育证书/IB VCE

学生人数		
(7-12年级)

830人

目前国际学生人
数	(500签证)

65人

是否需要参加	
AEAS考试

是

学费	(7-12年级) $35,000	-	$41,500澳币

住宿费 $32,700澳币

CRICOS	代码 00349D

www.toorakcollege.vic.edu.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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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inity Grammar School, Kew
澳大利亚墨尔本圣三文法学校

Trinity	Grammar	School,	Kew	在教育男孩方面
享有悠久的声誉，建校已有117年。自1940年起欢
迎国际留学生入学并成为学校的一部分。

Kew校区距墨尔本中央商务区仅5公里，可通过公
共交通轻松抵达。每天，1500名从学前班到12年
级的学生在充满历史气息的美丽校园内中享受现代
化教学设施带来的学习乐趣。

学校提供广泛多元化的学术课程，鼓励学生们敢于
挑战，超越自我。学校氛围和谐，我们欢迎并鼓励
国际学生充分参与校园生活，并给予全方位的支持
辅导。

我们的VCE成绩一贯优异，一直位居澳大利亚顶级
学校之列。2018年，我校15%	国际学生的ATAR
在99以上，71%	国际学生的ATAR在95以上。

SCHOOL	PROFILE

城市／州 墨尔本，维多利亚州

建校时间 1903年

学校类别 男校

住宿安排 寄宿家庭

ELICOS课程 不提供

其它英语语言
课程

不提供

教育证书/IB VCE

学生人数		
(7-12年级)

1100人

目前国际学生人
数	(500签证)

20人

是否需要参加	
AEAS考试

是

学费	(7-12年级)
10年级	$40,074澳币

11-12年级	$41,260澳币

住宿费 $320澳币/周

CRICOS	代码 00350M

www.trinity.vic.edu.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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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nona
沃浓娜女子学校

沃浓娜女子学校是一所领先的、非选择性的、非宗
教类的私立学校。	我们一直以来都为女性提供卓越
的教育，这让我们倍感自豪。我们鼓励女生追求个
人的热情与兴趣，我校学生在众多学术领域都取得
了优异的成绩。

我们的校园临近悉尼港，步行可达市区；本校将传
统和现代相结合，拥有符合目的性的、最先进的授
课、学习、创造和娱乐场所。我们的海外学生住在
校内，宿舍位于高中校园中心位置。

沃浓娜女子学校致力于面向年轻的女士，在广泛的
学科领域、科目和活动方面提供教育。鼓励女孩要
勇敢、坚韧、有创造性、善于表达、自信；我们支
持全体女生发挥出全部潜力。

沃浓娜女子学校的校训是，“Ut	prosim，为人民
服务”，在该理念的指引下，沃浓娜女子学校的全
体人员皆致力于为社区作出贡献，我们为此感到自
豪。

SCHOOL	PROFILE

城市／州 悉尼，新南威尔士州

建校时间 1886年

学校类别 女校

住宿安排 学校住宿

ELICOS课程 不提供

其它英语语言
课程 提供

教育证书/IB HSC

学生人数		
(7-12年级) 890人

目前国际学生人
数	(500签证) 16人

是否需要参加	
AEAS考试 是

学费	(7-12年级)
7-9年级	$33,408澳币
10-12年级	$34,752澳币

住宿费
7-11年级	$30,188澳币
12年级	$26,412澳币

CRICOS	代码 02275A

www.wenona.nsw.edu.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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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sley College
威斯理学校

威斯理学校是一所顶级的男女混合学校，IB学校，
实行公开招生。成立150年来，学校课程内容自由
广泛、教学质量突出，培养了数以千计的优秀学
子，成就了众多精彩人生。威斯理学校凭借卓越的
学术成绩、优质的各类课程和联课活动以及先进的
教学设施，成为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国际学生之首
选。

英语语言准备课程	(ELPP)
威斯理学校在Glen	Waverley校区面向需要在进入
主流课程前强化英语的学生开设英语语言准备课程
(ELPP)。学生从抵达学校时起便全面融入学校社
区。

学校住宿
威斯理的现代住宿设施为9-12年级学生提供住校学
习项目(Learning	in	Residence)，学生们来自墨尔
本，澳大利亚乡村，以及亚洲和欧洲。

高等教育入学
大多数学生都可以获得墨尔本大学或莫纳什大学的
录取，也有很多学生选择进入牛津大学，剑桥大
学，哈佛大学等国际一流的大学，学习医学，法
律，商业，政治，科学和信息技术等领域。

SCHOOL	PROFILE

城市／州
墨尔本，维多利亚州	

(3个校区）

建校时间 1866年

学校类别 男女混校

住宿安排 学校住宿和寄宿家庭

ELICOS课程 提供

其它英语语言
课程

提供

教育证书/IB VCE	和	IB

学生人数		
(7-12年级)

2162人

目前国际学生人
数	(500签证)

113人

是否需要参加	
AEAS考试

是

学费	(7-12年级)
7-8年级	$39,940澳币

9-12年级	$42,850澳币

住宿费
寄宿家庭	$330澳币/周

学校住宿	$27,000澳币

CRICOS	代码 00354G

www.wesleycollege.edu.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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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tefriars College
怀特弗利学院

• 卓越的个性化课程定制与全面的硬件设施支持

• 制定相应的教学计划应对学生水品的教学

• 适应国际生需求的各种项目运营和辅助性语言
课程辅导

• 1对1的个性化未来专业选择和职业规划辅导

• 校内开办的过渡英语强化课程以及课间额外的
辅导

• 有着极佳帮助国际生发挥潜能的记录

• 全校笔记本项目

• 国际生住在学校认可的寄宿家庭，并保持着与学
生和家长密切的联系与关怀

• 卓越的STEM教育与项目

SCHOOL	PROFILE

城市／州 墨尔本，维多利亚州

建校时间 1961年

学校类别 男校

住宿安排 寄宿家庭

ELICOS课程 不提供

其它英语语言
课程

提供

教育证书/IB VCE

学生人数		
(7-12年级)

1200人

目前国际学生人
数	(500签证)

47人

是否需要参加	
AEAS考试

是

学费	(7-12年级) $27,050澳币

住宿费 $16,500澳币

CRICOS	代码 01680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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