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澳大利亞塔斯馬尼亞州 

寄宿 
澳大利亞歷史最悠久的寄宿學校和走讀學校 



  

 



  

 

我們的學校 
教會文法學校成

立於 年，是一所男女同

校私立學校，位於澳大利亞

塔斯馬尼亞州。 

勇氣 
以正直和正義之心迎接全球挑戰 
  

好奇心 
探索和研究世界和世界的所有特質  
 

創造力 
我們附屬於英國國教，招收從

早期教育到12年級的學生。我
們的女生公寓和男生公寓分別

可接收40名5－12年級學生。 

為當今和未來世界所面臨的挑戰尋找和設計解決

方案。 
 

同情心 
尋求世界需求，為世界需求服務 

我們的寄宿生 
教會文法學校氛圍非常獨特、環境安

全可靠、娛樂場所寬敞明亮、空間開闊，吸引著

學生和家庭前來寄宿。 
學校鼓勵招收國際學生，因為國際學生能更好地

理解和欣賞其他群體的生活觀和價值觀。 
選擇Launceston教會文法學校還有很多其他原因： 
* 在學期間，寄宿工作人員隨時為您的孩子提供
支持和幫助。 
* 公寓分為男生公寓和女生公寓，每所公寓都有
一個休息區、學習區和學生廚房。 
* 餐飲款待設施會為您的孩子提供健康飲食選
擇。 
* 有權使用學校內外的娛樂設施。 
 

在 教會文法學校，我們培養全球領

導者和學習者，挑戰並激勵他們以充滿勇

氣、好奇心、創造力和同情心為世界貢獻自

己的力量，這樣一來，他們就能夠理解、參

與和影響他們所生活的世界。 

 

 



  

 

文法學校旨在提供
一種教育，既與全球同步，又
尊重事實、行之有效、且目的
明確，可以探索塔斯馬尼亞州
和塔斯馬尼亞州之外的世界。 

快報 
學校致力於提供一個良好的教育環境，使我們的學
生能夠感受到自信，並開發他們獨特的長處，樂於
接受新挑戰，對自已的群體有強烈的責任感，願意
自己做決定，行為正直誠信。 地點 

南 ，東  

人口 

墨爾本至

飛行

時間60分鐘 

我們的國際學生支援服務包括： 

 我們備有專門的國際學生協調員，與教學、教

牧和寄宿工作人員緊密聯繫，幫助學生獲得學

業支持、幫助學生成長、實現學校期望。 
* 將英語作為一門附加語言（EAL）課程，授
課既有個性化又有針對性。 
* 個性化培訓課程，為期10周。 
* 幫助學生準備參與體育、活動、戶外教育、
學校服務、和大學規劃。 

 悉尼至 

飛行時間90分
鐘 
機場至學校駕車時

間15分鐘 

 
 



  

 

我們的學術課程 
Launceston文法學校教學方法非常個性化，能夠滿
足不同學術領域學生需求。 
我們的教師提供的課程非常具有激勵性，學生可

以獨立學習、協作進步、並參與到更大團隊之

中，這樣就可以鼓勵我們的學生充滿自信、創造

性並聰明機智。 
 

課程編碼    課程名稱 課程等級 

小學   年級  小學學業 

初中    年級         初中學業 
高中    年級         高中教育證書 

小學 
課程包括識字、算術、社會與環境研

究、科學、音樂、視覺藝術、資訊科

技、宗教及價值觀教育、體育運動、健

康和心理健康。孩子們自幼稚園到六年

級學習印尼語。 
學校從三年級開始實施結構良好的戶外

教育課程。 
四年級開始引入校際體育活動。 

初中年級 
無論是在學術上還是在社交方面，學校

教育經驗都非常豐富，可以為初一初二

學生提供良好的教學。在9年級和10年
級，學生可以繼續開發他們在識字和算

術等關鍵領域的技能，同時也根據他們

的個人需求、優勢和興趣專攻學科。 

高中年級 
我們為受過最後兩年中等教育的學生

授予資格證書和塔斯馬尼亞教育證

書。在這最後兩學年裡，我們會為學

生進一步深造、工作和其未來做好準

備工作。這個級別的學生可以繼續學

習綜合課程或專業課程。這項準備工

作既可用於學術途徑，也可用於職業

途徑。 



  

 

我們的 
課外學習計畫 

開拓學生視野、迎接挑戰，我
們的課外學習非常廣泛，可以
為學生提供機會，讓他們積累
經驗，開發現有技能，並發現
新的愛好。 

我們相信，從各方面參與學校生活可
以增加每個學生的歸屬感，擴大朋友
圈，並創造較高層次的積極性和參與
性。 



  

 

體育運動 
體育活動範圍非常廣泛，每個學生每年至少要

參加一項體育活動。學生可以參加足球、羽毛

球、網球、田徑、籃球、划船、網球等項活

動。 

藝術 
我們高度重視表演藝術，學生可以參加合唱團、管

弦樂隊和小型音樂團體，或者可以表演。我們在學

生中大力推廣演講。我們在校園名為Poimena的藝
術畫廊推廣視覺藝術、媒體和視覺製作。 

戶外教育 
我們的戶外教育工作人員素質都非常高，在他們的

關懷、培訓和監督下，每一位7－10年級學生都至
少要參加一個星期的露營活動。這些露營均設置在

塔斯馬尼亞州，環境優美，學生可以在這裡學習許

多生活技能。 

前途和就業中心 
我們的工作人員旨在教授學生研究技能，以自我

為導向，使他們能夠對自己的未來做出明智的選

擇。我們的工作人員非常專業，為申請大專校院

和獎學金提供各方面資料和説明。我們與本土院

校和塔斯馬尼亞州大學均有良好的合作關係。 

開始踏上通往未來學習和事業成功的道路 

當 從中國來到澳大利亞留學時，有幾所院校供她選擇。她選

擇了 文法學校，加入了她的兩個表兄的行列，他們也在這所

學校學習，能在澳大利亞最古老的中學之一學習，她非常珍視這次機

會。她開玩笑地說：“ 文法學校的校服最好看。” 
照片從左至右: 堂兄妹 

 以及 
, 均畢業於 
 文法學校。 

作為一名國際學生， 發現她很容易就適應了 文法學校。

她說，“人們都很友善，為我提供幫助。”除了學術追求之外， 還

喜歡在學校打羽毛球和網球，當她適應了寄宿公寓生活方式之後，她發

現這個地方非常有趣，而且適於學習。 
2011年從 文法學校畢業後， 搬到了北部的墨爾本，在莫

納什大學攻讀商學學士學位。她目前是澳大利亞國家銀行金融犯罪分析

師。 



  

 

在Launceston文法學校，我們認
為七年級對青少年成長至關重
要。 

年級7 
這是轉型的一年，需要挑戰和機會。 
. 轉型課程 

創建，支持和平衡 

我們的課程分階段進行，為期一年，通過關
注人際關係、提高期望值和提供幫助，以及
提供豐富多樣的、探索性的社交相關學習機
會，來回應青少年發展需求。 
 
我們七年級學生都有一位班主任，負責學生整體福

利，特別是要瞭解中學給學生帶來的新挑戰，並努力

確保瞭解班上的每個孩子，傾聽他們的聲音，理解他

們的需求。這位班主任至少要教授一門課程，同時也

有教牧關懷加以協助。 
 
與中學一樣，我們也具備專業教師，激發學生對英

語、歷史、地理、數學和科學、藝術、技術、體育、

基督教研究、數位素養、語言和音樂等學科的興趣。

同時，七年級的所有學生都會演奏樂器、合奏音樂。 
 
七年級學習中心自成一體，我們稱之為小木屋，其形

狀為橢圓形，其中包括遊戲區，既安全又舒適。教師

在主教室教授課程，同時，在教授某些特定學科時，

也可以轉移到七年級區域。 
 
學生也會參加一科牧師綜合課程，旨在建立成功的同

齡夥伴關係和領導技能。同時，這門課程還包括促進

個人組織、時間管理、複習和考試技巧等活動，這些

對成功獲得中學學業都至關重要。 
 
我們將學生分組，既靈活又有彈性，並制定個人學習

計畫，提供學術支持和推廣計畫。 

七年級露營 

我們的七年級課程多種多

樣，還包括兩個戶外教育

營，包括新學年第二周的四

天露營，以及在第四學期在

瑪麗亞島的七天體驗。 
 

第一次露營是學生們互相建立聯

繫的重要時間。這次露營活動旨

在讓學生有機會認識他們的老師

和同學，並開始建立社交群體。 

 

瑪麗亞島露營活動是Launceston

文法學校課程中非常特殊的一部

分。具有50多年的歷史傳統，學

生、老師、家長和戶外教育工作

人員集聚一堂，為學生提供了一

個發展獨立性、發展個人和團隊

技能和適應能力的機會。 

 
這段經歷旨在培養團隊合作精神

（如合作、同理心和溝通）；培

養對自然環境的認識，欣賞自然

環境；將學術課程延伸到自然和

歷史意義領域。瑪麗亞島露營既

有特色，又令人難以忘懷。 

 



  

 

08 下午6.30 
初中生 

寄宿生 
每日生活 

準備—家庭作業時間 
寄宿工作人員監督並指導學生

完成家庭作業。 

高中生 我們公寓的優勢 
準備—家庭作業時間 
在自己的房間裡學習。 對於您的孩子和家庭來說，選擇在Launceston文法學校學

習將是您正確的選擇，原因諸多，具體如下： 

09 
早7點–7.30 

初中生 + 高中生 
起床，早餐 
為一天做好準備 

晚上8點 
輔導老師支持 

01 我們的高中院校有一個名為學習中心的學習區域，供所
有年級學生學習，整個星期上學前和放學後均對所有學
生開放。我們的教學人員每週三下午三點半到五點也免
費提供輔導。這為您的孩子提供了一個絕佳的機會，他
們可以就他們的學習提出問題並尋求建議。 

初中生 
自由時間 

10 
晚上8.30 

初中生 
02上午8點 監督指導家庭作業 

晚餐. 除了休息日之外，寄宿工作人員會監督五年級到九年級
學生完成家庭作業。十年級學生過渡成自主學習。作為
這一過程的一部分，寄宿工作人員會根據學生提交的作
業、最近的成績和老師的評論來監督指導學生作業。十
一年級和十二年級學生負責安排自己的學習計畫，寄宿
工作人員也可以繼續提供教育支持。這也就是說，支持
您的孩子成長需求和學業發展。 

高中生 
高中生 
晚餐，自由時間 
洗漱 

高級合唱團 

03 上午8:55 11 晚上8.45 
初中生 

開始上課 

04下午1點 
初中生 
午飯，國際象棋 
高中生 
午飯，訓練 

沐浴，準備上

床睡覺 
高中生 休假 
自由時間 學生離家遠行，在Launceston文法學校學習，我們最

關心的就是他們的安全和幸福。 
 
寄宿生的假期由一個線上休假系統協調，家長/監護
人、以及寄宿工作人員可以通過該系統查看、輸入和
批准休假申請。這也就是說，申請休假和休假批准過
程既簡單又安全。 

12 – 
 

晚上9點-9.30 
初中生  05下午1.50 

初中生+高中生 
 

開著燈，在床上安靜地

看書 

晚上9點 –—9.45 
返回課堂 高中生 

沐浴，準備上床睡覺 06下午3.30 

父母住宿 

我們的寄宿學生家長到訪Launceston文法學校時，可入
住兩間莫特風格房間。這些房間位於我們的Poimena藝
術家畫廊大樓內，位於高中校區。最多只能住兩晚。 13 

14 
晚上9.30 
初中生 

初中生 
簽到。體育訓練 熄燈. 
高中生 
簽到。放學後在學習中心輔

導。. 
晚上10點 短期學習體驗 
高中生 
在房間內安靜地學習 
閱讀 

Launceston文法學校為國際學生提供住宿和短期學習體
驗。短期學習體驗可以直接向註冊主管提出申請，為期

兩周、四周、六周或一個學期。這是Launceston文法學
校和在我們校園學習的個性化學習體驗，學費、住宿

費、餐費和電腦使用費統一收取。 

07下午6 晚上10.30 
高中生 

晚餐 15 熄燈 
初中生+高中生 



  

 

假期項目 
在第一學期和第三學期假期期間，國際學生可以留在塔
斯馬尼亞。假期項目既可以在Launceston文法學校公寓
逗留，也可以在合作夥伴霍巴特公寓、或在塔斯馬尼亞
休閒度假地居住。 
 
本項目會讓學生體驗塔斯馬尼亞，非常獨特，學生可以
參與娛樂活動、與朋友交往，並有時間放鬆、學習和準
備考試。我們為學生提供所有膳食，寄宿工作人員隨時
監督學生。其他兩所塔斯馬尼亞聖公會學校的學生也可
以參加。本項目參與費包括在住宿費內。 
 
在第二學期假期期間，國際學生放假，由父母/監護人
照顧，公寓關閉。 

娛樂活動 
塔斯馬尼亞鄉村風景非常美麗，令人驚歎，我們利用
其優勢，在週末舉行活動，同時兼顧學習和娛樂，週
末活動包括山地騎行、小徑散步、採摘漿果、以及到
訪城市當地市場、公園、劇院、看電影和專門購物。 

我們的國際寄宿獎學金 

每年，我們會向申請七年級至十一年

級的學生提供Launceston文法學校獎學
金，並由獎學金委員會決定學費折

扣。 

我們將根據申請人成績單、推薦信、英語讀寫水準

和麵試情況進行評估。目前沒有就讀Launceston文
法學校的學生在申請獎學金時，至少要附上兩封推

薦信。 

符合資格的條件 
• 七年級至十一年級新生和在校生 

• 
• 
非澳大利亞永久居民 
全日制寄宿生 

填寫表格 
• 
• 
獎學金申請表 
註冊申請表（所有新生） 



  

 

加入 

文法學校 

申請步驟 
1.  填寫報名表 
2. 提供學生當前學習成績影本 

(英語) 

3. 提供學生最新護照影本 
4. 提供澳大利亞教育評估測試（AEAS） 

或類似成績，證明申請人英語水準 
文法學校將對申請進行評估並做出

決定。 
如果成功，我們將： 
1.   寄發一封錄取通知書 
2.   寄發一份書面協議 
3.  寄發確定學生註冊的必要檔 

您的申請寄送至，或如您需要更多資訊，
請聯繫： 

文法學校註冊主任 

電話:  
傳真:  

重點： 
• 男女合校 
從早期教育 
到十二年級 

• TCE可以學習兩年以上 
（11和12年級) 

•  • 

• 

前途和就業中心 
約850名學生 

• 
• 
小班教學 七年級轉型

課程 容納80名寄宿
生 

• 

• 

高級音樂、藝術、舞

蹈和戲劇活動 
• 

• 

全面監管公寓 

提供超過16個體育項
目，現場設有橢圓型運

動場和健身房 

公寓位於高中校區 

 
• 
• 
學術導師 

• 戶外教育課程非
常廣泛 

護士/急救人員 
 

• 距市中心五分鐘車程 
• 
• 
藝術畫廊 
室內恒溫游泳池 
 



  

 
 

澳大利亞塔斯馬尼亞州 

CRICOS 供應商編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