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墨尔本市
STR ATHMORE 斯特摩尔中学
国际学生招生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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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享誉盛名的学术成就
•	丰富的国际学生管理经验,
贴心的个性化照顾
•	墨尔本资源配套最完善、
最具现代化的公立学校之一
• 环境优美的园林式学校
•	维多利亚州宇宙空间科学教育中
心所在地 - 与多所大学及宇宙空
间教育者有密切连接。

我们的学校

课程选择

Strathmore 斯特摩尔中学接收国际学生已
有多年。国际学生从生活到学业上均得到了
贴心的个性化照顾和富有经验的管理。

我校开设大范围的课程可供学生选择。其中
国际学生较为青睐的课程包括：各个等级的
数学、物理、化学、生物、会计学、经济学、
商业管理、地理、艺术、视觉交流、信息技
术、食品技术、音乐、心理学以及体育。

我们的学校位于墨尔本城北风景优美的近
郊区，距墨尔本市中心搭乘市内火车约20分
钟，15分钟车程可抵达墨尔本飞机场。
本校大多数学生来自澳大利亚本地，他们
的第一语言为英语。同时我们也拥有不同国
籍的学生，他们为我们的多元文化注入了活
力。
在我们的学校，7 年级到11 年级的学生按规
定必须穿着统一校服，12 年级的学生可自选
着装，作为他们走向大学或是工作的一种过
渡。
我们的学校在教学成果方面具有一流的声
誉，我们同时致力于推动友好和相互帮助
的学习环境，并提供给学生在学业、体育、
文化、社会以及个人等各方面全面发展的机
会。

许多国际学生还可参加母语课程学习，并借
此使他们在 VCE 高考中获得更多的学分。
“英语作为额外语言”(EAL)课程项目
• 在 10,11,12 年级中固定设置
•

EAL 小班教学模式,每班不超过16名学
生，使学生更多地得到老师指导，并有更
多练习机会

• 我们为英语作为额外语言的10年级学生
开设过桥英语课程,学习各种专业学术词
汇

我们的教学成果
本校在教学成果方面久负盛名。我们的国际
学生取得很大成功，他们在高考 (VCE) 考
试当中取得了突出的成绩，同时在学校里赢
得高中毕业证书学术奖项。国际学生中的大
部分成功地进入了维多利亚州以及外州的名
牌大学，包括墨尔本大学、澳洲国立大学、
莫纳什大学、拉筹伯大学及墨尔本皇家理工
学院。

特色课程
• 所有学生和教师使用 iPad 作为学习和
教学工具。通过使用 iPad 可以查询学校
邮件，课程安排等
• 学
 校使用 Compass 软件，家长和学生
可以在澳大利亚本地或者海外使用此软
件查询学生出勤率，成绩报告,实时日程
表等
• 在 10-12 年级中开设不同等级数学课程

学校设施
• 本
 校是澳大利亚宇宙空间科学教育的先
驱，维多利亚宇宙空间科学教育中心坐落
在本校内，同时我们与多所大学及世界各
地的宇宙空间教育者密切合作

• 设备齐全的现代化科学实验室

• 本
 校同时以音乐教学而著称 - 教授 23
种乐器，同时举办乐队、合唱团、唱诗班、
音乐会、学校社交集会等各种音乐活动

• 宽敞的带空调 11,12 年级学习中心

• 各类戏剧和视觉艺术活动

• 餐
 厅 - 多种世界各地风味佳肴和健康
食品可供选择

• 我
 校学生的体育水平在维多利亚州也处
于领先地位。

• 现
 代化的艺术教室、摄影器材、电化教
室，以及戏剧/音乐空间
• 大
 型图书馆 - 拥有带上网功能的学生
电脑

• 运
 动设施 - 体育馆、游泳池、宽阔的铺
设草皮的椭圆形运动场
• 涵盖多种课程学习的计算机房
• 环境优美的园林式校园。

见证人：Yvonne 陈奕方
在维州高考排名中获得96.75

在维州高考排名中获得99.75

墨尔本大学 理学学士

同时收到莫纳什大学 和悉尼
大学-工程系的入学邀请

国际学生学生会主席

国际学生服务

荣获维多利亚州国际学生领导
奖和当年国际学生大使

• 专职的职业和高等教育咨询顾问向国
外学生提供大学选择和申请方面的
建议及帮助

我记得第一天来到斯特摩尔中学上课，做为
一个害羞的国际学生，坐在数学课的教室
中，但是很快的被身边当地可爱的同学们接
纳。老师们一直很有耐心和有助。学校提供
给我们很多的机会去探寻自我和享受学生时
光—每年学校会组织一次去塔斯马尼亚旅游
的机会，举办庆祝春节
的午餐,组织校园的足球
杯赛,参加校园音乐会,
甚至可在我校的太空中
心体验一把。

• 配备讲中文的老师和助理帮助学生学
习，生活并和家长沟通

见证人：Qi刘錡

• 学生教导员和老师们鼓励并支持国际
学生
• 校方为学生仔细挑选澳大利亚本地
家庭(有些会讲中文)，向国际学生提
供住宿，同时随时监督、了解住宿情
况

国外学生从踏上墨尔本土地开始，就将
受到STRATHMORE斯特摩尔中学无
微不至的照顾。

见证人：Vivienne 子涵岳

12年级国际学生学生会主席
目标墨尔本大学科学或商业学士

我记得当我第一次到斯特摩尔中
学时感到很紧张。然而，当地的
一位同学主动过来与我打招呼并
且给了我一个灿烂的笑容。我受
到整个学校社区的欢迎且没有
感觉到文化差异带来的障碍。
此外，我们还有一大群国际学生
彼此建立牢固的关系。老师对
我们总是很有耐心。非常感谢斯
特摩尔中学帮助我们找到很棒
的澳大利亚家庭生活在一起，
并融入到澳大利亚社会。

见证人：刘正言的妈妈齐志英

国际学生学生会主席

12年级在读生

荣获维多利亚州12年级国际
学生杰出学术奖

目标莫纳什大学或者拉筹伯大学
文科学士学位/教育硕士

我在斯特摩尔中学的生活是我人生中最重要
的经历之一，我知道我将会一直感激和珍惜
那一段时光。斯特摩尔中学充满朝气和温馨
的氛围非常适合我，让我快速的适应在墨尔
本的学校生活。我当时非常幸运的和国际学
生以及当地学生建立了牢固的友谊和关系,
他们是我见过的最了不起的人，他们激发了
我去发掘自身的潜力并实现我的志向。我感
谢斯特摩尔中学提供了很多额外的项目支持
和机会来帮助鼓励国际学生，比如寻找很棒
的澳洲寄宿家庭，开办课后的家庭作业学习
俱乐部，组织和当地学生以及国际学生一起
的澳大利亚境内旅游并且提供非常好的愿意
帮助我们实现我们潜能的老师们。

老师您好！
非常感谢老师一直以来对刘政言
的帮助和教育！
政言初到澳洲时尚不满18岁，我当时是很担心他
能不能适应澳洲的生活的。感谢上帝，他遇到了
Kruger 老师和蒋老师，寄宿家庭 Hill/Thompson
全家还有很多给予他帮助的人，是你们的关心、
帮助让政言逐渐适应了澳洲的生活，并且能够生
活的健康、充实、快乐！作为家长，这是我们所
希望的。
再次对老师以及所有帮助、关心政言的人表示我
最真诚的感谢！适值中国最大的节
日--春节，在此，请允许我代表家
人（也包括政言），把新年的祝福送
给您及您的家人：
祝：新年快乐，大吉大利，心想事
成，万事如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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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特摩尔中学

Pascoe Vale Road, Strathmore 3041

邮件

strathmore.sc@edumail.vic.gov.au

电话 +61 3 9379 7999
网站 www.strathmore.vic.edu.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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