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圣公会学校联盟
招生简章

“成长路上我们携手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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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圣公会学校联盟
我们的学校不仅仅是学习的地方, 
也是创造卓越的地方。

圣公会学校联盟成立于1985年，是澳大利亚较大的私立教育体系之一。我们拥有1500多名
员工，以及分布于澳大利亚三个州的14所学校，在读学生14000多名。

我们的学校有虔诚的基督教私立学校环境，秉承着关爱和尊重每一个人的传统。

“圣公会学校联盟非常感谢国际学生为我们的学校所做的贡献。国际学生不仅为学校带来了
多元的文化和语言发展技能，还拓宽了我们的国际视野。来自不同国家的学生在教室里同桌
学习、在体育场上竞技、在舞台或乐池中一起表演，使得我们的校园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圣公会学校联盟的国际项目非常重视每一个学生的个体需求、天赋和志向。我们把学术内
容、课外活动以及学生服务相结合，为学生提供全面发展的教育体验，也照顾到每一个学生
各方面的健康发展需求。我们致力于帮助每一位学生实现其每个阶段的成长、成熟和发展目
标，帮助他们顺利地走出校园，走向社会。

我们为国际项目的成功和不断发展感到自豪，并希望有更多的国际学生加入我们的学校。 ”

The Reverend Peter Laurence OAM

彼得.劳伦斯
圣公会学校联盟首席执行官

为什么选择我们? 

• 多所私立学校，男女同校

• 30多年教育行业经验

• 坐落在中学内的语言学校，专
为中学预备的配套语言课程

• 独特创新的学生支持项目

• 优质的后勤关怀和学生服务

• 大学预科课程，可与西澳州的
大学对接课程。毕业生也可申
请澳大利亚和世界各地的其它
大学。



选择珀斯的几大理由：

1. 珀斯每年都被评为世界最宜居城市的前10名 (The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经济人智库2004-2017)

2. 珀斯的生活质量名列231个城市的前10% (Mercer
Quality of Life Survey 马塞生活质量调查2008-2017)

3. 珀斯位居世界最健康城市的前5 名 (BBC Travel 2013)

4. 珀斯名列世界最佳学生城市的前50名(QS Best
Student Cities 2017)

5. 珀斯的寄宿家庭费用属全澳最低 (The Australian
Homestay Network 2017)

6. 请访问以下网页，查看关于珀斯和西澳精彩生活的更
多信息。
http://justanotherday.westernaustralia.com/ 关于 

美丽的珀斯
在珀斯学习，能让你在一座城市就
体验到澳大利亚全部的精彩。

珀斯是西澳的首府城市，以其国际化的生活方式 、宜人
的气候、美丽的沙滩和海洋闻名于世。在珀斯，只需从
繁华的市中心驱车二三十分钟，就可以尽情享受海滨生
活、探索澳大利亚的自然丛林、欣赏海上日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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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份申请表 • 统一的入学要求 • 统一的学费标准

学生可以有多家学校和课程的选择。

我们为来自不同背景、有着不同学习特点的学生设计个性化的升学路径，让每个学生都有机会在澳大利亚取得学业上的成功。

关于
圣公会学校联盟国际部
圣公会学校联盟国际部致力于帮助每一位学生愉快地度过中小学的每一个阶段。

作为圣公会学校联盟的一部分，圣公会学校联盟国际部致力于为国际学生提供卓越的服务。我们有自己的英语语言学校（ASC语
言学校），以及多家优质的私立学校供国际学生选择。圣公会学校联盟是澳大利亚唯一拥有多家学校、并统一为就读这些学校的
国际学生提供以下服务的私校教育体系：

St George’s Anglican
Grammar School

John Septimus Roe Anglican
Community School

Peter Moyes Anglican
Community School

St Mark’s Anglican
Community School

Peter Carnley
Anglican Community

School

Swan Valley Anglican
Community School

Esperance Anglican
Community School

Cobram Anglican
Grammar School

Trinity Anglican
College

Cathedral College
Wangaratta

Georgiana Molloy 
Anglican School

Frederick Irwin
Anglican School

John Wollaston
Anglican Community
School

St James’ Anglican
School

Part of The Anglican Schools Commissions (Inc.)

More than 14,000 students in 14 schools across three States of Austra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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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短期个人插班，接受中小学生报名（学习一到三个月）

2. 短期游学团，一般为一到两周，每个团体最少10人

3. 长期留学，学习英语语言、小学、中学及在大学预科课程，需持学生签证或其它符合要求的签证 

只接收短期项目的学校

以下几所学校分布于澳大利亚的三个州，可以接收短期插班和游学项目。

我们的课程
圣公会学校联盟国际部有多种课程可供学生选择。包括：

Cathedral College Wangaratta 
VIC 维多利亚州

Cobram Anglican Grammar School 
VIC 维多利亚州

Frederick Irwin Anglican School 
WA 西澳州

Trinity Anglican College 
NSW 新南威尔士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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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提供所有课程项目的学校
圣公会学校联盟旗下的学校坐落在不同的区域，为学生提供难忘的学习经历。无论您是想去较远的城区、

海边或高楼林立的中心商圈，我们都有适合的学校供您选择。以下是圣公会学校联盟旗下注册的可以接收
长期和短期国际学生的学校。

ASC Language School
Georgiana Molloy 
Anglican School

Esperance Anglican 
Community School

John Septimus Roe Anglican 
Community School

St George’s Anglican 
Grammar School

St James’ Anglican 
School

St Mark’s Anglican 
Community School

Swan Valley Anglican 
Community School

John Wollaston Anglican 
Community School

Peter Carnley Anglican 
Community School

Peter Moyes Anglican 
Community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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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学路径

小学 1-6年级 （097684J）
小学课程注重为学生打下坚实的文字和数字基
础。目前有一所学校可接收长期的小学国际学
生，约翰沃乐斯顿圣公会学校John Wollaston 
Anglican Community School，其小学课程采用
的是国际IB课程的理念和教学方法。

学术英语课程

（中学预备英语课程PSS）

由ASC旗下的语言学校提供

中学7到10年级

（由ASC旗下的中学提供）

高中11-12年级

西澳中学毕业证（WACE）
大学入学排名考试（ATAR）

和/或
职业教育

高中11年级和
大学预备课程
（WAUFP）

（WAUFP由圣乔治文
法学校提供）

综合英语 /初学者英语课程

（由与ASC有合作关系的

院校提供）

小学1-6年级 

（由ASC旗下的John Wollaston Anglican Community School 提供）

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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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C语言学校
综合英语  (078838J)

综合英语是基础的、初学水平的英语课程。该课程全年授课，
在某些假期期间也有可能开课。该课程的目标是教给学生基本
的英语对话和写作能力，并为进阶到学术英语课程和中学做好

准备。

学术英语 - 中学预备课程(PSS) 
(078837K)
中学预备课程根据学生的英语水平和学习需求分为几个不同的
级别。所有级别的课程都会通过练习书写、口语、阅读和听力
来巩固学生的基础语法、阅读理解和词汇知识。学生将使用来
自不同科目的课堂笔记来学习和巩固他们在中学阶段将会遇到
的概念和词汇。我们的中学预备英语课程把强化英语和学术知
识的教学相结合，帮助学生顺利进入到中学阶段的学习。

中学的每个学年分为4个（每个约10周）的学期，中学预备英语
课程也从每期的第一天开始上课。每个学生学习该英语课程的
时长会因其英语水平和学习需求而有所差异。 

学生可以通过进行我们的免费英语测试来预估所需的英语课程
时长。 

语言学校上课时间

上午8.30到下午3.20 (周一到周五)

课外活动

ASC语言学校坐落在珀斯市中心的圣乔治文法学校内，拥有优质
的全中学环境。

英语课程的所有学生都有机会接触到中学科目的内容，在课后和
课间休息时都可以与本地的在读中学生一起交流，并可选择与本
地学生一起参加中学的课外活动，如科学、戏剧、音乐、体育和
户外教育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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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
初中 
(7-10年级) (094025B)

初中教育在小学教育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学生在以

下方面的技能：

• 英语

• 数学

• 人文和社会科学

• 艺术

• 科技

• 健康和体育

• 第二语言

圣公会学校联盟旗下的所有学校均提供初中教育。

高中 (WACE 11和12年级) 
(093594K)

高中包括两个学年，学生在这两年中达到学习要求并取得西澳中
学毕业证 Western Australian Certificate of Education (WACE)。 
WACE中学毕业证是大学认可的进入本科学习所需的资质证书，也

是学生参加职业教育课程所需的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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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
在高中阶段，学生一般要学习英语以及另外的5门选修
课。选修科目至少要从以下的两个类别中各选一门：

• 文科类 (艺术、第二语言、社会科学)

• 理科类 (科学、科技、工程 和数学 )

11年级的学生需要根据其学业成绩、兴趣和优势来选择 
ATAR （参加大学入学考试）或 Non-ATAR (普通类或职
业教育类）路径。

• ATAR路径让学生有机会直接升入大学。

• Non-ATAR路径让学生可以学习更需要动手能力的科
目，适合动手和实践能力强的学生。Non-ATAR 学
生在毕业时一般都已具备工作经验、等级证书等资
质，可以继续学习证书类Diploma课程再升入大学。   

学生的 ATAR 和 Non-ATAR 科目成绩合格，可以获
得西澳中学毕业证书(WACE)。

要取得中学毕业证，学生需要至少满足以下要求：

• 通过文字和数字在线测试（OLNA），达到文字和数字水
平的最低标准。

• 在12年级的 ATAR 和 Non-ATAR科目中取得至少6门的合
格成绩。

• 在11和12年级，取得至少14个单元或同等的合格成绩。

更多关于高中科目的信息，请访问学校课程和标准局的网
页： www.scsa.wa.edu.au.

圣公会学校联盟旗下的所有学校都提供高中课程。如需了解
各校可提供的科目，请联系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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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

西澳州大学预科课程 (WAUFP) 

(094026A)

这是相当于12年级的一个课程，由西澳州的公立大学设立并
提供给母语非英语的学生。

WAUFP课程为学生提供了进入以下几所公立大学的机会：

西澳大学、莫多克大学、科廷大学、埃迪斯科文大学 。

课程更多地注重英语的学习，帮助学生获得大学学习所要求
的英语语言技能。

WAUFP的考试专为母语非英语的学生而设计。

相比参加WACE考试的学生，以上大学会优先录取WAUFP课
程毕业生。

该课程自1993年开放以来一直很成功，毕业生还被一些较难
进入的专业录取，包括兽医学、理疗学、法律、工程、会计
等等。

WAUFP提供的科目有:

• 英语语言和澳洲文化研究ELACS (双学科)

• 心理学Psychology (ATAR)

• 化学Chemistry (ATAR)

• 物理Physics (ATAR)

• 人体生物学Human Biology (ATAR)

• 数学方法Mathematics Methods (ATAR)

• 数学应用Mathematics Applications (ATAR)

• 数学专科Mathematics Specialist (ATAR)

• 会计和金融Accounting and Finance (ATAR)

• 商务管理和创业Business Management and Enterprise (ATAR)

• 经济学Economics (ATAR)

学生可选择哪些科目需咨询学校后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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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
大学录取

我们的WACE中学毕业生和WAUFP大学预
科课程毕业生被澳大利亚各州的大学录取：

西澳州

• 西澳大学

• 科廷大学

• 莫多克大学

• 艾迪斯科文大学 

维多利亚州

• 蒙纳士大学

• 墨尔本大学

• 迪肯大学

• 拉筹伯大学

• 斯威本大学

• 墨尔本皇家理工大学

新南威尔士州

• 新南威尔士大学

• 悉尼大学

• 麦考瑞大学

• 西悉尼大学

• 悉尼科技大学

昆士兰州

• 昆士兰大学

• 昆士兰科技大学

• 格里菲斯大学

• 邦德大学

• 中央昆士兰大学

南澳州

• 南澳大学

• 阿德莱德大学

• 弗林德斯大学

• ACT

• 澳洲国立大学

• 堪培拉大学

塔斯马尼亚州

• 塔斯马尼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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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
我们的学校每年都取得了优秀的教
学成果。近年来，我们的许多学生
获得杰出表现奖（Certificates  of 
Excellence），以及中学毕业考试
成绩优异证书（Certificates  of 
Distinction in the WACE）

近期中学毕业考试科目的成绩亮点:

• 生物Biology – 名列前15

• 人体生物Human Biology – 名列前10

• 工程设计Engineering Studies – 名列前5

• 60% 的高中毕业生ATAR考试成绩达到90分以
上（满分为99.95分）。

2017   大学预科毕业成绩

50% 的大学预科课程毕业生达到了相当于
ATAR90分以上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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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服务 

圣公会学校联盟国际部

住宿安排

未满18岁的学生有以下住宿选择：

• 选择1: 与父母同住在澳大利亚

• 选择2: 与年满21周岁的血缘亲属同住在澳大利亚。此监护
人必须由移民局批准。(https://www.homeaffairs.gov.au/)

• 选择3: 住在澳大利亚的本地寄宿家庭。这些家庭必须由圣
公会学校联盟国际部认可的寄宿家庭管理机构提供。

• 选择4: 住在由父母指定的监护人家庭。这些家庭必须由圣
公会学校联盟国际部认可的寄宿家庭管理机构来管理。 

在圣公会学校联盟旗下学校就读的已满18周岁的学生必须住在

经过批准的地方或与父母同住 。

已满 18周岁的12年级或大学预科课程学生可以申请入住圣乔治
学校St George's College，这是隶属于西澳大学的学生宿
舍。圣公会学校联盟国际部可以协助学生申请。

寄宿家庭 : 你在远方的家

圣公会学校联盟国际部选择优质的寄宿家庭管理机构以满足学
生的住宿需求 。所有学生都必须居住在经过培训和认证的寄宿
家庭里，除非学生有可同住的亲属或朋友。

圣公会学校联盟国际部认可的寄宿家庭管理机构是Talkabout 
Tours (http://talkabouttours.com/forms/homestay-students-
application)

我们认证的寄宿家庭应符合以下要求：

• 寄宿家庭家主通过背景调查、面试和培训。

• 提供每周7天、每天24小时的协助。

• 接机服务-必须提前预约并付款。

居住在经认证的寄宿家庭的学生应享有以下支持：

• 关爱的、整洁有序的家庭环境 

• 一日三餐 (经预定)

• 一个独立的有家具的房间

• 可使用水电气等设施

• 可使用洗衣设施 

寄宿家庭费用估算：

• 安置费 $290起

• 每周房费$330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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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学生健康保险 (OSHC)

所有学生都必须购买符合其学生签证时长的国际学生健康保
险。学生可以自己通过经认可的保险公司购买，请访问网页查
看保险公司名单 ：  

http://www.health.gov.au/internet/main/publishing.nsf/
content/overseas+student+health+cover+faq-1 ，也可以通
过代理购买。圣公会学校联盟国际也可以代学生购买这一保
险 。更多详情请联系我们。 

学生福利支持

我们的国际学生支持专员会经常关注和跟进学生的在校情
况。我们会定期和学生进行一对一的面谈，了解学生从生活
到学习进展各方面的情况，并做好书面的记录报告。

这些报告会对学生的情况进行“风险评估”，并向家长、寄
宿家庭、学生和老师等相关人员提出改善建议，帮助学生在
学习成绩、出勤和在校表现等方面做出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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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学要求
下表列出了圣公会学校联盟国际学生的入学要求。

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灵活调整。

所有学生在就读我们的学校之前，在校成绩单必须有4门主修课成绩合格。

年级 7   -   8 9 10 11   &  12   (WACE) 大学预科WAUFP

最大入学年龄 
*各学校可能
有不同要求*

7-12月间年满
14周岁（7年

级）、15周岁
（8年级）

7-12月间年满
16周岁

7-12月间年满
17周岁

7-12月间年满
18周岁

7-12月间年满
19周岁

直接入学的
最低英语水

平要求

雅思学术4.5分， 

AEAS 71%

雅思学术5.0分， 

AEAS 80%

雅思学术5.0分， 

AEAS 80%

雅思学术5.5分， 

AEAS 80%

入读语言学校
的最低英语水
平要求

根据学生以前的学习成绩、测试成绩、AEAS推荐的级别或其它同等的成绩来确定。

是否录取学生入学应由圣公会学校联盟国际部总监以及学校的校长最终决定。

注:

1. 中学11、12年级或大学预备课程的入学时间必须是每年的第一个Term(二月份前后）。

2. 中学10年级的入学时间一定要在第三个Term（七月份）开始之前。

3. 在申请时可以接受预测成绩或当前成绩。

4. 以上入学要求仅供参考，圣公会学校联盟国际部和各学校保留更改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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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费标准
以下是圣公会学校联盟国际课程的学费标准。

如需更多详细信息，请联系圣公会学校联盟国际部。

费用可能因不同学校和学年而发生变更。如需更多详细信息，请在报名时联系圣公会学校联盟国际部。

课程 单位：澳元每年学费 2018 2019

7-10年级 $23,924 $24,642

11-12年级和大学预科WAUFP $24,534 $25,359

每个学期Term（约10周）

中学预备英语课程PSS $5,022 $5,148

兄弟姊妹可享受5-10%的优惠（但不适用于中学预备英语课程）。
课本、学习资源 、特殊活动和外出活动的费用约为 $250 每个Term。

其它费用 （约12个月的费用估算）

国际学生健康保险 (OSHC) $536

校服 $800-$1,200

课本（会因年级和选修科目 而有所差异） $500-$950

学校其它费用
（考试费、资源费、建筑费、外出、课外活动、科目费等） 预算约$2,000

其它可能发生的费用  

寄宿家庭安置费 $290起

住宿费 (每周） $330起

接机（单程） $130

学校寄宿费（只适用于Esperance Anglican Community School这所寄宿学校)。 每年约$21,000 
（每周约 $525）

1-6 年级 $17,666 $17,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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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学金
圣公会学校联盟国际为国际学生设立了
奖学金计划。

学生可在以下截止时间提交申请：

• 如果在上半年入学，请在前一年的10月份之前申请。

• 如果在下半年入学，请在当年的4月份之前申请。

所有申请将提交圣公会学校联盟国际总监以及校长进行审批。

欢迎在以下方面有特长的学生提交申请：

科技

体育 传媒 音乐

领导力 创意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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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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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步
选择升学路径
联系我们的办公室或授权的留学代理，确定您的入学年级和升学路径。

第二步

递交申请
填写申请表，并附上以下材料：

• 护照复印件
• 最近两期的学校成绩单（原版和英文翻译）
• 英语水平测试成绩 （如果没有，可选择进行我们的免费在线英语测试）

第三步
录取通知书
如果申请成功，您将收到一份录取通知书Letter of Offer。

第四步

接受录取
学生和家长在录取通知书上签字，支付通知书上注明的预交费用。

如需寄宿家庭，请向我们批准的寄宿家庭管理机构提交申请。

第五步

入学确认书
收到付款以及寄宿家庭确认信后，我们将发送入学确认书Confirmation of Enrolment (CoE) ，以及按学生具体情况出具
的18岁以下学生适当的住宿和福利安排确认信Confirmation of Appropriate Accommodation and Welfare (CAAW) letter。

第六步
申请签证
向有关部门递交签证申请，并及时告知我们签证审批结果。

第七步

准备出发
安排行程，并告知我们您的抵达时间。
我们的学生服务专员会与您联系，并发送出发前的有关信息，请仔细阅读。 

第八步
抵达澳大利亚
学校的迎新培训一般是在学期开始的前一天进行。
圣公会学校联盟国际部的人员以及学校员工将在学校欢迎您入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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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长路上我们携手同行！
We’re with you every 

step of the way!’

圣会公学校联盟国际部

ASC International

招生办公室

5 Wollaston Road, Mt Claremont WA 6010, AUSTRALIA

电话: +61 8 9286 0290    |    电邮: admissions@asc.wa.edu.au

Anglican Schools Commission. ABN: 85 336 233 269 CRICOS Provider Code: 03547G

Alexander Language School Pty Ltd. ABN: 82 009 294 937 CRICOS Provider Code: 00057E

声明：本招生简章专为圣公会学校联盟国际部的海外学生而设计，我们已尽力保证在出版时其内容准确，但仍有可能更改。圣公会学校
联盟国际部保留更改课程、费用和相关安排的权力。如有变更，恕不另行通知。申请人和学生应在提交申请和入学前向圣公会学校联盟
国际部咨询或确认最新的信息。此中文版本供申请人和学生参考，我们已尽力保证翻译的准确性。如有任何歧义或不明之处，请以最新

的英文版本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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