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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致力于提供优质的教学，激发学
生成长为独立自主学习的个体，并实
现自我价值。 

Viewbank College的校训是追求卓越。 

我们承诺持续构建一个包容、积极、安全、关爱的相互尊重的校园
环境，促进赋权并努力实现公平。

我们尊重学校社区内每个人的多样性，并且接纳所有不同背景、
经验、性别、性取向、能力、年龄、文化以及宗教。

Viewbank College当前有1470名学生，我们欢迎来自世界各地
的7至12年级的学生前来就读。 

我校致力于提供优质的教学，激发学生成长为独立自主学习的个
体，并实现自我价值。 

凭借我们提供广泛的教学课程以及新颖的课外活动，在态度积
极、热情、以及敬业的老师们的支持和努力下，学生将会取得优异
的学业成绩。

Sharon Grimes 
校长

校长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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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选择VIEWBANK COLLEGE?
我们热情欢迎国际留学生加入我们的大家庭！我们对学校的国际留学生项目感到自豪。国际留学生对我校的多元文化
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Viewbank College不仅提供一流的教学，而且还非常注重培养
学生的综合能力。 

近年来，我们有来自中国、中国香港、越南、泰国、新加坡、日本、韩
国、印度和南美的国际留学生。家长们都是因为学校的高学业标
准和良好的声誉而选择了我们。 

我们有两位员工为国际留学生项目提供综合和优质的支持服务，
包括：

• 寄宿家庭的安排
• 新学生的机场接机
• 申请咨询
• 新学生迎新信息会
• 中文支持
• 参观学校

 

鼓励学生进取的学习项目 
Viewbank College）面向有能力、决心和学习热情，具备
天分和才华的学生，提供提高和增强（Acceleration and 
Enhancement，简称：AE）课程。

这个项目让能力相似的学生在具有挑战性和激发性的模拟环境
中一起学习。参与此项目的学生学习能力必须高于其他同龄学
生。

维多利亚州教育证书（Victorian Certificate of Education，简
称：VCE ）考试对学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他们要学会评估自己的
学习能力、以及抓住自己获得优质发展方向的最佳机会。 

Viewbank College要求所有高年级学生优先投入自己的时间和
精力来获得理想的VCE成绩，并对自己的努力感到自豪。

在Viewbank College，我们提供的特别项目包括：

• 从10年级开始提前学习VCE课程 
• 学习一系列科学、技术、工程、艺术和数学（又称STEAM）课程
• 数学和科学课延伸学习机会
• 广泛的乐器演奏课程
• 信息技术和媒体
• 日语和德语
• 英语作为第二语言(EAL)的加强支持:（对7到9年级学生每周提

供额外的英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支持课程；对10到12年级学生
提供单独的英语作为第二语言的EAL课程）

• 主要针对数学/科学课/英语/人文课的家庭作业俱乐部
• 学生领导力项目
• 身心健康护理和学生心理辅导支持
• 学校护士服务
• 社会工作实践项目
• 精心设计的相互尊重关系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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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富多样的课外活动 
Viewbank College为学生提供一系列丰富有趣的课外活动。参
与课外活动是一个建立使用英语的信心和认识新朋友的好方法！

我们提供的活动有乐器演奏学习和表演、学校自制节目和戏剧表
演、体育项目以及辩论和公共演讲等。

此外，我们还会举办各种校园午餐时的活动项目，还有像”你好，
美国”（G’Day USA）海外旅游、以及与德国和日本的姐妹学校展
开的学生交换项目。

重视待学生福利
Viewbank College致力于向国际留学生提供安全的校园环境，
让学生们能够对影响他们生活的决定发出自己的声音。 
我们会确保国际留学生的安全，尤其关注来自文化或语言多元背
景的学生。学校采取的措施包括：
出发前： 
在抵达澳大利亚之前，所有留学生及其家人将收到一些重要的文
件，其中列出了学校的政策、书本和校服费用以及在澳大利亚生
活的信息。这样，学生与国际学生协调员也能在出发前就重要事
项先沟通一下。
机场接机： 
对于所有需要机场接机服务的学生，国际留学生项目的一名员工
将会到机场接学生，并且将学生送到寄宿家庭安顿好。
迎新活动： 
留学生抵达澳大利亚后，学校会为所有学生安排迎新介绍会。我
们将向学生提供一个包含学校指南、校规、流程等内容的资料包。 
其中也包含澳大利亚的习俗和文化、本地区域以及学校社区的
相关信息。
负责学生心理健康的团队： 
我们学校负责所有学生心理健康的团队将与初中部和高中部的
老师密切合作，发起、协调、执行和评估学生发展以及身心健康
项目。
学校校园网系统（compass）里提供的相关文件让所有学生能够
始稳定地获得多种生理、社交和情绪支持。

国际留学生的寄宿家庭安排 
国际留学生协调员和助理会密切监督和定期访查Viewbank 
College的所有家庭寄宿情况。  

寄宿家庭提供者和学生都要签署寄宿责任协议，以确保各方都履
行各自的责任。 

我们执行严格的寄宿家庭规定，以确保学生的安全。
• 一个安全、有保障、友善的居住环境；
• 符合儿童安全标准的家庭环境；
• 让学生使用的单独房间；
• 一日三餐、每周七天、包括零食；
• 设施——床、衣柜、毛巾和床单；
• 生活设施——煤气、电、取暖、水费、互联网
• 公共区域的清洁；
• 可以使用住宅内的公共生活区域；
• 学习设施——桌子、台灯、书架；
• 代表学生家长参加家长会。 

“我对寄宿家庭的项目很满意。学校工作一切安排得井井有条，
很有帮助性。每当我需要帮助时，学校都非常支持我。”——寄宿
家庭的家长Jacky 

交通便利
Viewbank College毗邻一系列本土动植物保护区，校园环境优美。我们学校距离墨尔本
市中心约17公里，并且：

• 学校附近有社区购物中心、银行、医疗和娱乐设施；
• 位于多条公车及火车线路上，班次频繁；  
• 学校所在社区安全友好，拥有许多公园、步行道和自行车道。

近期的成功故事
来自中国的Daniel BI学习了VCE的课程
包括英语作为第二语言（EAL）、高等数学、
化学、经济和中文，并且平时经常在学校
和同学打篮球。Daniel当前正在墨尔本大
学学习理学学士课程。 

“在Viewbank College的三年学习经历
让我为自己未来的求学生涯奠定了坚实
的基础。校园生活最棒的地方在于，我不
仅学习了新的语言和澳洲文化，而且还
扩展了我的社交网络，结交到了很棒的
朋友。”

校园生活最棒的地方在于，我不仅学习了新的语言和澳
洲文化，而且还扩展了我的社交网络，结交到了很棒的
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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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学校
Viewbank College

1 Warren Road, Viewbank, Victoria 3084

国际留学生协调员 - Summer Guo

联系电话： + 61 3 8458 2823/9458 2811 
电邮：viewbank.co@education.vic.gov.au  
网址：https://www.viewbank.vic.edu.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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