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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来到我们的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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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长寄语

自1880年以来St Aloysius College在南澳大利亚女子教育领域便

处于领先地位。众多毕业于我校的学生在国内外的社会各界为女

性们开辟了新天地。

学校由慈爱修女会（Sisters of Mercy）创建，至今已有超过130

年的历史。作为首位平信徒校长，我认识到能够追随这些杰出女

性的成功脚步是我的无比荣幸。如此卓越的楷模，无容置疑地为学

生们塑造了一个鼓励她们在其各自选择领域勇攀高峰的学习环境。

St Aloysius College在接待国际学生方面拥有超过20年的丰富经

验，学校的国际课程致力于帮助海外学生满足学术录取标准，以

及开发学习、语言和文化技能，以确保从中学升至澳大利亚和国

外大学学习的平稳和成功过渡。

我们提供一系列的支持服务，包括高强度的英语语言教学、学术

和职业咨询，同时包括寄宿家庭和住宿的协助。

我们的好客信念，吸引着众人投入St Aloysius College团体的温

暖怀抱中，这直接源自我们学校的宗教文化 - 慈爱神恩（Mercy 

Charism）。我们是一所信奉多样性、追求杰出，并且在充满着殷

切关爱的环境下，为所有学生提供予机会的学校。  

在您考虑St Aloysius College作为您女儿的教育选择时，希望我

校悠久的历史，以及现代化和活跃的学习环境能给您带来鼓舞。 

Paddy McEvoy女士

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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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宿家庭 计划
在阿得莱德不与父母或血缘关系亲属共同生活的国际学

生，将会住在寄宿家庭。寄宿家庭为学生和澳大利亚家

庭之间的文化交流创造了非常好的机会，并且也是迅速

提高学生英语技能的最好方法。. 

St Aloysius College与澳大利亚南澳州家庭寄宿网络

（简称AHN-SA）合作，寄宿家庭接受AHN的特别培训，

从而给予学生一个安全、愉快的在澳大利亚生活和学习

的入门机会。 

寄宿家庭协助学生融入她们在阿得莱德的新生活，并且

提供帮助性建议和信息，为学生留下一段获益匪浅和难

以忘怀的经历。尤其重要的是，学生将被接待家庭视为

家庭的一分子。这将帮助学生提高她们的英语，并且缓

解她们的思乡之情。 

学生将会被提供膳食、带有学习设施的单独卧室、浴室

和洗衣设施的使用、上下学的交通接送。根据AHN-SA保

险，学生个人财产也受保险赔付保护。

在St Aloysius College就读期间，学生将不被允许独

自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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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澳大利亚向学校的转型过渡
在学生进入St Aloysius College主流课程前，她们通

常需要报读由South Australian College of English 

学校教授的至少20个星期的英语强化课程。 

英语强化课程是为了给予学生信心和技能，以确保通

往主流学习的平稳过渡。作为新生入学中的一环，学

生们将进行英语测试，并被分配到适合其各自的班级。

在把开发英语能力作为主要重心的同时，课程同时为学

生日后在中学将要遇到的学科、教学方法、作业和活动

打下基础。学生可以在课后时间使用我校的资源中心、

网络和其它设施，并且无任何额外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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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课程
在St Aloysius College，我们提供一个挑战和支持并存

的均衡教育课程。我们所致力发展的教育体验不仅包括了核

心学习领域，同时兼顾了迎合个人需要和能力的一些选择。

11年级和12年级的学生学习完成她们的SACE（ 南澳州教育

证书文凭）。该文凭是根据两个阶段的成绩：第1阶段（ 通

常在11年级开始进行），以及第2阶段（ 12年级）。

无论在澳大利亚或海外，SACE都被大学入学所接受。

就读于St Aloysius College的学生可以从广泛的学科中做

出选择，同时学校专业人员会花时间与每个学生交流，给予

她们关于学科选择和大学课程准备的专业辅导和建议。

就读于St Aloysius College的学生可选的部分科目：

• 会计

• 生物学

• 商业与企业

• 化学

• 中文

• 戏剧

• 经济学

• 英语作为第二语言（ ESL）

• 印度尼西亚语

• 信息处理和出版

• 信息技术

• 数学应用

• 数学研究

• 历史

• 音乐

• 户外教育

• 体育教育

• 心理学

• 社会与文化

• 高等数学

• 视觉艺术（艺术与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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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读于St Aloysius College的学生来自中国、香港、

韩国、泰国、法国、德国和越南。我校在国际学生和

澳大利亚学生之间的比例保持一个良好的平衡。

国际学生的数量相对较少（ 1000名学生中占到3%），

但具备足够数量条件去聘用额外的专业人员，例如：

• 额外的ESL课堂帮助

• 监督作业俱乐部（ 课后）

• 学业导师

• 职业顾问

我校是阿得莱德少数几个教授中文的学校之一，这为学

生提供了提高大学录取总分的机会。

我们所提供的专业支持帮助国际学生在12年级的考试中

获得成功，从而进入大学深造。

对于国际学生的额外支持额外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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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活动学校活动

就读于St Aloysius College的学生有机会参与到丰富

多彩的课外学习活动。

除了日常的体育教育课外，学生有机会参与一系列个

人和团体的运动。例如：游泳、竞技、篮网球、网

球、羽毛球、垒球、足球、篮球、排球、沙滩排球、

触身式橄榄球和水球。

我们广泛的课外学习活动同时包括戏剧演出、合唱团、

管弦乐队、各类器乐合奏、天主教学校音乐节、辩论、

爱丁堡公爵奖学金计划、Tournament of Minds竞赛、

社会公义团和Mercy in Action倡议。我们拥有一流的

体育馆和健身中心。从沙滩排球到足球与越野赛跑，以

及在阿得莱德娱乐中心的舞台表演，我们为学生提供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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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两年会有一部大型的戏剧演出。我们鼓励学生参与其

中，展现她们的技能与才华，成为演员、乐师、舞台工

作人员技术人员，布景和服装设计师，以及化妆师。这

些演出经历提供给所有投入其中的学生一段宝贵的体

验，并且在共同完成这些有趣、创新项目的过程中绽放

友谊之情。

每年我们都会在阿得莱德娱乐中心庆祝SAC Spectacular

活动。该项大型学校活动是展示我们极具创造力的师生

的绝妙舞台。作为St Aloysius College的一大特色，我

们的学生可以在世界级的舞台上尽情展示她们的才华。

学校鼓励就读于St Aloysius College的学生投入到课

外学习活动中，着重强调协作精神与乐在其中的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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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 Aloysius College的地理位置位于阿得莱德市

的中心，使学生和老师可以非常便捷的使用各式各

样的资源和设施。

学校离阿得莱德大学、南澳大学、南澳博物馆、美

术馆、州图书馆、阿得莱德动物园、植物园和中央

市场仅一步之遥。

学生可以参与在市中心举办的众多文化活动，例如

艺术节、OzAsia亚洲艺术节，和其它许多重大活

动。

St Aloysius College的坐落位置拥有便捷的公共交

通，学校位于所有主要公车路线上，为学生提供了

更方便到达学校的机会。

选择阿得莱德作为生活和学习地点的五大原因选择阿得莱德作为生活和学习地点的五大原因

• 安全的环境

• 生活成本低

• 宜人的天气

• 紧凑型城市

• 优质的教育机会

气候与季节气候与季节

夏季
十二月至二月   24° - 36°C

 秋季
三月至五月 19° - 26°C

冬季
六月至八月 10° - 17°C

春季
九月至十一月 19° - 25°C

St Aloysius College
坐落于阿得莱德中央商务坐落于阿得莱德中央商务
区的核心位置区的核心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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Để biết thêm thông tin xin vui lòng liên hệ Văn Phòng:

53 Wakefield Street
Adelaide, South Australia 5000, Australia

Điện thoại: +61 8 8217 3200
Fax: +61 8 212 4908

Email: registrar@sac.sa.edu.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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