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尔希斯中学
国际学生计划
ACHIEVING EXCELLENCE

教育架构
富尔希斯中学的教育架构，旨在为学生提供最
好的支持，帮助他们在学习中取得成功。 所
有学生都会体验到家庭小组辅导老师的个人关
照，辅导老师同时也会担任他们至少一个学科
的教师。通过专门的学科教师团队和同伴支持
计划，我们的所有学生都能够迅速与教学人员
和同学建立积极良好的关系。
这一架构由专业牧师小组协助维持，该小组由
学生福利协调员、年级协调员、牧师、社会工
作者、心理学家和学校年级主任组成。
来自家长和学生对我们学校的高度评价：
• 个性化和有效的教学和学习
• 安全、富含支持和激励的学习环境
• 愉快、尊重和乐于助人的关系
• 多种多样的科目选择和有益的课外活动
• 有效的学生福利和纪律程序
• 有吸引力且维护良好的设施

学校位置
富尔希斯中学是一所澳大利亚政府中
学，位于丹德农山脚下风景如画的诺克
斯菲尔德区。诺克斯菲尔德区位于墨尔
本东边，距离充满活力的市中心仅33公
里。此地区交通便利，从墨尔本市区乘
坐火车或公共汽车，不到45分钟即可抵
达学校。学校毗邻的西田诺克购物中心
（Westfield Knox City），拥有众多国
际品牌店和丰富的美食，使生活更为便
利。

在富尔希斯中学，我们为教育核心理念能够在
这六个领域中得到体现而引以为豪。

富尔希斯中学 - 教育核心理念
我们相信富尔希斯中学秉持的教育理念能帮助我们的
学生充分发挥他们的潜力。
这些核心理念包括：

全球教育
多年来，富尔希斯中学的学生通过与海外学校和
全球社区建立关系而获得各种的机会。与富尔希
斯中学建立了姐妹学校或地区关系的有：

尊重 - 关心和爱护他人及其物品。对自己的自豪感、
自尊心和自我认同感。

• 中国重庆

坚韧 - 将每次挑战视为奔向成功的机会。

• 日本广岛福山

包容 - 不仅能感知多样性和个体差异，并能理解及接
受所有个体。

本校定期与日本和德国进行互惠交流，并向所有
的姐妹学校提供低成本的个人海外学习机会（短
期和长期）。 本校鼓励学生参加校方组织的一
年一度和两年一度的美国之旅和东南亚国家之
旅。

诚信 - 做到诚实、真诚、真实、值得信赖，并支持学
校的价值观。
责任 - 言行一致，回应社会期望而做出相应的贡献。

• 德国路德维希港

为支持姐妹学校计划，富尔希斯中学为7年级至
12年级学生提供学习日、德两种语言的机会。语
言课程是10年级学生的核心科目之一。本校强烈
建议学生在11年级和12年级继续语言学习，以
获得修读维多利亚州教育证书（VCE）文凭课程
的资格，该课程旨在鼓励更多学生在高中最后一
年的学习中加入语言课程和更高级的数学课程。

国际学生计划
教育部认可我校接受来自中国、日本、欧洲、南
美、美国和越南等国家和地区的国际学生，以进
一步提升我们文化的丰富多样性。富尔希斯中学
的国际学生人数不断增长，目前有21名国际学
生分别来自中国、英国、泰国、马来西亚、菲律
宾、越南、日本和德国。这些学生通过向本校当
地学生介绍来自世界各地的文化、信仰、传统、
语言甚至饮食等，大大丰富了当地学生的生活，
同时这种文化交流也是双向互惠的。

对国际学生的关照

丰富的课程
富尔希斯中学提供范围广泛的科目，包括数学、科学、技术、商业、人文、语言和艺术等学科。1. 富
尔希斯中学的学生完成国际认可的维多利亚州教育证书（VCE），其中可包括以下与职业相关的选项：

本校严格遵守所有国际学生的入学指导原则，
确保我们的学生得到适当的个人支持和关照。

寄宿学习体验
在寄宿家庭中生活是澳大利亚国际学生生活中
重要且含有高度价值的组成部分，因为寄宿
家庭生活让学生真实地体验澳大利亚的生活方
式。
寄宿家庭主人熟悉来自不同文化和种族背景的
学生。他们将国际学生当作家庭的重要组成部
分。因此，他们不仅对我们的学生关照有加，
还定期与国际学生的父母保持联系。
我们的寄宿家庭是从学校和当地社区中亲自挑
选的，所有年满18周岁的寄宿家庭主人及其家
庭成员均必须依法接受检查，以确保我们国际
学生的福利和安全。

校内支持
富尔希斯中学拥有一支训练有素、经验丰富的
员工团队，为国际学生提供支持，团队中包括
副校长、全职国际学生协调员以及其他语言导
师和提供行政支持的办公室工作人员。工作人
员精通英语、普通话、广东话、日语和德语。
国际学生协调员在学生福利支持方面具有丰富
的经验，可为国际学生提供的服务包括：
• 到墨尔本机场接机、新生欢迎会、帮助新生入
学。
• 为学生安置寄宿家庭，并作为学校、家长和学
生之间的持续联络员。
• 持续监控学生的学业情况，为学生及家长提供
支持，并鼓励他们在上学时间内就其想要讨论
的任何话题与国际学生协调员联系。每年两次
向学生家长发送翻译版和英语版的学业进步报
告。家长也可以通过COMPASS在线查看学生
信息。
• 通过国际学生协调员和富尔希斯中学在校学生
福利协调员提供福利和心理健康支持。协调员
与专业牧师支持团队密切合作，确保国际学生
得到持续的福利和心理健康支持。该团队由学
生福利协调员、副校长、指导官、牧师、社会
工作者和心理学家组成。如有需要，国际学生
协调员将向家长报告相关情况。
• 虽然紧急事件很少发生，但万一发生此类事
件，可24小时与国际学生协调员和副校长取得
紧急联络。

英语作为外语（EAL）课程
学习一门新语言是参与国际学生计划最具有价
值的福利之一，因此，富尔希斯中学就英语作
为第二语言（EAL）为所有年级的所有国际学
生提供优质而广泛的支持。

本校的学习资源中心配备有胜任其职、富有关
照之心的员工和优异的资源，为我们的国际学
生提供非常有利的环境。我们让英语作为外语
（EAL）课程的学生系统地融入主流科目，同时
也重视提高他们的英语水平。本校确保我们的
EAL学生做好入读墨尔本某些最佳大学的准备。

• 职业教育和培训（VET）课程在校外机构授
课。学生可以选择学习一系列课程，包括多媒
体和机器人技术。
• 结构化职场学习（SWL）
• 在校期间还可参加大学预修升级学习（UES）。
我们除了对学术领域的卓越表现保持坚定承诺
外，还鼓励学生参加各种体育、户外教育、文
化和娱乐活动。
体育运动和体育课是7-10年级的核心课程，
为学生提供培养良好同学关系、自尊、团队合
作、学校精神和团结友谊的机会。
富尔希斯中学的学生积极参加各种体育活动，
经常在区域、地区、州和国家等各级别取得优
异成绩。本校曾在州和国家级的棒球、排球、
跆拳道、田径、女子足球和女子橄榄球比赛中
得奖。富尔希斯也曾被提名为该地区提供最佳
体育课程和体育运动的学校。

加速学习
学习速度较快的学生可以修习加速课程并在两
年内完成7年级、8年级和9年级的课程。然后这
些学生就可进入高中阶段，完成正常的10年级
VCE准备课程学年，然后开始修习三年的VCE
增强课程。
该计划使学生能够学习更广泛的VCE科目，参
与职业发展选择和大学预修增强课程及获得更
高的ATAR分数

优选入读加速学习（SEAL）计划
SEAL计划是一项全州性计划，使有天赋
和才华的学生能够加速并提升学习。有
意入读该计划的学生必须参加入学考
试，提供小学时期的推荐信函并参加审
核小组的面试。该计划提供节奏更快、
内容更深的课程，并鼓励学生学习更抽
象的概念富尔希斯中学是诺克斯地区唯
一获得教育部认证的SEAL学校。

本校提供的夏季体育运动包括板球、排球、网
球、垒球、棒球和田径。
本校提供的冬季体育运动包括橄榄球、足球、
立定篮球（Netball）、篮球、曲棍球、乒乓
球、田径、越野跑和室内足球。
学校还设有优异的户外教育计划，其中包括自
行车循环赛、 皮划艇、 冲浪、洞穴探险、攀
岩、救生和帆板运动。
富尔希斯中学提供广泛的器乐音乐课程，每年
举办表演艺术节和学校音乐剧演出会。此外，
富尔希斯中学的学生还有机会参加地区性的舞
蹈、歌唱、辩论和国际象棋比赛。
为了满足各个学生的学习需求，富尔希斯中学
还提供课后作业俱乐部和由课题专家提供的一
对一课程辅导支持。

学院课程

择业和计划

表演艺术学院
富尔希斯中学是诺克斯学校系统中指定的专业表演艺术学院。
十多年来，富尔希斯中学都是摇滚舞蹈比赛艺术节（Rock
Eisteddfod）中最高水平的参赛者，共五次获得第一名。本校致
力于为当地社区成员举办一年一度的音乐演出会。
7年级学生将学习戏剧研究、戏剧、舞蹈和音乐并可以继续学习
至12年级。
富尔希斯中学设有内容广泛的器乐音乐计划，包括各种音乐合
奏，其中的一些是公开表演的合奏。富尔希斯中学每年都会举办
一系列的演出，包括学期音乐会、小学访问专场、表演艺术节、
独奏表演戏剧晚会和舞蹈赛会（校际舞蹈比赛），以鼓励学生参
与并培养他们的表演才能。
在表演艺术学院，我们为学生提供广泛的机会，让他们发现并提
升自己对表演艺术的热爱。通过专注于舞蹈、戏剧研究和音乐，
学生有很多机会参与我们的课程和课外活动。我们的教师是行业
专业人士，他们在各自的专业领域中拥有丰富的经验。

篮球学院
富尔希斯中学中学为希望从事体育事业的学生提供机会，使其在
开始读7年级时便可加入本校篮球学院。篮球学院与正常的7年级
学年课程一起运行，但每周为学生多上两节课：强化篮球训练和
篮球技能培养。
篮球学院位于我们与诺克斯篮球协会共同合作建成的、最先进的
双球场体育馆内。本校和社区合作社为学生提供独特的机会，使
其在优秀的教师和教练团队的指导下，将学业学习与专业的体育
训练和技能培养相结合。

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STEM）学院
富尔希斯中学拥有所有学生都积极参与的、丰富的科学、技术和
数学课程，富尔希斯中学在诺克斯学校系统内提供指定的专业科
学、技术、工程和数学（STEM）学院。多年来，我们的目标都
是在技术背景下开发一种综合的科学教学和学习方法。
本校提供量身定制的广泛而有趣的课程和活动，通过研究、实际
应用和实验，在全国及维多利亚州课程范围内支持并提升STEM
课程的学生。
STEM是未来之路，该计划将现实生活的关联性、实践活动和以
职业为重点的课程带入课程选项中，这些选项包括纳米技术、医
学、材料、系统、环境可持续性、电子学、气候学以及信息和通
信技术（ICT）。
富尔希斯中学与其他诺克斯中学共享一个价值1,100万澳元的先进技术培训综合楼，作为其位于万特
尔纳的斯威本大学中的第二个校园。7至12年级的学生来该校园修习专业课程，同时使用校园内獨有
的设施和设备。学生使用最先进的技术，如机器人技术、3D设计和打印、虚拟现实视觉体验和最新
的实验室设备。

富尔希斯中学的工作人员认识到所有学生都各不相同，他们需要个性化的、量身定制的学术和职业
计划，包括VET和VCAL学习选择。我们拥有经验丰富的职业经理人，可以帮助国际和本地学生，使
其学术和职业发展计划获得最佳成果。
对学生的支持从10年级开始，因为这一年被视
为学生开始修习维多利亚州教育证书（VCE）
课程之前的预修学年。学生每学期从广泛的选
修课程中选择课程单元，同时他们也得以熟悉
职业计划的概念并获得相关帮助，使他们制定

出自己个人发展计划的初稿。这涉及研究和详
细的自我评估，从而使学生能够更新和完善他
们的计划初稿，使之成为11年级和12年级及以
后阶段的详尽的管理个人发展途径（MIPS）计
划。

11年级和12年级学生通过选择与其职业发展计划相符的科目来完成其高中阶段的学习。富尔希斯中
学中学的学生可通过三种不同方式获得职业发展的要素：
1. 专业职场学习（PWL）
这个学术VCE选项适合计划升读大学学位的
学生，其中包括适合其职业发展道路的延长
型工作实习机会。学生系统地培养政府的七
项通用工作能力（与所有职业相关），完成
VCE学科的行业和企业课程，并在他们预期
的职业生涯范围内获得宝贵的经验。
2. 职业教育与培训（VET）
计划开始修习TAFE课程的学生可以在30多个
TAFE课程中任选其一，到校外完成二级证书
（有VCE学分）。这些VET课程作为VCE的
一部分而得到完全的认可。

3. 维多利亚州应用学习证书（VCAL）
这是一个为期两年的计划，有机会在每年年
底各获一份证书。学生可纳入其所选定的职
业教育培训课程、几个工作实习单元和四个
核心VCAL单元。
这种个性化和私人化的职业发展方法已被证
明是一种可帮助学生找到其“用武之地”的
非常成功的工具。

Bayswater
墨尔本 - 我们的城市、我们的家园
Railway Station

教育强州

墨尔本是澳大利亚最大的城市之一，拥有500万
人口。在过去的七年里，墨尔本一直都被评为
世界上最宜居的城市。

墨尔本拥有各种优质的大专院校，包括澳大利
亚天主教大学、迪肯大学、联邦大学、拉筹伯
大学、墨尔本大学、莫纳什大学、皇家墨尔本
理工学院（RMIT大学）、斯威本科技大学和维
多利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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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尔本以澳大利亚体育之都而名闻遐迩。墨尔
本的体育赛事举世闻名，其中包括澳大利亚网
球公开赛、一级方程式大奖赛和墨尔本杯等。
墨尔本有世界上最好的艺术画廊、博物馆、国
家公园、购物中心和世界级剧院和餐厅，还被
认为是澳大利亚的文化、美食和时尚之都。

每所大学都以其在各自学科领域的专业特长而
享有盛名。此外，大多数大学均提供与其他世
界著名大学的交流项目。因此，在墨尔本学习
肯定是一种令人称心如意的澳大利亚教育体
验，也是置身全球学术界的重要敲门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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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询问：

可从教育与培训部国际教育厅（IED）获得进一步
的注册信息：

Edmund Chow
International Student
Program Coordinator
Mobile +61 490 778 626
WeChat ID Address X61420464778X

維州教育与培训部 - 国际教育厅
地址： 41 St Andrews Place, East Melbourne VIC 3002
AUSTRALIA （澳大利亚）
电话 +61 3 9637 2990
电子邮箱 international@edumail.vic.gov.au
网址 www.study.vic.gov.au

富尔希斯中学
330 Scoresby Road, Knoxfield VIC 3180 Australia （澳大利亚）
电话 +61 3 9758 5022
MAINLAND Chinese

电子邮箱 fairhills.hs@edumail.vic.gov.au 网址 www.fairhillshs.vic.edu.au
CRICOS Provider Code 00861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