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耐中学
通往成功之路
澳大利亚. 维多利亚州

校长欢迎词
我是科耐中学的校长 Anthony Rodaughan ，在这所充满亲和
力和热情的中学我已经担任校长10年了。在这10年中，我目睹
了学校的校舍、设施不断现代化，也感受了一批批朝气蓬勃的
年轻人充满希望地进入学校、自豪骄傲的走出校门，踏入大学
或社会。我深深地热爱这所学校。
我的家位于离学校30分钟车程的海滨小镇Yarram。家中有我
的妻子Jenna, 我的3个孩子：大女儿Alexandra在墨尔本大学
学习法律，儿子Louis正在学徒期间，期待未来成为一名合格的
建筑工人，小女儿Anna现在15岁，在科耐中学的10年级学习
，还有顽皮的小狗”雨果”和俏丽的小猫“薰衣草”。
在吉普斯兰这片美丽的土地我们已经生活了20多年。每年我和
我的家人都会邀请所有的国际学生来我家做客，在这里感受澳
大利亚人的热情好客，品尝我们特色的烧烤，并欣赏美丽的山
峦海滩。
我欢迎你们，来自世界各地的国际学生们，前来科耐中学学
习、成长，我们全校的师生将共同帮助你们在自己选择的道路
上走向成功。在过去的10年中，科耐中学的国际学生创造了许
多成功的故事。我希望你们在未来也成为这些故事的一部分!

在这里，我们都是追梦人，在追逐自己
年轻的梦想。我们很幸运，学校坐落在
联邦大学的校园里，所有我可以每天去
大学的图书馆学习，就像是大学生一
样。科耐中学对我们留学生格外照顾 –
我们一起庆祝各个国家的节日，每个星
期四中午学校还给我们提供中国饭菜，
供同学们聚餐。我要好好珍惜在这里学
习生活的每一天。
(姜朋佐，来自中国，目前就读于科耐中
学11年级)

学校简介
科耐中学座落于风景如画的维多利亚州吉普斯兰区中心，是一所
拥有3个校区共1200名学生的维多利亚州政府公立中学。距离墨
尔本市中心约90分钟车程，可以乘V/Line列车直达墨尔本中心
地铁站。
科耐中学开设7－12年级课程，学校长期以来在教学质量、学生
管理、以及师资设备等方面享有盛誉。由于学校的突出表现，校
长Anthony Rodaughan在2015年获得了教育部“维多利亚州
最佳中学校长”的荣誉。作为政府重点建设学校，2006年维多利
亚州政府和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共同投资2100万澳元，全面更新了
学校的校舍和教学设施。2016年，政府再度投资800万澳元改造
学校的初中校区，项目将于2018年完工。目前科耐中学是维多利
亚州最为现代化的中学之一。
学校所在的吉普斯兰区气候宜人，景色秀丽，拥有维多利亚州美
丽多样的自然景观，是澳大利亚著名的旅游胜地。这里既有一望
无际的金色海滩和星罗棋布的湖泊，供人们在夏季享受阳光、游
艇、进行水上运动，又有层峦叠嶂的山脉，在冬季是人们滑雪度
假的好去处。
学校高中部（11、12年级）位于澳大利亚联邦大学（Federation University Australia）校区内。科耐中学与联邦大学有密
切合作关系，在教学、设施、研究等各方面共享资源，使高中学
生提早与大学接轨，并为未来打算进入大学深造的学生提供便利
的直接联系。我校尤其与澳大利亚联邦大学在理科、工科、商业
管理和信息技术等领域有着广泛的合作。对于那些能进入“高中大学加速课程”的学生来说，更能在完成12年级的同时开始大学
学习。
此外，科耐中学的学生可以免费使用大学的资源设施，比如：图
书馆、阶梯教室、电脑中心、学生会服务中心、各种体育运动设
施、餐厅和咖啡馆等。大学生们也常常无偿为科耐的高中生们进
行学习辅导。在科耐中学学习对于国际学生意味着他们在品味澳
大利亚高中生活的过程中，能早早地同时体验大学生活，在很大
程度上可以帮助他们未来进入大学后尽快适应。
科耐中学为国际学生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学习与生活条件，远离大
城市的喧嚣与纷扰，具备纯粹的英语语言环境，是莘莘学子们读
书学习的绝佳场所。同时，与墨尔本市中心之间便利的交通联系
又使得国际学生在周末与假期能随时体验大都市的多元文化，并
能方便地探访亲友或者与其他同学一起活动。
科耐中学以总校长安东尼.若德汉（Anthony Rodaughan）和
高中部校长杰弗.布劳克（Geoff Block）为首，组成了强大的
国际学生支持团队，包括国际学生部主任、生活老师、会讲多种
语言的学习辅导老师，致力于为国际学生提供全方位的学习和生
活支持，推动国际学生与澳洲本地学生互动，帮助国际学生了解
并融入当地社会。为此，学校计划将在校国际学生总人数控制在
30-40人。近年来在我校就读的国际学生来自美国、英国、新西
兰、中国、德国、日本、韩国、印度尼西亚、马耳他、马来西
亚、巴布亚新几内亚等国家，他们在科耐中学都有着愉快而难忘
的经历。

科耐中学更像一个大家庭。这里的环
境、同学、老师都给我提供了莫大的帮
助。学校课程与中国的学校大不一样，
更加灵活。我在11年级就完成了2门12
年级的课程，也能选择我自己真正感兴
趣的科目，比如法律研究。这对我未来
的大学和职业都大有益处。欢迎你成为
我们中的一员。
(李雨歆，来自中国，现在科耐中学就读
12年级，目前在申请2017年英国牛津
大学的法律专业)

对国际学生的照
顾与支持
科耐中学的经验表明，国际学生的成功不仅仅取决于在学校接受高
质量的教育，更为重要的是我们为国际学生提供全方位的支持和帮
助，包括：
• 国际学生抵达墨尔本时，校长或国际学生部老师在机场接待。
• 为国际学生精心安排合适的寄宿家庭（学生单独房间、每家不超
过2名国际学生）。
• 学校老师或寄宿家庭带领国际学生熟悉城市、
学校及其周边环境。
• 国际学生抵达后，学校或者寄宿家庭帮助国际学生处理安顿事
宜，包括银行账户、公共交通、手机卡、学校报到、
教材购买等等。
• 学校为国际学生支付校服费用 (适用7-10年级学生；联邦大学校
区11-12年级学生无需穿着校服)。
• 学校为国际学生支付维多利亚州政府考试管理费(每年200-400
澳币)。
• 国际学生入校后学校安排本地学生做为向导与伙伴，帮助新生尽
快融入学校生活。
• 学校密切关注国际学生的福利，包括住宿情况，学习情况，生活
情况，以及社交情况。
• 学校配备专门多元文化辅导老师帮助改进国际学生的学习方法。
• 午休时间或放学后安排“家庭作业与学习小组”，由老师和辅导
员解答问题，辅导家庭作业。
• 确保国际学生的英语课采用小班上课（不超过10人）的形式。

英语语言强化课程
科耐中学是维多利亚州10所自身拥有英语语言中心的中学之一，
这意味着国际学生在完成英语课程后可直接进入本校高中学习，无
需更换学校和寄宿家庭。有利于学生与寄宿家庭和本地同学建立长
期和谐的人际关系，从而能缩短文化震荡的时间，更快地融入澳大
利亚社会。
英语强化课程由经验丰富的专业英语教师任教，帮助国际学生在初
到澳大利亚后尽快地提高英语能力。这些老师充分理解国际学生在
学习英语作为第二语言（EAL）时面临的困难，以及刚刚到达一个
新的语言环境中所感受到的文化冲击。通过生动有趣的课堂教学，
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精心安排的周边游览，国际学生往往能在
20周内达到高中学习所要求的英语能力，并对澳大利亚的生活环
境与文化背景逐渐了解和适应。
同时，英语语言中心还针对国际学生开展“英语跟踪项目”，在学
生完成英语语言强化课程，进入高中学习之后，语言中心的老师会
与各科目任课老师保持密切联系，跟踪国际学生的学习情况。如果
学生仍存在英语能力的不足，语言中心将提供进一步的支持，包括
安排课外英语教学以及一对一英语辅导。

刚下飞机踏上这片国土的那一刹那，一
想到我将面临语言、文化、饮食等种种
问题，我就有种想退缩和放弃的感觉。
但到达科耐中学以后，同学的友好、老
师的热情，把我之前的顾虑都抛到了脑
后。我的澳大利亚寄宿家庭常常和我探
讨各种问题，帮我提高英语能力，为了
怕我吃不惯西餐，甚至有时还给我做中
餐吃。科耐中学远离嘈杂的闹市区，给
我提供了安静的学习环境。同时学校的
硬件设施非常齐备。这些都帮助我顺利
拿到了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 通过海外访问、电话、网络通信、电子邮件等建立紧密的家长和
学校联系。
• 定期将学生成绩报告翻译成国际学生的母语并寄给家长。
• 学校为国际学生升学、选科、兼职工作等提供咨询与支持，并在
可能的情况下代表学生与移民局及其它政府和私人部门交涉。
• 组织安排和指导国际学生进行各种体育、游览、娱乐、
社交等活动。
• 校长及国际学生部老师手机7天24小时开机，以备紧急情况。
科耐中学理解国际学生所面临的快乐和烦恼，家长的期望与担忧，
我们的国际学生支持团队，学校的全体教师与员工，将尽最大的努
力陪伴、帮助、支持我们的国际学生度过这一段人生中难忘的时光。

寄宿家庭安排
科耐中学认为给国际学生创造一个温馨舒适的“家外之家”对孩子的留学
生活至关重要。寄宿在澳洲本地人的家庭有助于国际学生体验澳大利亚文
化、结识新朋友、迅速提高英语水平。同时寄宿家庭也会担负起监督学生
课后学习和活动的责任，并定期与学校联系，沟通汇报学生情况。寄宿家
庭每周费用为240澳币 (2017年) ，包括所有膳食和住宿以及其它日常生
活安排。许多国际学生与寄宿家庭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与亲情，即使高中毕
业后仍保持联系，成为了一生的朋友和家人。
安排寄宿家庭时，学校会尽量根据学生和家长的要求选择寄宿家庭的规
模、背景和位置。学校严格遵守维多利亚洲教育局的规定，按程序精心地
为国际学生挑选寄宿宿家庭。这些程序和规定包括查看申请、会见家庭成
员、进行无犯罪记录调查、亲自访问寄宿家庭等。此外，为了给国际学生
创造更好的英语和文化学习环境，科耐中学在每个寄宿家庭中最多安排2
名国际学生，并尽量让学生来自不同国家。
国际学生被安排到寄宿家庭后，学校国际学生部主任会与寄宿家庭保持密
切联系并定期访问，确保国际学生得到良好的照顾与监督。

科耐中学的老师和同学都分外友好、热
情，不像在日本，孩子们都很害羞。学
校甚至给我们国际学生提供免费的放学
后课外辅导。能和他们在这个环境优美
的学校一起学习、成长，我觉得非常幸
运。我的寄宿家庭Meaghan是个很慈
爱的澳洲女士，我叫她我的“澳洲妈
妈”。我和我的寄宿家庭和她的孩子们
都成了好朋友，从他们那儿我学到了很
多英语，也了解了澳大利亚的文化
(真田裕翔, 来自日本，目前就读于科耐
中学12年级)

学习成就
科耐中学国际学生在近年的VCE高中升大学考试中取得了优异的成绩，
平均成绩保持在85分以上（最高分为99.95分)，大部分国际学生进入了
名牌大学深造。学校老师时刻把握澳大利亚的高考动向，给国际学生提
供及时、准确的专业选择信息，并随之调整教学策略以帮助他们顺利地过
渡到大学。

高中科目选择
学习成就

科耐中学的VCE高中部规模较大，从而使得学校可以为学生提供广泛的
课程选择，涵盖数学、语言、人文、经济、科学、健康、艺术、科技等
各个方面，最大程度满足学生的特长以及帮助他们为未来的大学和职业
打好基础。

科耐中学国际学生在近年的VCE高中升大学考试中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平均成绩保
持在85分以上（最高分为99.95分)，大部分国际学生进入了名牌大学深造。学校老
2017-2018年VCE高中学生可以选择的科目详见下表：
师时刻把握澳大利亚的高考动向，给国际学生提供及时、准确的专业选择信息，并
随之调整教学策略以帮助他们顺利地过渡到大学。

2010至2015年科耐中学共计21名国际学生高中毕业，全部顺利考入大
学，实现了100%大学升学率，其中大部分进入了澳洲、美国和日本的名
校学习（详见下表）。

2009-2015科耐中学国际学生大学录取情况
3%

学习领域
可选择科目
在2009至2012年四年里科耐中学共计18名国际学生高中毕业，全部顺利考入大
学，实现了100%大学升学率，
艺术
美术其中大部分进入了澳洲或美国的名校学习（详见下
舞台戏剧研究
媒体艺术
表）。
视觉交流艺术

音乐表演艺术

人文

数学

20%

3%

工作室艺术

3%

音乐风格研究
语言

3%

3%

3%

英语(第一语言)

英语文学

德语

汉语（中文）

英语（第二语言）

会计

经济学

企业管理

历史

法律研究

地理

社会学

政治学

普通数学

进阶数学

高等数学

3%

10%
16%

数学方法
体育与健康

健康与人类发展

体育

户外环境研究

科学

生物

物理

化学

环境科学

心理学

食品科技

室内外设计技术

工艺技术

3%
23%

3%
4%

信息技术

此外，科耐中学目前与维多利亚州教育局、澳大利亚联邦大学合作，获得
了向高中学生提供“高中-大学加速课程”的资格，这也就意味着能力突
出、成绩优秀的学生可以在学习12年级课程的同时，通过推荐与选拔提
前学习大学的课程，并且可以得到大学一对一的免费辅导。这种加速课
程对学生的高考成绩有额外加分，也能为他们今后就读相关的大学课程
减免学分。

莫纳什大学 7人

墨尔本皇家理工大学 5人

迪肯大学 6人

墨尔本大学 3人

南澳阿德莱德大学 1人

美国密歇根大学 1人

美国肯塔基大学 1人

西澳科廷大学 1人

澳大利亚天主教大学 1人

昆士兰格里菲斯大学 1人

拉筹伯大学 1人

日本上智大学 1人

日本宫崎国际大学 1人

日本横滨市立大学 1人

这里与我之前的学校太不一样了。学习很
有挑战性，老师很负责-他们信任学生,也
努力帮助学生取得成功，同学们都很友
好，我喜欢和他们一起交流。可以用3个
字形容科耐中学-棒极了！
(Francois Zerafa，来自欧洲马耳
他，2015年毕业于科耐中学，现就读于
墨尔本皇家理工大学)

更多信息
如需了解更多关于我校国际学生项目的信息，请联系：
Kurnai College University Campus
53 Northways Road, Churchill, Victoria 3824, Australia
电话：+61 3 5132 3800
传真：+61 3 5132 3828
网址：www.kurnaicollege.vic.edu.au
联系方式
校长：Anthony Rodaughan（安东尼.若德汉 先生）
rodaughan.anthony.l@edumail.vic.gov.au
高中部校长：Geoff Block （杰弗.布劳克 先生）
block.geoff.p@edumail.vic.gov.au
国际学生部主任：James Yao (姚五湖 先生)
yao.james.w@edumail.vic.gov.au
国际学生部主管：Linda Harkness （尹艳萍女士）
手机：+61 422 795 036
座机：+61 3 5174 4103
电子邮箱：yin.yan.p@edumail.vic.gov.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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