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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來到 Hillcrest 國際學習社群

我樂意向各位介紹 Hillcrest Christian College。 一所為本地及國際學生提供優良

學習機會的學校。 學校在創新及支持學生兩方面，極負盛名。我們的宗旨是使

學生追求卓越學術， 同時在社交，情緒及靈性的實踐上成長。

Hillcrest 國際學習社群有兩項重要原則。希望學生主動投入學習，成為關愛及

支持強大的社群成員。我們有一群負責任教師，支持國際學生，特別在安全環

境，愉快學習及聚焦專注等。

能為國際學生及家長提供高水準的關愛與支援，我為學校感到驕傲，再次歡迎

同學加入我們的學習社群。

VINCE WAKEFIELD
教學，學習及全球教育主任



Hillcrest Christian College 在昆士蘭是著名私立學校。在優
越，創新，傑出學術及學習社群有良好支援，聲譽良好。

當學生孕育在學習的環境中，接受挑戰，追求卓越，就會
學得最好。我們為學生在學術，情緒及靈性作準備，活出
豐富的生活。

在過去二十年，本校作為學習社群，收納不少來自世界各
地的學生，並協助他們在社交及學術取得成就。正因為他
們帶來大量的知識和經驗，國際學生在本校深受重視。他
們亦參與學校各種多彩多姿生活，例如運動及與課程相輔
相承的活動。

我們的學校

本校乃全日制私立男女校。由幼兒園至第十二級，共有學
生1400人。校舍位於黃金海岸中部，一個美麗的叢林山崗
上，鄰近有漂亮的海灘，大型商場及公共交通連繫。

學校為三個學習階段提供優質教育 ：

• 早歲學習社群 （三至五歲）

• 初級學習社群  （幼兒園至第六級）

• 高年級學習社群 （第7至12級 ）

學校是一個關愛社群，有盡責任的教師，傳授及發展啟發
式課程，挑戰學生去發掘學術潛能。

我們的設施

學校不斷投放巨大資源在設施上， 旨在肯定學生能從最先
進科技得益。 校舍全部空調，輔以現代設計 ，包括 ：

• 可改變的學習空間，目的在促進協作學習

• 頂尖科學，科技，工程及數學學習中心

• 一個以校名命名的演藝中心，為戲劇，舞蹈，音樂及
電影提供真實場景。包括有260座位的豪華劇院及巨形
舞台

• 兩個體育中心，內有可同時進行數項賽事的籃球場，
設備齊全的健身室，另有可進行各種球類的場地如網
球，手球，五人足球，排球及足球。

• 三個戶外多用途的體育場地

• 一個階梯式，有600個座位的大禮堂

• 新成立的視覺藝術空間，另有為商業訓練用途的家政
室

• 上網設施佈滿整個校園

• 所有學生都可使用雲端電腦網絡

• 一個著重設計與工程的科技學習中心

• 一個現代化圖書館，使用不同媒體支援學生

• 室內及室外的膳食中心及餐廳

• 為國際學生而設，以英語作為第二語言的家政室

我們是誰？



本校位於澳洲第六大的黃金海岸市中心（人口625000），

是澳洲其中一個發展快速的城市。黃金海岸以美麗海灘，

優良設施及多元化生活聞名。從布里斯本駕車南行，只需

一小時。布里斯本是昆士蘭主要城市，人口23,000,000）。

黃金海岸可以經兩個機場直達，布里斯本及高嶺家

(Coolangatta airport). 黃金海岸充滿活力，交通購物方便，

是一個安全城市， 為來自世界各地的學生提供理想學習地

方。

氣候

黃金海岸有舒適的亞熱帶氣候，平均日照有290日，平均全

年溫度15－30度攝氏。

夏天－ 12月至2 月

溫度21至30度攝氏（華氏 69.8－86度)

秋天－ 3月至5 月

溫度15至25度攝氏（華氏 59－77度)

冬天－6月至8月

溫度15至24度攝氏（華氏 50－75度）

春天9月至11月

溫度18至27度攝氏（華氏 64－80度）

座落位置





我們的國際學習社群，歡迎來自世界各地的學生，已在學

的有丹麥， 挪威，越南，蘇格蘭，中國，日本，韓國，泰

國及馬來西亞。

我們國際學習社群的收生上限是 5%， 旨在使國際學生能

有更多空間融入社群與本地學生一起學習。國際學生從入

學第一天起，即與本地學生共融，他們的英語聽說能力，

因而快速增長。

學校以每一個學生的成功學業及美好生活作為優先處理事

項。在國際學習社群內，我們有曾受專業訓練的教師，為

國際學生提供關愛及學業支援。

我們的學習社群，提供以下課程 ：

• 需學生簽證的長期就讀

• 需學生簽證的一年或一個學期就讀

• 三至十星期的文化體驗

• 短期遊學團

• 短期學校交換生

我們亦提供三項註冊課程

• 小學   學前至第6級

• 初中   第7至第10級

• 高中    第10至11級

短期收錄

學校設有短期收錄措施， 旨在使國際學生在決定入讀前，

用短期學習，去體驗學校生活。

小學第3至6年級

• 最長為一個學期 （10 週）

• 不需要學生簽證

• 學生需與父母或家人同住，因短期寄居家庭甚難安排

• 學生必需有基本英語能力，以備求助所需

• 有需要時學校亦可提供『英語作為第二言』培訓

• 最長為一個學期 （10 週）

• 不需要學生簽證

• 可以安排寄居家庭

• 應有相當的英語能力，以了解課堂所需及與同學溝通

• 有需要時學校亦可提供『英語作為第二語言』培訓

Hillcrest 國際學習社群



『以英語作為第二語言』(ESL)課程

本校所有ESL教師均受專業培訓，經驗豐富，指導學生掌握

英語及融入澳洲教育系統。

本校將ESL列為時間表上必具科目，與其他主要學科有同樣

課時，在高年級，第 7 至12班（5 x 40分鐘），在學前至

6年級，總課時共300分鐘。按國際學生需要，編入3班ESL

班中其中一班。旨在使學生獲得最適合的英語支援。

• 小學， 融合課程 (ESL)

• 初級，中級課程 (ESLA)

• 中級課程 (ESLB)

• 高級課程 (ESLC)

以上ESL課程， 旨在使學生能在主流班級中學習成功。學

生如能在雅思(IELTS) 全部範疇考獲6分， 則可在主流班

級學習，而無需ESL支援。

JUMPSTART 卓越學術課程
本校明白 國際學生需要通過主要科目的評核程序，因而需
要額外支援。

我們提供 『JUMPSTART 卓越學術課程』，不另收費。

JUMPSTART 為第7至12班國際學生在家課，指定課業及準備
考試提供額外支援，不另收費。包括 ：

• 每星期1 至2 次課後補習，屬必修

• 可隨時諮詢資深教師

• 小組補習

• 個人輔導

• 遞交家課前，修改內文支援

• 為學生應考QCS 及IELTS 作準備

課後補習
每星期一至五，為國際學生在課後設有非強制課後指導。
學校極力推薦學生參與課後指導，對學業成功，有一定保
證。包括 ：

• 附加課堂，旨在鞏固學生對課業理解

• 數學，科學及英語小組輔導

• 有關功課特別問題，與任教教師有非正式會晤



初級學習社群 （學前至第6級）

在初級學習社群中，我們鼓勵學生用相關經驗作互動學
習。課室環境充滿想像力，刺激思考及色彩繽紛。

學前班

本校學前班在特意設計的室內及室外空間進行學習，以4
小班為一組。每個課室有專任教師一名，輔以全職助教一
名。課程平衡，使學生過渡至閱讀及基礎數學蓋念。

第1至第6級

每一級都有核心專責教師，分別負責英語， 數學，數碼科
技，歷史及宗教生活。專科教師包括科學，音樂，法文，
體育及各項運動。

國際學生需要上ESL課，每星期 5 x 40 分鐘， 不另收費。
學校更提供輔助課程學會(Clubs)活動，包括美術，棋藝，
合唱團，舞蹈，管弦樂，演說，戲劇及一系列運動。第4至
6年級學生參與露營活動，並鼓勵學生參與本地及海外籌款
活動，以期幫助弱小不幸者。





學校為第7至12級提供多元的科目選擇。在選科列表上，學
生如符合要求，我們保證，不論申請人數多寡，學生一定
能選到心儀科目。

在高年級就讀的學生可充滿信心地計劃高年級的學習旅
程。由於學校的時間表有連貫性，學生可以在早歲計劃加
速進入每一年級。

學校在學前至第9級的課程是建基於澳洲教育局藍圖。課程
使學生明白自己，明白世界，發展他們文字及數字能力，
科技，資訊及溝通技能。基督宗教生活在學校課程是整合
和重要部分。

本校致力支援學生盡量運用機會，計劃學業，達至目標，
完成夢想。支援計劃在第9級下學期開始直至學生完成第12
級畢業。

第7至9級，出類拔萃的變化是可創造的。學校為能力出
眾的學生提供『新視野』（NEW HORIZON ) 及『青年創造
者』(YOUNG INNOVATOR) 計劃。此計劃視乎個別學生能否
達至要求及是否自願致力完成計劃。

在第7至9級規劃學業途徑

教育並非只為學歷及一份良好工作，所以學校鼓勵學生在
高年級之始，要接受廣博的教育。

• 教育課程的科學，數學及技術性元素準備學生在日益
科技化的社會作貢獻，雖然並非每人都在上述範疇全
面參與。

• 演藝及創作在學生的全面發展中是重要一環，特別在
表達精神層面的得失 。

• 在此閒暇增多的年代，實用科目不單為學生創造潛能
謀出路，更能令學生善用餘暇。

• 某些科目雖在第8或9級沒有進修，但學生也可在第10
至12級選修。在大學，進修某些科目並不需要大學之
前的修讀經驗，當然學生要明白其中有一些限制。

高年級學習社群 （第7至12級）



會計
遠古史
生物
商業
化學
舞蹈
設計
戲劇
地球及環境科學
工程
英語
文學
英語延伸 （只在第12級提供）
英語精萃
英語作為附加語言
電影，電視及新媒體

食物及營養
法文
數碼科技
工業科技
法律
數學精萃
普通數學
數學專題
數學方法
現代歷史
音樂
音樂延伸 （第12級提供）
心理學
體育
物理
視覺藝術

為學生開拓不同階段的學習，選修科目包括 ：
美術                                               
舞蹈
數碼媒體
戲劇
法文

設計
食物與營養
音樂
體育
工程及科技

第10至12級課程選擇

第7至9級選修科目



寄居家庭

生活在本地寄居家庭是國際學生重要學習部份。寄居家庭

提供有力支援及安全居所。學生能在非學校環境鍛鍊英

語。

學校選擇寄居家庭，謹慎及小心，在正式收取學生入住

前，學校給予新寄居家庭培訓， 旨在使學生得到最好的寄

居經驗。

寄居家庭主動關心學生及需要，並使學生對澳洲生活有親

身體驗。學生與寄居家庭成員可會成為終生朋友。

很多寄居家庭有子女在本校就讀，或由舊生推介，或經聖

堂聯繫。

本地寄居家庭的特色如下 ：

安全且穩定，說英語的家庭

每天三餐，營養均衡

獨立睡房，足夠儲物空間，環境寧靜

參與寄居家庭活動

有上網設施，為輔助功課及對外聯繫

車輛接送，與寄居家庭子女看齊

在家庭內，用英語傾談，以輔英語進步

在初到埗時， 提供輔導情緒支援

學校與寄居家庭及學生保持緊密聯繫，以期取得成功經

驗。

輔助課程計劃

學校提供多元化的機會， 包括運動，音樂，演藝，使學生

發展專長及靈性特質。學校的卓越籃球計劃，已成就不少

代表昆士蘭及澳洲的運動員。其他隊際的運動包括五人足

球，手球及排球。

課室以外



國際學生在校內校外，何時何刻，都要恪守學校對他們的

行為期望，學校要求持守的價值及標準。這些期望，為學

生在學業，社交，靈性及個人成長已牢固建立，成為要

求。

學校規則，國際學生的行為守則，都落實執行，旨在肯定

學生要做甚麼才可成功及在學校求學時，身心安全。

國際學生就讀本校前，必需閱讀及明白入學時獲發的行為

守則。

對學校社群的責任

所有學生及教職員均須遵守本校的指引（SAJO）:

安全 (Safety)

在一切行事中，要安全

接納 (Acceptance)

對所有人要尊重及接納

公義 (Justice)

自己對別人的態度及行為，要尊重及容忍

緊抱學習機會 (Opportunity to learn)

要善用每一個學習機會

學業表現

學生在學業中須要顯示勤奮及有毅力；肯定每一項堂課，

家課及評估都是盡全力完成。

出席率及準時

要學業成功，出席率是重要一環。如學生因病缺席，家長

或寄居家長須書面簡報學校。如連續缺席超過兩天，學生

須呈醫生證明。預先在計劃內的缺席，事先須得學校批

準。如學生出席少於80%，則違反學生簽證條例，亦可能被

取消學生註冊。

校服

學校有正式指定日間上課學生及運動校服。校服的設計與

黃金海岸的氣候脗合，舒適得體。校服可在校內校服商店

購買。

學業及英語要求

成功註冊的條件，是學生要符合所申請課程的英語入讀要

求。按學生的英語能力，學生或須在『英聯邦註冊英語考

試』(ELICOS) 中取得合格。

各級的英語要求如下 ：

年級 澳洲語文學院
(NLLIA)水平

雅思 
(IELTS)

第7至9 級 3.5- 4 4/4.5

第10級 4 5

第11級 5 5.5

第12級 5-5.5 5.5/6

成功的保證



下列為註冊程序。 如學生通過中介人

申請，學校將所有文件交付及聯系中介

人，國際學生查詢資料的途徑是 ：

international@hillcrest.qld.edu.au

申請及註冊

國際學習社群的聯繫方法
電話    +61 7 5655 0950
傳真    +61 7 5593 4227

電郵  international@hillcrest.qld.edu.au
寄居家庭查詢  homestay@hillcrest.qld.edu.au

郵寄地址

Head of Teaching, Learning and Global Education
Hillcrest Christian College
PO Box 2503
Burleigh Waters
Queensland  4220
Australia

步驟1
填好申請表
從網址 www.hillcrest.qld.edu.au 下載表格及
填妥

步驟2
呈交全部填好的表格
遞交申請表及所需證明文件。暫時不用繳交
申請費用 AU$ 100。如成功申請，學校會通
知你繳交。

步驟3
收到學校取錄通知
學校收到申請表及所需證明文件後，會即時
處理。學校會評核及可能面晤申請人。申請
成功的學生會收到本校提供學位信件。

步驟4
接受學位及繳付全部費用
為顯示接受學位，家長及學生要在收生協議
書上簽名，並可用電郵交回。在四星期內，
家長要按取錄信內顯示的全部費用，用銀行
轉賬方式交至本校指定銀行。繳交時，要寫
上學生姓氏及出生日期，或家庭編碼 
（學校提供）。所有學費要在開課前6個月
繳清。

步驟5
學校確認註冊
當所有費用繳交後，學校會通過電郵發給家
長錄取確認信（e-CoE)及社會福利表格 
（如適用）。此等文件，要在原地澳洲領事
館辦簽證時出示，在邊境管制部門(DIBP)亦
要出示。
如果你申請了寄居家庭，在出發往學校前，
寄居家庭的詳細資料會電郵給你。

步驟6
在學校的第一天
第一天是迎新活動，學生會見所有主任及進
行一項編班測驗，旨在決定那一班ESL較適
合學生。 教職員會協助學生選科，了解時
間表，到圖書館領取課本及購置校服。要透
徹了解學校，此類活動將持續一段時間。



申請入學文件檢查列表
遞交申請表時要確保附上所需文件。本校不處理不完整的

申請表。

* 學生護照副本

* 學生簽證副本 （如已領取）

* 最近兩年的成績報告，內容用英文表達

* 雅思(IELTS)成績或『英聯邦註冊』英語學校所發資料。

此用作證明學生的英語程度。

* 原校校長撰寫之品格證明

* 醫生簽署的健康證明 （如需要）

* 離校證明 （如需要）

* 所有申請書上每部份均須家長簽署



此政策文本會在簽署協議前，送交家長或監護人（如學生
未滿18歲）

退款政策適用於已向學校繳交的課程費用。向中介人繳交
的課程費用，如已轉交學校，亦適用。

但向中介人或第三者所繳付的服務費，及向學校申請時所
繳付的申請費，俱不會發還。

繳交費用及退還

a. 費用按學校政策，在入讀前6個月繳交。

b. 學校每項收費，均詳列在協議書內，亦列在學校網
頁。如有修改，不另行通知。

c. 除非特別註明，所有費用均以澳元繳交，如需退還，
亦用澳元。

d. 退還費用將交至在申請表上簽署的家長。如需交至第
三者，家長須以書面通知學校及詳情。

e.  所有退學及申請退款均須以書面向 負責『教與學及國
際教育』的主任提出。

 如學生被領事館拒絕簽證，因而不能入學，學校會退
回已繳但未使用的學費（將減去行政費5%, 或500澳
元, 以那項較低主）

學生一般退款守則

a. 所有申請退還學費，會在收到家長／監護人的書面要
求後，四星期內退還。

b.  除了一些註明不可退還的款項，非學費範疇會按學生
在學時間按比例計算。

c. 如學生不能提交退學書面通知，或不能在已安排開始
上課的日子到校上課，相當於一個學期（10星期）的
費用將會從已繳的6個月學習費用中被扣減。

d. 如已繳兩個學期的費用，當學校收到書面退學通知。
會退還費用，並按協議扣減部份費用 ：   

i. 如在開課前四星期遞交退學信，扣除行政費 500
澳元。

ii. 如在開課前少於四星期遞交退學信，從學費中扣
除30% 澳元。

iii. 在開課後6個月內遞交退學信， 從已交但未使用
的費用中扣除50%，最高可達一個學期的費用。

iv.  在開課後6個月後遞交退學信， 並無退款。

如多於兩個學期的學費已一次過繳交，餘下未使用的費用
會退還。

退款政策



退款例外情況

學生如在下列情況取消註冊，則無退款 ：

i.  未能顯示滿意的學習進度（簽證條件8202）, 參
看監管課程進度政策。

ii. 未能顯示滿意的出席率（簽證條件8202）, 參看
監管課程進度政策。

iii. 未能顯示滿意的福利及居住安排 
（簽證條件8532），參看福利及居住安排政策。  

iv. 不繳交學費

v. 根據學校行為及管理守則，學生觸犯任何不當行
為導致取消學籍者。

課程提供者守則

a. 無論任何理由，學校在已安排好的日子，如未能提供課
程，而學生亦未能安排在另一課程上課，學校會在14日
內全數退還未使用的學費。

b. 無論任何理由，當學生開始上課後，學校未能繼續提供
課程，或學生未能安排在另一課程上課，學校會在14日
內全數退還未使用的學費。

c. 如果學校未能提供雙方同意課程或退款，學生可在『澳
洲政府學費保障服務』中獲得退款。詳情可看網址 ：

 https://tps.gov.au/Information/Student/How

以上協議，包括投訴及上訴，並不會剝奪學生任何權利，
包括澳洲消費者保障法例。

如果學生在學期間，改變了簽證身份，例如變成暫准居留
或長期居留，學生在該學年仍需繳交海外學生全費。

定義

a. 學費－提供課程費用，包括課本基金及租賃，昆士蘭政
府學習簽證費用。

b. 非學費類－ 與課程無直接關係的收費， 如露營費，交
通工具費，家長及友好協會費用 (P&F levy)， 改善學
校設施基金(Capital levy)，海外學生保健計劃(OSHC)。

c. 預繳費用－ 學生開始上課前，向學校繳交的學費。

d. 未使用的預繳費用－ 如學校未能安排學生註冊時所選
之課程，未使用的預繳費用將按以下法律條文計算 ：

 https://www.comlaw.gov.au/Details/F2012L01351



投訴及上訴政策 此政策文本會在簽署協議前，送交家長或監護人（如學生
未滿18歲）。同時，在開課7天內，文本亦再次送交家長。

1. 目的

a. 此投訴及上訴政策旨在使國際學生與家長/監護人，在
遇到紛爭或需要抗議時，確知程序及步驟。

b. 校內的投訴及上訴程序旨在協調及和解，並非法律程
序。

2. 對其他學生的投訴

 學生對其他學生的不滿，會按『學校行為管理政策』
處理。

3. 非正式投訴的解決方法

a. 首先，學校會嘗試用非正式方法調解，以期解決投訴

b. 學生應聯絡班主任及輔導教師，去調解投訴/紛爭

c. 如問題不能以調解解決，應盡快向高年級/低年級學習
主任反映，學校內部正式投訴或上訴程序隨即展開。

i. 學業，科目或程序事項向高年級/低年級學習主任
匯報，及呈教學及國際教育主任及學務主任。

ii. 個人或社交問題，向高年級/低年級學習主任匯
報。

iii. 關於寄居家庭問題，向教學及國際教育主任匯
報。

4. 正式投訴處理程序

a. 此投訴程序屬機密，所有不滿及投訴，所有資料只存在
代表學校的調查員及投訴當事人之間。

b. 學生應詳列投訴或上訴事情類別及細節並通知學校。

c. 投訴或上訴應以書面通知校長或指定代表。

d. 如內部投訴是有關學生的低出席率，不合理進度，停學
或取

 消註冊，學生可在20日內，由獲知事情日起計，作出
書面上訴。

e. 投訴或上訴不會收費。

f. 每一個投訴人都有機會將投訴事件與校長或指定代表
面談。

g. 在所有會面中，學生可由支援人士陪同。

h. 正式不滿個案會在學校收到投訴文件後， 校長/代表10
天內開始處理。

i. 校長一旦有調查結果，會以書面通知學生結果及理
由。而文件副本將存學生檔案。

j. 如發覺學生投訴或不滿屬實，學校會即時採取防止及
糾正行動，並給予學生輔導。

k. 學校承諾會在20個工作天完成調查。

l. 在上訴期間，學生的註冊不受影響。



5. 校外上訴程序

a. 如學生不滿處理結果，學生可尋求免費校外團體協
助，惟此項行動應在2星期內展開。

b. 如學生希望用外界團體，進行投訴或對學校調查結果
不滿，學生可免費尋求海外學生申訴專員的獨立調
查。聯絡方式是

 www.oso.gov.au  或電話 1300 362072 

c. 如學生對課程提供者的決定或行動有疑問，他們可聯
絡教育，訓練及僱傭局局長。根據教育則例（海外學
生）1996，當局最嚴重可暫停或吊銷課程提供者的註
冊。有關網址為

 www.oso.gov.au   或 電 1300 362072

 至於投訴課程提供者的不當行為，學生可用書面求
助：

 The Manager
 International Quality (Schools) Unit
 DETE
 LMB 527
 Brisbane  QLD   4001

6. 其他法律上訴

 如遇到金錢糾紛，國際學生不會被學校的『處理不滿
政策』阻撓，學生可啟動澳洲消費者保護法例。

定義

a. 不滿 － 一個紛爭或投訴

b. 工作日 －在一個學期中，除去星期六，日，公眾假期

c. 學生 － 在本校註冊或學生家長( 後者未滿18歲）

d. 支援者 － 並不牽涉入紛爭內的朋友，教師或親屬 。 
但不包括法律代表，中介人。通常後者會在紛爭或投
訴中代表當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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