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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来到 Hillcrest 国际学习社群

我乐意向各位介绍 Hillcrest Christian College。 一所为本地及国际学生提供优良

学习机会的学校。 学校在创新及支持学生两方面，极负盛名。我们的宗旨是使

学生追求卓越学术， 同时在社交，情绪及灵性的实践上成长。

Hillcrest 国际学习社群有两项重要原则。希望学生主动投入学习，成为关爱及

支持强大的社群成员。我们有一群负责任教师，支持国际学生，特别在安全环

境，愉快学习及聚焦专注等。

能为国际学生及家长提供高水平的关爱与支持，我为学校感到骄傲，再次欢迎

同学加入我们的学习社群。

VINCE WAKEFIELD
   教学，学习及全球教育主任



Hillcrest Christian College 在昆士兰是著名私立学
校。在优越，创新，杰出学术及学习社群有良好支持，声
誉良好。

当学生孕育在学习的环境中，接受挑战，追求卓越，就会
学得最好。我们为学生在学术，情绪及灵性作准备，活出
丰富的生活。

在过去二十年，本校作为学习社群，收纳不少来自世界各
地的学生，并协助他们在社交及学术取得成就。正因为他
们带来大量的知识和经验，国际学生在本校深受重视。他
们亦参与学校各种多彩多姿生活，例如运动及与课程相辅
相承的活动。

我们的学校

本校乃全日制私立男女校。由幼儿园至第十二级，共有学
生1400人。校舍位于黄金海岸中部，一个美丽的丛林山岗
上，邻近有漂亮的海滩，大型商场及公共交通连系。

学校为三个学习阶段提供优质教育 ：

• 早岁学习社群 （三至五岁）

• 初级学习社群  （幼儿园至第六级）

• 高年级学习社群 （第7至12级 ）

学校是一个关爱社群，有尽责任的教师，传授及发展启发
式课程，挑战学生去发掘学术潜能。

我们的设施

学校不断投放巨大资源在设施上， 旨在肯定学生能从最先
进科技得益。 校舍全部空调，辅以现代设计 ，包括 ：

• 可改变的学习空间，目的在促进协作学习

• 顶尖科学，科技，工程及数学学习中心

• 一个以校名命名的演艺中心，为戏剧，舞蹈，音乐及
电影提供真实场景。包括有260座位的豪华剧院及巨形
舞台

• 两个体育中心，内有可同时进行数项赛事的篮球场，
设备齐全的健身室，另有可进行各种球类的场地如网
球，手球，五人足球，排球及足球。

• 三个户外多用途的体育场地

• 一个阶梯式，有600个座位的大礼堂

• 新成立的视觉艺术空间，另有为商业训练用途的家政
室

• 上网设施布满整个校园

• 所有学生都可使用云端计算机网络

• 一个着重设计与工程的科技学习中心

• 一个现代化图书馆，使用不同媒体支持学生

• 室内及室外的膳食中心及餐厅

• 为国际学生而设，以英语作为第二语言的家政室

我们是谁？



本校位于澳洲第六大的黄金海岸市中心（人口625000），

是澳洲其中一个发展快速的城市。黄金海岸以美丽海滩，

优良设施及多元化生活闻名。从布里斯本驾车南行，只需

一小时。布里斯本是昆士兰主要城市，人口23,000,000）。

黄金海岸可以经两个机场直达，布里斯本及高岭家

(Coolangatta airport). 黄金海岸充满活力，交通购物方便，

是一个安全城市， 为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提供理想学习地

方。

气候

黄金海岸有舒适的亚热带气候，平均日照有290日，平均全

年温度15－30度摄氏。

夏天－ 12月至2 月

温度21至30度摄氏（华氏 69.8－86度)

秋天－ 3月至5 月

温度15至25度摄氏（华氏 59－77度)

冬天－6月至8月

温度15至24度摄氏（华氏 50－75度）

春天9月至11月

温度18至27度摄氏（华氏 64－80度）

座落位置





我们的国际学习社群，欢迎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已在学

的有丹麦， 挪威，越南，苏格兰，中国，日本，韩国，泰

国及马来西亚。

我们国际学习社群的收生上限是 5%， 旨在使国际学生能

有更多空间融入社群与本地学生一起学习。国际学生从入

学第一天起，即与本地学生共融，他们的英语听说能力，

因而快速增长。

学校以每一个学生的成功学业及美好生活作为优先处理事

项。在国际学习社群内，我们有曾受专业训练的教师，为

国际学生提供关爱及学业支持。

我们的学习社群，提供以下课程 ：

• 需学生签证的长期就读

• 需学生签证的一年或一个学期就读

• 三至十星期的文化体验

• 短期游学团

• 短期学校交换生

我们亦提供三项注册课程

• 小学   学前至第6级

• 初中   第7至第10级

• 高中    第10至11级

短期收录

学校设有短期收录措施， 旨在使国际学生在决定入读前，

用短期学习，去体验学校生活。

小学第3至6年级

• 最长为一个学期 （10 周）

• 不需要学生签证

• 学生需与父母或家人同住，因短期寄居家庭甚难安排

• 学生必需有基本英语能力，以备求助所需

• 有需要时学校亦可提供『英语作为第二言』培训

• 最长为一个学期 （10 周）

• 不需要学生签证

• 可以安排寄居家庭

• 应有相当的英语能力，以了解课堂所需及与同学沟通

• 有需要时学校亦可提供『英语作为第二语言』培训

Hillcrest 国际学习社群



『以英语作为第二语言』（ESL）课程

本校所有ESL教师均受专业培训，经验丰富，指导学生掌握

英语及融入澳洲教育系统。

本校将ESL列为时间表上必具科目，与其他主要学科有同样

课时，在高年级，第 7 至12班（5 x 40分钟），在学前至

6年级，总课时共300分钟。按国际学生需要，编入3班ESL

班中其中一班。旨在使学生获得最适合的英语支持。

• 小学， 融合课程(ESL)

• 初级，中级课程 (ESLA)

• 中级课程 (ESLB)

• 高级课程 (ESLC)

以上ESL课程， 旨在使学生能在主流班级中学习成功。学

生如能在雅思（IELTS) 全部范畴考获6分， 则可在主流班

级学习，而无需ESL支持。

JUMPSTART 卓越学术课程

本校明白 国际学生需要通过主要科目的评核程序，因而需
要额外支持。

我们提供 『JUMPSTART 卓越学术课程』，不另收费。

JUMPSTART 为第7至12班国际学生在家课，指定课业及准备
考试提供额外支持，不另收费。包括 ：

• 每星期1 至2 次课后补习，属必修

• 可随时咨询资深教师

• 小组补习

• 个人辅导

• 递交家课前，修改内文支持

• 为学生应考QCS 及IELTS 作准备

课后补习

每星期一至五，为国际学生在课后设有非强制课后指导。
学校极力推荐学生参与课后指导，对学业成功，有一定保
证。包括 ：

• 附加课堂，旨在巩固学生对课业理解

• 数学，科学及英语小组辅导

• 有关功课特别问题，与任教教师有非正式会晤



初级学习社群 （学前至第6级）

在初级学习社群中，我们鼓励学生用相关经验作互动学
习。课室环境充满想象力，刺激思考及色彩缤纷。

学前班

本校学前班在特意设计的室内及室外空间进行学习，以4
小班为一组。每个课室有专任教师一名，辅以全职助教一
名。课程平衡，使学生过渡至阅读及基础数学盖念。

第1至第6级

每一级都有核心专责教师，分别负责英语， 数学，数码科
技，历史及宗教生活。专科教师包括科学，音乐，法文，
体育及各项运动。

国际学生需要上ESL课，每星期 5 x 40 分钟， 不另收费。
学校更提供辅助课程学会(Clubs)活动，包括美术，棋艺，
合唱团，舞蹈，管弦乐，演说，戏剧及一系列运动。第4至
6年级学生参与露营活动，并鼓励学生参与本地及海外筹款
活动，以期帮助弱小不幸者。





学校为第7至12级提供多元的科目选择。在选科列表上，学
生如符合要求，我们保证，不论申请人数多寡，学生一定
能选到心仪科目。

在高年级就读的学生可充满信心地计划高年级的学习旅
程。由于学校的时间表有连贯性，学生可以在早岁计划加
速进入每一年级。

学校在学前至第9级的课程是建基于澳洲教育局蓝图。课程
使学生明白自己，明白世界，发展他们文字及数字能力，
科技，信息及沟通技能。基督宗教生活在学校课程是整合
和重要部分。

本校致力支持学生尽量运用机会，计划学业，达至目标，
完成梦想。支持计划在第9级下学期开始直至学生完成第12
级毕业。

第7至9级，出类拔萃的变化是可创造的。学校为能力出
众的学生提供『新视野』（NEW HORIZON ) 及『青年创造
者』(YOUNG INNOVATOR) 计划。此计划视乎个别学生能否
达至要求及是否自愿致力完成计划。

在第7至9级规划学业途径

教育并非只为学历及一份良好工作，所以学校鼓励学生在
高年级之始，要接受广博的教育。

• 教育课程的科学，数学及技术性元素准备学生在日益
科技化的社会作贡献，虽然并非每人都在上述范畴全
面参与。

• 演艺及创作在学生的全面发展中是重要一环，特别在
表达精神层面的得失 。

• 在此闲暇增多的年代，实用科目不单为学生创造潜能
谋出路，更能令学生善用余暇。

• 某些科目虽在第8或9级没有进修，但学生也可在第10
至12级选修。在大学，进修某些科目并不需要大学之
前的修读经验，当然学生要明白其中有一些限制。

高年级学习社群 （第7至12级）



会计
远古史
生物
商业
化学
舞蹈
设计
戏剧
地球及环境科学
工程
英语
文学
英语延伸 （只在第12级提供）
英语精萃
英语作为附加语言
电影，电视及新媒体

食物及营养
法文
数码科技
工业科技
法律
数学精萃
普通数学
数学专题
数学方法
现代历史
音乐
音乐延伸 （第12级提供）
心理学
体育
物理
视觉艺术

为学生开拓不同阶段的学习，选修科目包括 ：
美术                                               
舞蹈
数码媒体
戏剧
法文

设计
食物与营养
音乐
体育
工程及科技

第10至12级课程选择

第7至9级选修科目



寄居家庭

生活在本地寄居家庭是国际学生重要学习部份。寄居家庭

提供有力支持及安全居所。学生能在非学校环境锻炼英

语。

学校选择寄居家庭，谨慎及小心，在正式收取学生入住

前，学校给予新寄居家庭培训， 旨在使学生得到最好的寄

居经验。

寄居家庭主动关心学生及需要，并使学生对澳洲生活有亲

身体验。学生与寄居家庭成员可会成为终生朋友。

很多寄居家庭有子女在本校就读，或由旧生推介，或经圣

堂联系。

本地寄居家庭的特色如下 ：

安全且稳定，说英语的家庭

每天三餐，营养均衡

独立睡房，足够储物空间，环境宁静

参与寄居家庭活动

有上网设施，为辅助功课及对外联系

车辆接送，与寄居家庭子女看齐

在家庭内，用英语倾谈，以辅英语进步

在初到埗时， 提供辅导情绪支持

学校与寄居家庭及学生保持紧密联系，以期取得成功经

验。

辅助课程计划

学校提供多元化的机会， 包括运动，音乐，演艺，使学生

发展专长及灵性特质。学校的卓越篮球计划，已成就不少

代表昆士兰及澳洲的运动员。其他队际的运动包括五人足

球，手球及排球。

课室以外



国际学生在校内校外，何时何刻，都要恪守学校对他们的

行为期望，学校要求持守的价值及标准。这些期望，为学

生在学业，社交，灵性及个人成长已牢固建立，成为要

求。

学校规则，国际学生的行为守则，都落实执行，旨在肯定

学生要做甚么才可成功及在学校求学时，身心安全。

国际学生就读本校前，必需阅读及明白入学时获发的行为

守则。

对学校社群的责任

所有学生及教职员均须遵守本校的指引（SAJO）:

安全 (Safety)

在一切行事中，要安全

接纳 (Acceptance)

对所有人要尊重及接纳

公义 (Justice)

自己对别人的态度及行为，要尊重及容忍

紧抱学习机会 (Opportunity to learn)

要善用每一个学习机会

学业表现

学生在学业中须要显示勤奋及有毅力；肯定每一项堂课，

家课及评估都是尽全力完成。

出席率及准时

要学业成功，出席率是重要一环。如学生因病缺席，家长

或寄居家长须书面简报学校。如连续缺席超过两天，学生

须呈医生证明。预先在计划内的缺席，事先须得学校批

准。如学生出席少于80%，则违反学生签证条例，亦可能被

取消学生注册。

校服

学校有正式指定日间上课学生及运动校服。校服的设计与

黄金海岸的气候脗合，舒适得体。校服可在校内校服商店

购买。

学业及英语要求

成功注册的条件，是学生要符合所申请课程的英语入读要

求。按学生的英语能力，学生或须在『英联邦注册英语考

试』(ELICOS) 中取得合格。

各级的英语要求如下 ：

年级 澳洲语文学院
(NLLIA)水平

雅思 
(IELTS)

第7至9 级 3.5- 4 4/4.5

第10级 4 5

第11级 5 5.5

第12级 5-5.5 5.5/6

成功的保证



下列为注册程序。 如学生通过中介人

申请，学校将所有文件交付及联系中介

人，国际学生查询资料的途径是 ：

international@hillcrest.qld.edu.au

申请及注册

国际学习社群的联系方法
电话    +61 7 5655 0950
传真    +61 7 5593 4227

电邮  international@hillcrest.qld.edu.au
寄居家庭查询  homestay@hillcrest.qld.edu.au

邮件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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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骤1
填好申请表
从网址 www.hillcrest.qld.edu.au 下载表格及
填妥

步骤2
呈交全部填好的表格
递交申请表及所需证明文件。暂时不用缴交
申请费用 AU$ 100。如成功申请，学校会通
知你缴交。

步骤3
收到学校取录通知
学校收到申请表及所需证明文件后，会实时
处理。学校会评核及可能面晤申请人。申请
成功的学生会收到本校提供学位信件。

步骤4
接受学位及缴付全部费用
为显示接受学位，家长及学生要在收生协议
书上签名，并可用电邮交回。在四星期内，
家长要按取录信内显示的全部费用，用银行
转账方式交至本校指定银行。缴交时，要写
上学生姓氏及出生日期，或家庭编码 
（学校提供）。所有学费要在开课前6个月
缴清。

步骤5
学校确认注册
当所有费用缴交后，学校会通过电邮发给家
长录取确认信（e-CoE)及社会福利表格 
（如适用）。此等文件，要在原地澳洲领事
馆办签证时出示，在边境管制部门(DIBP)亦
要出示。
如果你申请了寄居家庭，在出发往学校前，
寄居家庭的详细资料会电邮给你。

步骤6
在学校的第一天
第一天是迎新活动，学生会见所有主任及进
行一项编班测验，旨在决定那一班ESL较适
合学生。 教职员会协助学生选科，了解时
间表，到图书馆领取课本及购置校服。要透
彻了解学校，此类活动将持续一段时间。



申请入学文件检查列表

递交申请表时要确保附上所需文件。本校不处理不完整的
申请表。

* 学生护照副本

* 学生签证副本 （如已领取）

* 最近两年的成绩报告，内容用英文表达

* 雅思(IELTS)成绩或『英联邦注册』英语学校所发数据。
此用作证明学生的英语程度。

* 原校校长撰写之品格证明

* 医生签署的健康证明 （如需要）

* 离校证明 （如需要）

* 所有申请书上每部份均须家长签署



此政策文本会在签署协议前，送交家长或监护人（如学生

未满18岁）

退款政策适用于已向学校缴交的课程费用。向中介人缴交

的课程费用，如已转交学校，亦适用。

但向中介人或第三者所缴付的服务费，及向学校申请时所

缴付的申请费，俱不会发还。

缴交费用及退还

a 费用按学校政策，在入读前6个月缴交。

b 学校每项收费，均详列在协议书内，亦列在学校网

页。如有修改，不另行通知。

c 除非特别注明，所有费用均以澳元缴交，如需退还，

亦用澳元。

d 退还费用将交至在申请表上签署的家长。如需交至第

三者，家长须以书面通知学校及详情。

e. 所有退学及申请退款均须以书面向 负责『教与学及国

际教育』的主任提出。

如学生被领事馆拒绝签证，因而不能入学，学校会退回已

缴但未使用的学费（将减去行政费5%, 或500澳元, 以那

项较低主）

学生一般退款守则

a. 所有申请退还学费，会在收到家长／监护人的书面要

求后，四星期内退还。

b 除了一些注明不可退还的款项，非学费范畴会按学生

在学时间按比例计算。

c. 如学生不能提交退学书面通知，或不能在已安排开始

上课的日子到校上课，相当于一个学期（10星期）的

费用将会从已缴的6个月学习费用中被扣减。

d. 如已缴两个学期的费用，当学校收到书面退学通知。

会退还费用，并按协议扣减部份费用 ：   

i. 如在开课前四星期递交退学信，扣除行政费 500

澳元。

ii. 如在开课前少于四星期递交退学信，从学费中扣

除30% 澳元。

iii. 在开课后6个月内递交退学信， 从已交但未使用

的费用中扣除

 50%，最高可达一个学期的费用。

iv. 在开课后6个月后递交退学信， 并无退款。

如多于两个学期的学费已一次过缴交，余下未使用的费用

会退还。

退款政策



退款例外情况

学生如在下列情况取消注册，则无退款 ：

i. 未能显示满意的学习进度（签证条件8202）, 参

看监管课程进度政策。

ii. 未能显示满意的出席率（签证条件8202）, 参看

监管课程进度政策。

iii. 未能显示满意的福利及居住安排 

（签证条件8532），参看福利及居住安排政策。  

iv. 不缴交学费

v. 根据学校行为及管理守则，学生触犯任何不当行

为导致取消学籍者。

课程提供者守则

a. 无论任何理由，学校在已安排好的日子，如未能提供

课程，而学生亦未能安排在另一课程上课，学校会在

14日内全数退还未使用的学费。

b. 无论任何理由，当学生开始上课后，学校未能继续提

供课程，或学生未能安排在另一课程上课，学校会在

14日内全数退还未使用的学费。

c. 如果学校未能提供双方同意课程或退款，学生可在 

『澳洲政府学费保障服务』中获得退款。详情可看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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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协议，包括投诉及上诉，并不会剥夺学生任何权利，

包括澳洲消费者保障法例。

如果学生在学期间，改变了签证身份，例如变成暂准居留

或长期居留，学生在该学年仍需缴交海外学生全费。

定义

a. 学费－提供课程费用，包括课本基金及租赁，昆士兰

政府学习签证费用。

b. 非学费类－ 与课程无直接关系的收费， 如露营费，

交通工具费，家长及友好协会费用 (P&F levy)， 改

善学校设施基金 (capital levy)，海外学生保健计划

(OSHC)。

c. 预缴费用－ 学生开始上课前，向学校缴交的学费。

d. 未使用的预缴费用－ 如学校未能安排学生注册时所选

之课程，未使用的预缴费用将按以下法律条文计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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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诉及上诉政策 此政策文本会在签署协议前，送交家长或监护人（如学生
未满18岁）。同时，在开课7天内，文本亦再次送交家长。

1. 目的

a. 此投诉及上诉政策旨在使国际学生与家长/监护人，在
遇到纷争或需要抗议时，确知程序及步骤。

b. 校内的投诉及上诉程序旨在协调及和解，并非法律程
序。

2. 对其他学生的投诉

 学生对其他学生的不满，会按『学校行为管理政策』
处理。

3. 非正式投诉的解决方法

a. 首先，学校会尝试用非正式方法调解，以期解决投诉

b. 学生应联络班主任及辅导教师，去调解投诉/纷争

c. 如问题不能以调解解决，应尽快向高年级/低年级学习
主任反映，

 学校内部正式投诉或上诉程序随即展开。

i. 学业，科目或程序事项向 高年级/低年级学习主
任汇报，及呈教学及国际教育主任及学务主任。

ii. 个人或社交问题，向高年级/低年级学习主任汇
报。

iii. 关于寄居家庭问题，向教学及国际教育主任汇
报。

4. 正式投诉处理程序

a. 此投诉程序属机密，所有不满及投诉，所有资料只存
在代表学校的调查员及投诉当事人之间。

b. 学生应详列投诉或上诉事情类别及细节并通知学校。

c. 投诉或上诉应以书面通知校长或指定代表。

d. 如内部投诉是有关学生的低出席率，不合理进度，停
学或取消注册，学生可在20日内，由获知事情日起
计，作出书面上诉。

e. 投诉或上诉不会收费。

f. 每一个投诉人都有机会将投诉事件与校长或指定代表
面谈。

g. 在所有会面中，学生可由支持人士陪同。

h. 正式不满个案会在学校收到投诉文件后， 校长/代表10
天内开始处理。

i. 校长一旦有调查结果，会以书面通知学生结果及理
由。而文件副本将存学生档案。

j. 如发觉学生投诉或不满属实，学校会实时采取防止及
纠正行动，并给予学生辅导。

k. 学校承诺会在20个工作天完成调查。

l. 在上诉期间，学生的注册不受影响。

5. 校外上诉程序

a. 如学生不满处理结果，学生可寻求免费校外团体协
助，惟此项行动应在2星期内展开。



b. 如学生希望用外界团体，进行投诉或对学校调查结果
不满，学生可免费寻求海外学生申诉专员的独立调
查。联络方式是

 www.oso.gov.au  或电话 1300 362072 

c. 如学生对课程提供者的决定或行动有疑问，他们可联
络教育，训练 及雇佣局局长。根据教育则例（海外学
生）1996，

 当局最严重可暂停或吊销课程提供者的注册。有关网
址为

 www.oso.gov.au   或 电 1300 362072

 至于投诉课程提供者的不当行为，学生可用书面求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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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其他法律上诉

 如遇到金钱纠纷，国际学生不会被学校的『处理不满
政策』阻挠，学生可启动澳洲消费者保护法例。

 定义

a. 不满 － 一个纷争或投诉

b. 工作日 －在一个学期中，除去星期六，日，公众假期

c. 学生 － 在本校注册或学生家长(后者未满18岁）

d. 支持者 － 并不牵涉入纷争内的朋友，教师或亲属 。 
但不包括法律代表，中介人。通常后者会在纷争或投
诉中代表当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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