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住宿体验
女孩子在这里成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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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目标
取得优秀成果，引领未来生活。

我们的任务 
在图拉克中学我们开创优秀的教育先河，提供
无限创造可能的学习机会给每一个学生，使她
们能够在一个关联的友善的环境里实现目标。

我们的理念
在过去与未来之间架一座桥梁。

我们重视
学习，勇气，真诚，优秀和服务中体现领导能力。

我们的设施

图拉克中学占地11.5英亩，设施先进，花木茂盛，一览

无遗地海滩景色。图拉克中学坚定地为住宿学生和日校

学生（3年级到12年级）提高设施条件。



战略计划 

         图拉克中学刚更新了2013年至2018年的战略计划，为学校的发展提供一个切实可行的战略目标。
这个计划着重于三个方面：我们的学校，我们的教学和我们的学生。



Where futures 
begin 

    住宿是你学校生涯中重要的一部分，
为大学生活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住宿能让
学生成功从家庭环境过渡到自立与成熟。

    我们欢迎你到图拉克，希望能与你和你的家庭建立长久
的关系和友谊。

     住宿是你学校生涯中重要的一部分，为大学生活做好
了充分的准备。住宿能让学生成功从家庭环境过渡到自立与
成熟。

         图拉克中学提供一个专注的和安全大的学习环境，在
今天竞争激烈的社会里尤为重要。图拉克中学占地11.5英
亩，位于风景如画的莫宁顿半岛，距离市中心40公里，提供
世界一流的教育，支持您女儿智力，个体，情绪和社会发展
的需要。

图拉克中学注重三个方面：一个学校，以人为本的教育和出
色的教学。 

一个学校：无止境的机会

    我们学校认识到全球变化是多么迅猛，所以我们会给学
生提供一个更广阔的舞台，既有深度，又灵活多变，设备齐
整，学生能够以此在自己选择的领域里发挥出色。

以人为本的教育：一对一的关怀

    我们教育的核心就是让每个学生成为独立的个体。为此
我们会试着了解每个学生的学习方法，也会了解她们的性
格，帮助她们发挥强项，发挥潜力。

出色的教学：出色的文化氛围

    我们给予老师和员工最大的信任，使其能激励学生，帮
助学生学习，挑战学生的目标。我们吸引并留住最好的老
师，拨出款项给老师们研究，提供专业能力，增加教学器材
和引进先进科技，以达到高质量的教学，让学生秉承我们优
秀的作风，获得出色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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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 安捷宿舍

    约翰安捷宿舍为大约75位女孩子提供现代的又有家的感
觉的住宿。

    住宿质量和关怀非常突出。约翰安捷宿舍既舒服又设施
先进。

    在图拉克住宿有趣，环境友好又非常充实。我们有一个
完整的体育，文化和社交项目支持学生的学习。欢迎学生的
家人也来参观。

    宿舍体验旨在提高以下几个方面：

	 •	 提高独立，抗压，自我激励，自我约束和责任感

	 •	 提高社交技巧和人际关系

	 •	 学会宽容，尊重他人的需要，一起生活互相分享和     
 体验

	 •	 良好的学习习惯和杰出的学业成绩

    图拉克中学的具体位置

图拉克中学位于莫宁顿半岛的伊莉莎山，距离市区大概45分
钟的车程，是国家地理杂志选出来的澳洲唯一一处世界必看
美景。伊莉莎山的中心位置极好，举例大海只有1公里，有
超市，银行还有具有当地特色的礼品店。

伊莉莎山的交通便利。墨尔本机场有机场巴士直接到，学生
也可以选择搭乘火车和巴士到市中心。

•	  尽心尽力的员工照顾她学习，
社交，心理和娱乐的需要。

•	  受过培训的厨师准备的美味餐
点（早晚餐在宿舍餐厅，午饭在
学校餐厅）。

•	  照顾各种口味。
•	  每一天都可以用学校的设施。
•	  老师监督的晚自习。
•	  可以参加学校提供的课后辅

导。

PORT PHILLIP BAY

Melbourne Airport

Melbourne City

1 hour train ride

Frankston

Toorak Colle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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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生活     我们的目标是培养一个懂得交际，成熟
的，勇敢的和主动的学生，享受学校带给她
的一切。

宿舍管理员是谁？

   宿舍管理长保证宿舍里事物的正常运行。她手下还有几
位宿舍管理员和有时来自其它国家的高中毕业生。

宿舍里提供怎样的关怀？

   宿舍管理员们提供有力大的支持。她们熟悉学生，与 
学生和家长建立尊重的和开放的关系。

   我们鼓励家长如有任何问题马上跟宿舍管理员们联系。
我们希望您女儿在校时光是充满快乐回忆的。

图拉克的住宿生是怎样的？

   我们的目标是培养有交际能力的，成熟的，勇敢的和 
有活力的学生，积极参加学校活动。我们并不希望所有学 
生都一模一样，其实图拉克的特色就是百花齐放。住宿生 
通常更能参与到学校活动中，并且贡献她们的力量。

住宿生跟日校生一样参与学校活动吗？

   使得。通过进入到所有学科学习，参加课外活动东， 
参加社交活动，在公共场合和同学们互动，参加学校机会，
住宿生们很快跟日校生打成一片。她们之间的差别微乎其
微。

一间房住多少个学生？ 

   7到10年级两人一间房。这样做可以让学生找到朋友团 
结合作。当渐渐跟同学们都熟悉了，学生可以自己提出想 
要跟谁成为室友，一个小学期后即可改变。

   11到12年级的学生一人一间房，她们的房间在另外一 
个隔开的部分，使得她们能更好安排自己的课业学习。

  

保持健康

   约翰安捷宿舍的旁边就是健身房，里面有各种器材， 
也有保暖泳池和跳水池。网球和羽毛球场都在附近。

   学生的身心健康对我们来讲至关重要。我们有一个队 
伍来保证学生们的需求得到满足。健康中心就在宿舍里， 
里面有持执照的护士，周一到周五都能给学生提供建议， 
支持和治疗。

  营养和食物非常重要。住宿生们一起吃早餐和晚餐， 
午餐则和全校其他学生一起在咖啡厅吃。我们的餐品多样。

   如果学生有特殊的饮食需要，我们也会满足。另外宿 
舍里常年都有日常食品，比如面包，牛奶，麦片喝水果。 
住宿生们能够放学后和周末自己在厨房里煮饭，许多同学 
都迷上了烹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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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一到周五的时间表 (7到9年级)

07:00 
餐厅备好早餐（水果，麦片，酸奶，烤土
司）

07:30
宿舍员工叫醒学生，热食供应(每日不
同——粥，培根和鸡蛋，牛角包，面包)

08:45 学生离开宿舍上课

09:00 - 15:00 宿舍关门

09:00 - 15:30 学生按课表上课

15:30
学生从学校回到宿舍。下午茶准备好。课
外活动自由时间。

17:50 所有学生餐厅就座

17:00 - 18:00 7到9年级作业时间

18:00 - 18:45 晚餐

18:45 - 19:15 活动（7到9年级瑜伽，沙滩散步，游戏）

19:15 - 20:45 自由时间（洗澡，给家里打电话）

21:00 在各自房间，安静

21:30 熄灯

学生是否需要监护人？

   图拉克中学要求所有的留学生，无论年龄多大，都需要
在求学期间有一个监护人。图拉克中学支付给ISA监护人公
司每年的费用（大约2000刀一年）。请在入学表里填写您选
择的监护人方式。 

周末的生活是怎样的？

   学生可以外出，但必须要跟宿舍长申请。学生必须达到
一定的要求才能外出，比如及时完成作业，房间保持清洁。
学生根据年龄不同有些外出需要与其他人同行，并且设定回
校时间。安全是第一要素。

   宿舍管理员在学期中负责给学生安排各种各样的周末活
动。学生可以自愿参加。活动包括：摄影比赛，风筝节，丛
林步行，野生动物园，跑步，温泉和市中心游玩。学生在周
末仍可用学校健身房和游泳池。



学习 Each student is assigned a tutor, someone 
who can keep an eye on progress, 
help them make good subject choices, 
manage workloads, seek help or even just 
be a listening ear. 

我如何提高英语？

   我们的英文强化班就在校园内，保证英语第二语言的留
学生能有一个平缓的过渡。学习方法包括使用电脑辅助的学
习项目，小组活动来提高英语技巧。刚开学会有一个测试，
测试学生的英语水平，好让老师决定如何分配学生到主流课
程。

有什么的课后辅导？

   我们对学生的期望非常高，但我们不会让她们孤军奋战。
每个学生都有一位导师，跟进学生的学习进度，帮助她们选
科，安排课程作业，提供帮忙或者只是倾听。 

   有几个科目都有课后辅导，对学生都是免费的且自愿
的。辅导科目有中数，低数，会计，商业管理，英语第二语
言和中文。老师会按时到宿舍来，希望学生们能利用好这些
机会。 

如何监督学习时间？

   为了保证学习有效率，住宿生的学习都会有员工监督，
学生有自己的学习器材并且能用学校网络。 

   7到9年级的学生一起在大客厅学习，宿舍员工监督紧
密。员工有学生的学习计划，能帮助学生完成目标。学生在
学习期间不能使用手机。老师会跟宿舍员工保持紧密联系，
告诉员工哪些学生需要额外帮，携手建立学生良好的学习习
惯。10到12年级在自己的房间学习。

   11年级在另外的房间学习，有员工监督。12年级可以在
自己房间学习。

如何监督学习时间？

   为了保证学习有效率，住宿生的学习都会有员工监督，
学生有自己的学习器材并且能用学校网络。 

   7到9年级的学生一起在大客厅学习，宿舍员工监督紧
密。员工有学生的学习计划，能帮助学生完成目标。学生在
学习期间不能使用手机。老师会跟宿舍员工保持紧密联系，
告诉员工哪些学生需要额外帮，携手建立学生良好的学习习
惯。10到12年级在自己的房间学习。

   11年级在另外的房间学习，有员工监督。12年级可以在
自己房间学习。

网络是如何使用和监督的？

   每个学生都有一个连着学校网络的电脑。住宿生房间就
有网。学校阻止学生访问不文明的网站，不让学生在周一到
周五白天和作业时间打游戏和网上聊天。学校会注重学生的
反馈并不停改善这些方针。员工帮助学生在晚上给手机充
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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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以到以下网站申请                                  
www.toorakcollege.vic.edu.au.

入学要求

请填写入学申请表，并连同以下文件交给我们的入学办：

•	 出生证复印件

•	 护照和签证复印件

•	 申请费用

•	 学生最近的一份学校成绩报告复印件（翻译成英文）

•	 任何考试的复印件（比如AEAS）

联系方式：

邮箱： www.toorakcollege.vic.edu.au

网址： enrolments@toorakc.vic.edu.au

电话：  +61 3 9788 7200

地址： 澳大利亚 维多利亚州 伊莉莎山旧莫宁顿路 3930 

邮寄地址：澳大利亚 维多利亚州 伊莉莎山3930邮箱号150 

澳大利亚联邦政府招收海外学生院校及课程注册提供者号
码：00349D

澳大利亚联邦政府招收海外学生院校及课程注册课程号
码：005454G

如何申请



Old Mornington Road, Mount Eliza, Vic, 3930 
PO Box 150, Mount Eliza, Vic, 3930
Phone: +61 (3) 9788 7200 | www.toorakcollege.vic.edu.au
CRICOS provider code: 00349D  CRICOS course code: 005454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