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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有一句名言：培育一个孩子需要全村民共同扶持。此谚语明确

地传递本校的治学哲理与精神。本校此村与国际脉动息息相关，与

社区精神合而为一。

本校是一所国际性的学校，因为我们致力于培养具精通国际观的青

少年。这些年轻人生活阅历和工作经历，经由有智慧与负责任和符

合规范地运用资讯与科技，而凌驾国境间的阻隔，纵横全球。

本校以社区服务为主，因为我们的家长，师长，校友，校友家长，

社区首长，地方政府，州政府及中央政府同心协力提供青少年精彩

的21世纪学习机会。吾校学生本于路德传统精神，以清晰的基督教

徒价值观，去学习成长蜕变为全方位和愿意付出奉献的学生。

校长黄彩嫱 女士

校长欢迎词

全额付费国际学生的相关资讯，请联络招生处+61 7 5556 

8221 或寄到电子信箱admissions@tlc.qld.edu.au

mailto:admissions%40tlc.qld.edu.au?subject=International%20Student%20enqui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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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为学生的课业成就设定非常高度的标准。 

这些都是透过以下而达成： 

透过我们的教育方针，我们鼓舞学生建构出成熟的心态，批判性的思考，解决问题

能力以及团队合作能力

提供令人心动的课外活动，例如：国内与国际竞赛和社团活动

让额外学术课程深具挑战性，例如在科学､科技､工程､数学及英语各方面

发展全面性的高中入职或入学计画，以协助学生顺利进入大学，大专或出国留学 

• 本校教师们细心的启蒙学生，关心每位孩子的学习进度，并给予学生们达成目标

的动机。有八成的历届学生们毕业后在大学就读理工，商务，资讯以及表演艺术

科系。

本校着重于专业的智育发展，并培养学
生的洞悉力､真理､知识､想像力､毅力与
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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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是一个和网路互动的学习社区。

• 师生们透过先进的线上学习环境以增加在课堂中的学习经验。学生与老师互动增

进了课业学习，并经由随时可得的教学管理系统，学生可于任何时间与老师互

动。

• 每间教室都具备无线网路，投影机以及电子白板。每位学生都使用电脑以协助学

习。运用先进的科技，学生得以更积极的学习，并开发重要的技能为了将来的职

业与随世间变化万千的生活型态。

• 本校与许多企业合作，帮助学生寻找见习与实习机会。例如：家政课的学生与饭

店管理企业合作，以培养出在饭店工作的真实经验，而工业设计课程则提供学生

们一个进入职场的管道。

• 本校的教师都是终生学习者，热衷于工作并透过进修与研究实践自己的理想。

师生们透过先进的线上学习环境以增加
在课堂中的学习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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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幼稚园到十二年级，戏剧，音乐，舞蹈，以及视觉艺术均为本校课程的致力目

标。本校着重于艺术与想像力的发展空间以及个人的均衡发展。

• 就读表演艺术科系相关的科目是需要学生的修养与付出。每位学生都可以经由我

们从国小开始的音乐与乐器课程，而加入乐团，或学习乐器。

• 表演艺术课程包含乐团，合唱团，舞蹈团，剧团，以及音乐剧舞台制作。学生们

也经常有机会可以在当地或国家比赛项目中出赛或表演。

• 本校也提供学生广泛的学习机会，从在教室内与画室工作的学习拓展到个人专业

家教与分组合作。

• 透过我们与艺术行业的专业人士，和剧团，舞蹈公司，澳洲乐团，昆士兰大学与

昆士兰音乐学院的合作，本校的学生可以亲身体验到表演艺术家的生活与工作。

本校着重于艺术与想像力的发展空间以及
个人的均衡发展。



三一路德学院	 国际教育 9



三一路德学院 国际教育 10

• 在本校体能教育是从小就开始学习的。自幼稚园开始我们专业的指导老师们教

导学生基础的体能技能。从一年级到二年级，学生们得以享受体育课，游泳

课，以增进手脚协调能力，平衡力与柔软度。

• 本校为私立学校联盟(APS)的成员，其为昆士兰州东南地区优质的男女体育协

会。每个礼拜在本校或是其他学校的场地都会有男女体育竞赛项目。 APS每个

礼拜提供在自校或他校的场地中男女均适合的体育竞赛项目。学生也参与我们

学校的游泳大会，小马拉松及运动会，以进入当地或国家体育竞赛。学生们可

以享受高品质体育训练和露营活动，借此激励学生们尽全力达成目标。

• 从三年级体育课开始，我们确保每位学生都有自信地参加不同的体育项目。透

过APS与地方体育竞赛，我们的学生得以参与各式各样的体育项目与活动，并培

养出很重要的团队合作能力与价值。

学生们可以享受高品质的体育培训课程和露
营活动，借以激励学生们尽全力达成目标。

StrohmeyerStephanMackenzie

学校的三个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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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低年级到高年级，透过我们的交换学生计画，学生会主席或在当地社区和更多

社区的多样服务与额外活动里，我们提供学生们发展自我的机会并提升领导能

力，合作能力，多样的服务与额外活动。学生可以申请成为领导，这可贵的经验

使他们长大后可以成为有影响力的人。

• 学校对于各年级学生身心与福祉的教育方针，包含推广、预防和早期课业活动的

辅导。学校提供良好的环境，让学生感受到安全无虑并能主动参与社会互动和具

备面对生活挑战的情绪管理能力。

• 学生除了感受到学校视安全为首位这样的核心价质，并以身为学校一员为荣。我

们也会时常了解每位学生的回馈感受与参与程度。

学生除了感受到学校视安全为首位这样的
核心价质，并以身为学校一员为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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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欢迎从世界各地来的学生，而教师们都有教导国际学生的丰富经

验。他们会了解您们孩子的长处，并给予正面的辅导，以协助他们毕业

之后衔接大学或大专。透过我们的课程，十一与十二年级学生就读广泛

的科目，并培养重要技能，批判性的思考逻辑，解决问题能力与团队合

作能力。

学校对英语的教学有很高的期望。本校专精于科学，工程，资讯及商务，

并为学生们做好进入大学或大专的准备。我们的毕业生向往昆士兰大学，

昆士兰科技大学或者格里菲斯 (Griffith)大学，但是最近也有许多学生

有更高的远望，并希望进入澳洲国立大学，雪梨大学，新南威尔斯大学，

墨尔本大学和莫纳许大学，甚至香港和美国知名学校等等。

澳洲教育体系是世界中的翘楚，在本校毕业的国际学生都能获得极大的

成功。黄金海岸是一个特殊的城市，提供国际学生安全的就读环境和轻

松的生活方式。在澳洲留学是一个超越的经验，本校关怀的师生们和家

长们提供您们的小孩关怀和支持。国际学生的个人福利是透过参与体育

教育，个人成长和户外活动学习，并在老师们与寄宿家庭的关怀与支持

下，而有所保障。

• 我们的合伙学校提供以下的课程：

• 高中预备课程 （12到18岁）

• 国小预备课程（8到12岁）

• 短期游学团（8到18岁）

• 长期游学团（8到18岁）

澳洲教育体系是世界中的翘楚，在本校毕
业的国际学生都能获得极大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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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样化的课程 

本校提供广泛多样的课程

这些包含：

• 英文

• 物理

• 化学

• 生物

• 戏剧

• 美术

• 音乐

• 地理

• 法律

• 现代历史

• 家政

• 观光旅游

• 商务

• 会计

• 工程 

• 体育

• 数学A

• 数学B

• 数学C

• 绘图

• 家饰设计

 

高中预备课程

这个课程是专为以英语为第二语言但是又想进入本校高中就

读的学生们而设计的。在自己国家内必须在入学本校之前，

先就读至少一年（或同等）高中的预备课程。

课程以本校的合伙语言学校为主。语言学校热心的教职们为

了学生创造一个友善的环境，且地点位于本校附近。

地点

本校位于昆士兰的黄金海岸，从布里斯本（昆士兰的首都）

车程只要一个小时。拥有将近六十万人口的黄金海岸是个充

满活力的国际化城市，并提供许多观光景点和设施。这个城

市也提供游客干净又安全的环境，并满足国际游客们的需

求与兴趣。

 
布里斯本

黄金海岸

拥有将近六十万人口的黄金海岸是个充满活力的
国际化城市，并提供许多观光景点和设施。

下页待续

https://goo.gl/maps/OgfT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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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宿家庭方案

每位国际学生必须住在当地的寄宿家庭里，以便上学。寄宿家

庭可以是学生的亲戚或者透过仔细塞选并经过黄金海岸寄宿家

庭公司核准的澳洲人家庭。寄宿家庭提供学生支持与关怀的环

境，因为他们把学生当作家庭的一份子。黄金海岸寄宿家庭公

司精心挑选寄宿家庭，以确保每位学生都可获得最佳了解澳洲

生活文化并借机练习英文的机会。

黄金海岸寄宿家庭协调者确保：

• 每位长期寄宿学生有自己的房间，而每间房间均包括一张

床，书桌，衣橱和台灯。

• 寄宿家庭一天提供四餐，其包含早餐，点心，中餐和晚

餐。

• 我们会定期拜访寄宿家庭以确保寄宿家庭达到标准和学生

感受到欢迎与快乐。

所有寄宿家庭都在公车站步行距离内，或者可帮学生安排适当

的交通工具以上下学。

所有寄宿家庭距离学校车程三十到四十分钟以内。所有的寄宿

家庭也都通过昆士兰政府的安全检查。家庭被挑选到是因为他

们可以提供学生们一个稳定，安全与关怀的环境。我们会优先

给予国际学生寄宿在有小孩就读本校的寄宿家庭。抵达澳洲之

前，学生会拿到澳洲寄宿家庭相关的细节，以帮助他们了解新

环境。寄宿家庭们会在学生们抵达的时候，在布里斯本或黄金

海岸机场欢迎他们。

全面的教育

我们相信全面的教育会给予学生们信心，动力，社交技巧，领

导能力的机会。我们也鼓励学生们参与多样的活动，其中包含

体育类，文化类的活动：

 

体育项目

• 篮球

• 橄榄球

• 足球

• 排球

• 网球

• 游泳

• 篮网球

• 曲棍球

• 田径队

• 小马拉松长跑

• 铁人三项

下页待续

文化

• 辩论及公开演讲

• 爱丁堡公爵奖

• 国际特赦组织

• 西洋棋社

• 演唱会和乐团

• 合唱团和管弦乐团

• 管弦乐团

• 舞蹈与戏剧团

大学入学管道

在本校就读的学生们可以进入澳洲或世界任何一所大学。许多

历届毕业生们就读法律，商务，会计，科学，医疗，工程，以

及电脑。本校采用的昆士兰课纲是国际公认的。全部的课程都

专为发展核心技能而细心设计的，这些技能都对未来的大学与

大专学习很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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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注册 TRINITY LUTHERAN COLLEGE

学生可以申请进入小学一到六年级（家长或监护人陪同），

或者七年级到十二年级（无需家长或监护人陪同）并享受与

澳洲人共同的国小国中高中课程利益。入学前，学生须在语

言学校中证明英文能力。

学生需要达到相当程度的英文才可以了解课程内容。想要进

入七到八年级的学生需要成功地完成预备课程的第四等级（

或同等）。而想要进入九到十一年级的学生则需要通过预备

课程的第五等级。

以国际学生的身份入学，学生们也必须通过英文语言考试并

与校长面谈。昆士兰政府法规要求学生必须完成至少两年高

中才能取得昆士兰毕业证书(QCE) 。本校提供学生正面与充

满关爱的环境以助他们完成学业。我们的课程设计是为了鼓

励每位学生开发自己的浅能並找到自己的长处。

国际学生支援

本校的重点为学生的幸福与成功。

我们学校关怀的老师们提供遇到个人或课业困难的学生们支

持与协助。我们也鼓励学生与老师们（包含年级指导老师，

校长，副校长黄金海岸寄宿家庭协调者）预约面谈以讨论他

们课业或人际关系上的困扰。

老师们会协助学生完成报告，时间分配与考试准备以确保学

生尽自己的全力。老师们也会协助学生的大学申请入学。

所有的国际学生（除了短期游学团的学生们）都必须穿着正

当的制服并服从校规。

入学要求

本校开放给6到18岁的成绩优异与品格良好并希望在澳洲就读

的国际学生。

学生签证 

所有学生必须持有适当的澳洲政府发布的学生签证。申请

签证需求依各国而定。

监护人签证 

希望陪同小孩完成学业的家长可以申请监护人签证。在澳

洲就读国小预备课程的学生需要家长或其他亲戚的陪同。

海外学生健康保险： 

全部学生必须要有海外学生健康保险。详情可从留学代理

或在您的国家的澳洲驻华使馆取得。

学生们必须：

• 在国内学校就学证明。

• 如果是高中学生，至少一年在全英文环境中学习。

• 如果是小学学生，提供英语程度证明。

入学考试 

学生的分班是取决于学校的入学考试成绩。这个测验包含

面试，听力，阅读，写作和文法考试。这个考试是为了帮

助学生分配到适合他们英文程度的班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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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那几年在高中的日子，我

感到既欣慰与眷恋。如果当初

没有那么支持我并了解我且无

私奉献的老师们，我今天也不

会有足够勇气，毅力，与能力

来完成我的梦想。

学校那几年为我准备了高中毕

业之后的人生。

 

 

Hayden Whitworth (毕业于 1995年)  

广播电台, Juice 1073 FM 首席执行官

A PLACE FOR COMMUNITY
三一路德学院与其他教育机构

不同的是其目标不是只提供年

轻人教育，而是为了启蒙年轻

人，并教导他们成为有竞争力

与成熟的大人。本校的核心价

质是藉由多样的课程与多元的

课外活动启迪学生，不管对未

来选择为何，都能给予毕业生

能力与信心去面对。

学校存在的目的就是为了让每个

人为这个社会付出贡献。

 

 

Kate Morrissey (毕业于2005年)  

本校的老师

2014年，我于三一路德学院

毕业。在这所学校所学习的

技能使我在大学与工作上迄

今可以顺利衔接。我会鼓励

任何本校生们充分利用老师

们的支持与指导，并建立职

涯坚实的后盾。

 

 

Joshua Couthino (毕业于2014年)  

Griffith 大学生



TRINITY LUTHERAN COLLEGE   ABN 55 149 408 519   
CRICOS PROVIDER REGISTRATION NO. 00878A

澳洲昆士兰州三一路德学院的学前教育到十二年。
国际文凭课程提供一个严格，高品质教育，改进教学
方法和领导统御能力。

tlc.qld.edu.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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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7 5556 8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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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tlc.qld.edu.au
https://www.google.com.au/maps/place/Trinity+Lutheran+College/@-27.9800296,153.3641949,17z/data=!3m1!4b1!4m2!3m1!1s0x6b911a99e19bbb3f:0xeeb7c1eedf2658e0?hl=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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