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年国际学生手册 | 1 CRICOS编号 00861K

BRIGHTON
SECONDARY COLLEGE

CRICOS编号 00861K

国际学生招生简章



CRICOS编号 00861K

目录 布莱顿中学 5 | 选择布莱顿中学的优势 7 | 学校位于墨 
尔本富裕区贝塞德 (BAYSIDE)  9 | 高中部 11 | 维多利亚州教育证
书 (VCE) 13 | 语言中心 15 | 欢庆成功 16 | 学生赞辞 17 | 支持服务 
19 | 校园生活 21 | 各种体验与活动 23 | 信息发布与沟通方式 24 | 
国际学生住宿方式 27 | 申请与注册 29 | 认识我们的教职员工 31 | 



2019 年国际学生手册 | 5 CRICOS编号 00861K

布莱顿
中学
欢迎来到布莱顿中学
布莱顿中学成立于1955年，是一所男女同校的公立中学（7-12年级），在校学生近1300名， 
几十年来为贝塞德地区提供了出色的中学教育，接纳国际留学生并将其融为校园生活的一部分。 

布莱顿中学注重培养年轻人挑战未来的能力。在这个互联网时代，学生不仅需要扎根本土，还要用
国际化的思维理解与思考问题。我校用国际化视角设计教学内容，创造学习环境，帮助学生实现这
一目标。 

我们欢迎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为他们提供优秀的课程，高质量的教学和许多课外机会，培养其成
为真正的全球公民。 

我校重视并尊重世界各地的文化。让年轻人能够在世界范围内大展才华，是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和
荣耀。 

此致

校长理查德·米奈克先生  
(MR RICHARD MINACK
PRINCIP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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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莱顿 
中学的 
优势

设施精良

我们设施先进多样，建有资源丰富
的图书馆，戏剧中心，表演艺术中

心，职业发展室，体育场和曲棍
球/网球场等。此外，我们还建有

科学、艺术和技术大楼——达芬奇
中心，其中设施现代高级，可谓名
符其实。另配有专用的VCE学习大

楼。

英语语言中心

我们在校内设有英语语言中心，帮
助新入校的国际学生顺利过渡到主
流课程。这里提供长达20周的强
化课程，新生可以先提高英语水

平，再插入相应的班级。

课外活动

在课堂之外，我们有丰富多彩的课
外活动，满足各种兴趣爱好。其中
包括音乐课、运动队、戏剧排演，
美术课和家庭作业研究小组等。此
外，学生还能参加校际体育比赛，
按年级组织的训练营，以及各种短

途旅行。

体验真正的澳大利亚生活

我们能为国际学生安排澳大利亚的
家庭寄宿。学生能与当地学生一

起，参与课堂学习，并参加特定主
题的短途旅行，汲取实践知识，融
入当地社区。我们为还学生组织墨
尔本的文化参观活动，让他们了解

澳大利亚的历史和习俗。

6 | 2019 年国际学生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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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位于墨尔本 
富裕区贝塞德
(BAYSIDE)
布莱顿中学位于贝塞德地区布兰顿东区，这里风景宜人，距墨尔本市中心仅10公里。布莱顿属于富
裕区，拥有历史悠久的建筑和海边豪宅。 

旅游
著名的82个彩虹小屋，就坐落在布莱顿区中部偏南的丹迪街海滩 (Dendy Street Beach)。它们是
墨尔本经典景区之一。在往北走一点，就是著名的圣基尔达海滩 (St. Kilda beach) 和露娜 (Luna 
Park) 主题公园。从圣基尔达路搭乘电车，很快就能到达市中心，这里有维多利亚州国家美术馆，
圣保罗大教堂 (St. Paul’s Cathedral) 和福林德斯街火车站 (Flinder’s Street Station)。步行不远
还可抵达皇家植物园和战争纪念馆。附近就是墨尔本的世界级体育场馆区。其中包括国际知名的墨
尔本板球场 (MCG) ——澳式足球以及国际板球比赛都在这里举行。每年举行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
的罗德·拉沃尔球场也在这里。 

教育
布莱顿区的中小学教育颇具优势，分布着众多公立和私立学校。而维多利亚州则被誉为澳大利亚的
教育之州，墨尔本聚集着多所国际知名的高等教育机构。市中心有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和墨尔本大
学，南区有莫纳什大学以及迪肯大学等知名大学校园，从布莱顿去往这些大学都十分方便。 

交通
在布莱顿区停靠的火车站包括在Sandringham线上的Gardenvale，North Brighton，Middle 
Brighton和Brighton Beach站，以及Frankston线上的Bentleigh和Patterson站。从墨尔本大
学出发的64号电车可到达该区的东端。这里的公交车也四通八达，其中包括从North Brighton到
Southland的823路和216路公交车，去往莫纳什大学方向的630路公交车，以及通向墨尔本CBD
各处的219路公交车。此外，还有多条交通主干道贯穿布莱顿区。 

设施
布莱顿区当地设施齐全，方便学生使用。从布莱顿中学步行20分钟，就可达到布莱顿市图书馆。 
该区还有许多健身房和游泳场馆，价格经济实惠。请访问贝塞德市政府网站： 
https://www.bayside.vic.gov.au/，了解更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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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
布莱顿中学开设以下高中课程：

• VCE - 维多利亚州教育证书
• VET - 职业教育和培训

为将高中学习与高等教育接轨，我们会组织高中学生参观各种高等教育机构，并且从多种教育机构
邀请嘉宾来校举办讲座。高中领导力委员会是高中学习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所有10到12年级
的学生都有机会担任学校的多个领导职位。  

可选修加速课程
在9年级和10年级成绩出色，且学习刻苦的学生，将有机会在10年级学习VCE第一和第二单元的课
程之一，或者在11年级学习VCE第三和第四单元的课程之一。 

选拔标准为当年的学习成绩，学生学期末成绩单上科目成绩达到维多利亚州课程水平 “A” 或 “B”， 
且在所有学习表现中达到 “3” 或 “4”, 才有资格学习该科目的相关加速课程。 

适应未来的公民
工作体验
所有10年级的学生都会进行至少一周的工作或实习。有的国际学生选择在假期期间在本国完成实
习。如需回国工作，须由国际学生经理批准。 

模拟面试 
我们10年级的学生提供模拟面试，帮助其了解申请工作的礼节和过程。学生会准备一封求职信和简
历，并接受当地商界的志愿者的采访，他们会向每位学生提供书面的建设性反馈。 

详情请见11和12年级的学生手册，网址为 - www.brightonsc.vic.edu.au

10 | 2019 年国际学生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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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CE
维多利亚州教育证书 (简称VCE）
学习VCE课程的学生的必修课为英语，然后从众多
的科目中选择其余的科目。我们鼓励学生从未来的
理想和自己希望从事的行业出发，根据自身兴趣和
才能选择科目。 

职业教育和培训（简称VET）
维多利亚校内职业教育和培训（简称VETiS）以行
业专业方向为重点，根据行业认可的标准制定课
程并评估学生的能力。该课程通常在11和12年级进
行，每周半天，共持续两年。布莱顿中学的高中学
生可以参加由职业技术教育学院（TAFE）或其他注
册培训机构提供的VCE / VET课程。国际学生需得
到国际学生经理，学校就业部及其家长的批准，才
能参加该类课程。 

高等教育课程
学习成绩优秀的11年级学生可以申请在12年级这一
年进行大学一年级的课程学习，有多所大学可以选
择。 

就业途径与支持
我校开设了就业与升学途径服务项目，帮助学生在
中学毕业后成功过渡到就业岗位或高等教育。 
成功的过渡要求学生了解自己的优势，才能和激
情，并能够自己决定他们在高等教育，培训或就业
中可能采取的途径。

可选科目
会计
澳大利亚与全球政治
生物
商业管理
化学
中文 (第一语言）
戏剧
经济学
英语
英语作为附加语言 (EAL)
英语语言
食品和技术
法语 (第二语言）
健康与人类发展
历史
日语作为第二语言
法律学习
文学
普通数学
数学方法
专业数学
传媒
音乐表演
户外与环境研究
体育
物理
产品设计与技术 (纺织品)
产品设计与技术 (木材）
心理学
工作室艺术
视觉传播设计
兽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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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中心
如果国际学生具有足够的英语能力，且申请就读的年级有录取名额，则可以直接进入我校的主流班
级学习。来自非英语国家且希望插入主流班级的学生，需要提供英语水平证明，如雅思成绩或等效
的澳大利亚入学考试 (AEAS)，并达到相关年级的要求。 

如果学生的英语水平有限，则可以进入我校在校内开办的英语语言中心学习。我们为进入VCE课程
学习专门设计了英语培训课程，并开设小班的EAL课程，按英语水平分班。 

我校的英语语言中心位于高中部教学楼。这里的授课教师均接受了当代第二语言教学方法的培训，
且资历丰富，并在我校的其它主流班级中任教。英语语言中心的学生来自不同国家，设备先进， 
学习空间充足，倡导协作学习以及自定进度的交互式英语学习。 

英语语言中心的学生将通过以下多种科目进行英语强化学习, 为期20个星期：

• 英语作为附加语言 (EAL）
• 数学
• 科学
• 食品技术
• 体育
• 健康
• 视觉艺术

用英语教授各种科目能够提高学生英语语言能力水平，帮助其成功过渡到主流班级。

14 | 2019 年国际学生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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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赞辞
唐明滔茹
来自越南；现就读于莫纳什大学的工业设计专业
“在布莱顿中学，我获得了实现自我，发挥自己最大潜力的自由。 
我设计的环保订书机荣获了维多利亚州的’顶级设计’奖， 
并获得艺术成就奖和学生领袖奖这两项为国际学生开设的奖项， 
这对我来说一生难忘 ”

萩原汶
来自日本；现就读于墨尔本大学数学/统计学专业
“在这所学校有许多学生选修日语为第二语言。每个星期四， 
我都会在午餐时间帮助其他学生提高日语口语和语言能力。 
这让我有很多机会接触当地学生，也帮助我提高了我的英语水平 ”

蒋纯 (BELLA）
来自中国；现就读于莫纳什大学会计专业
“我曾是学校的国际副队长和学生代表委员会 (SRC) 的代表。 
我的职责要求我参加各种会议，讨论问题，并分享我校国际学生 
的想法和意见。布莱顿中学为我提供了很多机会培养我的领导能力 ”

林伟存 (IAN)  
来自香港；现就读于莫纳什大学的建筑专业 
“布莱顿中学要求学生对自己的学习负责。在我拓展学习并不断 
突破自己的时候，我的老师给了我大力支持。在12年级时， 
我被任命为’国际学生联络员’，通过这个职位，我参与了许多校 
园外的社区生活。我很高兴能在毕业后进入莫纳什大学的建筑 
专业学习 ”

梅波迪来自伊朗 
伊朗; 就读于墨尔本大学文学院

“我相信维多利亚州的学校为国际学生创造了许多条件和便利， 
帮助他们充分把握澳大利亚提供的丰富机会。我认为我能进入布 
莱顿中学读书是非常幸运的，因为这里十分鼓励回馈社区。 
澳大利亚是世界文化最多元的国家之一，包容度也非常高 ”

欢庆成功
澳大利亚教育部 (DET) 每年都会邀请各个学校提名在不同领域取得杰出成绩的国际学生，其中包括
学习成绩，艺术作品，校内领导能力，支持当地社区工作或参加高标准的体育项目等。在过去的6
年中，我校培养了多名荣获提名的学生，我们为此深感荣幸。

观看学生和教职员工谈论奖项的视频，请点击： 
https://brightonsc.vic.edu.au/international-student-program/international-student-
awards/

2018年
梅波迪 (ANDIA LATIFI MEYBODI - IRAN) 来自伊朗 12年级全球公民奖
林伟存 (WAI TSUN (IAN) LAM - HONG KONG) 来自香港 12年级学生领袖奖

2017年
梅波迪 (ANDIA LATIFI MEYBODI - IRAN) 来自伊朗 11年级全球公民奖  
 11年级社区服务奖
野藤真澄 (MASUMI NOTO - JAPAN) 来自日本 11年级体育成就奖

2016年
神尾纱也香 (SAYAKA KAMIO - JAPAN) 来自日本 12年级艺术成就奖

2015年
唐明滔茹 (MING THAO NHU (SUE) DUONG - VIETNAM) 来自越南  12年级学术成就奖
 12年级学生领袖奖
 12年级艺术成就奖

2014年
蒋纯 (JIANG (BELLA) CHUN - CHINA) 来自中国 12年级学生领袖奖

2013年
萩原汶 (HAGIWARA - JAPAN) 来自日本 12年级社区参与奖



2019 年国际学生手册 | 19 CRICOS编号 00861K

支持服务
国际部工作人员
我校专设国际学生支持部。由国际学生管理部长盖瑞·盖尔先生 (Gary Agg) 统管整个团队， 
并专设家庭寄宿协调员，语言中心经理和国际学生助理协助其工作。他们共同努力，亲自了解每一
位国际学生，鼓励他们快速适应墨尔本的生活。他们还还密切关注每位学生的出勤率，行为和学业
进步，确保他们在各方面都达到学生签证的要求，让每位学生都能专心学习，走上成功之路。  

学生生活与健康
学校为所有的学生提供全面的支持网络，帮助他们顺利升级，从而创造一个安全和谐的学习环境。 

为学生提供特别帮助的教职员工包括：

• 国际学生管理部长
• 语言中心主管
• 国际学生助理
• 家庭寄宿协调员
• 任课教师
• 年级组长
• 初中/高中管理人员
• 就业部老师

此外，学校还设有一个专门负责学生健康的团队，包括健康部长、生活协调员，非特定教派学校牧
师和学校心理咨询师。学生可以预约咨询健康部的老师。  

就业与升学途径支持
我们的就业教师会根据学生的爱好和科目优势，帮助10，11和12年级的学生选课，提供升学途径的
全面信息。我们为12年级的学生提供充分的咨询，确保他们为进入高等教育机构最好各方面的准
备。 

家庭作业俱乐部
国际学生部专门为国际学生开设了家庭作业俱乐部。该俱乐部在放学后开始活动，由国际学生部长
和其他特设工作人员组织。该俱乐部的活动目的是帮助学生完成课堂作业，并提高他们的时间安排
能力。在这里教师还能为学生提供一对一的学业进度监督指导。近期从本校毕业的国际学生也会为
学生提供额外的帮助。

18 | 2019 年国际学生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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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生活
社际系统
所有在布莱顿中学就读的学生都会被分入四个不同的社。学生分社参加学校的多种活动，为自己的
社赢得分数。活动包括游泳比赛，田径比赛和社级合唱等。四个社分别为：

领导力
我们为初高中学生提供各种领导职位。其中包括班长，同伴支持领袖，学生代表委员会 (SRC) 成
员，运动队长和社长等。 

高中阶段学生会经历提名、接受面试和选举一系列程序，竞选各种校级职务，包括校队长、艺术、
科学和环境队长、运动队长、文化队长和社队长。 

每年我们还会选出国际学生队长和副队长各一名，以及一名国际学生联络员。他们的职责是帮助所
有国际学生成功融入学校生活。 

这些学生领袖将接受特别培训，帮助他们充分发挥领导潜力，并达到其职责要求。 

国际学生队长
布莱顿中学设有国际学生队长，代表国际学生的利益，为他们代言。他们会参加与校长和其他校队
长的会议，并有机会向学校反馈国际学生的需求。 

国际学生联络员
国际联络员是学生代表委员会的成员。他们的职责是代表国际学生发出声音。此外，他们还帮助语
言中心的学生顺利过渡到主流班级，融入校园中生活。

国际周
每年学校都会专门用一周的时间，彰显校园中的多种文化背景和语言的多样性。这一周中，学生可
以学到许多新鲜事物，并加深对校园中所有成员的认识，提高互相之间的尊重。国际队长和国际学
生委员会将帮助策划和推广国际周，并积极参与该周的各项活动。我们相信，在互联网日益发达的
全球化世界中，培养全球公民至关重要。

GRANT LONSDALE MURRAY PHI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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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体验和活动
短途出游与训练营
语言中心举行的活动
在语言中心学习的学生会参加各种短途出游活动，进一步提高其英语语言技能。游览墨尔本中央 
商务区, 国家美术馆和州立图书馆，能帮助学生熟悉墨尔本的公共交通工具, 了解许多墨尔本独有 
的景点。学生们还可以参观布莱顿海滩和丹德农山脉 (Dandenong Ranges), 探索墨尔本郊区， 
将课堂知识与体育课相结合。 

从语言中心毕业之后
7到12年级的国际学生将有机会参加特定主题的短途旅行，其重点为扩展学生的课外学习。 

训练营项目
我校训练营项目可以带学生去往墨尔本市外的多个地点，为增强学生间友谊，增进师生了解，尝试
新的活动等提供了非常好的机会。训练营项目旨在挑战学生自我，并拓展课外知识。各年级的露营
主题为：7年级的’互相认识’营，8年级的冒险挑战营，9年级的团建营，10年级的塔斯马尼亚训练营
和/或11年级的澳大利亚中部训练营，10年级和11年级的训练营为自愿参加。我们还为12年级的学生
开设了’学习技巧训练营’, 地点为菲利普岛，时间为学年开始。该训练营是必须参加的项目。 

课外活动
我校课外活动丰富多彩，为国际学生之间互相了解，国际学生与当地学生互相交流，提供了广泛的
机会。活动和社团包括：国际合唱团，课程内设的体育运动，体育团队活动，音乐课程，艺术表演
团体，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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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发布与沟通方式
注册入学之前
有兴趣的学生及其家长应从我校网站上获取相关信息。网站信息包括: 入学要求、学校地点、教授科
目，校服照片和课外活动相关信息等。

所有申请必须通过教育和培训部的网站递交，网址为: http://www.study.vic.gov.au/en/Pages/
default.aspx 

注册入学后
电子邮件
家长如有任何疑虑或问题，请随时发邮件与国际学生管理部长或家庭寄宿协调员联系。

电话
在上学时间或紧急情况下，请随时致电本校。

社交媒体
学校为微信用户提供微信服务，并建有微信群，供家长互通有无。

国际学生项目还设有一个专门的脸书页面，供学生分享信息，发布学生的成功故事。

指南针学校管理平台 (COMPASS SCHOOL MANAGER）
这是帮助家长监控学生出勤率，学业进步和行为表现的最有效软件。通过这个平台，家长、 
学生，教学人员和其他学校工作人员能进行互动，协助管理学生学习。该管理器平台可以在
Google Chrome和Safari等网络浏览器上登录，或在苹果或安卓手机上下载Compass App 
使用。教职员工，学生和家长都各自有一个账号，其权限和功能根据身份设定。 

功能包括：

• 在线课程表
• 出勤数据
• 查看学校文件
• 查看学生学业进展与学期成绩
• 家长与教职员工之间进行沟通
• 家长可以查看作业提交日志
• 活动日程安排
• 在线付款与许可平台
• Compass直接提供的在线技术支持（本校的IT工作人员也会提供帮助）
• 生活健康与行为管理

家长可通过以下链接访问Compass平台: https://brightonsc-vic.compass.education/

学生注册入学完成迎新后，所有学生家长都会收到一个用户名和密码。 

如有要求，可提供’Compass学校管理器访问及使用方法’信息的翻译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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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学生住宿方式
根据教育部国际教育处的规定，国际学生有四种住宿选择，分别为：

• 第一种：与父母同住；
• 第二种：与经批准的亲属同住;
• 第三种：与经批准的家人的朋友住在一起;
• 第四种：住在学校安排的寄宿家庭里。

为了安全和交通方便起见，学生需要住在离学校20至40分钟之内的地方，交通工具可为火车、 
电车、公共汽车，自行车或步行。 

第四种住宿 
机场接机
选择第四种住宿方式的学生，学校会安排校方代表到机场接机，并送至寄宿家庭。接下来，寄宿家
庭会帮助学生熟悉环境，安顿生活等。他们会教学生如何去学校，如何搭乘公共交通工具，带学生
去当地的商店和超市，本地图书馆，并告诉他们附近还有哪些值得一去的地方。 

寄宿家庭
如果选择第四种，即寄宿家庭，则务必在申请中明确列出对寄宿家庭的要求。这会帮助我们的寄宿
家庭协调员找到最符合学生要求的寄宿家庭。 

第四种：寄宿家庭提供以下服务：

• 学生的单间卧室
• 三餐全包
• 能上网
• 每周衣服洗涤

请注意，学校代表会走访所有寄宿家庭，每家至少一年两次。寄宿家庭每年也必须提交最新的’从事
儿童相关工作检查认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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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与注册
所有国际学生必须在教育部的门户网站上递交申请。我们建议在预期入学时间之前的6至9个月递交
申请。 

欲查询有关维多利亚州的学习和生活，各项学费，海外健康保险，奖励和活动，成功案例以及如何
申请的详细信息，请访问：www.study.vic.gov.au

申请我校的成绩要求为：前两年所学每个科目的平均分都不低于80%。 

此外，我们建议国际学生通过在生源国的教育代理进行申请。对一些国家而言，这是教育部的要
求，从而确保学生的成绩单得到官方验证并翻译成英文。

维多利亚州国际学生部网站: www.study.vic.gov.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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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我们的教职员工

理查德·米奈克先生 (MR RICHARD MINACK) 
校长

李·安吉利斯女士  
(MS LEE ANGELIDIS)  

副校长

凯·桑特瑞女士  
(MS KAYE SENTRY)

副校长

帕特·盖加诺先生  
(MR PAT GARGANO)

副校长

杰西卡·路昂女士
(MS JESSICA LUONG)

家庭寄宿协调员

盖瑞·艾格先生  
(MR GARY AGG)
国际学生管理部长

米尔斯娜·阿波斯托雷里斯女士
(MS MIRSINA APOSTOLELLIS)

英语语言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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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 – 120 Marriage Road, Brighton East VIC 3187
电话 – 03 9592 7488
电子邮件 – brighton.sc@edumail.vic.gov.au
网址 – www.brightonsc.vic.edu.au 
CRICOS编号 – 0086IK
STUDY.VIC – www.study.vic.gov.au/en/Pages/default.aspx

BRIGHTON
SECONDARY COLLEG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