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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澳精英私校联盟（ Adelaide Independent Schools Alliance，英文缩写 AISA）

是由来自澳大利亚南澳州地区的十三所优秀私立学校共同组成的学校联盟，代表

了澳大利亚中小学教育的顶尖水平。

AISA成员学校多为开设从幼教中心直至高中的一贯制学校，执行澳洲国家体系

中小学课程（其中三所同时开设IB国际文凭课程），在校生总数9,000余人，授

课教师人数则超过800人，拥有极为丰富的教育资源。AISA成员学校中不乏数

家百年名校，具有悠久的教育传统，并传承了经久考验的教育理念，亦为当地家

庭所推崇，为澳大利亚培养了大批社会精英。

2018 年 4 月，AISA 南澳精英私校联盟正式成立，并陆续在中国上海、越南河内等

地举办了启动仪式。此举也受到了澳大利亚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门的大力支持！南

澳州州长助理部长、立法会议员 Jing Lee 女士、阿德莱德前市长 Martin Haese 先生、

南澳教育推广署首席执行官 Karyn Kent 女士纷纷发来了祝贺视频，澳大利亚驻

华使领馆的教育官员也亲临启动仪式现场。

 

澳大利亚是一个多元文化融合的包容国度，具有为国际学生提供优质教育的悠久

传统。而南澳州首府阿德莱德作为节庆之都、教育之都更是彰显了它的活力和创

新。170余年来，阿德莱德为无数各年龄段的学子提供了受教育的机会，在此完

成中小学教育后，将为毕业生创造在澳大利亚和世界各地顶尖大学的升学机会。

无论哪里，阿德莱德的教育都一定能让你实现自己的理想与抱负。

 

联盟概况

Add: Level 4, 127 Rundle Mall, Adelaide, SA 5000

Tel: +61 8 8123 1786

Website:  www.aisa.edu.au

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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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在阿德莱德

阿德莱德天气在这里，

洁白的沙滩，

掩映着摩登般的城市。

在这里，

摇曳的树影，

投射进南澳人的心里。

在这里，

留学的孩子，

过着每一个春夏秋冬；

愉悦、积极、向上。

阿德莱德，作为澳大利亚南澳首府城市，有着浓厚的文化气息和舒适轻松的生活氛围。秉承悠久的优

良教育传统，阿德莱德绝对是求学者的摇篮。这里拥有澳洲八所科研型大学之一的阿德莱德大学，是

澳大利亚最古老且享誉盛名的高等学府。涌现出许多罗德奖学者以及五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所以，阿

德莱德也被称为“诺贝尔奖之都”。

除此之外，这里还有其他全球知名大学如南澳大学，弗林德斯大学，而世界顶尖名校如美国卡内基·

梅隆大学和英国伦敦大学学院也在此设立了海外校区。阿德莱德的教育体系完善，当地的中小学教

育、职业教育、语言学校以及其他教育机构都获得极高评价。在此求学，将助你实现远大理想，迈向

锦绣前程。

阿德莱德不仅仅是一个座文化和教育之都，亦是名列“世界最宜居城市“前五名的全球都市之一（英

国<经济学人>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评选结果），和“世界十大旅游城市”之一（国际权威旅

游指南<孤独星球Lonely Planet>评选）。

南澳大利亚州介绍

ADELAIDE 阿德莱德

南澳面积

澳大利亚地图

人口

南澳150万/阿德莱德110万

984,377平方公里

语言/货币

英语/澳币

海岸线

3700公里

主要出口

金属、红酒、汽车、教育

南澳大利亚是一个精致的、现代化的地方。这里物价相对低廉，生活费用比墨尔本和悉尼便宜了近19%，非常适合生

活、居住与学习。在首府阿德莱德市，交相辉映的现代与古典建筑、熙熙攘攘的各类零售商店以及多元文化背景的人

口，都赋予了这个城市作为南澳州最主要城市中心的显著特色。《纽约人》杂志曾经称阿德莱德为“地球上最后一个精

心规划的都市”——即将到来的各位很快就可以体会到这句话的涵义了。

季节：夏季

月份：12-2月

状况：炎热、干燥

天气：25℃-35℃

季节：秋季

月份：3-5月

状况：干燥

天气：20℃-35℃

季节：冬季

月份：6-8月

状况：寒冷、潮湿

天气：10℃-15℃

季节：春季

月份：9-11月

状况：小雨

天气：20℃-25℃

·由于受地中海式气候影响，阿德莱

德夏季干燥炎热，建议经常佩戴帽

子，涂抹防晒霜。

·阿德莱德不会下雪，但冬季潮湿、

温度较低。冬季出行时，雨伞和防水

外套都是必不可少的。

阿德莱德

南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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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是一个绝佳的居住、工作、旅游和学
习的目的地。1979年，我和家人一起来到澳大
利亚。我非常熟悉阿德莱德和南澳。我在此获
得了学位证书，建立了社交网络，并在阿德莱
德开始了职业生涯。

作为一名文化背景丰富的议员，我非常荣幸能
够代表来自不同文化和语言背景的南澳居民和
公民。

阿德莱德是一个充满活力和多元文化的城市，
我们为国际生提供了一个和谐，安全和有利的
环境。

我们为阿德莱德的学校感到骄傲，它们为学生
提供了最好的设施和教学人员、支持和关怀学
生、并取得高质量的教育成果。

作为南澳州州长的助理部长，我向学生和年轻
人表达最热烈的欢迎，欢迎他们来到阿德莱德
学习。

尊敬的 JING LEE 女士
立法会议员
南澳大利亚州州长助理部长

官员致辞

议员Jing Lee 致辞



前市长Martin Haese 致辞

阿德莱德是全球公认的高质量教育提供者。

阿德莱德的学校及其老师都专注于提供最佳的
学习方案，目标是为学生提供进入全球认可的 
阿德莱德高等学府而创造一切机遇。

阿德莱德是一个安全，性价比高，最适宜学习
的城市，选择阿德莱德作为孩子未来发展目的
地的家庭数量每年都在增长。我们非常重视荣
誉和责任。

我毫不怀疑，在听到阿德莱德的素质和实力之
后，你会对作为以学习为目的地的阿德莱德有
更大的信心。

欢迎您的孩子来阿德莱德。

Martin Haese
阿德莱德前市长

Karyn Kent 致辞

作为母亲，我知道要做出教育决策是很困难的。
我们希望他们在安全和有爱心的环境中接受优质
的教育。

我们希望他们受到挑战，学会独立，并在他们迈
向成年的过程中芘壮成长。我们希望他们在未来
的职业生涯中有最好的成功机会。

我们要给我们的孩子最好的，阿德莱德可以给他
们最好的。

阿德莱德是澳大利亚首屈一指的学习型城市。我
们拥有优秀的学校和教育机构，包括大学，在世
界排名中非常靠前。我们是一个集思想家和创新
者的城市。在阿德莱德，你的孩子将接受教育，
让他们走向成功之路。

我们的城市安全、经济实惠、多元文化和充满活
力。当你的孩子在阿德莱德上学时，他们的学校
会张开双臂欢迎他们。他们的宿舍和寄宿家庭将
成为他们海外的家。在这里，他们得到鼓励能在
学术上取得成功，并成长为一个有能力和自信的
年轻人。他们将在学校朋友和家人的支待和照顾
下，学习独立思考和体验新的文化。

Study  Adelaide 在你孩子到达之前， 以及他们
在阿德莱德学习期间，都会为他们提供帮助。当
你的孩子到达时，他们会收到一个“新生包”。
还有一款免费的 Study  Adelaide  App 应用，

Karyn Kent
首席执行官
南澳教育推广署

Studyadelaide  (南澳教育推广署）

www.studyadelaide.com

可以在谷歌商城  (  Google Play  ) 和苹果商城  
( AppleStore ) 上下载。

这款应用为您的孩子提供了关于在阿德莱德生活
和学习的所有信息。他们也会定期收到有关我们
活动的最新消息包括阿德莱德市长主持的正式欢
迎仪式、体育日和海滩安全项目等社交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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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澳大利亚州教育体系 

澳大利亚国家课程体系

世界领先的
优质中小学教育

澳大利亚的中小学教育包括了学前教育、小学（含

预备班Reception）、初中和高中教育，学生在学校

接受教育的时间为13年（不包含学前教育）。

澳大利亚的小学和初中课程是由一个独立的法定机

构——ACARA澳大利亚课程、评估和报告机构制定

的全国统一标准，它被描述成为一个三维立体的教

育体系，包含七大关键能力、八大学习领域、三大

跨学科的优先关注事项（原住民历史和文化、融入

亚洲、可持续发展）。

澳大利亚的中小学教育质量在全世界位居前列。

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PISA国际学生评估项目等在内的

全球性独立评审结果均表明澳大利亚中小学在阅读、科学和数

学等特定科目中的教育水平名列世界前茅。

这应归功于澳大利亚完善的中小学教育体系及面向未来人才培

养的教育质量标准。

澳大利亚的中小学不仅重视学生的学习，同样重视并支持个人的

全面发展，如课堂内外的团队合作精神、自我表达和沟通能力、以

及优秀品格的培养，这些素质对于学生未来的生活和职业发展尤

为重要。

注：澳大利亚每个州有各自的高中毕
业 证 书，南 澳 州 的 高 中 课 程 被 称 为
SACE(South Australia Certificate 
of Education)。但这并不影响学生自
由报考澳大利亚任何一所大学，因为所
有毕业生的高中成绩最终被折算成全
国统一的澳大利亚高等教育排名（简称
ATAR），各大学以此为依据录取新生。
 
除此以外，不少澳大利亚的中小学还提
供 International Baccalaureate（IB）
国际文凭的小学项目 PYP、初中项目
MYP 和高中项目 DP。其中 IB 高中项
目 DP（两年制）亦可作为 SACE 南澳
高中课程的替代选项，但要求学生具备
全面的学习能力，更有挑战性。AISA 成
员学校中有五所开设 IB 课程。

国际认可的学历资格
国际学生在南澳州成功完成高中学业
后，将获得高中毕业证书——SACE
南澳教育证书。该证书不仅为所有澳
大利亚大学所承认，同时也在国际上
获得广泛认可。根据SACE Board南
澳州高考局公布的统计数据，完成了
SACE课程后，亦有不少学生被全球
顶尖大学录取，如英国的牛津大学、
剑桥大学；美国的耶鲁大学、加州大
学 伯 克 利 分 校 ； 加 拿 大 的 多 伦 多 大
学、麦吉尔大学；以及新加坡国立大
学、香港大学等。
 

澳大利亚国家课程体系对于小学课程的设置，关注发展学生以下七大

关键能力Seven General Capabilities：

-        识字能力

-        计算能力

-        信息与通讯技术

-        批判与创新思维能力

-        个人与社交能力

-        跨文化交流能力

-        伦理解读

小学教育：从预备班Reception持续到6年级

为让学生发展这些关键能力，学校提供多种核心课程和选修课程，覆

盖八大学习领域Eight Learning Areas:

-        英语

-        数学

-        科学

-        人文和社会科学

-        艺术

-        健康与体育

-        英语之外的第二语言

-        科技与应用

初中教育：7年级至10年级

高中生根据自身职业规划、喜好和特长自由选择课程，进一步发展他

们的技能和能力、加深理解和认知、掌握复杂的技能。

高中教育：涵盖11和12两个年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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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ET测试全称是English Proficiency Evaluation Test，是十三

所AISA联盟学校认可的英语能力测评考试，分为笔试和面试两部

分。学生可以单独预约考试，测评报告将由EPET考试中心直接提

供给AISA联盟学校作为入学申请参考。

·EPET考试无需学生额外进行考试准备，其目的是帮助AISA联盟

学校了解学生的真实水平后，匹配/安排适当的学习计划，即在中小

学课程正式开始前搭配相应周数的学术英语预备课程。部分AISA联

盟学校除了EPET测试外，亦认可包括AEAS、IELTS在内的其他

英语水平考试。

统一的EPET英语测试

Adelaide International School 阿德莱德国际学校是AISA联盟成员，位于阿德

莱德市中心。它向国际学生提供中小学阶段的英语衔接课程，南澳教育证书准备

课程（相当于10年级），南澳教育证书课程第一阶段（11年级），南澳教育证

书课程第二阶段（12年级）及EPET（English Proficiency Evaluation Test）

英语内测。

澳大利亚学校一般在下午3:30放学，考虑到家长对于学生课后安排的忧虑，

AIS 的课外学习活动中心（AIS Hub）将提供由学校监督管理下的学习辅导和

课外活动。

而学习方面，AIS Hub 将设置作业俱乐部Homework Club，每周四次（从下午

3:45开始，至6:00结束），辅导老师会根据学校布置的作业为学生提供指导和

帮助。如果学生有需要，AIS Hub 还可以为学生提供一对一学科辅导。

 

丰富的AIS Hub课后活动

AISA联盟特色服务

Representing over 900 years of Educational Excellence



Adelaide International School

University 

Senior College 

1

St Peter's Collegiate

 Girls' School

11

12

St George  

College

10

Concordia College

3

Loreto College

4

Mercedes College

5

Our Lady of the Sacred 

Heart  College

6

Pulteney Grammar School

7

2

Blackfriars Priory School 13

Wilderness School

7.普尔特尼文法学校
Pulteney Grammar School

10.圣乔治学院
St George College

11.圣彼得女子学院
St Peter's Collegiate Girls' School

9.圣弗朗西斯德塞尔斯学院
St Francis de Sales College

12.阿德莱德大学附属高中
University Senior College 

8.苏格兰学院
Scotch College Adelaide

13.威德内斯学校
Wilderness School

Adelaide International School
1.阿德莱德国际学校

Blackfriars Priory School
2.布莱克菲诺斯学校

Concordia College
3.康科迪亚学院

Loreto College
4.洛雷托女子学院

Our Lady of the Sacred Heart  College
6.圣母圣心女子学院

Mercedes College
5.梅赛德斯学院

St Francis de 

Sales College

9

5

9

Scotch Colleg eAdelaide

8



 学校基本概况

学校中文名: 阿德莱德国际学校

学校英文名: Adelaide International School

官网: www.ais.edu.au

地址: 127 Rundle Mall, Adelaide, SA 5000

距离市中心（公里）: 市中心

成立时间: 2017年

学生性别（男校/女校/男女混校）: 男女混校

校内寄宿（有/无）: 无

提供课程: 中小学英语衔接课程，SACE准备课程（相当于10年级）
                 SACE课程（11-12年级）

特色项目: 课后拓展项目（家庭作业俱乐部）、 1对1辅导

课外活动: 音乐 、体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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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德莱德国际学校坐落在阿德莱德中心，致力于培养学生养成整体学习的习惯，并打造一个全面的教育环境，促进

学生的学习与交流。在阿德莱德国际学校，老师会帮助学生在学习的期间里寻求自己的身份认同感和确立自己未来

的目标，成为一个有原则、思维开放的并富有爱心的全球公民。

�

学生在阿德莱德国际学校还可以完成南澳大利亚教育证书课程（SACE）。学校还开设了一系列辅助课程，包括商

科、音乐与表演艺术。阿德莱德国际学校采用差异化教学法，这是帮助学生取得个人成功的关键。差异化教学法为

学生量身打造教学内容、进度、结果和学习环境，以满足学生个性化的学习要求。

�

此外，学生们还可以参加资优生计划，从音乐、创业和竞技体育中任意选择一个领域。资优生计划帮助孩子们为大

学阶段的学习做好准备，也可以帮助他们开创事业。资优生计划每年会在中国的几个重点城市举办面试。

�

学校为国际学生提供寄宿家庭安排服务，这些好客的寄宿家庭会热情的欢迎国际学生的到来，并帮助他们融入当地

环境和学校生活。

校内英语强化课程

有

学校介绍

阿德莱德国际学校
Adelaide International School

AIS

AIS



布莱克菲诺斯学校是一个独立的全日制天主教学校，全校有近850名男生，提供从学前班到12年级的课程，欢迎

来自世界各地想在南澳洲学习生活的男生。

布莱克菲诺斯学校的老师将多年的经验，最新的研究和最新的教学方法结合，使得学习变得更愉快更有意义。而我

们的学生们都很善于探索，并利用自己的优势建立自信来应对更具挑战性的学科领域，并为学习以及今后的人生成

就奠定基础。我们的高中课程很好的迎合了过渡时期男生的各种需求，目前的7至9年级以澳大利亚教学大纲为基

础，老师通过这些课程确定每个学生的需求，并制定鼓励起发展的个性化课程。学生在完成10至12年级的学业后

获得国际公认的南澳洲教育证书（SACE），学生也可以选择完成学术课程，以获得澳大利亚的高等教育入学排名

（ATAR）和衔接课程的高等教育学习，或者职业教育和培训课程或者两者的混合课程。

在布莱克菲诺斯学校学习期间，男生们有机会通过综合选修课和专业课程进一步学习和参与，参加各种课外活动。

我们的毕业生90%以上都成功进入澳洲或者世界其他的各个大学进行医学，科学，工程，法律，制药，商业，金

融等课程的学习，从而成为有专业素质，自信自立和全面发展的人才。

校内英语强化课程

无

校训 Motto

The Lord is an all-knowing God  上帝无所不知  

学校介绍

布莱克菲诺斯学校
Blackfriars Priory School

 学校基本概况

学校中文名：布莱克菲诺斯学校

学校英文名：Blackfriars Priory School

官网：www.bps.sa.edu.au

地址：17 Prospect Road, Prospect, SA 5082

距离市中心（公里）：约3km

成立时间：1953年

学生性别（男校/女校/男女混校）：男

在校人数：770人

校内寄宿（有/无）：无

国际学生招收年级：7-12年级

特色项目：牧师关怀制度、国际学生交换项目

课外活动：羽毛球、板球、网球、排球、水球、篮球、足球、澳式足球
                   壁球、乒乓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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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ucation is not the filling of a bucket, but the lighting of a fire.’教育不是注满一桶水，而是点燃一把
火。诺贝尔奖得主叶芝的这句话很好地诠释了康克迪亚学院的教育目标：点燃好奇心之火，激发每个学生对于
自身成长的渴望。

康科迪亚学院拥有悠久的历史和传统，充满人文关怀，除了致力于学术成就外，还致力于提供广泛的机会，鼓
励每个学生发展才能和兴趣。学校希望学生们毕业时，都能充满自信地离开学校，了解自己是谁，有能力实现
个人目标并为之终生服务。

康克迪亚学院是一所IB学校，2001年开设IB课程以来，在小学部和初中部分别开设PYP和MYP课程。而在高
中阶段则同时提供南澳州高中课程 SACE 和国际文凭IBDP课程。学校也非常自豪地成为剑桥大学、牛津大学
等顶尖英国大学入学考试（包括BMA和TSA测试等）的授权考试中心。

学校还具有悠久的音乐教育传统，提供广泛的乐队、合唱团、管弦乐团，以满足不同的音乐形式、兴趣和能
力。学校拥有大约40位高素质的专业音乐教师，为学生提供声乐和器乐课程。康克迪亚学院还为有特殊音乐专
长的学生提供“音乐奖学金”。

校内英语强化课程
无

校训 Motto
Firm in Principle, Gentle in Manner  坚持原则，态度温和  

学校介绍

康科迪亚学院 
Concordia College

 学校基本概况

学校中文名：康科迪亚学院 

学校英文名：Concordia College

官网：www.concordia.sa.edu.au

地址：45 Cheltenham Street, Highgate, SA 5063 

距离市中心（公里）：5km

成立时间：1890年

学生性别（男校/女校/男女混校）：男女混校

在校人数：1275人

校内寄宿（有/无）：无

国际学生招收年级：7-12年级

特色项目：户外活动、交换生项目、多媒体学习项目、 IB 国际课程

课外活动：运动、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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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雷托女子学院是一所历史悠久的天主教独立女校，位于阿德莱德Marryatvillie。它站在洛雷托修女们开创的具有
400年历史的教育基础之上，和全球150所洛雷托学院一起，分享最佳教育资源，提供全球领先的女性教育。

学院的学术成绩一直非常优秀，每年约有50%的毕业生获得澳大利亚高等教育入学排名ATAR成绩90以上（排名
前10%）。近年来，学校的两位毕业生分别于2013年和2016年被推选为“罗德学者”（每年全球约20个国家共
评选出80位本科毕业生攻读牛津大学，并被授予罗德奖学金。“罗德学者”也被视为全球学术最高荣誉之一）。

洛雷托女子学院的校内宿舍条件非常好，每位寄宿生都有自己的独立房间。学校还配备了临床心理学家、营养师、
注册护士来为学生们提供全方位的服务。

校内英语强化课程
无

校训 Motto
Mary, Queen of the Angels. While I live, I believe in the Cross  玛利亚，天使之女王，我将永久信奉十字架

学校介绍

洛雷托女子学院
Loreto College

 学校基本概况

学校中文名：洛雷托女子学院

学校英文名：Loreto College

官网：www.loreto.sa.edu.au

地址：316 Portrush Road, Marryatville, SA 5068

距离市中心（公里）：3km

成立时间：1905年

学生性别（男校/女校/男女混校）：女校

在校人数：600人

校内寄宿（有/无）：有

国际学生招收年级：1-12年级

特色项目：家庭作业辅导项目、学生跨年级互助项目
                  数学和科学辅导项目、加速学习项目

课外活动：音乐项目 、运动项目、STEM 俱乐部、编程俱乐部
                  学生领导力项目、社会公正项目 、国际交流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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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赛德斯学院位于市中心附近，校内环境优美，学校的建筑体现出历史感与现代化的巧妙糅合，拥有开阔的空间和

美丽的花园。学校距离市中心、海滩和风景如画的阿德莱德山都仅有15分钟车程。

梅赛德斯是一所男女同校的学校，致力于培养学生取得卓越学术成就，并发挥年轻人在不同方面的潜能。学校为学

生提供了两条进入大学的途径，即国际文凭课程IBDP课程和南澳教育证书课程SACE。从开设课程就可以看出，

作为一所IB世界学校，梅赛德斯学院致力于国际教育，提供高品质的综合性素质教育，让学生在个人生活、服务

意识、领导能力和团队协作等各个方面为未来做好充分准备。学校也是国际学校理事会CIS的成员学校之一。

梅赛德斯学院是一所具有强列家庭观念的学校，所有的师生、员工以及学生和家长，为他们之间存在这种特有的亲

密关系而引以为豪。学校按照优良的传统教育方式，为社会培养出许多在商业和教育领域的优秀人才。

校内英语强化课程

无

校训 Motto

Loyal in All

忠于所有

 

学校介绍

梅赛德斯学院
Mercedes College

·学校开设的体育项目包括：国际象棋、板球、越野跑步、游泳、网
球、田径、水球、排球、篮球、澳式足球、足球、曲棍球、乒乓球、
沙滩排球、垒球和无板篮球。
·社会公正委员会、世界文化俱乐部、辩论队、澳大利亚股票市场竞
赛等各种比赛。

 学校基本概况

学校中文名：梅赛德斯学院

学校英文名：Mercedes College

官网：www.mercedes.catholic.edu.au

地址：540 Fullarton Rd, Springfield, SA 5062

距离市中心（公里）：6km

成立时间：1954年

学生性别（男校/女校/男女混校）：男女混校

在校人数：1230人

校内寄宿（有/无）：无

国际学生招收年级：6-12年级

特色项目：专业课辅导、中学预备课程、课程辅导

课外活动：合唱团、乐队和管弦乐队
                  学校定期举办戏剧活动、艺术展、露营和音乐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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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介绍

圣母圣心女子学院
Our Lady of the Sacred Heart Colle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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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校基本概况

学校中文名：圣母圣心女子学院

学校英文名：Our Lady of the Sacred Heart College

官网：www.olsh.catholic.edu.au

地址：496 Regency Rd, Enfield, SA 5085

距离市中心（公里）：约7km

成立时间：1947年

学生性别（男校/女校/男女混校）：女校

在校人数：450 人

校内寄宿（有/无）：无

国际学生招收年级：7-12年级

特色项目：信息通信技术实验室、科学实验室、表演艺术中心
                  视觉艺术和科技套件、商业厨房、图书馆和语言中心

课外活动：

 

篮球、澳式足球、足球、排球、室内运动挑战赛、学校体
育、学校间游泳、羽毛球、跑步俱乐部、网球、OLSH步
行俱乐部

圣母圣心女子学院是一个充满活力、包容和希望的院校，在这所学校中的每个人都会受到重视。同时我们有足够多

的员工，他们激情、慷慨大方、能力超群，鼓励学生创新、坚毅和坚韧，并帮助学生们为未来的挑战做好准备。我

们会鼓励学生变成更优秀的自己；努力培养每个女孩内心独特的才能和能力，并且灌输重要、独特的知识。

我们有着杰出的学习计划，我们也总结出女孩学习的独特方式。我们12年级的学生成绩优异，大部分毕业生顺利

进入大学本科课程，其中包括工程、法律、制药、商业和医学等领域。

你的女儿在学校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预示着她未来的成功。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我们为学生提供了成功必备的

种种技能。圣母圣心女子学院创造了一个多元文化的学生社区，在这样的环境中你的女儿可以发展更为广阔的人际

关系，同时也能促进全球友谊的发展。

校内英语强化课程

无

校训 Motto

May Christ Reign 

愿主常在  



   |   www.aisa.edu.auADELAIDE INDEPENDENT SCHOOLS ALLIANCE25    |   www.aisa.edu.auADELAIDE INDEPENDENT SCHOOLS ALLIANCE 26

 学校基本概况

学校中文名：普尔特尼文法学校

学校英文名：Pulteney Grammar School

官网：www.pulteney.sa.edu.au

地址：190 South Terrace, Adelaide, SA 5000

距离市中心（公里）：约1km

成立时间：1848年

学生性别（男校/女校/男女混校）：男女混校

校内寄宿（有/无）：无

国际学生招收年级：1-12年级

特色项目：个性化定制学习方案、电子互动学习、夏季/冬季体育竞赛
                  双语支持、英语辅导

课外活动：篮球、板球、网球、排球、划船、垒球、足球、澳式足球
                  曲棍球、擦网球、羽毛球

普尔特尼文法学校成立于1848年，至今已有170余年历史，坐落于阿德莱德市中心，是一所私立的男女混合圣

公会学校，独特的地理位置令校园充满活力，同时普尔特尼文法学校也是南澳州最负盛名的学校之一。

学校拥有独特的四个分院结构：早教中心、小学、中学和高中；学生人数1000余人，教职员工85余

年，40%的12年级毕业生获得90分以上的优秀学业成绩。此外，19%的学生到达95分以上，名列全国前5%，

这些成绩是优质教学的体现。学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支持学生在个人和学术上的成长，在一个友好和关爱的环

境中培养学生，促进了不同年龄段学生之间的互动。

学校的目标是培养学生对持续的好奇心的热情，致力于创造性地思考和工作，并培养对多样性的深刻欣赏和尊

重。学校鼓励学生积极参与他们的学习，并对自己承担挑战的能力培养信心，培养他们的批判性和创造性思维，

并在地方、国家和全球各级与社区建立牢固的联系。

校内英语强化课程

无

校训 Motto

O Prosper Thou Our Handiwork  求你成就我们的作品

 

学校介绍

普尔特尼文法学校
Pulteney Grammar School

在校人数：100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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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介绍

 

苏格兰学院
Scotch College

 学校基本概况

学校中文名：苏格兰学院

学校英文名：Scotch college

官网：www.scotch.sa.edu.au

地址：Carruth Road Torrens Park SA 5062

距离市中心（公里）：约8km

成立时间：1919年

学生性别（男校/女校/男女混校）：男女混校

校内寄宿（有/无）：有

国际学生招收年级：1-12年级

特色项目：VET职业发展课程、全人教育

课外活动：击剑、舞蹈、表演艺术、高尔夫等

苏格兰学院创办于1919年，位于南澳大利亚阿德莱德风景如画的丘陵地带。在过去的一个世纪，苏格兰学院在南
澳大利亚的精英联盟学校中排名一直稳居前列，并且因开设具有前瞻性的课程且有着丰富的教学经验而闻名于世。
学院注重对于学生综合能力的培养，而非只是简单地助其考取 ATAR高分。

苏格兰学院除了提供经典学术科目课程之外，针对不同年级提供了各种各样的科目选择，如商业和创业、戏剧、舞
蹈、视觉艺术、电影制作和语言等。除基础课以外，苏格兰学院还举办体育竞技、表演艺术、传统高地舞蹈、管乐
队、演讲节目、户外教育等大量课外活动供学生选择。

阿德莱德苏格兰学院自1972年以来便一直为合作办学深感自豪。其将为学生们举办课外活动，与同龄人进行交流
等事宜作为是培养年轻领导者和优秀公民的重要内容。

从学前中心到12年级，苏格兰学院以在课堂内外制定了一套全面且正面的教育教学方法。苏格兰学院希望可以培
养出积极参与互动的学习者，他们可以为提升自己和他人的生活掌握知识、作出承诺并富有热情。

2018年，苏格兰学院毕业班有46%的学生成绩达到90分以上，31.4%的成绩达到95分以上，6名学生成绩达到99
分以上，学生共获得21项荣誉。苏格兰学院的学生在学术上取得了巨大成就。

校内英语强化课程
有

校训 Motto
Scientia, Humanitas, Religio 知识，人文，宗教 

在校人数：110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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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校基本概况

学校中文名：圣弗朗西斯德塞尔斯学院

学校英文名：St Francis de Sales College

官网：www.stfrancis.catholic.edu.au

地址：8 Dutton Road, Mount Barker, SA 5251

距离市中心（公里）：约34km

成立时间：1902年

学生性别（男校/女校/男女混校）：男女混校

校内寄宿（有/无）：无

国际学生招收年级：7-12年级

特色项目：精致的园艺设施、正建设崭新的国际标准体育运动场地
                  开放式学习中心、运动草场、科技大楼、贸易技能中心

课外活动：澳式足球、篮球、游泳、田径运动、足球、无板篮球 
                  网球、排球和触身式橄榄球

学校介绍

圣弗朗西斯德塞尔斯学院位于巴克山，在阿德莱德山丘的中心地区，是一所提供从七到十二年级的天主教会混合学

校。

圣弗朗西斯德塞尔斯学院认为，良好的教育是给孩子的最大礼物，因为他们需要在一个安全的并且提供各种支持的

学习环境中茁壮成长。学院不仅满足孩子的学习需要，而且超过他们的期望。通过工作人员、学生和家长之间的积

极的配合使孩子们独立创建团队，帮助他们在学校、事业和生活中取得卓越的成绩。

圣弗朗西斯德塞尔斯学院欢迎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学生，珍视每位学生所作出的贡献以确保我们的学生们都能去建

立和享受繁荣的文化，成为乐观的世界公民。我院国际化展望体现在课程、国际学生项目、校内外师生交流游学，

以及不断增进的国际院校关系。校长和高级职工定期出访亚洲，会见在读和预备国际学生，并与家长一起庆祝学生

所取得的学术成就。

校内英语强化课程

无

校训 Motto

Be who you are and be that well

做自己，做好自己

圣弗朗西斯德塞尔斯学院
St Francis de Sales College

在校人数：100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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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校基本概况

学校中文名：圣乔治学院

学校英文名：St George College

官网：www.sgc.sa.edu.au/

地址：低年级校区（R-4）：54 Rose Street Mile End,  SA 5031
           高年级校区（5-12）：75 Rose Street Mile End,  SA 5031

距离市中心（公里）：1km（有两个相邻的校区，分别位于玫瑰街） 

成立时间：1983年

学生性别（男校/女校/男女混校）：男女混校

校内寄宿：无

国际学生招收年级：5-12年级

特色项目：最先进的酒店行业培训中心 (TTC)、学生辅导项目

课外活动：足球学会、篮球、排球，无板篮球、国际象棋、家庭作业俱乐部
                  辩论和器乐

圣乔治学院位于阿德莱德市中心，是一所私立混校，提供从5到12年级的教育。学校地处多元文化的社区，为文化

和语言多样化的学生群体感到骄傲。

圣乔治学院提供启发式和个性化教育，让学生拥有良好的学习体验，鼓励她们追求卓越，成为最好的自己。学校提

供丰富的课程选择，让学生有机会在感兴趣的领域进行深入学习，如STEM项目、高等数学、艺术和运动。

学校全部以小班教学，并且配有专门的辅导老师，让每个学生可以以优异的成绩完成学业。圣乔治学院学风严谨，

重视培养学生高尚的情操。学校近年来，重视提高教学质量，所有的老师都是具有丰富教学经验的优秀老师，学校

拥有现代化的教学设备，这些现代化的设备也为学生提高学习成绩和增长知识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学校每周提供4节英语课，额外还有4节英语为第二语言课程（小班教学）。学校每日关怀计划保证每一个学生都

在安全的环境中学习和交流。

校内英语强化课程

无

校训 Motto

Forever Excelling

不断超越

学校介绍

圣乔治学院
St George College

在校人数：8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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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校基本概况

学校中文名：圣彼得女子学院

学校英文名：St Peter's Collegiate Girls' School

官网：www.stpetersgirls.sa.edu.au/

地址：Stonyfell Road, Stonyfell, SA 5066

距离市中心（公里）：5km

成立时间：1894年

学生性别（男校/女校/男女混校）：女校

校内寄宿（有/无）：无

国际学生招收年级：1-12年级

特色项目：

课外活动：

·全球行动计划（此项目鼓励学生们积极并正式地参与地区性、全国

性和国际性的慈善机构和非赢利机构。初始阶段是6年级的探究单

元，然后通过7年级和8年级的未来创业计划得到进一步发展。初中和

高中的所有学生都参与各自学院所支持的慈善机构，并与之发展良好

的关系。）

·EDGE项目(天资聪颖、悟性很好的学生可以获得有针对性的深度

强化学习机会。EDGE项目（拓展、差异化、英才教育）通过对学习

内容的浓缩和拓展以及学习进度的加快确保这一部分学生的需求得到

满足。这一项目是针对个别学生量身定制的，使他们能够以最好的效

率进行学习，并使他们获得尽可能多的自我实现和发展机会。拓展学

习主要集中于科学、技术、工程、数学、哲学、批判性读写和创造性

问题解决。)

·音乐方面
舞台乐队、长笛合奏乐团、打击乐团、摇滚乐队、教堂乐队、高级弦
乐团, 五重奏合唱队、大合唱队、音乐会合唱队、室内合唱队
·运动方面 
夏季：健美操、田径、篮球、赛艇、垒球、游泳、网球
           触身式橄榄 球、铁人三项、排球、水球
冬季：澳式橄榄球、羽毛球、越野/田径、曲棍球
           长曲棍球、无板篮球、足球

圣彼得女子学校创建于1894年，是由教会修女社团开办的一所精英私立女子学校。她是阿德莱德最古老最具权威

的学校之一。她既有令人骄傲的悠久历史，又与充满现代思想相结合的风格而独具一格。圣彼得女子学校位于阿德

莱德市的Stonyfell，距离市中心约5公里。学校总面积44,000平方米，周围绿地和公园环绕，硬件设施一应俱

全，包括室内体育馆、科学实验室、多功能演讲厅、舞蹈房、电脑房、网球场、音乐教室等。

 

学校开设从幼儿园到高中的全面教育，关注学生的个人成长，并因优异的学术成绩而享有盛名。凭借优秀的教师队

伍和先进的教学质量，圣彼得女子学校持续在南澳大利亚省SACE（相当于中国的高考）考试排名中名列前茅。

2017年，学校有45.3%的学生取得95分以上的ATAR成绩，在全国排名前5%。学校于2012年引进IB国际文凭大

学预科课程，可供高年级学生选择，这一课程极具挑战性，为她们开启通向世界著名大学的大门。圣彼得女子学校

侧重于学生在STEM（科学、技术、工程、数学）方面的教育和发展，并在近年来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和突破性的

发展。为了加强在STEM方面的优势，学校于今年开始建造新的科学实验楼，并计划于2019年投入使用。崭新的

实验室和先进的设备，将为学生提供与科学直接接触的机会，让理论融合实践，学生将获得批判性思维和解决问题

的综合能力，在同龄人中脱颖而出。

校内英语强化课程

无

校训 Motto

For the Church of God, Blessed are the Pure in Heart  上帝的教会，祈福来源于赤子之心 

学校介绍

圣彼得女子学院
St Peter's Collegiate Girls' School

在校人数：90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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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介绍

阿德莱德大学附属高中是澳大利亚唯一的由大学参与共同举办的中学，坐落于阿德莱德大学校园中。设立该校的初

衷是因为阿德莱德大学发现很多学生虽然以优秀的中学成绩升入该校，但大一成绩却不尽如人意。通过调查研究，

阿德莱德大学发现问题可能出在中学的教学模式和大学有所不同，导致部分学生升入大学后不太适应。因此，阿德

莱德大学设立附属中学的目的在于帮助学生提前在高中阶段就为大学学习做好准备！

学校凭借全球顶尖大学的学术&科研实力，让学生们沉浸在浓厚的大学氛围中专心学习，通过有效的学科安排和大

学授课模式来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和学习动力。学生整个学习都是在大学校园内，所有的设施和资源都与大学生一

起共享，帮助学生树立更高的学习目标。

2017年，16名学生ATAR成绩在99以上（接近满分），6名毕业生被阿德莱德大学医学院临床医学本科专业录

取。历年来，学校的优秀毕业生还被一些全球顶尖的英美大学所录取。

校内英语强化课程

有

校训 Motto

Your Future Starts Here

您的未来，由此开始

阿德莱德大学附属高中
University Senior College 

 学校基本概况

学校中文名：阿德莱德大学附属高中

学校英文名：University Senior College 

官网：www.usc.adelaide.edu.au/

地址：North Terrace, SA 5005

距离市中心（公里）：0km

成立时间：2002年

学生性别（男校/女校/男女混校）：男女混校

校内寄宿（有/无）：无

国际学生招收年级：11-12年级

特色项目：校内语言课程、学术辅导项目

课外活动：丰富的社团活动、如著名的“环境俱乐部”、经常以各种形式
                      举办活动、引起公众对环境保护等一系列问题的重视意识。

在校人数：43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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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介绍

威德内斯学校自1884年建校以来，一直是南澳地区女子学校的标杆。作为一所提供学前至12年级教育的非教会女

子学校，威德内斯女校重视个人成长，为女生提供坚实教育，鼓励女生们探索和发挥个人潜质，让她们在将来的生

活和事业中迎接挑战，知难而上不断追求，取得成功。

威德内斯学校一直以优异的成绩被列为澳大利亚最成功的学校之一，历年来高考成绩和澳洲文理测试成绩均高居南

澳州前5名，且多次登顶获得第1名。学校了解女生的学习和成长，充满关怀的人文环境成就未来女性世界公民。

学校提供超小班教育，拥有家庭般的凝聚力和价值观。丰富多样的课程设置、多种课外活动和运动项目帮助学生全

面发展。每年从全球其它国家招收固定名额国际学生，重视文化多元性。

校内英语强化课程

在合作学校 Prince Alfred College 内

校训 Motto

Always True  永远真实   

威德内斯学校
Wilderness School

 学校基本概况

学校中文名：威德内斯学校

学校英文名：Wilderness School

官网：www.wilderness.com

地址：30 Hawkers Rd, Medindie, SA 5081

距离市中心（公里）：约5km

成立时间：1884年

学生性别（男校/女校/男女混校）：女校

校内寄宿（有/无）：有

国际学生招收年级：1-12年级

特色项目：9年级训练项目（锻炼学生独立性、团队协作能力、
                  抗压性等个人能力）领导力训练项目、野外教育项目

课外活动：各种乐团、合唱团、一对一乐器课程、各种运动项目
                  社区服务项目、象棋、辩论、戏剧协会、文学俱乐部
                  杂志社、美术项目、环保项目、阅读计划等

在校人数：75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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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以及家长感言

来到这个学校，我觉得同学们对
我很友善，都很关心我。老师们
除了让我上到当地同学的主课程
外，还会带我去参加一些户外活
动。我的澳洲同学都夸我数学非
常出色，我也很乐意与他们一起
讨论数学题，大家互相帮助，一
同进步。

陈同学

张同学

我在学校里最喜欢的教室就是上
设计课程的这间教室，这里的老
师们非常热心，他们教会了我很
多东西。他们回答我所有问题，
而且还会告诉我究竟是怎么回事
还有其中的原因。这间教室里所
有的作品都是学生做的，非常厉
害吧！

申同学

这是我第一次来澳洲，还是一个
人来的，父母不在身边，这对我
来说是最大的挑战。我第一次进
到学校，这里的同学比我在中国
的同学要热情很多，他们主动来
帮你，感觉特别热情，心中一阵
阵暖意。

秦同学

我是第一次来澳大利亚上课，这
里的学校非常大，环境优美，有
很多不同类型的教室，比国内的
学校要多很多。他们的课程很丰
富，但是课程不难，同学们都很
热情。我和我的澳洲同学上一样
的 课 ， 做 一 样 的 功 课 ， 真 是 神
奇。

来到澳洲后，我觉得我的孩子无论
从学习能力，还是生活自理能力方
面，都提升了很多。一开始我还会
担心她在新的环境中会有各种不适
应，但是小孩子融入新环境的速度
真的比想象中快很多，英文提高特
别明显。除了学习之外，寄宿家庭
的洋爹洋妈也很关心她，这些让我
非常欣慰，周末他们会带她出去参
加户外活动，也会逛一些当地的市
场，让她更好的了解阿德莱德这个
城市。

陈同学家长

卢同学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澳大利亚，在
这之前我没有来自外国的朋友，
直到我来到这里，我有了第一位
外国朋友——Jas，我非常开心认
识她，她是一个非常善良仔细的
人，不管在学习上还是生活上都
帮助了我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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