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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澳大利亚高中直通车

西澳大利亚珀斯市
珀斯是西澳大利亚的首府，坐落于天鹅河畔，濒临印度洋。珀斯有近二百多万
人口，被认为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城市之一。西澳大利亚正处于经济繁荣时期，
仅占10%的澳大利亚人口，却创造了全澳大利亚48%的出口额的显著成果。
温暖的地中海式气候
安全，友善的多元文化氛围
生活消费低
高效，现代，价格合理的公共交通（市中心公共交通免费）
青年人的理想城市
全球 最适宜居住的十座城市之一

连续被提名全球最适宜居住的前十的城市。
（经济学人杂志全球最适宜居住城市排名）
Simplified Chinese

西澳大利亚中学

西澳大利亚珀斯拥有世界级的中学体系，包括此体系下
的公立中学和私立中学。
西澳大利亚的中学和学院为12岁到18岁的学生提供7年
级到12年级的中学教育。不论公立中学还是私立中学都
为学生提供高质量的教育，每年的毕业生都在大学入学
考试中名列前茅。为学生能够成功融入职业以及高等教
育的环境所需要的学术知识，社交以及个人技巧而做准
备。

大学预科直通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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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年级-10年级初中课程
初中的学习是持续小学所学的知识，包括英语，数学，
科学，历史，美术，科技，健康和体育教育，语言，人
文和社会科学等科目。
学生每周必须参加至少2个小时的体育活动。
11年级到12年级高中课程
由专业的老师教授多种多样的相关的课程。学生可以深
入的选修52门普通课程，10门职业教育课程（VET）以
及广泛的合作项目。学生可根据自己的兴趣和职业理想
选择学习项目。在12年级期末，学生希望继续进入大学
可参加西澳大利亚教育证书WACE考试。注：每个学校不
可能提供所有的普通课程和VET职业课程。
西澳大利亚教育证书（WACE）
WACE证书是颁发给满足此证书要求的高中生。通常学生
需要完成2年的高中学习才能获得WACE证书。WACE可
以被以下所认可：
大学-大学本科入学
行业- 入职

“我喜欢在珀斯学习，因为这
个城市既安全又安静。凤凰学
院使我顺利升入西澳大利亚的
高中，我期待明年在新学校交
更多的朋友。
由于我刻苦努力，一直与朋友
练习英文，我的英语有了很大
提高。西澳大利亚的教育非常
棒！这会使我在泰国有一个更
美好的未来。
Pongsakorn - 泰国

SCHOOL TERM DATES
201ϳ
第一学年 第一学期 2月1日－4月7日

201ϴ
2月1日 - 4月8日

期中假期 4月8日－4月23日

4月9日 - 4月25日

第二学期 4月24日－6月30日

4月26日 - 7月1日

学年假期 7月1日－7月16日
第二学年 第三学期 7月17日－9月22日

7月2日 - 7月17日
7月18日 - 9月23日

期中假期

9月23日－10月8日

9月24日 - 10月9日

第四学期

10月9日－12月14日

10月10日 - 12月15日

职业技术与继续教育-入学以工作为导向的职业类教育
学生必须至少完成20门课程，才能获得WACE证书。学
生可以从52门课程中选择，包括化学，地理和环境科
学，健康研究，文学，戏剧和数学等等。如果想全面
了解WACE内容以及可选择的课程，请查看SCSA的官
网：WWW.SCSA.WA.EDU.AU
澳大利亚高等教育录取排名
对于入读大学的学生，澳大利亚高等教育录取排名
（ATAR）计算分数的标准为：学校分数占50%，考试分
数占50%。
ATAR是指某个学生在所有的西澳大利亚12年级毕业生中
的排名。按照高校入学总人数（TEA）以及西澳大利亚
12年级毕业生人数计算。
高等教育服务中心(TISC)允许用ATAR的结果作为进入澳
大利亚公立大学筛选标准。ATAR也通过了国际认可。
了解更多ATAR的信息，请登录高校服务中心网站查看“
关于ATAR”：www.tisc.edu.au

PHOENIX

高中预备项目学术英语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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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ICOS Course Code: 011044G

“凤凰学院高中预备项目学术英文课程是为了那些准备入读澳
大利亚的中学的学生所准备的”
凤凰学院
高中预备项目学术英文课程设在凤凰学院的珀斯市区校园。校园环
境幽雅，离市中心仅10分钟车程。校园还设有Beatty Lodge (自炊
校园宿舍),这为从海外来访的父母及家人提供了方便。
学生来自世界各地，在这里学习高中预备项目学术英文课程，这种
多国籍的组合给青年学生营造了多元文化以及安全的学习环境。
优势：
英语强化训练 – 语法及其语言应用
针对高中科目相关的英语技能训练
阅读和笔记的策略与技巧
论文写作技巧
口语与听力技巧
计算机、媒体学习，戏剧学习
批判性思维和解决问题技巧
澳大利亚历史与文化
学习技巧、调查技巧、快速阅读、报告写作和作
业
小班授课
娱乐项目
学校在授课期间组织一系列运动/文化娱乐活动， 以
协助学生了解澳大利亚社会，为学生适应澳大利亚中
学的学习环境做好准备。
课程
课程主要根据未来在澳大利亚高中学习的技能要求而设
计。在教授澳大利亚，全球系统和社会知识的中学习
听，说，读，写这四项基本技能。
升学途径
当完成高中预备项目学术英文课程之前，凤凰学院的教
师将对学生进行测验。学生达到相应的英语水平，或
者需要延长英语学习时间。 学生达到相应的英语水平
后，我们将正式推荐学生入读高中。凤凰学院将与指定
高中进行联系，确定学生进入高中学习的最佳时间。
2017学费: 凤凰学院

高中入学的语言要求：
所有高中学生都需要提供目前的英语水平（如剑桥
O-Level，或者A-level、雅思、托福成绩
等）。无英语水平证明的学生需完成 iPEPT (凤凰学院
英语水平网络测试)英语评估，可通过凤凰学院的办事
处或指定教育代理机构进行。如果未能向 ETI 提供任何
英语等级证明，在进入高中学习前需进行三十周的必修
英文课程。
所有已完成学前英语课程（或者直接入读）的学生必须
满足以下表格的英语水平。学生进展的水平会根据个体
差异而有所不同，例如：入学语言水平，家庭环境，学
习兴趣，年龄与文化差异等。
学习时长:
学生可以在凤凰学院学习2周到48周的英文课程。预备
课程的长度由学生的英语水平而定，如下表所示。
英语水平

预备中级B
中级A
中级B
中高级
预备高级
高级A

CEFR

预期时长

PEPT 等级

约等同雅思
分值

A2+
B1
B1+

6周
12 周
6周

35%
40%
50%

3.5
4.0
5.0

B2

6周

55%

5.5

B2+
C1

6周
6周

60%
65%

6.0
6.5

高中年级

7年级
8 – 9年级
10年级
11/12年级
预科级别
大学本科
研究生硕士

西澳大利亚公立中学的英语要求
* “约等同雅思分值”仅为预估所得，并不代表真正的雅思分数，
如需获得真正雅思分数应到雅思官方考试中心参加雅思考试（学
术类）。

学费

$415(01 - 11 周), $410(12 - 23 周) $405(24 - 35 周),
$400(36 - 48 周)

* 英语学习进展- （ESL）预计英语学习周数（会根据个体差异而有
所不同，例如：入学语言水平，家庭环境，学习兴趣，年龄与文
化差异等。）。

申请费

$230

PEPT=凤凰学院英语水平考试

学杂费

$475(1-23周) $500 (24-48周)

CEFR=欧洲共同语言参考架构：全球范围

PHOENIX SAMPLE WEEKLY TIMETABLE
星期一
8.45 am 10.15 am

星期二

语言对比和比较

持续动词与一般时态

原因，对比，目的的句式

转换及讨论

演讲计划

重点词汇听力练习

方位听力练习

小组报告

小组报告

学术计算机学习

学术计算机学习

听力和阅读
演讲

阅读理解: 事实和建议

报告 – 确定目标与阅读人群
45分钟午餐休息
实践和展示

角色扮演

课堂辩论

1.45 pm
2.00 pm 3.00 pm

星期五

15分钟课间休息

12.00 noon
12.45 pm 1.45 pm

星期四

听力和写作

10.15 am
10.30 am 12.00 noon

星期三

小组讨论及反馈
15分钟课间休息

重点科目学习
澳大利亚研究

学术计算机学习

批判性思维技巧

凤凰学院以种类繁多的服务项目而著称，尤
其是对低龄的学生。凤凰学院可协助学生的
高中入学、安排监护、寄宿家庭、学生福利
咨询、入学指导，甚至帮助建立银行账户。

Marie Gorman, Homestay Manager

住宿安排
凤凰学院在学生学习高中预备项目学术英文课程期
间，为学生精心选择澳大利亚的寄宿家庭。当学生
入读中学时，中学通常会为学生寻找新的寄宿家庭。
凤凰学院鼓励学生居住寄宿家庭，学生身处英语语
言环境和当地文化的氛围中，而加强提高学生的英
语水平。
监护人
18岁以下的学生在法律上需要指定一名被许可的监
护人。学生在凤凰学院学习期间，凤凰学院与寄宿
家庭共同做为学生的监护人。然而，学生一旦步入
中学学习，则必须指定一位监护人。 如果学生在珀
斯没有为其做监护人的亲戚或朋友，凤凰学院可以
为其指定监护人。

免费英语测试！
请访问我们的网站WWW.PHOENIX.WA.EDU.AU
点击在线测试，注册IPEPT

打包签证
凤凰学院为了方便学生整个课程，可以将学生的英文课
程与中学课程的学术英文课程打包签证。（例如：英语
课程加上中学课程整个学习时间）
中学入学安排
为学生及家人提供咨询以找到适合学生的学校
本校收到学生的成绩单即为之申请首选学校
本校收到中学的确定函之后即把录取通知书寄给学生
本校负责把英语进展报告每隔十二周寄给学生家人和
学校
学生上中学之前，本校将协助安排学生到中学与校长
见面、选择所学科目以及购买教科书和校服
境外测试机制
凤凰学院可以安排学生在澳大利亚或者学生所在的国家
参加凤凰学院的网络英语语言测试（iPEPT）。通过测
试，我们可以知晓学生在进入中学之前需要学习多少周
英文。

如何申请&联系人：
请将申请费和寄宿家庭安置费（如需要安排寄宿家庭），与完整的申请表和英文的学术成绩单提交给当地的学校代表或者直接提交到以下联系方
式。申请表下载网址：www.phoenix.wa.edu.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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