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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由教会修女社团创始于1894年。这些修女极具开拓精
神，她们舍弃原有的生活，从位于地球另一端的英格兰远渡重洋
来到这个她们知之甚少的异国城市。她们上岸时，身上的财物所
剩无几，但她们为这个城市带来了无价的东西，那就是：高品质女
子教育的愿景。学校最初创办时位于北阿德莱德，于 1957 年搬迁
至距阿德莱德市以东 5 公里的 Stonyfell。

我们的女生们意气风发，誓将追随创始人的足迹，做有勇
气、有创造力、有爱心的女性。

关于圣彼得女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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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市

关于我们的校长

在全球最安全、最宜居城市的排行榜中，阿德莱德市常常名列前茅。该市的医疗、居住和环境品
质都堪称一流。其顶尖的教育水平也获得全球认可，是国际留学生首选的目的地之一。

圣彼得女校位于阿德莱德风光秀丽的丘陵地带，校园四周是一片宁静的原生态山林，校内古老
的历史建筑和崭新的现代建筑交相辉映，独具特色。学校拥有众多具有一流水准的设施，包括全新 
的中学部和图书馆、科学与技术中心、舞蹈室、音乐室、演播厅、游泳池、体育馆、六个网球场以及一 
个很大的运动场。学校有门对门接送校车系统，与市政公共交通的接驳非常便捷。

“与男女同校的环境相比，单性别学校可以让女孩们变得更有竞争力，更愿意承担风险。”
她说，“全球各地的研究不断地证明，单性别学校中的女孩在学习上更加自信，尤其是在 STEM  
科目 —— 自然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除了 SACE 和国际文凭大学文凭课程以外，我们学校还
提供多样性的学习项目和跨课程活动，使学生们在课堂内外都能快速地获取成功。”

在她的领导下，学校进行了一系列的校园建设，以满足未来学习者的需求。她还为学校制定了 
一个综合性的战略计划，在学业、学生福祉和跨课程等多个领域实施了首创性的项目。

Julia Shea 于 2014 年初成为圣彼得女校的第12 任
校长。她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具有丰富的领导经验。她拥
有新英格兰大学的教育管理硕士学位和塔斯马尼亚大学
的理学学士学位。Julia 曾在悉尼著名男校纽英顿学院任
副校长，主管学习和教学十年有余。在出任副校长之前，她
是纽英顿学院的数学组组长，数学是她至今一直极度热爱
的学科。

Julia 是单性别教育的积极倡导者，在加入我校时，她将三个女儿都转学到了圣彼得女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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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SACE 和 IB 两个项目中，我们的 2019 届毕业生一如既往地取得了以下令人瞩目的成绩：

在 SACE 中，圣校女生取得了：
> ATAR平均分 92.55
> ATAR 成绩95分以上的占 40%
> 我们的高分状元喜获南澳州长奖

 在 SACE Stage 2 考试成绩中，我校女生的 ‘A’ 段高分比例达到 66.02%，远超整个南澳州
27.58% 的优秀率。

I B 文 凭 课 程 是 为 期 两 年 的 强 化 课 程，我 校 参 加 此 课 程 的 所 有 学 生 都 成 功 获 得 了 文 凭 。 
事实上，2019届是圣彼得女校开设此课程以来获文凭人数最多的一届。我们的学生在数学、 
英语和中文等多个科目都考出了非常不错的成绩。

我们的学生在毕业后选择的高等教育是多样化的，大多数学生被录取到第一志愿的大学专业。

2019 年的学业成绩

EDGE 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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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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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课
程是针对每个学生量身定制的，使她们能够达到最优的学习进度，并最大程度地获得自我提升和自
我发展的机会。课程活动将重点放在科学、技术、工程、数学、哲学、批判性读写能力和创造性问题解
决能力。EDGE 课程每周安排一次，参加此课程的同学需要离开她们的常规课堂到拓展小组学习。

女生们还会参加各种激烈的学科竞赛和精彩的课外活动。最重要的是，此课程还与我们的课堂
紧密结合，我们的 EDGE 项目负责人跟老师协同合作，确保每个学生都有拓展和挑战的机会。

圣彼得女校以其蜚声海内外的教育成就而自豪。凭借优秀的教师队伍和精心的准备，学校在南
澳大利亚教育证书（ SACE ）考试中取得的成绩一直名列全州前茅。

于 2012  年引进的国际文凭大学文凭课程（ IB ）是供高年级的学生选择的。这一全球认可的升学
通道可以为学生们提供一个在学业上非常有挑战性的大学入学考试备考课程，为她们开启通向世界
各地著名大学的大门。圣彼得女校安排的所有教学项目都是为国际生们今后在大学里的学习做准备
的。我们的小班教学模式可以帮助学生们取得优异学业成绩。

获得国际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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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强化课程
 

2016 年，圣彼得女校为中学学生推出了全新的语言强化课程。这一课程项目已经将圣彼得女校
推上了南澳州语言教育领域的领导地位。学前班到 3 年级的学生每周上两堂语言课（汉语或法语）。
她们可以继续学习这门语言直到 6 年级期末。从 4 年级开始，语言学习的强度会提高，学生们每周上
四堂课。

对于母语为汉语普通话的学生，会在可选的时间安排独立的中文母语课，以培养和发展她们第
一语言的技能。母语为汉语普通话的学生将学习法语作为她们的外语。

中学课程是在学完国际文凭初级课程（ IB PYP ）之后开始的。学生们升入 7 年级后，他们可以选
择在中学三年期间学习汉语或法语。高中学生可以选择继续学习这两种语言，或者从头学习西班牙
语。我们的强化语言课程项目还提供一个独特的机会让以英语作为第二语言的学生进入英语强化班
学习，使她们能够进一步加深对英语的理解，并在课堂中取得成功。我们的 EALD （英语作为外语或
方言）专业老师会提供指导，为您的女儿选择最合适的班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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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rriculum Outline

中学科目

我们的中学部招收 7-9 年级的学生。除了数学、科学、历史和英语等一系列的核心学习科目，学
生们还需要学习一种语言。此外，我们的女生们还要学习戏剧、音乐、舞蹈、视觉艺术、食品技术和数
字技术等特色科目。7 年级和 8 年级期间，所有科目都包括在课程表中，9 年级开始提供选修科目。

在 7 年级和 8 年级期间，学生们还会通过我们创新的未来课程开展一个校内创业项目。每年， 
我们的学生都能够与她们的班主任老师建立密切的工作关系，这名老师不仅充当导师、辅导员，还 
充当学生与家长之间沟通的桥梁。这些专业老师还负责学校福祉项目的方方面面，增强每个学生的
个人技能和时间管理技能。

小学科目

小学是基础阶段，我们帮助学生在读写能力、计算能力，以及个人技能、社交技能与情商等多方
面打下扎实的基础，使她们成为有志向、有智慧、有毅力的年轻学习者。

我们的小学教学项目与教学法契合澳洲课程大纲，并以国际文凭初级课程（ IB PYP ）为基础，包
括人文与社会科学、数学、艺术、科学，以及个人、社交与体育技能教育。

通过探究、实践与反思，我们的主班老师在 IB 教学思想的指导下培养学生的各方面能力与素
养，包括思维能力、合作能力、交流能力、自我管理能力以及研究能力。此外，学生们还参加多种多 
样的由专业老师任教的课程，包括语言、音乐、视觉艺术、体育，以及在老师指导下开展调查研究。

课程大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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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修课
中学概览
7 年级 8 年级 9 年级

英语 英语 英语

历史 历史 历史

地理 地理 地理

哲学与宗教 哲学与宗教 哲学与宗教

数学 数学 数学

科学 科学 科学

视觉艺术 视觉艺术 视觉艺术

音乐 音乐 音乐

形体戏剧 戏剧 戏剧

法语、汉语 舞蹈 舞蹈

食品技术 法语、汉语 法语、汉语

数字技术 食品技术 设计技术

保健 数字技术 食品技术

体育 保健 Engineering Technologies 
(eTECH)

未来课程——与21世纪人类面临的问题相关的开创性思维和
实践 保健

体育 体育

成长课程

请注意：课程是根据学生的兴趣调整提供的。本表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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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科目 

通过 SACE 以及国际文凭大学文凭课程（ IB ），我们的高中为学生们提供更多的学业选择。我
们为 10-12 年级设置的课程适合具备多种能力和兴趣的学生，以升入大学所需的课程为学习重点。 
SACE 和 IB 这两个课程选项都能为将来的学习和职业发展打下非常好的基础。 我校学生们还能以 
SACE 学生的身份修读 IB 文凭课程，以获得 SACE 考核所需的相应学分。

我们设置的 SACE 课程的一大特色是：学生们在 10 年级期间学习第 1 阶段的科目（个人学习 
计划），在 11 年级完成第 2 阶段（研究项目），从而可以让我们学生在12年级专注在她们的核心课 
程上。 

课程大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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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概览

请注意：课程是根据学生的兴趣调整提供的。本表仅供参考。

10 年级 11 年级 SACE 12 年级 SACE 

舞蹈 舞蹈 舞蹈

戏剧 戏剧 戏剧

音乐 音乐
音乐：合奏
音乐：音乐研究
音乐：独奏

视觉艺术：艺术/设计 视觉艺术：艺术/设计 视觉艺术：艺术/设计

英语
第二语言英语

英语文学研究
普通英语

英语
英语文学研究

保健与体育
高能训练 

（训练反应与比赛分析）
体育 健身证书 III

体育

历史（20 世纪世界史）
非删节历史
正义与社会

法律研究
现代史

法律研究
现代史

汉语
法语
日语

语言
（从 IB 规定语言中选择） 语言

（从 IB 规定语言中选择）

基础数学
数学

基础数学
普通数学
数学方法（A、B 与 C）
专业数学（D）

基础数学
普通数学
数学方法
专业数学

商业、企业与技术 商业创新
数字技术

商业创新
数字技术

法医学 
全球变化工程学
心理学
科学

生物学
化学
营养学
物理学
心理学

生物学
化学
营养学
物理学
心理学

食品技术 食品与酒店管理 食品与酒店管理

个人学习计划 研究项目

学习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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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品质获得全球公认的 IB 文凭课程为期两年，跨11和12年级，其目的是培养有探究精神、知识
丰富且有爱心的毕业生。

IB 文凭课程兼顾知识的宽度和深度。学生们学习六个科目以及三大核心要素：知识理论（ TOK ） ； 
创造力、活动、服务（ CAS ）和拓展论文（ EE ）。这些核心领域可以帮助拓展学习经验，并促使学生们对
学到的知识加以灵活运用。

科目的难度级别有标准级和更高级，可按需选择。学生们学习文学和数学，还可以选修其它科目,
如汉语、法语、日语、西班牙语、经济学、全球政治学、生物学、化学、物理学和视觉艺术。

IB文凭得到澳大利亚和国外高等教育机构的高度认可，毕业生可借此文凭选择在全球范围内 
升学。

IB 文凭课程

IB 分数  全国 ATAR
换算（ 2019）

45 99.95

44 99.85

43 99.70

42 99.40

41 98.80

40 98.25

39 97.50

38 96.70

37 95.75

36 94.50

35 93.30

34 92.10

33 90.65

32 88.95

31 87.10

30 84.40

29 81.90

28 79.90

27 77.65

26 75.15

25 72.10

圣彼得女校提供的 IB 文凭科目

英语 A ：文学
汉语 A ：语言与文学

语言 B ：汉语 / 英语 / 法语 / 日语
从头学西班牙语

经济学
全球政治学
心理学

生物学
化学
物理学

数学
数学研究

视觉艺术

创造力、活动、服务
拓展论文
知识理论

请注意：课程是根据学生的兴趣调整提供的。本表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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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团 / 活动
环保社团
棋类社团
辩论
公共演讲
编程社团
学生会
哲学俱乐部
科技俱乐部
 
领导力
12 年级自我完善
学院与体育领袖
服务、活动和艺术领袖
中学学生领袖
小学学生领袖

音乐
舞台乐队
长笛合奏乐队
打击乐合奏乐队
摇滚乐队
唱诗队
高级弦乐队
五重奏合唱团
大型合唱团
音乐会合唱团
室内合唱团
音乐会乐队

体育（夏季）
健美操
田径
篮球
体操 (R - 6)
赛艇
垒球
游泳
网球
触身式橄榄球
排球
水球

体育（冬季）
澳式橄榄球
羽毛球
曲棍球
长曲棍球
网球
足球

跨科活动与课外活动
圣彼得女校提供多种跨科活动和课外活动以丰富女生们的学习。我们的目标是，通过积极培养

学生在课堂外的文艺和体育爱好，确保学生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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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级 地点 时间 活动

1 留在学校 1晚 游戏、烤香肠、看电影

2 拿奴农场 1晚 农场活动，如骑马、打铁、制奶油、喂牲口

3 维克多港 2 晚 超越极限挑战活动，游览花岗岩岛和鲸鱼馆

4 奥丁格营地 2晚 超越极限挑战活动，游览花岗岩岛和鲸鱼馆

5 巴拉腊特 4晚 模拟19世纪淘金生活的角色扮演与活动

6 堪培拉 4晚 关于澳洲历史、政治、科学与体育的游学

7 罗布 4晚 皮划艇、洞穴探险、丛林徒步

8 袋鼠岛 4晚 丛林徒步、身体冲浪、浮潜、冲沙、历史、猛禽

9 弗勒里厄半岛 4晚 丛林徒步、皮划艇、晚间独奏表演、攀岩、高空绳索

10 弗林德斯山脉 4晚 丛林徒步、山地自行车运动、攀岩、绳降

11 格伦黑文公园 1晚 挑战高空绳索，领导能力与身心健康强化训练

12 The Grand - Glenelg 1晚 学习和生活技能

学校训练营、游学和社会活动
作为课程安排的重要组成部分，圣彼得女校为每个年级举办多种多样的训练营、游学和社会活动，为
必修活动。这些活动有的是在当地举办，有的则是跨州甚至海外活动，目的是为了发掘个人潜能，培
养自我价值感，丰富学校的社会实践生活。

全球学院确立了三大目标：为慈善团体和非盈利机构做贡献；通过我们的课程建立全球联系；以
及与加拿大、美国、中国、日本和英国的合作学校开展年度交流活动。我们的很多女生们还能去柬埔
寨和斐济等地参加服务学习，了解当地文化并为当地社区提供支持。

学校安排各种各样的活动，包括为国际生们安排的郊游活动，可邀请非国际生的同班同学参
加。最近的活动还有攀岩、空中漫步、躲避球、蹦床等等，孩子们不仅能玩得尽兴，还能增进与同学之
间的友谊。

我们的女生们还有很多机会与来自其他学校的男生和女生开展社交、学习和竞赛活动，如辩
论、棋类、公共演讲、舞会、音乐和体育等等。我们的学校日程表中的舞会，是为高年级女生专门安排
的。

此外，学生们还可通过我们的全球学院获得国际教育机会。全球学院营造一个相互尊重、积极进
取的文化氛围，鼓励学生们在本地以及全球范围内来推进变革。全球学院使学生们不仅能了解世
界，还能参与其中，并与他人分享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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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师项目
圣彼得女校的校内导师项目是为 7-12 年级的学生提供的免费补课服务，旨在培养优良的学习习

惯，帮助学生们理解课堂内的学习内容，巩固知识。
这是一个非常灵活的项目，学生们可以安排时间充分利用。我们的导师都是最近几年毕业的学

长，他们清楚地知道学生们需要什么。他们是最优秀、最聪明的一批毕业生，是经过学校的严格选择
来担任主课领域的导师的。 

EALD 专业师资
圣彼得女校有一个团队专门为以英语作为外语或方言的国际生提供支持。作为入学流程之一，

在你申请入读我校时，该团队的一名成员会对你进行一次英语能力评估，以确保你适合所选的课程
并达成学习目标。借此评估，还能确定你入学后是否需要语言支持课程。



14

ESOS 框架 
 

提供高品质的教育并保护你的权利
澳洲政府希望在澳洲的国际生能有一个安全、令人愉悦且学有所获的学习地。澳洲的法律推崇

高品质的教育，国际生的消费者权益得到有效保障。这些相关法律被称为 ESOS 框架，包括 ESOS  
(海外教育服务）法 2000 版，以及国家规范 2018 版。

对国际生的保护
作为持有学生签证的国际生，你就读的教育服务机构以及课程必须在 CRICOS  联邦国际生教

育机构和课程署）登记在册。CRICOS 注册能够确保你所就读的学校与课程满足国际生所需的高标
准要求。

你的权利
ESOS 框架保护你的权利，具体如下：

• 你有权在支付费用之前或支付费用时与圣
彼得女校签订书面协议，规定学校所提供
的服务，所需支付的费用，以及有关学费退
还的相关信息。你应该保留一份协议。

• 你有权获得你已付费的教育。ESOS框架 
包括消费者保护，如果圣彼得女校不能提
供你已付费的课程，你可以获得退费或者
被安排到另一课程。

• 你有权在录取之前获得跟课程、费用和学
习模式相关的最新且准确的信息，以及跟
圣彼得女校以 及你的中介相关的其它信
息。

• 如要你未满 18 岁，为确保你的安全，只有
在你的住宿、相关支持和福祉都有妥善安
排的情况下才能获得签证。

ESOS 框架规定了为国际生提供教育服务的
澳洲教育机构必须满足的标准，其中包括提供如
下信息和服务：

• 学校提供适当的培训和支持，帮助你适应
在澳洲的学习和生活

• 负责国际生联络的人员
• 可以推迟、暂停或者取消入学的条件
• 圣彼得女校你的课程进展须达到的的具体

要求，如果进展不顺，学校可提供的帮助
• 学校对于课程出勤率要求
• 投诉或申诉的流程

你的责任
对于持有学生签证的国际生，你有责任：

• 满足你的学生签证所有罗列条件
• 在就 读 期间以 及 外加三个月内持 有有效

OSHC (海外学生健康保险) 
• 遵守与圣彼得女校签订的书面协议
• 在地址和联系方式变更时及时通知圣彼 

得女校
• 在课程学习中取得令人满意的进展
• 如 果你 的 课程 有考勤 记 录，要 遵守 圣 彼 

得女校的考勤规定
• 如 果你未满18岁，只能 住在学 校 批 准的 

住宿、获得相关支持和一般福祉安排

https://cricos.education.gov.au
https://cricos.education.gov.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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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政府网站链接
澳洲政府为寻求在澳洲学习的国际生提供支持服务和信息。相关信息可以在下列网站点查询：

studyadelaide.com

internationaleducation.gov.au

immi.homeaffairs.gov.au

考勤要求
学校按照《国际生教育与培训机构国家执业规范》2018版进行考勤。国际生每学期（两个小

学期）需按规定达到所学课程80%的出勤率。学校要求学生出席正常开学期间的所有课，并参加 
班会、唱诗会和学校集会、外出旅游和野营。

学生必须按我校网站上列明的上学时间到校上课。在休息日，允许学生外出旅行，但必须提前
获得学校批准，并填写国际生旅行建议表。下载完整的考勤政策。

15

https://studyadelaide.com/
https://internationaleducation.gov.au/Pages/default.aspx
https://immi.homeaffairs.gov.au/
https://www.stpetersgirls.sa.edu.au/wp-content/uploads/2020/04/ISPO-009-Attendance-Policy.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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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安排与支持
国际生可以和一名家长或者指定的亲属 / 监护人居。非澳洲居民的家长或亲属需申请监护人签

证。或者，学生可居住在学校批准的寄宿家庭。我校与正规的寄宿服务机构合作，可以为国际生提 
供全套住宿和一日三餐的服务，寄宿服务可以由一个家庭、一对夫妻或者单独一个人提供，每周收 
取一定的费用,细节参看我们的收费结构。住在寄宿家庭可以帮助国际生成为大社区的一分子，学 
到更多澳洲文化。寄宿家庭提供舒适的学习环境和家庭场景，提供更多交流互动机会。

敬请注意寄宿家庭服务仅对年满12周岁以上的学生提供。 

学校为国际生们提供全方位的支持，包括一名专门的国际生主任、个人心理咨询、EALD教学、现
场医疗服务职员，以及专业免费补课服务。

安全、尊重、公正，以及良好的沟通是圣彼得女校福祉和寄宿家庭项目的核心要求，可以提升国
际生在澳洲的生活和学习体验，使澳洲家庭生活给国际生们带来积极的影响。所有寄宿家庭都是通
过一系列标准严格挑选的，确保他们能为国际生持续提供优良的寄宿服务。

生活成本
 

澳洲货币 
在你首次来澳洲时，你需要携带充足的资金来满足你的生活开支。你的初期费用包括校服费

和校巴车票，以及你可能需要的一些个人开支。这些费用都在你的书面协议里注明了。大部分的钱
应该通过旅行支票或者国际信用卡带来澳洲。旅行支票可以在澳洲的任何银行或换汇行兑换成现
金。

学校或者你的寄宿家庭会协助你在当地银行开立银行账户。请注意，携带大量现金是不安全
的。信用卡或旅行支票万一丢失可以报失更换，但极少旅行保险公司会赔偿丢失或被偷的现金。

ATM 机
自动柜员机（ATM）到处都有（包括机场），你可以通过标有Cirrus 标志（国际通用）的 ATM 机从

你的海外账户取钱。你可以在出发前向你的金融机构了解相关信息。

信用卡
所有主要的信用卡在澳洲都能正常使用，但是，你一定要记住，很多信用卡的还款仅限发卡国

家境内。不要指望你一到澳洲就能申请到信用卡，由于信用问题，以及跟身份识别相关的法律问
题，信用卡申请比较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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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收费结构
申请入学 
申请费为不可退款项目，且仅接受澳元付
款。
申请费   $120
录取却仍费   $1,000

学费（澳元$ AUD）

从入学到 3 年级 每年$25,000

4-6 年级                       每年$29,000

7-9 年级 每年 $33,000

10-12 年级 每年$36,200

11 年级 IB 税费 每年$1,400 

12 年级 IB 税费 每年$2,090

杂费（澳元$ AU） 

澳洲寄宿家庭安排费 $290

寄宿家庭住宿费 
每周 $325 
寄宿家庭可向学生收取每周 
$10 的互联网费用。

校服费 约 $1,500

校巴服务费 每个小学期 $310 （可选）

个性化音乐课学费每课 30 分钟的课程每节课 $35 - 
$40（可选）

海外学生健康保险费 每年 $529 （按 2020 年费)

课外活动（含划艇，社会
活动和服务学习旅行） 价格不等, 敬请垂询。

   

查看我们的电 
子版招生手册

点击这里查看我们国际生手册电子版

https://user-jraserr.cld.bz/Welcome-to-St-Peter-s-Girls-School/56/
https://user-jraserr.cld.bz/Welcome-to-St-Peter-s-Girls-School/56/
https://www.stpetersgirls.sa.edu.au/wp-content/uploads/2019/10/International-Student-Fees-202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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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学校所在的社区热忱欢迎国际生的到
来，可以帮国际生安排寄宿家庭。学校对学生的
英语能力有一定要求，需要既会说，也会写。为
此，我们还提供 EALD （英语作为外语）课程。学
校的目标是为不同能力层次的学生提供教育服
务。我们聘请高水平的教师，并通过最新的技术、
一流的设施和美丽的教学场地营造出色的学习
环境。

学校视每个学生为一个拥有独特品质和智
力的个体，有针对性地开展教育。我们的课程囊
括多种学科，并提供四种语言，包括法语、汉语和
西班牙语，其中西班牙语是从头学。学校占地 9 
英亩，被 Ferguson 国家公园和Bell Yett 自然保
护区环绕。

学校的所有课室都装有空调，配齐教学用的
多媒体设备，包括电子白板、手提电脑和数字投
屏，营造灵活方便的教学环境。校内的设施包括
一个恒温游泳池、网球场和无板篮球场、体育馆、
健身室、艺术/戏曲和音乐室、表演艺术中心、食
品技术中心、7 个备套齐全的科学实验室、食堂，
以及早教中心。我们使用科技设备开展教学，1-6 
年级的学生使用 iPad 上课，7-12 年级的学生均
拥有自己的笔记本电脑。

圣彼得女校是联邦国际生教育服务机构与
课程署 (CRICOS No. 00373D) 登记在册的教育
服务机构。我们欢迎国际生来我校就读，所有入
读申请都将由学校逐个审核，并根据学校的学位
空余情况以及对入读申请书中提供的支持文件
进行评估的基础上确定是否录取。

入学申请
全额付费国际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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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证要求
国际生在澳洲学习期间必须拥有有效的签证。根据不同的签证类型，可以判定是否为全费海外

学生 (FFPOS) 或者是否按当地学费收取。为了入读小学、中学或高中学校课程而申请学生签证的学
生被归类为FFPOS。FFPOS 的录取按照澳洲政府民政事务署的法规和程序进行。如需了解更多信
息，请访问澳洲政府网站 www.immi.gov.au。 

入读要求
如果英语不是申请人的第一语言，我们会在录取前要求申请人通过英语能力评估。英语语言 

能力考试的费用必须由申请人家庭自行承担。根据本次考试成绩以及我校内部测试的结果决定该
学生是否需要修读 ELICOS （国际生英语语言强化课程），以确保学生的英语水平达到入读圣彼得 
女校所需的学业水准。圣彼得女校接受以下几种考试：

澳洲教育评估服务 (AEAS)
AEAS 可以由中介或家长在国外安排，可以致电+6 13 9645 0077 或访问网站www.aeas.com.

au 获得更多信息。AEAS 适合 8-16 岁的女生。

国际英语语言考试系统（雅思）
雅思成绩分为9个分段，适合 15 岁以上的女生。雅思网站是 www.ielts.org。

以英语作为外语的考试（托福） 
托福适合15岁以上的女生。托福网站是www.ets.org/toefl。 

圣彼得女校录取所要求的英语语言能力水平如下： 

要求的英语语言能力水平
Year Level AEAS IELTS TOEFL

7 年级（中学） 61 分以上 
中上水平 5.5 分以上 46 分以上

8 年级（中学） 63 分以上 5.5 分以上 46 分以上
9 年级（中学） 66 分以上 5.5 分以上 46 分以上
10 年级（高中） 75 分以上 6 分以上 60 分以上
11 和 12 年级 —SACE 78 分以上 6 分以上 60 分以上
11 和 12 年级—IB 80 分以上 6.5 分以上 79 分以上

 

国际生入读申请还取决于圣彼得女校的内部英语评估。
国际生申请入读圣彼得女校按以下流程进行。

入学申请
全额付费国际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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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报名
填写本手册背面的入读申请表，连同下列文件一起寄

给我们。
1. 经公证的学生出生证明复印件一份
2.  包含相片、护照号码以及护照到期日的护照详情页

复印件一份
3.  英语语言能力考试成绩（AEAS、托福、雅思均可）
4.  学生最近两年的学校成绩单（英文版）
5.  由学生当前就读学校出具的包含该学生品行与学习

评价的推荐信
上述文件由相关的学校校长以及 / 或教务主任、SACE 

主任、IB主任、EALD 老师和招生主任作出评估。
请注意：如果您的女儿被我校录取，我们会收取 120 澳

元的申请费。

正式录取
申请成功的学生会收到一份正式的录取通知以及学

生就读所需的书面协议。书面协议中会注明学生入读的课
程，入读条件，并列明跟课程有关的学费和杂费，以及学生
的福祉要求。如接受我们的录取，需签署书面协议、入学确
认表、学生守则、医疗保险表格、寄宿家庭登记表，并按我
们出具的发票支付款项。

完成以上步骤后，学校会向学生签发电子版的录取确
认表 (CoE)，对于未满 18 岁的学生，还会发一份住宿与福
祉表格 (CAAW) ，根据这份文件，学校对学生的福祉与住 
宿承担责任。学生凭上述文件申请澳洲学校的学生签证。

健康保险 
按照签证要求，全费海外学生 (FFPOS) 在读期间以 

及之后三个月内需持有有效强制性投保海外学生健康保
险 (OSHC)。确认录取后，学校可以帮学生在安联保险投
保。

联系信息
录取之前以及在读期间，如联系方式有任何变动，包 

括地址、家庭电话、电邮地址和手机号码，学生和家长应
及时通知学校。任何联系信息的变更均需在七日内通知学
校。一旦就读，每六个月，学生必须确认其联系方式细节，
这是学生所持签证要求。

住宿与福祉政策
圣彼得女校不提供学生宿舍。作为录取的前提条件， 

报名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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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生需：
1.  与一名经移民和边境保护署批准的家长或

者亲戚同住。
2. 居住在经学校批准的寄宿家庭。学校与正 

 规的寄宿服务机构签有协议，可为学生 
 安排寄宿家庭。

学生年满 18 周岁后，学校要求她在毕业之前
继续在经批准的寄宿家庭居住。在读期间，学校不
允许学生单独居住。

查看住宿与福祉政策

考勤政策
持 有 学 生 签 证 的 学 生 每 学 期 至 少 要 出 席 

80% 的课。这是学生所持签证要求。如未能满 
足这一标准，学生将承担被报告且学生签证被取
消的风险。学校每天都要做考勤纪录，且有一套监
控学生考勤率的系统。本考勤政策的完整版本会
和书面协议一起寄给学生，并附在本手册中。

监控学生课程进步的政策
作为学生所持签证要求，学生必须满足教 

育服务机构设定的课程进展程度标准。监控学 
生课程进步的政策之完整版本会和书面协议一 
起寄给学生，并附在本手册中。

课程学分
在确定录取之前，圣彼得女校会对所有申 

请人进行评估。对于 11 年级及 12 年级初跨州转
学或从海外转学来我校的学生，可凭相关州或领
地课程评估权威机构提供的或全国公认的学习 
证明获得课程学分。

对于选择 IB 课程的学生，仅认可之前的 IB 课
程学习并获得相应的课程学分。

指定监护人
如家长无法每天为学生提供监护，学校要求

学生家庭尽可能指定一名代理监护人。学校要求
监护人年满 21 周岁，是澳洲永久居民或拥有经批
准的临时居留权。学校建议学生家庭指定熟人作
为代理监护人。学校要求指定的代理监护人签署
保密信息表。

理解声明
我们学校希望学生能有优良的表现，以保持

我们学校出色的学业成绩纪录和品行标准。学生
签证也要求学生必须：

• 满足相关课程的出勤率要求
• 满足相关课程的成绩要求 
• 遵守学生行为准则
• 在外出旅行前提交行程表并获得批准
• 投保强制性的海外学生健康保险

隐私政策
圣彼得女校受到英联邦隐私法国家隐私原则

的约束。入学申请表中提供的信息将严格按照学
校的隐私政策妥善使用。

如需了解此政策，请访问我们的网站 
www.stpetersgirls.sa.edu.au.

学校政策
有关延学、停学或退学的信息，请点击这里 查

看详细政策。
有关退费政策，请点击 这里。

国际文凭大学文凭课程
圣彼得女校是一所非选拔性的综合学校，在 

11-12 年级提供两种大学文凭课程，分别是 IB （国
际文凭大学文凭课程）和 SACE （南澳大利亚教育
证书)。

对于入读 IB 文凭课程的国际生，由于该课程
是用英语上课的，所以对英语熟练程度有一定要
求。学生必须通过学校内部和外部机构的笔试及
口语评估，所有考试内容均是全英文的。

此外，在录取国际生时，我们会重点关注学生
的英语能力，对于未达标准的学生，学校将安排英
语强化课程。入读圣彼得女校的前提是，学生必须
提供成绩单来证明她们在当地学校成绩优秀，此
外还要提供英语语言能力水平的证明。

为了挑选未来准备报读 IB 文凭的 FFPOS (全
费海外学生)，我们建议入读 11 年级的学生参加
托福 (TOEFL) 考试并取得 60 分以上的成绩，或参
加由英国文化委员会 (British Council) 和澳大利
亚高校国际开发署 (IDP Edu Australia) 举办的雅
思 (IELTS) 考试并取得 6 分以上的成绩，以获得报
读该课程的资格。这是为了保证FFPOS 学生具备
在该课程中取得优秀成绩所需的英语熟练程度。

从我校低年级升上来的 FFPOS 学生，按照 
EALD / 英语老师的意见，如具备 IB 课程所需的足
够的英语熟练程度，则不需要 参加测试。

https://www.stpetersgirls.sa.edu.au/wp-content/uploads/2020/04/ISPO-001-Accommodation-and-Welfare-Policy.pdf
https://www.stpetersgirls.sa.edu.au/wp-content/uploads/2020/04/ISPO-009-Attendance-Policy.pdf
https://www.stpetersgirls.sa.edu.au/wp-content/uploads/2020/04/ISPO-011-Monitoring-Student-Course-Progress-Policy.pdf
http://www.stpetersgirls.sa.edu.au
https://www.stpetersgirls.sa.edu.au/wp-content/uploads/2020/04/ISPO-005-Deferment-Suspension-and-Cancellation-of-Enrolment-Policy.pdf
https://www.stpetersgirls.sa.edu.au/wp-content/uploads/2020/04/ISPO-006-Refund-Policy-for-International-Students.pdf


学生详情
名 常用名
姓
学生的家庭地址

邮编
学生的邮寄地址

电邮 电话
出生日期 国籍
学生的出生国 家庭使用的语言
当前学校名称 所学语言
准备入学年级 当前年级
nn    如按照法庭判决书或者协议，有其他人与该学生存在联系或责任关系（请提供相关文件的复印件）
在澳洲的其他家庭成员
姓名 电话
会说英语吗?      nn  是         nn    否
父亲或监护人详情
会说英语吗?      nn  是         nn    否 出生日期
名 / Mr / Dr / Rev’d 姓
职业 雇主
办公电话  手机
优先使用的电子邮箱
私人地址

邮编
邮寄地址

邮编
私人固话 国籍 家庭使用的语言
公民身份 国家
母亲或监护人详情
会说英语吗?      nn  是         nn    否 出生日期
名 / Ms / Mrs / Dr / Rev’d 姓
职业
办公电话
优先使用的电子邮箱
私人地址

邮编
邮寄地址

邮编
私人固话 国籍 家庭使用的语言
公民身份 国家

申请入学
全费海外学生



为帮助我们制定将来的计划，烦请填写以下信息：
您是如何了解到圣彼得女校的？

nn    中介                           nn    广告                        nn    家人 / 朋友                 nn  新闻报道      nn  展览                           
nn  网站                        nn    卓越的学业成绩              nn  其它（请说明）

填写完毕的申请表

Enrolments Director 
St Peter’s Girls’ School 
PO Box 1185, Kensington Gardens 
South Australia, 5068 Australia

请将填写完毕的申请表交回到下面的地址：

特殊需要及情况
您的孩子有一些特殊需要或者特殊情况可能影响到她充分利用我校提供的课程吗?                            
nn 是   nn 否    nn 是否有EALD需求 

学生有过敏或其它医疗注意事项吗?         nn  是         nn    否

如果您回答是，请提供相关的报告或文件
海外申请人及刚到澳洲不久的学生

海外申请人或者来自最近刚到澳洲的家庭的申请人需填写下列信息：

学生需要办理签证入境澳洲吗?           nn  是         nn    否

如果是，需要何种签证?   

nn  永久居民     nn 临时居民 nn 交换生      nn 全费海外学生

学生的护照号码 护照到期日

有中介吗             nn  是         nn    否 中介名称 
中介电话

你有澳洲监护人吗?          nn  是         nn    否 监护人姓名 
监护人电话

学生需要学校统一安排的家庭寄宿吗?     nn  是         nn    否
同意条款
我 / 我们已经仔细阅读本入学申请表中的详细招生信息和条款
我 / 我们确认提交本入学申请表以及下列文件：
nn 经公证的学生出生证明复印件一份
nn  包含相片、护照号码以及护照到期日的护照详情页复印件一份
nn  英语语言能力考试成绩（AEAS、托福、雅思均可）
nn  学生最近两年的学校成绩单（英文版）
nn  由学生当前就读学校出具的包含该学生品行与学习评价的推荐信

除非法定监护人只有一个，否则父母双方均需签名。
父亲或监护人或唯一法定监护人 
 
 
日期：

母亲或监护人或唯一法定监护人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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