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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学生招生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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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 

感谢您对麦卡瑟圣公会学校的兴趣。二十五年多来，麦卡瑟学校一直以国际化为重，在一个富有爱

心和互助的基督教环境中，为来自许多国家的学生提供一流的教育。

麦卡瑟的学生在我们的学校里接受着优质教育。这一教育以进入大学为重点，为学生将来在全

球化环境中工作的成功做好准备。我们不但有丰富的求知文化，而且还有广泛参与课外活动的机

会，让学生能够找到自己卓越的专长。麦卡瑟圣公会学校力求为学生提供丰富的选择和机会，让

他们培养一系列重要的人生技能，包括批判性的思维、自律、诚信、组织技能、领导能力、创业

和沟通技能。

麦卡瑟学校大为成功、并且不断发展的国际学生项目，让海外学生和澳大利亚学生接触到多元文

化，并且从中受益，我们对此深感自豪。

“麦卡瑟之道”的支柱不但是我们教学工作的核心，也是作为我们价值观基础的校风的核心。尊重、

诚信、诚实、卓越、学习、自律、谦逊、慷慨 – 这些都是我们的老师不断向学生言传身教的价值

观。 

学校、家长和学生之间的关系对教育的成败非常关键。在这一令人激动的海外教育旅程，我们期盼

与您精诚协作，让学生为自己的明天做好准备。

David Nockles

文学学士、教育学学士、教育学硕士、教育学博士

Dr D P Nockles

校长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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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Hour Drive

对我来说，在澳大利亚学习很有挑战性，但也很有启发性。在另一种文化
环境中生活，拓宽了我的视野，让我更加了解自己的长处和短处。离开祖
国，在异国他乡生活，确实突破了我的局限性，让我有机会走出自己的舒
适区。这并不总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回首看看自己所征服的一切，你会
感到非常自豪。

如果没有我的寄宿家庭和老师，我是没法做到这一切的。在我感到迷失
时，他们给了我大力支持。我不仅更加了解周围的世界，而且对自己作
为个体也有了更多的洞察，因此我认为这段美好的经历对我的未来很有
价值。

Qian Wang
Qian来自于中国上海。她在9
年级开始入读麦卡瑟学校，一

共将在麦卡瑟学校学习三年半

的时间。

7

悉尼 
机场

卡姆登

卧龙岗

探索激情
培养人才
追求卓越的传统

麦卡瑟圣公会学校积极让学生为大学教育做好准备。麦卡瑟学

校是悉尼西南部的一流学校。

社会服务

麦卡瑟圣公会学校要求学生不但在校内要参与社会服务，而且

在校外也要积极参与社会服务。我们在校园内部、学校所在地

社区以及海外为学生创造了许多为他人服务的机会

兢兢业业的老师

麦卡瑟圣公会学校的老师训练有素，而且还在不断提高教学技

能。我们的老师对学校尽职尽责，必须以身作则，表现出我们

对学生所要求的相同价值观。

丰富的课外机会

我们的课外活动俱乐部旨在挑战学生的思维方式，培养他们在课

堂以外的技能。这些俱乐部还让不同年级的学生有机会相互认

识和交往。学生有大量的机会参加不同的俱乐部，其中包括音

乐、机器人学、摄影、体育、农业、戏剧、艺术、演讲和辩论

等俱乐部。

价值观

麦卡瑟圣公会学校言传身教本校引以为傲的价值观：尊重、诚

信、诚实、卓越、自律、责任、谦逊和慷慨。

终生学习 

在麦卡瑟学校接受的教育只是终生学习的开端。我们力求培养

学生的求知欲和追求卓越的渴望，创造他们在毕业后终生学习

的激情。

探索激情
培养人才
探索激情
培养人才

麦卡瑟圣公会学校距离悉尼市中心只有一小时车程，占地面

积34万平方米，校园广阔，风景如画。学校距离卧龙岗也只

有一小时车程，距离堪培拉两小时车程，距离蓝山1.5小时车

程。麦卡瑟学校所在地区靠近新的西悉尼机场开发项目所在

地，是悉尼发展最快的地区之一。

本校校园广阔，位置便利，拥有悉尼地区内一个独特的学习环

境。麦卡瑟圣公会学校还拥有一大片户外空间，用于体育活

动、户外课程以及校园农场。

学校所在 
地与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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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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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麦卡瑟圣公会学校，我们鼓励学生追求优异的学习成绩 。学校

拥有一流的求知文化，鼓励学生挑战自我，为他们提供各种研究

机会，鼓励他们深刻思考。

麦卡瑟学校开设的所有科目都为进入大学提供准备。

为了帮助学生实现自己的目标，麦卡瑟圣公会学校为国际学生提

供一系列支持。英语语言技能对学生发挥最佳能力非常关键。我

们教授英语为非母语的老师与国际学生密切协作，为他们在所有

科目的受教过程中遇到的语言问题提供大力支持。

我们所有的教室都配备空调，并且配有最先进的触屏显示器和授

课器械。每班的人数大约为25名学生。11年级和12年级的学生

有许多科目选择，班级人数少的只有六名学生。我们实行小班授

课，让老师可以充分关注每个学生，最大程度帮助学生激发自己

的潜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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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麦卡瑟圣 
公会学校学习

9年级和10年级的必修科目 9年级和10年级的选修科目

英语 

数学 

科学

个人发展、 

健康和体育 

 (PDHPE)

英语 

数学 

科学

澳大利亚历史

澳大利亚地理

历史 

地理 

音乐

印尼语

历史或地理

个人发展、

健康和体育 (PDHPE)  

圣经学

技术 (研习班和电脑)

视觉艺术

圣经学

农业

商业

设计和技术

戏剧

印尼语

信息和软件技术

音乐

视觉艺术

7年级和8年级的科目 11年级和12年级的科目

高级英语

标准英语

英语作为额外语言/

方言

英语进阶1

英语进阶2 (12年级)

数学

数学 标准2

数学进阶1

数学进阶2 (12年级)

农业

生物 

化学

地球和环境科学

物理

古代历史

现代历史

历史进阶(12年级)

社会和文化

宗教研究1

宗教研究2

戏剧

音乐 1

音乐 2

音乐进阶(12年级)

商学

经济学

地理

法律研究 

个人发展、 健康和

体育(PDHPE)

印尼语中级

印尼语进阶(12年级)

设计和技术

纺织品和设计

信息处理和技术

软件设计和开发

视觉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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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7.00-7.15 乘坐校车去学校

上午8.10 开始上课

上午10.40 课间休息

上午11.00 重新开始上课

下午1.00 午餐

下午1.40 重新开始上课

下午2.40 下课 乘坐巴士去寄宿家庭

下午3.00 开始课外活动 每星期一学习必修科目-英语作为额外语言/

方言 ，下午4.15下课

麦卡瑟圣公 
会学校一日

7-12年级

学习支持

所有国际学生每周下午2:45至4:15必须上一节额外

的英语课。这就为您的孩子培养学术英语技能提供

额外的支持， 帮助他们做好考评准备。

每星期有四个晚上（星期一至星期四），10-12年

级的学生有机会在下午4.30至晚上7.30在学校图书

馆自习。在自习课期间，有一位老师会监督学生，

而且学校为学生提供晚餐。这为学生利用我们的设

施自觉学习提供了一个理想的机会。寄宿家庭帮助

提供回家的交通。请注意：这项服务有少许费用。

学校采用各种方式对学生进行考评，包括家庭作业、课堂测验、

考试、口头报告和小组作业。学校每年会告诉学生每门科目将使

用哪些考评方法。

除了我们学校开设的科目外，学生还可以选择通过新南威尔士州

语言学校函授学习一门额外的语言。在学习期间，麦卡瑟圣公会

学校的教务主任为学生提供指导，并监督学生提交评估作业。

澳大利亚教育要求学生独立学习，鼓励和支持学生管理自己的学

习时间，做好学习计划，而非每一步都做出指示。与大学校园一

样，对一天中每一门不同的课，麦卡瑟学校的学生都去不同的教

室上课，并由不同的老师授课。

星期一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星期二

1小时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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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外活动
在麦卡瑟圣公会学校为您的孩子开展的教育中，课外活动是教育

价值的一个主要特点。课外活动项目提供了许多机会，让学生在

各种活动中探索和挑战自我，培养自己的品格和技能。

课外活动项目包括音乐 (交响乐队、管乐队、爵士乐队、合唱队、

鼓乐队演出)、爱丁堡公爵国际大奖 (包括徒步、社区服务、技能

和体育活动)、体育、农业表演队、戏剧俱乐部、国际象棋俱乐

部、演讲、辩论、摄影俱乐部、音响与照明、机器人学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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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80 +70

24% 44% 60%

麦卡瑟学校的教育为学生打开了终生学习的大门。麦卡瑟学校

开设的科目都是大学入学科目，让学生为进入大学打下坚实的

基础。

麦卡瑟圣公会学校经常位居新南威尔士州学校百强之列。 

本校过去三年的ATAR成绩如下

麦卡瑟圣公会学校90%的毕业生都能获得进入大学的资格。我们

在本地大学中享有很高的名望，并且开办提前入学项目为学生提

供支持。

学校的高中部主任为学生进入大学的专业的选择提供必要的帮

助。我们的学生有多所大学可以选择，其中包括悉尼大学、新南

威尔士大学、悉尼科技大学、麦考瑞大学、卧龙岗大学和西悉尼

大学等。

从麦卡瑟学校毕业后的未来 
本校与大学联系紧密 让学生可以参加提前入学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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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前，我的女儿完成了高中入学考试，收到了上海中学的录取通知书。留在中国就读上海中学？还

是出国留学? 作为家长，我们经过了一番思想斗争，最终决定按计划送女儿去悉尼入读麦卡瑟圣公会学

校。我们很高兴当时做出了这一决定。

麦卡瑟学校对外国学生的教育宗旨非常明确，对国际学生非常尊重。他们精心选择适合每个孩子性格的

寄宿家庭，时刻留意孩子在学校以及寄宿家庭的进步情况，并且采用严格的安全管理系统，有效管理孩

子在寄宿家庭之外的行为，确保孩子一天24小时的安全。学生遇到学习困难时，老师会提供辅导帮助。

多亏麦卡瑟学校，我们的女儿在远离父母的高中度过了令人难忘的美好时光。

国际学生感言

Cheng Cheng Zhang

Sophia

Qian Wang

Wenzhe He

Peter He

Qian Wang 的母亲

Wenzhe 的父亲

2014年入读麦卡瑟学校，2017年毕业，现在悉尼白马设计学院攻读时装设计专业。

2016年入读麦卡瑟学校， 2018年毕业，现在悉尼大学攻读生物医学工程专业。

在麦卡瑟学校学习，不仅拓展了我的视野，而且让我有机会体验和了解澳大利亚文化。老师还为我提供

所学课程方面的帮助，特别是论文写作。他们还分享了自己对学生团队协作的个人发展的见地。

我在麦卡瑟圣公会学校交了很多朋友，享受了一流的生活方式，培养了优异的学习方

法，这些让我在澳大利亚大学学习时建立了牢固的友谊，过上了真正的澳洲生活，并且

找到了一份非常好的非全职工作。

麦卡瑟圣公会学校提供了各种机会，提高了孩子的能力，增强了他的信心。学校选择了

值得信赖的寄宿家庭，消除了我们对他的安全和个人发展的担心。他还欣赏到了澳大利

亚美丽的环境。

2016年入读麦卡瑟学校，将于2019年底毕业 。请参阅她在第7页的感言。

让学生为明天做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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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寄宿 
充满关爱的麦卡瑟学校社区

麦卡瑟学校的所有国际学生都必须有获准福利和住宿安排，然后

才可以获颁学生签证。家庭寄宿让您的孩子与一户澳大利亚家庭

同住，让学生成为当地家庭的一员，了解澳大利亚的生活方式，

因此是一种非常好的方式。澳大利亚是一个多元文化国家，我们

的寄宿家庭来自于许多不同的背景。所有寄宿家庭都讲英语。

在麦卡瑟圣公会学校，福利工作和家庭寄宿由学校管理。学校

指定国际教务主任担任监护人。学校全面了解接待学生的所有

家庭，对每个住家定期进行检查，并且定期与寄宿家庭沟通和

联系。

寄宿家庭支持和鼓励学生开展学习。家庭寄宿提供一间配备家

具的专用卧室、一周七天的所有膳食以及Wi-Fi上网。乘坐校

车的车费是在寄宿费之外的额外费用。所有家庭寄宿都可以使

用到校车服务

1. 学生与家长或亲属住在一起，家长或亲属申请在澳大利亚与

学生住在一起的监护人签证。这种监护获得内政事务部批

准。 

2. 学生申请住在学校安排的寄宿家庭中。在这种情况下，学校

会发出适当住宿/福利安排证明 (CAAW)，让学生可以向内政

事务部申请签证。

麦卡瑟学校有两种福利和住宿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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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学程序
麦卡瑟圣公会学校接受持有学生签证 (500签证) 的学生以及持有临时签证的学生。麦卡瑟学校还招

收英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澳大利亚公民或永久居民。

学生应注意：无论签证类型如何，如果英语不是第一语言，他们都要参加一项英语考试，并可能要

在开学前上一个语言课程。我们对每个学生按个例进行评估，并相应决定他们在语言学校需要学习

的时间长度。

麦卡瑟圣公会学校接受六岁以上的学生。学生在完成6年级之前，必须与家长或家人住在一起，在

完成6年级之后，他们可以选择家庭寄宿或者仍然与亲属住在一起。

第1步

提交申请表、护照复印件、出生证明、学校成绩单以及英语考试成绩。

第2步

国际教务主任与学生联系，安排一个适当的时间做网上视频面试。大多数学生都需要参加英语

考试。

第3步

麦卡瑟学校将通知学生申请是否成功。此时，我们将通知学生需要学习多长时间的英语课程以

及建议的入学日期。

第4步

发出录取通知书。学生家长签字并支付入学费用，接受录取。一旦接受录取，学校将发出录取

确认书(CoE)和适当住宿和福利确认书 (CAAW)。 (这些签证文件仅适用于500学生签证)。学

生此时便可以申请学生签证。

第5步

学生此时可以计划做出来澳安排。申请500学生签证的学生应等到获颁签证之后再购买机票。

在此期间，学校将提供新生培训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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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 Registrar (国际教务主任)
直线电话: +61 2 4629 6229
电邮: international@macarthur.nsw.edu.au 
网址: macarthur.nsw.edu.au 
 
CRICOS 号码 02269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