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埃森姆学校的衔接英语课程通过强化培训，来提

高学生的英语语言能力。该课程营造无压力的合

作氛围，为学生提供额外的语言支持。学生可以

根据自己的英语语言技能水平，灵活制定学习时

间表。埃森姆学校的衔接英语课程实行小班教

学，为学生提供最大的支持，同时也是学生培养

取得VCE最佳成绩所需扎实英语技能的理想环

境。 

Putting the finishing touches on the bri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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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班级、好成绩 

衔接英语课程协调员凯伦·林德娜(Karen Lindner)与当前衔接英

语班的学生 

庆祝新体育中心投入使用  

2011年12月，冰雹暴雨彻底毁坏了埃森姆学校的

体育综合楼。时间很快走进2013年3月，整所学

校和很多已成为各自领域体育健将的埃森姆毕业

生，一同欢庆重建现代化体育设施正式投入使

用。该中心新建了室内篮球场、室内温水游泳

池、舞蹈室和咖啡厅等设施。 

在培养健康且全面发展的青年学子方面，体育运

动发挥着重要作用。埃森姆学校举办一系列室内

节庆活动，每周还与其他学校积极参与EISM(墨

尔本东区独立学校)的校际体育比赛。此外，

“团体之友”计划还把体育活动延伸至一些高端

领域和其他课外领域，如：皮划艇、曲棍球、有

氧运动、网球、滑雪等等。 世界著名的V8赛车手Jamie Whincup在母校正式宣布新体育中心投

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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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表彰会 

表彰各个领域的优秀学生，这一点对本校很重

要。每年，我们都会举办优秀表彰会，表彰上一

年度学生取得的优异成绩。本次表彰会颁发了各

类证书，取得最优异V C E / A T A R成绩的是

Annabelle Pendelbury (99.35)。 
 

还有一些取得优异成绩的学生所做的事情很有意

思。以Tim Anderson为例，为了参加澳大利亚国

家皮筏艇队的遴选训练，他把墨尔本大学理科学

位课程的学习推迟了一年。Tim取得98.65的高

分。他的哥哥AI也紧随其后，AI刚刚完成了理科

学位课程，接下来将参加训练一年，之后再开始

修读硕士学位。 
 

我们也要热烈祝贺“精彩生活”(Living the Life)

卓越奖得主Jason Smedley，他成为Mercers 

Restaurant的学徒厨师，成为埃森姆

的 成 功 校 友 ； 还 有 H a r r y 

Bevilacqua，他凭借着自己在游戏动

漫领域的才华和成就，迅速得到业界

的认可(这是未来很有前途的创意产

业)。我们认为卓越就是要实现个人

最佳成就。墨尔本大学John Hattie教

授提醒全体教师，不要满足于“你班

级上的最好成绩”，而要制定更高的

目标。这就是说，要不断奋斗取得个

人最佳成就！  

我们也要祝贺LifeWork中心的顾问，

他们以出色的工作帮助学生实现了个

人理想。 

LifeWork中心的建议  

在LifeWork中心，学生可以获得影响学习等各方

面生活问题的帮助。这里提供学习技巧、就业与

择校、人际关系、时间和压力管理等生活技巧方

面的帮助和建议。 
 

这里我们搜集了往届成功校友关于成功学习者共

性和行为的一些最佳建议：  
 

 一定要大力注重英语/EAL——这是入读大学的重

要科目，也有助于其他所有科目的学习 

 平衡好生活关系，要抽出时间来做喜欢的事，不

要一味地埋头苦读  

 遇到问题时，要勇于向老师求助，不要坐等问题

变得严重 

 按时完成家庭作业，但要学会如何排定优先顺序 

 不要放弃学习，直至最后一分钟！ 全年都要坚持

不懈地学习 

 事先了解各个科目即将迎来什么样的考评，以便

做好个人时间安排 

 要提高成绩，就要努力攻克自己较差的方面。如

果不予以重视，成绩就会拉低。不要担心明年—

—不管您取得什么样的分数，总有实现个人目标

的方法 

 考试前，尽量多做练习试卷——做得越多，成绩

就越高！  

 整个学年里，要定期复习笔记和总结学习内容，

准备迎接年底考试，不要等到年底考试前才开始

总结 

 保证充足睡眠！ 疲倦时，就无法做到最好，这是

因为大脑无法处在100%最佳状态。 

获颁卓越证书的学生   



潜在学生家长Chen Hui在沈阳与凯伦·林德

娜相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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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通香港、北京和沈阳的学生及其家人 

埃森姆学校尽可能努力保持与学生家庭的个

人联系。国际部工作人员最近参加了在香

港、澳门、北京和沈阳举办的教育展，并很

高兴会见了一些学生家长和中介机构，了解

这些地区学生的最新进展动态。我们还计划

在今年下半年开展更多的访问活动。毕业班

学生的家长，近期也收到了学校关于参加10

月年底庆典活动的邀请函。我们希望届时会

有尽可能多的学生家长参加今年的活动，共

同庆祝毕业班学生取得的成就。 Certific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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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迪·罗赛克会见Tanny Tang、Wen Sheng和
Mavis Yip 

朱迪·罗赛克和Jan Warwick会见
Shaowen Cai 

留学生主任朱迪·罗赛克和留学生注册主任Jan Warwick

参加在香港举办的AEAS展 

学校大使计划的成功启动，

促成了首届ELTHAM Shield

比赛的顺利举办。来自多元

文化参考组的学生，致力于

组织全校学生共同参加社交

与团队建设，他们组织开展

了三项比赛项目中的第一

项，即神秘原料烹饪大赛。

在此热烈祝贺Jason Li、

Karde len Kara和Josh 

Rayson，他们用大米做成名为

“藏龙”的菜肴，赢得了这项

比赛。Shield的目的在于促进高

中部的和谐与同窗情谊，迎接

第一学期的顺利结束，让大家

充分享受到比赛乐趣。 
 

ELTHAM Shield接下来将在第二

学期举办篮球赛和学术测验。 

Angus Watson、Wendy Hu和Lauren Randall正在做菜 

隆重举办ELTHAM Shield  



倾听校友的成功故事，是国际部工作人员热此不

疲的工作。3月22日星期五，我们在墨尔本中央

商务区的新市中心校区内举办了一年一度的留学

生团聚活动。本次活动得到了校友的踊跃参加，

为校友创造了绝佳的联谊机会，让大家能接触到

目前正在墨尔本工作或学习的校友群体。参加活

动的还有一些本校12年级学生，他们借此机会向

往届学生了解大学生活情况，得到了很有帮助的

启发。 

 

埃森姆学校通过ExECs网络，与校友保持着积极

的联系，我们也鼓励全体往届学生与我们更新联

系方式，确保他们能够充分利用埃森姆学校日益

扩 大 的 全 球 校 友 网 络 。 详 情 请 电 邮 至

execs@elthamcollege.vic.edu.au联系Ann 

Plush。 

留学生团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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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thew Chan和Jolina Fu与留学生主任朱迪·罗赛克 

英语为附加语言(EAL)教师Clare Samson与2012年毕业班学生
Dennis Gao 

毕业生、在校生和工作人员参加留

学生团聚活动 



1974年以来，埃森姆学校一直致力于帮助学生做

好融入校外生活并实现个人理想的准备。那么，

我们的毕业生现在何处？ 这里介绍校友告诉我

们的一些成功故事。 

Jolina Fu，2008年毕业班 

商学士 

墨尔本大学 

蒙纳士大学应用金融硕士  

 

“埃森姆学校帮助我树立了自信心和积极态度，

培养了良好的个人品质，引导我走向更加辉煌的

职业生涯。”  

Jason Kan，

2010年毕业

班  

文学士 

墨尔本大学 

“埃森姆学校

营造了与大学

相似的氛围，

帮助学生做好了顺利过渡至大学生活的妥善准

备。”  

Rachel Chan，2007年毕业班  

目前在Bupa Insurance担任顾问，来往于澳大利

亚和香港之间。 
 
 
 

“刚到埃森姆学校时，我觉得这就像是个运动

场——因为香港的学校都太小了。我现在还记得

9年级的露营经历。那是我第一次参加露营。

J u d y帮我找了露营的鞋子，寄宿家庭妈妈

Dianna带我到露营商店买了睡袋。我带着近10

公斤重的行李，里面装着6天用的食物、水和帐

篷，还要走约15公里的路。这之后，我再也不想

参加露营了！！ 不过，那真的是一次很不错的

经历，之所以难忘，是因为在香港学习你永远都

遇不到这样的机会。 

Mathew Wing Fun Chan，

2007年毕业班  

文学士 

蒙纳士大学，目前在墨尔本的

Benson Bei物业咨询公司工作 

“埃森姆学校在短短的时间

内，帮助我树立了与澳洲人探

讨不同兴趣领域的自信心，让

我找到了自己未来的发展方向。” 
   

埃森姆学校校友——他们现在何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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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lina和新婚丈夫，与Jolina在埃森姆学校学习期间的寄宿家庭妈妈

Suzanne Hails合影，她特地赶到墨尔本参加他们的婚礼 

Rachel和弟弟Simson(也是埃森姆学校毕业生)在香港与朱迪

·罗赛克相会. 

Jason在维州野外探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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