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第一学期的“升旗会”(Flagpole Assembly)开学典

礼上，埃森姆学校学生会长Ella Ward发言鼓励学生和

教职员工创造不同。去年发言的学生会长是Nathan 

Robalas，他最后发言鼓励我们大家发扬“为人歌唱”

的精神。Ella Ward及学生领袖团队今年的发言建立在

Nathan Robalas去年发言的基础之上，他们给我们所

有人提出了一个挑战：创不同，致力于创造不同

(Make A Difference，简称M.A.D)。  

 

“创造不同”意味着从一点一滴的小事做起，日复一

日、持之以恒是关键。它不仅仅只是在一次集会上采

取行动，也不仅仅只是做一次好事。创造不同有点像

刷牙。你必须每天都做。别人不会因为你做一次好事

而爱你，他们爱你是因为你做了许多好事。我们应该

为彼此、为这个广阔的世界创造不同，不是以一次行

为，而是以日复一日、一点一滴的关爱和尊重。  

 

在本期《全球联线》中，我们将讲述本校多位选择创

造不同的留学生的故事：他们有的投身于社区志愿活

动，有的努力实现自己的学习目标，有的则积极参与

课程辅助活动。他们为埃森姆学校未来的莘莘学子树

立了极高的参照 

标准。  

 

 

 

 

 

2017年VCE成绩   

 

在此我们要盛赞2017级的学生，他们的成绩非常优

秀。我们45%的学生ATAR成绩达到了80分或以上；埃

森姆学校对他们无比自豪，不仅是因为他们优异的成

绩，更是因为他们在校学习期间表现出的领导能力和

性格力量。  

 

其中有76名学生参加了VCE考试，其中有16名的

ATAR分数高于90(达到维州的前10%)；因此高于90分

的学生比例为21%(高于2016年的18%)。我校学生会

副会长Ryan Munnings的分数更是高达98.85分，因而

荣获了“埃森姆学校2017年状元”的荣誉和称号。

Ryan已被墨尔本大学生物医学专业录取。留学生协会

会长、留学生魏同学(Clarence Wei)的ATAR成绩亦取

得了98.3的高分。魏同学最近被伦敦大学学院录取，

目前已在攻读文学学士地理专业。伦敦大学学院是英

国第三大的高等学府，在全球大学排名中一直名列 

前茅。  

 

2017级学生中40分以上的共37名，我们11年级的学生

40分以上的有22名。其中有三名学生取得了满分50的

优异成绩，他们分别是：Frank  Dixon(VET音乐表

演)、Lewis  Butterfield-Tucker(VET体育与康乐)和

William McKenna(戏剧研究)。  

 

 

Putting the finishing touches on the bri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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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心灵·发展思维  

创造不同(M.A.D)  学术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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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州寰宇学习奖(曾经名为“维州留学生奖”)是一个

年度大奖，旨在表彰留学生的卓越表现，并嘉奖在全

球学习和参与方面作出了出色贡献的国际学校和寄宿

家庭。这是一个颁奖论坛，用于奖励勤奋好学、学业

成绩在其所在班级处于顶尖水平的学生。该奖面向维

州当前所有的11年级和12年级留学生、公立学校、私

立学校以及学生的寄宿家庭。自2012年成立以来，埃

森姆学校留学生就一直是获奖名单上的常客，这一趋

势越来越强。该奖项最近宣布，我校2017年毕业生魏

同学(Clarence Wei)入围“全球公民与领导力大奖”。

魏同学同时也是享有极高声誉的“大使奖”的决赛入

围者。此外，我校2017级的麦同学(Sena Mai)还入围了

“视觉艺术成就大奖”。  

在此我们预祝魏同学和麦同学在提名的道路上取得成

功；另外，魏同学即将进入决定他能否获得综合型

“大使奖”的面试流程，祝他好运！  

“大使奖”颁奖典礼将于6月举行，届时各国驻澳大使

馆的政界要人将隆重出席。  

 

魏同学最近这样回忆自己在埃森姆的时光：  

“埃森姆学校为留学生提供了机遇和挑战，从而帮助

我们掌握常识，提升我们的国际能力。  

回想当初刚来学校时，我从没想到自己有一天能成为

全球精英，取得学生能够取得的所有这些荣誉。我在

澳大利亚取得的所有成就、收获的所有快乐，都离不

开埃森姆学校所有人给我的专业关怀和照护。留学生

无论来自什么背景，学校的专业团队都会给予同样的

援助，源源不入地注入能量，让我们得以健康成长。

在他们有效的指导之下，每名学生都能深受鼓舞，克

服问题，积极投身于学校的多元文化。  

在我的职业生涯方面，埃森姆学校的人文团队给了我

许多启发，他们为我提供无穷无尽的学术信息，让我

成为了一名潜在的地理学家，促使我决定为未来世界

的健康和可持续性贡献一点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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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州寰宇学习奖  

麦同学(Sena Mai)

创作的精美艺术品  

魏同学(Clarence Wei)检查水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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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埃森姆，学生有许多机会参与课外活动。以下是留学生代表回忆他们参与的课外活动和社区活动。  

 

大拥抱  

 

大拥抱(Big Group Hug)是一个基于志愿者的非盈利组织，总部位于墨尔本北区。志愿者团队与本地社区合作，致

力于解决弱势儿童及其家庭迫在眉睫的物质需求。大拥抱利用社交媒体和志愿者网络动员人们，呼吁大家捐赠纸

尿裤、衣物、毛毯、婴儿车和婴儿床等急需物品。埃森姆学校学生一直积极参与志愿活动，他们负责检查捐赠物

品，经过分类后再分发给急需援助的儿童和家庭。  

 

12年级学生辛同学(Kristin Xin)和彭同学(Doris Peng)回忆他们参与的大拥抱活动时表示：  

 

“参与大拥抱是一种非常棒的体验！加入组织的流程也相当有意思。身为志愿者，你会感到自豪。这一体验让我

学到了许多东西，不仅学会了帮助他人，而且也懂得了帮助他人的意义。 一开始，我只是想尝试以前从未体验过

的新东西，可等我成为了大拥抱的志愿者之后，我发现我深深地爱上了这个组织！他们帮助他人不收取任何报

酬。我喜欢帮助人，所以我选择参与。 

 

这是一种难忘的体验；我在中国从来没有参与过这样的活动，因此感觉十分新鲜，这里的人很友好，而且乐于助

人。你可以通过这样的体验得到许多收获，例如你在和他人交流的时候可以提升语言技能，而且还能培养自愿服

务、乐于助人和关爱他人的精神。 在我看来，留学生应该多尝试一下这样的活动，这可以帮助他们融入更广泛的

社区。”— 彭同学(Doris Peng)  

 

“我一直都想探索和体验更多的澳大利亚文化，更确切地说，是想改变我的视野，让我能以不同于曾在母国时的

眼光看待世界。 参与大拥抱是我实现自我成长的一次宝贵机会。大拥抱

是一个帮助经济能力有限、无力负担基本生活物资的宝宝和母亲筹募生活

资源的组织。在大拥抱做志愿工作让我对他人有了更多同情心，而且更有

兴趣倾听他人的故事，也让我希望竭尽所能帮助他人。 经过这一独特的

体验之后，我也会鼓励其他的留学生参与志愿活动。 

 

我发现，这样的团队合作非常有助于加深我们的友谊，改善我们为人处事

的方式。我在此向每位留学生强烈推荐大拥抱，因为我们非常有必要采取

行动，获得不同的视角，这样才能设身处地地理解他人。它不仅是积累社

会经验的绝佳途径，而且还能让你进化为一个更好的人，让你最终学会体

贴、同情、关爱！”— 辛同学(Kristin Xin)  

积极参与 

彭同学(Doris Peng)和辛同学(Kristin Xin)在

大拥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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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地马拉  

 

12月底，埃森姆学校30名学生(包括两名留学生)和6位教

职员工远赴危地马拉，踏上了足以改变人生的探险之旅。

经过大约50个小时的长途旅行，探险团队终于抵达了伯利

兹风光旖旎的库尔克岛，他们先用了十天时间探索伯利兹

和危地马拉这两个神奇的国度。之后，团队辗转来到了危

地马拉小镇热那亚附近的一座小村庄Hacienda Vieja。

接下来的两周内，学生和教师们以这座小村庄为家，在当

地学校打地铺，在当地的河中洗漱洗衣，和当地村民一起

吃饭。同时，他们设法帮助这个小小的社区改善生活 

条件。 

 

在这两周的时间里，团队建起了12座房屋，这是一个了不

起的成就，不仅是因为他们在酷热难耐的环境下辛勤劳

作，更是因为他们在出发前的18个月内设法地筹到了一笔

资金，这才使建造房屋成为了可能。大多数村民的居住环

境都从泥地的破屋升级为水泥地面的砖瓦房；埃森姆学校

的师生大大改善了他们的生活，他们对此感激不尽。 

  

虽然每天要做大量的体力活着实不易，但埃森姆学校的学

生以及当地家庭还有孩子的笑容和笑声处处可见可闻，这

一点弥足珍贵。在改变了危地马拉12个满怀无限感激家庭

的生活之余，学生们回忆了过去18个月里他们整个团队取 

 

 

 

得的所有成就，并带着足以铭记终生的回忆回到澳大 

利亚。  

 

12年级学生刘同学(Alex Liu)写了一首小诗回忆他在危地

马拉的时光：  

We hoe, when the renascent sunshine laniates the 

darkness of the night. 

We sing, when stars are lifted upon the sky, and the 

symphony of our youth flows from the night. 

The place of sanctity, and villages of tranquillity, arouse 

my heart to remember everyone that I love. 

Best wishes, Happy New Year. 

我们伴着撕裂夜空的第一缕晨光挥舞手中的锄镐。 

我们伴着高悬夜空的满天星斗高唱青春的乐章。 

神秘的国度，静谧的村庄。 

来自遥远美洲的无限思念， 

愿家人一切安好，新年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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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维州自行车赛  

 

大维州自行车赛(The Great Victorian Bike Ride)是一

个充满乐趣的非竞技性自行车赛，路线遍及维州各

地，骑完全程需耗时九天。埃森姆学生组团参加了这

一比赛，比赛全程有教职员工陪伴。吴同学(David 

Wu)(12年级)回忆经历时说道：  

 

“去年12月，我和当地的同学还有老师一同参加了自

行车赛，这绝对是一次难忘的经历。大维州自行车赛

是一个值得参与的活动，旅程精彩，也是一份极其宝

贵的回忆，为我的2017年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我

之所以选择这个车赛，是因为它够艰苦，挑战也够

大。在为期9天的骑行之旅中，天气状况一直欠佳，

最高气温甚至高达40度。在最炎热的那一天，我生平

第一次被晒伤了！有时我们在冷雨中骑车，这可是自 

 

2010年发洪水以来最大的一场雨。在第5天，我们从

风景如画的海滩营地Seaspray一路骑到了一个名为

Bairnsdale的小镇。那一天的骑行距离在大维州自行

车赛历史中是最长的，仅用一天就骑了111公里。我

对此深表自豪，111公里是我个人的全新骑行记录。

给大家一个小建议，如果你决定参加大维州自行车

赛，绝对有必要带上好几加仑的防晒霜，因为你肯定

需要！在我看来，参加大维州自行车赛会让你受益匪

浅；我一路上遇到了各种各样的人。有的是来自于其

他学校的师生，有的则是各年龄阶段的成年人，他们

都很友好。大维州自行车赛最吸引我的地方，不仅有

骑行的乐趣或沿途遇到的有趣的人，而且更有沿途的

绝美风景。对于留学生来说，这是一次和本地学生交

朋结友、与他们建立信任并将自己沉浸于维州震撼美

景之中的绝佳机会。”  

到达400公里处的吴同学 营地的日落  

2017年12月，在学校假期的第一周，13名勇敢无畏的

学生和3名教职员工踏上了“登高之旅”(Journey to the 

Top)。这一旅程共耗时七天，成员们需背负装有所有

必备装备和食物的背包穿越博贡高原(Bogong High 

Plains)。徒步之旅将近100公里，沿途环境地形多

样，无论是对于团队中经验丰富的远足老手、还是对

于在这一苦旅之前从未远足过的“初生牛犊”来说，这

无疑都是一项巨大的挑战。 

除了挑战之外，登高之旅也并非毫无回报。所有学生

不仅能因为自己在假期里有所成就而享受满足感，而

且还能因为在途中遇到的人、看到的美景而收获到值

得收藏终生的回忆。在学生看来，这一苦旅痛并快乐

着，他们从中体验到的一些精彩之处包括起早床欣赏

日出之美、晚上围坐于营火边没完没了地开玩笑以及

和来自各种背景的人建立友情。  

户外教育——登高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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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同学(Khaleesi Li)用了一点时间回忆“登高之旅”

体验：  

 

去年我选择“户外教育”作为我的选修科目。这是我

迄今为止做的最正确的选择，我对此一点也不后悔。

我在此向其他留学生强烈推荐这一体验，你们真的应

该试一下！  

 

“意识到自己是班上唯一一位留学生时，我顿时陷入

了恐惧，我甚至想过放弃。不过，户外教育老师Guy 

Mitchell劝我不要轻言放弃。他还给我介绍了这门课的

内容，我一下子就被吸引住了，例如课程中的导航、

急救、山地车骑行、海上皮划艇都是我以前从未尝试

过的事物。然后，我发现绝大多数的同学都相当友

好，他们给了我许多帮助，不仅有实质上的帮助，比

如说使用地图时他们会教我导航；而且还有精神上的

帮助，比如在山地车骑行和海上皮划艇的过程中，每

次我累到瘫软时他们都会鼓励我。  

 

这一课程给我带来的最大的挑战莫过于最终测评，也

就是在国家公园里真正地森林徒步。我们得运用在课

本上学到的导航知识寻找方向。最让我担心的问题是

体能上的挑战，我的体能一直都很糟糕，因此不擅长

远足。第一天是最艰难的。我们得走13公里，而且还

得背着沉重的背包，大约有20公斤！所有队友们都在

想方设法地激励我，他们给我讲笑话，分散我的注意

力。他们鼓励我，说我一定能走完。他们的鼓励相当

有效果。我很感谢他们的帮助。后来的几天逐渐轻松

起来。虽然还是会遇到许多其他的困难，但我凭着不

屈不挠的毅力终于全部克服。我讨厌像蚂蚁、蜘蛛和

虫子这样的昆虫，但在露营期间我开始习以为常，因

为它们到处都是，这样的情况没法逃避。而且等你累

得散了架时，已没有精力去怕。和疲累相比，它们根

本不算什么。我还尝试了一些让我快乐的事物，我们

玩跳瀑布，在炎热的天气里，我感觉凉爽极了。我们

欣赏日出日落，真是美得让人心醉。等到旅行结束

时，我简直没法相信我居然走完了全程。要知道，这

次森林徒步大约有100公里。我脚上的水泡、脖子上

的晒伤和脚踝上的伤口，全都是我战胜自我的见证，

也是我宝贵的回忆。在此我要向支持我的老师和朋友

们致以深深的谢意。谢谢埃森姆学校给了我这样一个

机会。经过这次旅程后，我发现自己爱上了森林徒

步，所以我报名参加了“塔州高原步道”(Tasmania 

Overland Track)之旅，这也是埃森姆学校组织的假期

活动。  

 

总的来说，户外教育是一个非常棒的课程。它让人深

受教益，你不仅能在学习的过程中结交新朋友，而且

还能掌握经验和知识。请坚持尝试新事物，你将找到

一个全新的自己！ ” 

户外教育——登高之旅(续) 

李同学(Khaleesi L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