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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班級、好成績
埃森姆學校的銜接英語課程通過強化培訓，來提
高學生的英語語言能力。該課程營造無壓力的合
作氛圍，為學生提供額外的語言支援。學生可以
根據自己的英語語言技能水準，靈活制定學習時
間表。埃森姆學校的銜接英語課程實行小班教
學，為學生提供最大的支持，同時也是學生培養
取得VCE最佳成績所需扎實英語技能的理想環
境。

銜接英語課程協調員凱倫·林德娜(Karen Lindner)與當前銜接英語
班的學生

慶祝新體育中心投入使用
2011年12月，冰雹暴雨徹底毀壞了埃森姆學校的
體育綜合樓。時間很快走進2013年3月，整所學
校和很多已成為各自領域體育健將的埃森姆畢業
生，一同歡慶重建現代化體育設施正式投入使
用。該中心新建了室內籃球場、室內溫水游泳
池、舞蹈室和咖啡廳等設施。
在培養健康且全面發展的青年學子方面，體育運
動發揮著重要作用。埃森姆學校舉辦一系列室內
節慶活動，每週還與其他學校積極參與EISM(墨
爾本東區獨立學校)的校際體育比賽。此外，
「團體之友」計劃還把體育活動延伸至一些高端
領域和其他課外領域，如：皮划艇、曲棍球、有

世界著名的V8賽車手Jamie Whincup在母校正式宣佈新體育中心投

氧運動、網球、滑雪等等。

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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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秀表彰會
表彰各個領域的優秀學生，這一點對本校很重

筏艇隊的遴選訓練，他把墨爾本大學理科學位課

要。每年，我們都會舉辦優秀表彰會，表彰上一

程的學習推遲了一年。Tim取得98.65的高分。他

年度學生取得的優異成績。本次表彰會頒發了各

的哥哥AI也緊隨其後，AI剛剛完成了理科學位課

類證書，取得最優異VCE/ATAR成績的是

程，接下來將參加訓練一年，之後再開始修讀碩

Annabelle Pendelbury (99.35)。

士學位。

還有一些取得優異成績的學生所做的事情很有意
思。以Tim Anderson為例，為了參加澳洲國家皮

我們也要熱烈祝賀「精彩生活」(Living the Life)
卓越獎得主Jason
為Mercers

Smedley，他成

Restaurant的學徒廚師，

成為埃森姆的成功校友；還有Harry
Bevilacqua，他憑藉著自己在遊戲
動漫領域的才華和成就，迅速得到業
界的認可(這是未來很有前途的創意
產業)。我們認為卓越就是要實現個
人最佳成就。墨爾本大學John Hattie
教授提醒全體教師，不要滿足於「你
班級上的最好成績」，而要制定更高
的目標。這就是說，要不斷奮鬥取得
個人最佳成就！
獲頒卓越證書的學生

我們也要祝賀

LifeWork中心的顧問，他們以出色的
工作幫助學生實現了個人理想。

LifeWork 中心的建議
在LifeWork中心，學生可以獲得影響學習等各方
面生活問題的幫助。這裡提供學習技巧、就業與
擇校、人際關係、時間和壓力管理等生活技巧方
面的幫助和建議。



懈地學習





一定要大力注重英語/EAL——這是入讀大學的重要
科目，也有助於其他所有科目的學習



平衡好生活關系，要抽出時間來做喜歡的事，不要
一味地埋頭苦讀



遇到問題時，要勇於向老師求助，不要坐等問題變
得嚴重



按時完成家庭作業，但要學會如何排定優先順序

事先瞭解各個科目即將迎來什麼樣的考評，以便做
好個人時間安排



要提高成績，就要努力攻克自己較差的方面。如果
不予以重視，成績就會拉低。不要擔心明年——不

這裡我們搜集了往屆成功校友關於成功學習者共
性和行為的一些最佳建議：

不要放棄學習，直至最後一分鐘！ 全年都要堅持不

管您取得什麼樣的分數，總有實現個人目標的方法



考詴前，儘量多做練習詴卷——做得越多，成績就
越高！



整個學年裡，要定期複習筆記和總結學習內容，準
備迎接年底考詴，不要等到年底考詴前才開始總結



保證充足睡眠！ 疲倦時，就無法做到最好，這是因
為大腦無法處在100%最佳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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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通香港、北京和瀋陽的學生及其家人
埃森姆學校盡可能努力保持與學生家庭的個人聯
絡。國際部工作人員最近參加了在香港、澳門、
北京和瀋陽舉辦的教育展，並很高興會見了一些
學生家長和仲介機構，瞭解這些地區學生的最新
進展動態。我們還計劃在今年下半年開展更多的
訪問活動。畢業班學生的家長，近期也收到了學
校關於參加10月年底慶典活動的邀請函。我們希
望屆時會有盡可能多的學生家長參加今年的活
動，共同慶祝畢業班學生取得的成就。
留學生主任朱迪·羅賽克和留學生註冊主任Jan Warwick參

Certificates

加在香港舉辦的AEAS展

朱迪·羅賽克會見Tanny Tang、Wen Sheng和
Mavis Yip

潛在學生家長Chen Hui在瀋陽與凱倫·林德
娜相會

朱迪·羅賽克和Jan Warwick會見
Shaowen Cai

隆重舉辦 ELTHAM Shield
學校大使計劃的成功啟動，

Rayson，他們用大米做成名為

促成了首屆ELTHAM Shield

「藏龍」的菜肴，贏得了這項

比賽的順利舉辦。來自多元

比賽。Shield的目的在於促進高

文化參考組的學生，致力於

中部的和諧與同窗情誼，迎接

組織全校學生共同參加社交

第一學期的順利結束，讓大家

與團隊建設，他們組織開展

充分享受到比賽樂趣。

了三項比賽專案中的第一
ELTHAM Shield接下來將在第二

項，即神秘原料烹飪大賽。
在此熱烈祝賀Jason
Kardelen

學期舉辦籃球賽和學術測驗。

Li、

Kara和Josh

Angus Watson、Wendy Hu和Lauren Randall正在做
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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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n Warwick - International Registrar E: jwarwick@elthamcollege.vic.edu.au

Students E:

全球聯線

Page 4 of 6

2013年4月

留學生團聚
傾聽校友的成功故事，是國際部工作人員熱此不

往屆學生瞭解大學生活情況，得到了很有幫助的

疲的工作。3月22日星期五，我們在墨爾本中央

啟發。

商務區的新市中心校區內舉辦了一年一度的留學
生團聚活動。本次活動得到了校友的踴躍參加，

埃森姆學校通過ExECs網路，與校友保持著積極

為校友創造了絕佳的聯誼機會，讓大家能接觸到

的聯絡，我們也鼓勵全體往屆學生與我們更新聯

目前正在墨爾本工作或學習的校友群體。參加活

絡方式，確保他們能夠充分利用埃森姆學校日益

動的還有一些本校12年級學生，他們借此機會嚮

擴大的全球校友網路。詳情請電郵至
execs@elthamcollege.vic.edu.au
聯絡Ann Plush。

畢業生、在校生和工作人員參加留
學生團聚活動

Matthew Chan和Jolina Fu與留學生主任朱迪·羅賽克
英語為附加語言(EAL)教師Clare Samson與2012年畢業班學生Dennis
G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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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森姆學校校友——他們現在何處？
1974年以來，埃森姆學校一直致力於幫助學生做

Rachel Chan，2007年畢業班

好融入校外生活並實現個人理想的準備。那麼，

目前在Bupa Insurance擔任顧問，來往于澳洲和

我們的畢業生現在何處？ 這裡介紹校友告訴我們

香港之間。

的一些成功故事。
Jolina Fu，2008年畢業班
商學士
墨爾本大學
蒙納士大學應用金融碩士

「埃森姆學校幫助我樹立了自信心和積極態度，
培養了良好的個人品質，引導我走向更加輝煌的
職業生涯。」
Rachel和弟弟Simson(也是埃森姆學校畢業生)在香港與朱迪·
羅賽克相會.

Jolina和新婚丈夫，與Jolina在埃森姆學校學習期間的寄宿家庭媽媽
Suzanne Hails合影，她特地趕到墨爾本參加他們的婚禮

Jason Kan，

Mathew Wing Fun Chan，

2010年畢業班

2007年畢業班

文學士
墨爾本大學
「埃森姆學校營
造了與大學相似
的氛圍，幫助學
生做好了順利過
渡至大學生活的
妥善準備。」

「剛到埃森姆學校時，我覺得這就像是個運動
場——因為香港的學校都太小了。我現在還記得
9 年級的露營經歷。那是我第一次參加露營。
Judy幫我找了露營的鞋子，寄宿家庭媽媽
Dianna 帶我到露營商店買了睡袋。我帶著近 10
公斤重的行李，裡面裝著 6天用的食物、水和帳
篷，還要走約15公里的路。這之後，我再也不想
參加露營了！！ 不過，那真的是一次很不錯的經
歷，之所以難忘，是因為在香港學習你永遠都遇
不到這樣的機會。」

文學士
蒙納士大學，目前在墨爾本的
Benson Bei物業諮詢公司工作

Jason在維州野外探險

「 埃 森 姆 學 校 在 短 短 的時 間
內，幫助我樹立了與澳洲人探
討不同興趣領域的自信心，讓我找到了自己未來
的發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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