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期第8卷
2013年11月

全球聯線
祝賀2010年畢業班的Luke Seidler

熱烈祝賀2010年畢業班的Luke近期榮獲維多
利 亞 建 築 設 計 師 協 會(Building Designers
Association of Victoria)的兩項獎勵。Luke目前
是RMIT大學設計學院(TAFE)的學生，他與
別人並列贏得了學生類優秀製圖獎，並獲得
學生類按綱設計最佳作品獎。
攻讀VCE期間，Luke修讀了視覺傳播與設計、
VET互動數字媒體、經濟學、英語、商業管理
與進階數學等科目。在校期間，他就已充分展
示出設計與製作天分，看到他繼續在這個領域
追逐自己的理想，我們深感欣慰。

Luke Seidlers獲得建築設計獎項

告別沃納一家
下文節選自埃森姆學校校長大衛•沃納博士2013
年10月14日撰寫並發表在學校公告欄的文章

Keith Ren 先生(2009年畢
業班) 送別大衛•沃納博士

我校的家長協會
(ECCA)在 星 期 天 組
織了一場非常有意義
的社區告別會，送別
我和我的家人。這是
一場非常溫暖也讓人
非常感動的送別會。
非常感謝參與其中的
每個人；大家真誠的
支持和熱愛讓我們十

分感動。非常感謝大家。幼年學生的視頻、
詩 歌 《100種 語 言 》 、 以 及 新 老 學 生 的 發
言，都是非常感人的「送別禮物」。雖然我
即將離開，但我的信念依舊堅定，那就是我
們要共同建設出澳大利亞最優秀的學校！

沃納一家在觀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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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宿家庭晚餐
10月14日星期一，寄宿家庭父母、應屆畢業生與

戰。Kellie Alway向大家介紹了自己作為一名寄宿

學校員工一起舉辦了豐盛的晚餐，迎接12年級學

家庭母親，擁有三位女兒的感受——自己的女

生年終慶典的開始。Emma Zheng (2014屆留學

兒、中國女兒和意大利女兒。大家都認為，當晚

生隊長)現場彈奏中國傳統樂器古箏，迎接各位

的活動非常精彩。

來賓。學生們向來賓回憶了自己初到澳洲留學時
的情景，介紹了遠離故土和家人所面臨的各種挑

Oliver Xia

Emma Zheng彈奏古箏

Dianna Williamson和Yulia Cai

Lucrezia Cornagliotto、Kellie Alway和Venus Yang分別發言
朱迪•羅賽克、Sue Geer和Kinson Li

大衛•沃納和Joyce Chen

Bob Zhou、Lenon Zhang、Hui Sun、Jack Zou和Oliver X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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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國CETA來訪—2013年10月
熱烈祝賀CETA學生與他們在埃森姆的小夥伴一起參
加一年一度的十月遊活動。訪問期間，CETA學生參
加初中部課堂學習，加深了自己對在澳留學的認識。

全體來訪學生一起參加製作DVD，以便帶回家向
家人介紹埃森姆學校設施的不同之處。

埃森姆體驗
Lucrezia Cornagliotto
從2013年第二學季末
起開始在埃森姆學校
學習。她與11年級在
讀學生一起參加了澳
大利亞中部游，並修
讀了西班牙語和工作
室藝術等多個科目。
Lucrezia來 自 義 大 利
都靈市，在澳留學一
個學期。第四學季末
離校時，她將帶走終生難忘的回憶，以及寶貴的
文化教育體驗。
Lucrezia Cornagliotto訪談錄
你現在讀哪個年級？ 11
在埃森姆第一堂課的回憶？ 那是一堂西班牙語
課。我記得當時和西班牙語課的同學聊天，他們
講述了前一年去西班牙旅遊的經歷。

最喜歡的科目？ 工作室藝術
最喜歡的食物(澳式)？ 烤小羊肉配烤蔬菜和肉
湯。
最喜歡的食物(義式)？ 義大利麵疙瘩
在澳大利亞時最喜歡的休閒娛樂？
和Venus (Yang – 埃森姆學校留學生)在墨爾本市
中心玩，還有和Kellie與Eliza(寄宿家庭)一起去
Queenscliff
最喜歡的歌？
OneRepublic樂隊的《Counting Stars》
理想職業？ 在醫院工作的兒童心理學家
在埃森姆生活和留學期間最高興的事？ 提高我對
中國文化的認識，通過與本地學生聊天來提高我
的英語能力。
課後愛好？ 購物、跑步以及和我的寄宿家庭姐妹
Eliza一起玩。
最後說點什麼？ 我在這裡非常開心、愉快。我認
為，不管你在什麼地方，澳大利亞人都能夠給你
帶來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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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延安初級中學簽訂友好協議
埃森姆學校高興地宣佈，本校已加強了與上海市延
安初級中學的友好關係。我們十分期待延安初級中
學高層人員于2014年7月訪問Research校區。
延安初級中學成立於1946年7月，最初由鄧小平
先生命名為延安中學。1998年8月，延安中學搬
至新址，成為一所寄宿學校，其初中部留在原
址，易名為東延安中學，並於2003年3月再次更
名為延安初級中學。
學校現有六到九年級共34個班級，學生近1500

我們基於對校園設施與學生發展的認識，不斷改

名，教師138名，其中高級教師28名，特級教師

進校園文化。我們制定了民主管理制度，強化了

1名， 區優 秀學 科 帶頭 人2名 ，區 學科 帶 頭人5

「數字教育」的建設。我們歡迎越來越多的優秀

名，碩士研究生3名，研究生課程班結業7名。

教師加入我們。

校長致辭
我國現已進入21世紀，本校肩負著教育中國人才

我們教育每個學生去瞭解中國傳統與現代文明。以

與建設者的重任。我們將堅持教學的「三個面

「做人、求知、辦事、健身」為核心的課程改革，

向」，遵循教育規律。每個教師的職責，是開創

為學生、教師、家長和社會的同步發展奠定了堅實

性地貫徹實施教學政策。我們不斷傳承和發展延

的基礎。我們秉承「老老實實辦學，嘔心瀝血育

安的傳統，倡導「奮鬥、奉獻、科學與合作」的

人」的辦學傳統，輔以道德教育，培養出一大批具

精神。

備上海市延安初級中學風範的優秀學生。
——延安初級中學校長嚴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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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爾本城市體驗—與9年級同學交朋友
第四學季下半段，在Research校區修讀過渡英語課程的9年級新生將四次遊覽城市校區，與在市區學
習的學生一起參加一系列活動。這些活動將修讀中文的學生聯繫起來，並在新學生進入2014年10年級
高中部前向他們介紹這一年級。

留學生設計慶祝晚會手冊封面
留學生Alice Lo的設計方案已被選作2013年慶祝晚會/埃森姆學校手冊封面。封面雙色交替，採用了全
體12年級應屆畢業生的拇指印。Alice在12年級修讀了工作室藝術及視覺傳播與設計課程，她希望在
2014年進入大學時繼續追求自己的藝術夢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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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年級告別晚宴
這場晚宴於10月20日星期一在Centre Ivanhoe隆
重舉行。上臺發言的學生代表，充分展示出本校
男女青年學子的自信和能力。他們真誠、自信，
善於表達，知識豐富。今年，Yulia Cai代表23名
即將中學畢業的留學生發言。請閱讀一下Yulia在
埃森姆學校攻讀VCE課程時的感想。
女士們先生們，晚上好。我叫Yulia Cai。作為一名即
將畢業的留學生，我很榮幸也很高興今天能站在這
裡，和大家分享我在埃森姆學校的體驗。畢業了，這
聽起來就讓人激動莫名。掩蓋整個世界的帷幕開始緩
緩揭開。我們聽到，在這個大廳某個角落裡，有人在
輕輕地說著：這是我們的時代。這是我們未來大展身
手的時代。我們迎來了下一階段的人生冒險之旅。回
顧過去，我們在埃森姆學校度過了寶貴的高中生涯。
我們的老師熱情友好、高度負責，且一直為我們提供
支持。不管是在學習中遇到困難，或是在生活中碰到
麻煩，他們始終熱心地提供幫助。我們的學校配備了
優質的學習與娛樂設施。每次向其他學校的朋友介紹
時，我都倍感自豪。我們擁有一個攝影暗室供工作室
藝術課程使用，還有一座一流的酒店管理培訓中心，
其他學校的學生沒有機會接觸到這些。而且，埃森姆
學校也是我瞭解澳大利亞的窗口。
我仍然記得第一次來到墨爾本的情景。感覺就像是飛
鶴在神秘的藍色上空飛翔。初次來到埃森姆郊區時，
我覺得很驚訝。這裡到處都是山坡——山丘連綿不
斷，與廣闊土地當中的高山連成一片。和每個中國學
生一樣，我的生活以前也都環繞著中國城市的氛圍
—高聳的建築、繁忙的交通，還有污染。來到新的
國度，是一次在新環境中適應新生活的艱難歷程。人
們總是說，「如果你要去一個不同的國家，那你就要
做好遭受文化衝擊的準備。」感謝埃森姆學校幫助我
們克服了文化的不同和困難。我在墨爾本生活了近兩
年的時間，經歷了很多節日、遊行和慶典活動，讓我
深深地認識到，澳大利亞人非常迷戀生活的美好。這
裡的生活愉快、平和。這或許就是這麼多人被澳大利
亞吸引並希望在此定居的原因吧。
我在中國就讀一所非常嚴格的寄宿學校。學校的每個學
生每天都全心沉浸於學習，把受到壓抑的精力轉投到不
停的模擬考試當中。但在埃森姆學校，情形完全兩樣。
我很高興Judy給了我加入多元文化小組的機會。把學生

聚集在一起，讓他們說出自己的看法，並虛心接受，這
種做法非常好，值得鼓勵和推廣。最初，我不理解為什
麼要花這麼多時間來參加社交活動，而不是全心投入學
習。但是，和Angus、Wendy、Jason和Kardelen的合作
經歷，讓我有機會從不同的文化角度來看待問題。我們
成功地舉辦了ELTHAM Shield等一些課外活動。通過這種
方式，我找到了擺脫枯燥時間的方式——尋找快樂，體
驗差異。
此外，我也很感謝在埃森姆學校學到的能力——獨立
批判性思考能力和享受學習過程的能力。我們在獨立
探索、研究和驗證過程中學習到了這些能力。我在埃
森姆學校留學的最美好經歷之一，就是修讀銀幕拓展
課程(Screen Extension)。我最初讀這門課程的目的很簡
單，就是給VCE ATAR分數增加點分量。但是，在
Dave的耐心幫助下，我和那些很有天分的同學一起努
力，這才發現學習過程要比分數寶貴得多。我發現本
地學生會很積極說出自己的困惑，也善於表達不同的
觀點。在這樣的積極影響下，我開始喜歡從考試中學
習到的知識。作為課上唯一的留學生，我得到了本地
學生很大的幫助。我和Montsalvat的Alana一起拍了
一部重要的影片；在與Claire、Patrick和Lucas一起製
作一部熒屏產品時，我還嘗試了不同的角色。
這些經歷給我留下了難忘的高中回憶。最後，我要感
謝每一位老師，感謝每一位家長幫助我們取得今天的
成就。今天，我們畢業了！祝大家在VCE考試中好運
相伴！
Yulia Cai，2013年畢業班

Yulia Cai，2013年畢業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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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設計師
作為12年級視覺傳播與設計課程的作業之一，學
生Oceanna Kwok創作了一本精裝兒童書《Picky
Peter》。創作過程包括設計故事情節、撰寫文
字內容以及採用數字方式設計和製作插圖。她還
要製作宣傳海報和行頭，以協助這本書的銷售。

排版、裝訂、紙張厚度與字體等。第二件作業，
我設計了這本書的廣告。我還設計了一個賣點。

Oceanna解釋道，「作業的要求是要為存在溝通
障礙的群體設計書籍，我需要解決這個問題。

她的最終成果是一本質量上乘、趣味濃厚的兒童
書，適合在零售書店上架銷售。

我認為，最好向目標受眾(家長)提供閱讀這本書的機
會。這樣就能鼓勵他們考慮為孩子買一本。」

在第一件作業裡，我設計了一本兒童恐怖故事書
(目標讀者：6歲以下兒童)。在此過程中，我研究
了不同的設計方案，如人物、插圖方法、色彩、

Oceanna Kwok與她的兒童書及宣傳海報

Oceanna的《Picky Peter》內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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