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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森姆留学生连续两年获得
维多利亚州中学优秀留学生奖项
祝贺 CAI Xiaoyin (Yulia) 荣获 2013 年维多

在过去的两年中，CHANG Shun Ming

利亚州中学优秀留学生奖中的学生领袖类

(Candice) 获得 2012 年领袖奖，Yulia 在

别表彰奖。随着越来越多的留学生在攻读维

2013 年获得同类别的表彰奖，为埃森姆

多利亚教育证书期间取得优异成绩，维州中

学校带来巨大成功。这些成就证明了埃森

学优秀留学生奖项现已成为其出色成就的

姆学生与教职工的勤勉敬业。

重要认可。

Yulia Cai (2013 级) (前排右二) 与留学生同学和他们的奖状
朱迪‧罗赛克(J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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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森姆校友
本文为首篇介绍埃森姆校友及其毕业成就的定期专题报道
来自Kelly Tang的毕业生新闻
(2009级)

在这里，我要感谢全体埃森姆教职工对留学生学

我 在 11 年 级 时 从 学 校 在 中 国 大 连 的 姐 妹 学

迹发生巨大转变的重要时期，埃森姆所扮演的极

校—育明高中来到埃森姆。同其他众多留学生

为积极的角色。

习生活的支持与热情，以及在一名青少年人生轨

一样，埃森姆为我打开了一个崭新的世界。在这
里，我自由、快乐地学习，不仅可以自主选择喜欢

从埃森姆毕业后，我进入墨尔本大学攻读商学士

的科目，还有机会参加多种多样的活动，体验精彩

学位 (会计与金融专业)，并成功用两年半的时间完

的澳洲生活。

成了三年的学位课程。之后，我参与了一个为期两
个月的埃及志愿者项目，并在项目结束后返回中

在 11 年级的年中假期里，我参加了埃森姆组织的

国，寻找各种机会。在机缘巧合中，我发现了笔译

澳大利亚中部旅游活动。在这次精心组织的活动

与口译工作的魅力，并对其产生了强烈的兴趣。怀

中，我领略到了沿途迷人的澳大利亚风光，令我印

揣着对翻译的无限热情以及渴望在这一行业中取

象尤为深刻。

得成功的决心，我选择重返澳大利亚，并在新南威
尔士大学攻读口译与笔译硕士学位，同时努力争
取尽可能多的实践机会。
现在，我已成为了一名 NAATI(国家翻译资格认证
局)认证的笔译与口译专业人员，在澳大利亚顶级
中文翻译机构—墨尔本的秦皇翻译公司 (Chin
Communications) 开始了自己的职业生涯—因
此，我又回到了我出发的原点，墨尔本。我期待着
在这个激动人心的全新职业中取得进步。
秦皇翻译公司评论：
本公司为埃森姆学校提供翻译服务已有十年，所以当
2014 年初 Kelly 向我们申请翻译职位时，想想就知道
我们的兴奋之情！她的简历中出现了埃森姆学校的名
字，这已经为 Kelly 大大加分。现在 Kelly 是公司团队的
重要成员。埃森姆学校的留学生工作十分出色，尤其在
帮助留学生做好准备、在新的家园开展工作与生活方
面，为此我们向埃森姆学校表示祝贺。

Kelly Tang 现在在 Chin Communications 担任译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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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联线
Sikarin (Sumo) Nipatthiranant 访谈录

你在埃森姆的第一堂课留下了怎样的回忆？

优秀的大使

那是一节生物班。我是来访的新生，介绍过后所有
同学都热情欢迎我。

Sumo 的家在泰国曼谷。他赢得了 2013 年 NJ 杂

你最喜爱的学科是什么？为什么？

志泰国拼写比赛，而奖品则是在埃森姆学校学习

文学与英语。我在泰国时就一直很想学习这两个

四周的奖学金。在埃森姆学习期间，Sumo 参加了

科目。它们帮我改进阅读与写作技巧，教会我全面

文学、心理、物理、英语、生物与化学课程。

阅读，分析书中的每一个细节。

Sumo 不仅与本地学生和留学生都建立了密切的
联系，还在化学课上为近期的埃森姆学校开放日
活动担任大使。这个年轻人自信健谈，是泰国年轻

埃森姆的教育与泰国的教育有何不同？
在这里所有人都能根据兴趣选择学科。学生必须
要走到不同的课程，和不同的同学一起上课，这样
可以交到更多朋友，每一堂课都在的不同环境中

人的优秀代表。2014 年 8 月，Sumo 将进入泰国

学习。

曼谷朱拉隆功大学 (Chulalongkorn University) 学

你在大学里将学习什么？在哪所大学学习？

习牙医专业，继续他的学术之旅。我们预祝他在未

我将在泰国的朱拉隆功大学学习牙医。今年 8 月

来学业中取得辉煌成绩！

我就要开始大学生涯。
在墨尔本生活和学习的时候，你最喜欢的是什么？
是整座城市的氛围，这里有很多树和美丽的山。我
可以一整天都坐着欣赏风景！！我喜欢我遇到的
人—朋友、老师，还有我的寄宿家庭。他们都对
我很好。
最喜欢的食物(澳式)？
烤肉！！
最喜欢的食物(泰式)？
Tom Kha Kai—椰汁鸡汤
最喜欢的歌？
太多了，说不完！
课余爱好？
拍照
最后说点什么吧？
我喜欢在墨尔本的日子。这段时光是我最美好的
体验之一。感谢埃森姆学校的全体成员对我的热

埃森姆学校开放日时的Sumo

情欢迎与接待。

朱迪‧罗赛克(Judy Rothacker)－留学生主任 电邮： jrothacker@elthamcollege.vic.edu.au
留学生注册主任 电邮： interna onalregistrar@elthamcollege.vic.edu.au
电话：+61 3 9437 1421 网址： www.interna onal.elthamcollege.vic.edu.au CRICOS 教育机构代码：00138D

全球联线

2014年6月

第4页，共9页

继续与泰国联线……
Raweewan Unsiroj (Wah)

Wah 这样回忆她在埃森姆度过的时光：

Raweewan Unsiroj (Wah) 最近陪同 Sumo 来到
埃森姆学校进行奖学金学习。作为 Sumo 在泰国

“能够来到埃森姆，是我一生中非常宝贵的机会。

曼谷基督学校 (Bangkok Christian College) 的 12

我观察了每堂课上老师的教学方法，积累了很多

年级英语老师，她也赢得了为期两周的奖学金。

经验。现在，我对改进泰国的班级又有了新的想

Wah 为我们介绍了泰国的教学情况，令我们大开

法。感谢埃森姆让我有如此开心的笑容。”

眼界，比如说，她负责八个全男生班级的教学，每
班有学生 50 名！也就是说，每到学期末她就要写
出 400 份学生报告！ Wah 在埃森姆通过观察不
同年级、不同班级的上课情况，从而获得宝贵的教
学经验。她希望能将这里的一些教学方法运用到
她自己的班级中。

Wah与英语(附加语言)教师Clare Sansom

Wah与过渡英语教师Nicole Welling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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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督府接待会

2014 年 3 月 19 日星期三，九位留学生代表埃森

多利亚州留学生领袖奖。她介绍了自己如何从中

姆学校前往参观总督府。学生们受到了澳大利亚

国教育方式向澳洲方式过渡。Candice 鼓励留学

爵级司令勋章获得者、御用大律师、维多利

生们抓住机会，参与学校活动、参加理事会并担任

亚州总督 Alex Chernov 阁下及教育部长 Martin

领袖角色，因为这些可以帮助自己建立自信与自

Dixon 议员阁下的欢迎。学生们观赏了包括中

立。她还谈了谈在埃森姆的学习如何帮她做好了

国古筝在内的丰富多彩的音乐表演，游览了正

大学准备。正式仪式结束后，学生们得以再次与

餐厅与花园，还品尝了美味的上午茶。另一项亮

Candice 交谈。

点则是听埃森姆学校的校友 CHANG Shun Ming
(Candice) 发表演讲。Candice 获得了 2012 年维

埃森姆学校毕业生Candice Chang在总督府发言
朱迪‧罗赛克(Judy Rothacker)－留学生主任 电邮： jrothacker@elthamcollege.vic.edu.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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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12年级晚会
5 月 20 日星期二，首届 12 年级晚会在埃森姆
学校的 Swipers Gully 餐厅举办。埃森姆校友
Helen Durham 博士是当晚的演讲嘉宾。Helen
在国际法领域就职，为重大全球事务的法律谈
判做出了重要贡献。

Helen Durham 博士担任澳大利亚红十字会国
际法战略顾问，长期参与红十字及红新月运动。
她曾在国际红十字委员会 (ICRC) 工作，时任
ICRC 太平洋地区代表及悉尼办公室负责人的
法律顾问。Helen 拥有国际刑法博士学位，获准
担任维多利亚州高级法院及澳大利亚最高法院
的事务律师与大律师。她曾参与纽约、罗马与日
内瓦的国际法律谈判，并在缅甸、亚齐与菲律宾
承担 ICRC 短期任务。Helen 还是墨尔本法学院
高级研究员，在硕士课程中教授国际人道主义
法相关课题。

12年级晚会上的学生们

Durham博士
在12年级晚
会上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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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会主席 Nicolas Zoumboulis
Nicolas Zoumboulis

10 年后我可能会在…

2014 级 \ 12 年级

望是在国外) 做着自己喜欢的事。

学习课程 \ 英语、法语与法律学习。

10 年后我可能会… 在国外工作，为弱势群体提

去年完成了心理与戏剧学习，并获得银幕与媒体

供帮助。

的成批学分。

我怎样令世界更美好 \ 提倡宽容，实施人道主义。

我最擅长… 写作和辩论。

给未来学生会主席的建议 \ 尽可能多地置身其

给你启发最多的老师以及原因 \ 我的 9 年级老师

中，不要袖手旁观。

某个我很快乐的地方 (希

Joseph Sassone。他教给我们很多，不仅包括课
堂内容，还包括人生。他帮助我们这些年轻人进行
自我发展。他让每个人都感觉自己与众不同，认识
到自己的才能与激情。
最喜欢学校哪一点 \ 在这里你可以自由自在地做
你自己，表达自己的个性。这里提倡不同与个性，
我很喜欢这一点。
担任学生会主席 \ 充当学生的声音，表达学生团
体的需求、担忧与愿望。
我最出色的领导才能 \ 优秀的人际关系能力
学习技巧 \ 为自己设置一个安静、舒适而不受打
扰的学习环境。在这一环境里，聆听古典音乐再适
合不过。
书本以外 \ 阅读，练习空手道，弹吉他，和朋友们
相处。
秘密爱好 \ 《神秘博士》，以及数不清的其他类似
剧集。
宠物 \ 一只叫 Mili 的笨猫。
最崇拜的人是… 我的父母，他们一直在我身后指
导、支持我。
澳式足球还是戏剧表演？比起澳式足球我更喜欢
足球，所以我得说我更喜欢戏剧！戏剧极为多元、
丰富，能够以多种方式提供教育与娱乐。

学生会主席 Nicolas Zoumboul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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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泰国 CETA 之旅
4 月 13 日至 5 月 11 日，埃森姆学院接待了来自
CETA(澳大利亚完整教育与旅行)的 10 位学生和
他们的团队领袖。学生们在一周的时间里，利用埃
森姆的城市校区 (City Campus) 学习及探索墨尔
本中央商务区。其余时间他们都在埃森姆的研究
校区 (Research Campus)，参加浸入式课堂，有各
种学科课程、强化英语语言课与电影制作活动。学
生们制作出极为有趣的高品质电影，讲述他们
在埃森姆的经历，以及在澳大利亚与泰国学习的
区别。

10、11年级校园舞会

5 月 10 日星期六，10、11 年级的校园正式舞会在
Bulleen 的 Manningham 中心举行。这是一个美
好的夜晚，有舞蹈、美食，还举行了评奖活动。留
学生 WANG Qing (Wayne) 和 DONG Roushan
(Stella) 分 别 获 得 最 佳 着 装 奖 和 最 佳 舞 蹈 奖 。
学生和教职工们尽情舞蹈，为夜晚增添青春活力。
在这个美好的夜晚，本地学生和留学生在校外建
立友情联系，共庆快乐时光。

朱迪‧罗赛克 (Judy Rothacker) －留学生主任 电邮： jrothacker@elthamcollege.vic.edu.au
留学生注册主任 电邮： interna onalregistrar@elthamcollege.vic.edu.au
电话：+61 3 9437 1421 网址： www.interna onal.elthamcollege.vic.edu.au CRICOS 教育机构代码： 00138D

全球联线

第9页，共9页

2014年6月

留学生注册主任 Simone Barker 寄语
作为埃森姆学校新任国际教务主任，我很荣幸

通过国际教育以及商务与文化交流，全球化的

能够为《全球联线》第一次供稿，撰写此文。走

世界日益变小，我们已经能清楚意识到不同文

上这个职位代表着我的国际教育生涯又迈出了

化间的理解、双语能力以及在多文化国际工作

新的一步。在这段生涯中，我从台湾台北走到中

环境下自如工作的能力有多么重要。

国上海，现在又来到了澳大利亚墨尔本的埃森
姆学校核心。我年轻在香港的时候，就开始关
注、参与全球社区。我小学教育与前期中学教育
正是在香港完成。我的高中分别在新加坡、英国
和墨尔本的寄宿学校完成。在墨尔本大学，我获
得了亚洲研究的文学士学位，着重提高普通话
水平。这些经验对于我的国际教育工作具有重
要意义。我热切期待着能够与中介、父母和埃森
姆学校的学生们密切合作。
我对国际主义及亚洲外围事务具有强烈的兴
趣，并志愿担任亚洲教育基金会 (Asia Education
Foundation) (www.asiaeducation.edu.au)，亚

在我看来，埃森姆学校的留学生群体拥有得天

洲文化大使。该项目的大使均拥有在亚洲地区

独厚的优势。他们将在激动人心的全新工作环

生活、学习或工作的经历。通过与大使互动，这

境中游刃有余，有希望成为明天的全球领袖。我

一大使项目帮助澳大利亚多元文化社区中的学

代表整个国际团队发言—我们将全力支持学

龄儿童得到教育。

生们在澳大利亚的刻苦努力，引导他们实现未
来目标。

学生们将了解如中国、印度、日本、韩国、马来
西亚、泰国和越南等国家的历史、政治、文化与
语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