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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国际教育再次相会

共贺农历新年
欢迎阅读2021年版《全球连线》！正如本文标题所
说，能够与埃森姆学校的国际学生、家庭、代理代表
和国际合作学校再次相会，我们十分高兴。  

过去的两年对我们来说充满艰辛，和世界其他地方
一样，澳大利亚也经历了漫长的疫情封锁和限制措
施。为应对处理新冠疫情，澳大利亚政府采取了关
闭国境的政策。  

但是现在，光明的未来就在眼前！我们十分期待，在
2022年恢复国际旅行时能够迎接国际学生归来。
我校的本地学生们也非常兴奋，计划着如何迎接国
际留学生，并在这个过程中探索新文化、巩固外语
学习。  

我们期待与您重逢。过去的两年中，有太多的故事
可以和您分享！ 

感谢各位一如既往的支持。埃森姆学校国际办公室
团队衷心祝愿您一切顺利、万事如意！  

在埃森姆学校，我们关心每个孩子的心灵与思想培
养。坐落在澳大利亚墨尔本得天独厚的环境中，埃森
姆是一所男女混合私立院校，提供早教到12年级课
程。在学生修习严格设计、求真务实的教学课程同时，
学校也提供满怀善意、关怀和尊重的各类支持。

今年，我校在2月12日举行了农历新年的庆祝活动。
埃森姆校友Carmen Lau领导的墨尔本中国青年协
会（Chinese Youth Society of Melbourne）为我校教
职员和学生们带来了热闹非凡、精彩绝伦的表演。
由于新冠疫情限制措施，很遗憾初中部的同学无法
像往常一样观看演出。为了使低年级同学也能一起
感受到节日氛围，多位来自国际班的高年级学生去
到初中部，向他们讲述了农历新年的重要性。 

五、六年级的学生非常高兴能够以这种方式参加新
年节庆活动，他们在活动中提了很多问题，表现出
极大的兴趣。通过此次活动，George Chen、Alex Xu   

（国际学生队长）、Emily Dai、Joe Zhang和Benson Liu
也在低年级学生之中结识了很多新朋友。  

留学生注册处电邮： internationalregistrar@elthamcollege.vic.edu.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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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维多利亚州全球学习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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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烈祝贺我校2020年毕业生Yicheng（Ethan）Lu荣获
“2021年维多利亚州全球学习奖项”（2021 Victorian 

Global Learning Awards）中的“12年级艺术成就奖    
（表演艺术类）”（Year 12 Arts Achievement Award - 

Performing Arts）。   

“维多利亚州全球学习奖项”（简称VGLA）每年评选
一次，是对维州国际学生和所在学校成就和贡献的
认可。奖项跨多个类别，由公立学校、教会学校和私
立学校提名。评选程序十分严谨，针对严格的遴选
标准，学生必须提交一份相关的自述和回复，同时
要有教职人员的支持声明。在Ethan本次评选中，还
提交了一段表演视频。  

Ethan在学校音乐部表演活动上的表现，展现了其
艺术上的才华，深受我校珍视。Ethan把音乐表演看
作分享自己所属文化的一个途径。同时，演出也可
以帮助他在澳大利亚建立属于自己的身份认同感。
在过去艰辛的一年中，Ethan对学校福祉的贡献让
学校社区受益匪浅。  

作为VCE学习的一部分，Ethan选择了职业教育（VET）
音乐表演方向。2020年，虽然Ethan所在的寄宿家庭
没有可以练习用的钢琴，但是他想方设法克服了诸
多困难。在借到乐器后，Ethan最终在表演考试中取
得了A+的好成绩，并获邀参加了维多利亚州课程与
评估局（VCAA）组织的顶级表演面试。 

在继续追求音乐梦想的同时，Ethan对商业也颇感
兴趣，目前已进入莫纳什大学攻读音乐和商业双
学位。  



Emily Dai在国际学生视频大赛中获奖  培养领导力——11年级国际学生George C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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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参与

今年5月，国际学生George Chen作为学校派出
的高中部四人组一员，参加了“班尤尔青年峰会”       

（Banyule Youth Summit）。在那里，他们了解到了
如何将想法提升为有说服力的论点，并进一步把
一腔热血通过制定行动计划，推动实际变革。  

通过这一珍贵机会，他获得的培训涵盖了多个颇
有价值的职业技能：如沟通技巧、建立人脉、团队
合作、头脑风暴、确定优先级、演讲和决策能力。这
些技能在各行各业中都将大有用武之地。

“我非常喜欢听嘉宾分享他们的故事，他们的经历
十分鼓舞人心。地方政府能够为年轻人提供这样
的一个平台，让他们表达意见并对社区政策行使
发言权，这是非常好的事情。跟其他年轻人进行讨
论非常具有教育意义，能了解到来自他人的不同
观点也十分有趣。”⸺George Chen。  

George担任埃森姆学校2021年度辩论队长，同
时 已入选莫纳什大学的“学者项目”（Scholars 
Program），并将在2022年担任埃森姆的学院副队长。   

我们向George取得的成就表示祝贺，期待他明年
加入12年级学生领导团队。   

今年，维多利亚州教育和培训部围绕“生活在维
州，适应2021新常态”为主题举办了一场国际学
生视频大赛。 

该竞赛的参赛者需展现他们在维州学校的学习
经历，疫情期间如何适应远程学习、疫情限制措
施和不断变化的学习过程。 

我校10年级学生Emily Dai与同学携手合作，巧妙
地通过结合图片和视频片段，流畅的描述和展现
了学生生活中的主要方面。  

经过综合考虑大赛原则和评价标准、概念原创性
和技术熟练度，Emily以一段30秒时长的视频作品
荣获了大赛一等奖。她的作品已经登载于政府网
站和社会媒体渠道。   

“国际视频竞赛这个机会非常好，让我有机会展
示作为一名国际学生在维多利亚州的生活故事。
在此过程中，好友们和学校社区不懈余力地帮助
了我适应生活中的‘新常态’。”Emily Dai，10年级
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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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冠疫情期间，埃森姆学校的国际学生展现出了无与伦比的韧性。我校有三名国际学生因无法返回
澳大利亚而滞留海外。他们在如此困难的情况下仍坚持学而不懈，我们为之深感自豪。  

两名高中部学生Alex Peng（12年级）和Nick Li（11年级）自疫情爆发以来，在中国的家中坚持进行着远程
学习。对于远程学习，他们各自分享了独到见解，从诚恳的视角说明当滞留海外时，远程学业中面临的
诸多困难。 

“您好，我是Nick Li。已经在中国国内远程学习
了近2年时间。我的家乡在美丽的沿海城市天
津。中国大陆时间比澳大利亚早2个小时，所以
每天我都必须早起上课。有时候，远程学习会
让我感到与学校联系有些脱节。因为我无法参
加一些有趣的校内活动，也不能随时随地收到
来自老师的反馈。我一直希望能够尽快回到澳
大利亚，但至今未能成行。对我而言，远程学习
的最难之处是在于看屏幕时间太长而导致的
头痛和眼睛不适。今年我的最大愿望是能够回
到澳大利亚，和同学们一起上课学习。” 

NICK LI,11年级学生 

“您好，我是Alex Peng。进行远程学习已经快2年了，
最困难的是要努力保持与学校的紧密联系。多亏
有一群优秀的老师和同学，他们真心实意地尽力
帮我在课业和课上活动方面感受到与学校的联
系。记得有一次，在我们的一/二单元地理课上，同
学们要根据黑板图示用黏土制作出山的模型，这
样就能更好地了解那座山的地貌。在活动开始前，
老师Anya询问另一个同学Kye，是否愿意通过
Teams软件和我视频通话，这样我就能够看到他
制作黏土模型的全过程。Kye同意了，并且在上课
过程中全程对着电脑屏幕，用黏土做出了那座山! 
Kye真的是太好了！他没有选择加入其他人一起享
受制作黏土模型的乐趣，而是坚持对着电脑屏幕
把模型做了出来。同时，我理解到老师Anya在设
计这个活动时的良苦用心。这些都使我感受到了
与班级更为紧密的联系。” 

ALEX PENG,12年级学生 

边境封锁促进“远程学习”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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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校友

“镜头背后”⸺2018年毕业生Charles Li  

我目前正在迪肯大学读电影、电视和动画学士学位，现在是最后一个学年了。我同时也是墨尔本“31频道”  
（CN31）评论节目《墨尔本之夜》（Melbourne After Dark，简称MAD）的制作人。这档节目面向大学生和年轻人

观众。我们向他们介绍墨尔本市区的好去处、采访业内人士，并邀请音乐界嘉宾来到节目中表演。 

试播集实际上是一门影视制作课的小组作业。当得知这一试播集将在31频道播出时，我们都非常兴奋。为
这部作品我们的团队成员付出了极大的努力，这是对我们努力的高度认可。希望31频道能选定这个栏目，
让我们有机会做出一整季节目。   

在31频道的演职员名单中第一次看到我自己的名字，是在2019年一个叫《粉丝基地》（Fan Base）的节目里。
我通过“DTV电影俱乐部”（我加入的大学社团）为该节目担当了志愿摄影师。那一档节目是由俱乐部自己出
资、学生们自行组织创作的。就是在那个时候，我第一次参与了类似广播节目的制作，并产生了浓厚兴趣。  

而这门影视制作课，本来是面向大二或更高年级的选修课。但我在《粉丝基地》制作结束后就立刻下定决心
选了这门课，那时我甚至还没完成大一学期。为了锻炼自己，我开始寻找机会，接触更多校外制片工作。所
以我在2019年参与制作了《畅谈赛车运动》（Let’s Talk Motorsport）。 

从参与制作的节目中，我学到了不同角色所需的工作技能。比如在给《粉丝基地》担当摄影师时，学习如何
操作广播级摄影机。在《畅谈赛车运动》节目中，我负责画面切换，学习到了如何预测嘉宾的谈话节奏。为     

《墨尔本之夜》担当制片人的时候，我学习研究了节目构建，以及如何管理一个25人的制作团队。当然，我也
学到、提高了更多通用性技能，比如时间管理、冲突管理和沟通技巧。 

如果不谈创意和匠心，这份工作还要求具备一些其他能力，
比如优秀的组织能力、快速清晰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在有
限时间内承压工作的能力。我们有时候会忽视这些能力的
重要性，就会给其他同事造成困难，所以在工作中要时刻注
意这些方面。 

我希望继续在影视领域工作，单单想到能在这个行业工作
就让我充满动力。还有许多东西等着我去学习、了解；也有
许多的机会等待我去创造。 

Charles Li 
2018年毕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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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生寄宿家庭计划

年度最佳寄宿家庭奖 

埃森姆学校开展着优秀的家庭寄宿计划，有许多
充满爱心的寄宿家庭接待着我们的国际学生，对
此我们引以为豪。今年，我们一同庆祝一个寄宿
家庭荣获了“2020年维多利亚州全球学习奖项”
中的“2020年度最佳寄宿家庭”奖（Homestay Family 
of the Year 2020）。恭喜获奖者Dianna Williamson
和Michael Turner，他们是我校一个寄宿家庭的家
长。目前我校12年级和11年级的学生在此家庭
寄宿。  

Dianna和Michael担任寄宿家长已经超过了20年。
在为颁奖仪式录制的视频中，他们讲述了自己
与学生们的故事：“在我们家中寄宿过的学生已
经有200多人，来自世界各地。有些已经回到祖
国，但我们仍然保持着紧密的联系，情谊依旧。
我们之前还到海外去看望过他们和他们的家人。
我们衷心希望每个来寄宿的学生，在未来都能
踏着自信的脚步进入大学的校门，开启新的人
生旅程。”  
 
在此谨向Dianna和Michael表示祝贺!感谢你们一
直以来充满同情、体贴地关心我们的学生。 

寄宿学生⸺Kevin Zhu 
游泳和体育成就 

祝贺我校的国际队长Kevin Zhu，在埃森姆学校的体
育活动方面取得了诸多显著成就，包括：  

•    游泳队队员、“冠军嘉年华”运动会公开接力
赛队员 

•    2019/2020年羽毛球队队员
•    2021年篮球队队员
•    2021年澳式足球（AFL）队队员

“Kevin是澳式足球队里唯一的国际学生，”体育部
主任Craig Seckold说。“他人缘很好，而且有决心成
为最好的球员。对待训练的态度和处理方式都非常
积极。”

对于在校的体育活动，Kevin说：“来埃森姆之前，
我对澳式足球几乎一无所知。最难得是学习比赛规
则。这项运动中的角色也是相当有挑战性的，而且
应付对手也非常难。但我非常享受和队友们一起踢
球的乐趣，为胜利并肩而战。平时我的运动量很大；
能感觉到运动是生活的一部分。我最喜欢的运动是
篮球。我会继续打篮球、游泳，保持健康体魄。”
⸺ Kevin Zhu，国际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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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送即将毕业的12年级国际学生 

本学期，我校有8名12年级国际学生将庆祝他们取
得的巨大成就：作为非英语母语学生，在适应了
澳大利亚的生活和学习后，成功完成了在埃森姆
学校的学业。同时，他们一直受到墨尔本这座城
市的丰富文化熏陶，并为埃森姆国际教学项目做
出了贡献。埃森姆学校非常重视文化交流。 

由于疫情限制措施，不同于以往学校每年都会举
办的告别晚宴，这些国际学生今年是在家与家人
和寄宿家长一起以家庭聚餐的形式庆祝。校方为
学生们准备了美味的烤肉时蔬晚餐送到了每位即
将毕业的12年级国际学生的家中。   

Angelina和Jason Fun是12年级毕业生Ray Cai的寄宿
家长。在晚宴上他们回顾了自己的经历：“作为
一个寄宿家庭，我们的任务是为寄宿学生在维州居
住期间提供一个舒适的家和相关支持。这是为国
际学生和寄宿家庭举办的特别晚宴。”

另一名埃森姆学校12年级毕业生Hebe Zhu在欢送
晚宴上回顾了她在埃森姆的学习生活。“白驹过
隙间，很难想像能取得今天的成绩。这一切都离
不开埃森姆学校给我的各种帮助和鼓励。留学之
路绝非坦途，但一路上我收获了无数美好回忆和
珍贵友谊。这一切都是值得的。感谢母校，在这
度过的岁月永生难忘。”

我校国际队长Kevin Zhu在他的寄宿家庭的欢送
晚 宴 上 ， 回 顾 了 与 寄 宿 家 长 R o b y n 和 N e i l 
Harkness一起度过的四年愉快时光：  

“澳大利亚和中国的文化迥异，但两国都非常
重视家庭观念。Robyn和Neil照料我和另一个名
学生Yuriy的生活，直到几个星期后我才意识到
Yuriy并不是他们的儿子⸺他也是一名寄宿学生，
来自哈萨克斯坦。他们真心地将我们当做家庭
成员对待，让我找到了家的感觉。对于Robyn和
Neil来说，家庭意味着一切。所以当孙女们来拜
访，他们是那么开心，而且孩子们也很喜欢我。
他们外出度假时，我就和他们的女儿和女婿住
在一起，给了我一个完整的家庭体验。 

寄宿家庭是有一些我以前不知道的规则，但是
遵守起来也很简单。如果要晚些回家，一定要
打电话告诉他们。如果不回家吃饭，要提前一
天通知。去朋友家玩，要留下对方的姓名、地
址和联系电话。违反规定就会被“禁足”，这
是我在入住寄宿家庭之前没有听说过的。如果
我的朋友们来拜访，也会受到欢迎，而且可以
在这里过夜。他们鼓励我与当地人多多沟通，
还邀请他们过来吃饭，我觉得这很有帮助。当
我加入了一个当地的篮球队后，Neil还经常来
看比赛，并给我加油鼓劲。对于如何接待形形
色色的人，我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就像
Robyn教导我的：你怎样对待别人，别人就会
怎样对待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