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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國際教育再次相會

共賀農曆新年
歡迎閱讀2021年版《全球連線》！正如本文標題所
說，能夠與埃森姆學校的國際學生、家庭、代理代表
和國際合作學校再次相會，我們十分高興。 

過去的兩年對我們來說充滿艱辛，和世界其他地方
一樣，澳洲也經歷了漫長的疫情封鎖和限制措施。
為應對處理新冠疫情，澳洲政府採取了關閉國境的
政策。  

但是現在，光明的未來就在眼前！我們十分期待，
在2022年恢復國際旅行時能夠迎接國際學生歸來。
我校的本地學生們也非常興奮，計劃著如何迎接
國際留學生，並在這個過程中探索新文化、鞏固外
語學習。   

我們期待與您重逢。過去的兩年中，有太多的故事
可以與您分享！ 

感謝各位一如既往的支持。埃森姆學校國際辦公室
團隊衷心祝願您一切順利、萬事如意！   

埃森姆學校關心每個孩子的心靈與思想培養。埃森
姆坐落在澳洲墨爾本得天獨厚的環境中，是一所男
女混合私立院校，提供早教到12年級課程。學生在修
習嚴格設計、求真務實的教學課程的同時，學校也提
供滿懷善意、關懷和尊重的各類支持。  

今年，我校在2月12日舉行了農曆新年的慶祝活動。
埃森姆校友Carmen Lau領導的墨爾本中國青年協
會（Chinese Youth Society of Melbourne）為我校教
職員和學生們帶來了熱鬧非凡、精彩絕倫的表演。
由於新冠疫情限制措施，很遺憾初中部的同學無法
像往常一樣觀看演出。為了讓低年級同學也能一起
感受到節日氛圍，多位來自國際班的高年級學生到
訪初中部，向他們講述農曆新年的意義。   

五、六年級的學生非常高興能夠以這種方式參加新
年節慶活動，他們在活動中提出了很多問題，表現
出極大興趣。通過此次活動，George Chen、Alex Xu   

（國際學生隊長）、Emily Dai、Joe Zhang和Benson Liu
也在低年級學生之中結識了很多新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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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維多利亞州全球學習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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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烈祝賀我校2020年畢業生Yicheng（Ethan）Lu榮獲
「2021年維多利亞州全球學習獎項」（2021 Victorian 

Global Learning Awards）中的「12年級藝術成就獎    
（表演藝術類）」（Year 12 Arts Achievement Award - 

Performing Arts）。   

「維多利亞州全球學習獎項」（簡稱VGLA）每年評選
一次，是對維州國際學生和所在學校成就和貢獻的
認可。獎項跨多個類別，由公立學校、教會學校和私
立學校提名。評選程序十分嚴謹，針對嚴格的遴選
標準，學生必須提交一份相關的自述和回覆，同時
要有教職員的支持聲明。Ethan在本次評選中，還提
交了表演片段。   

Ethan在學校音樂部表演活動上的表現，展現了其
藝術才華，深受我校珍視。Ethan把音樂表演看作分
享自己所屬文化的一個途徑。同時，演出也可以幫
助他在澳洲建立屬於自己的身份認同感。在過去艱
辛的一年中，Ethan對學校福祉貢獻良多，讓學校社
區受益匪淺。   

作為VCE學習的一部分，Ethan選擇了職業教育（VET）
音樂表演方向。2020年，雖然Ethan所在的寄宿家庭
沒有可以練習用的鋼琴，但是他設法克服了各種困
難。在借到樂器後，Ethan最終在表演考試中取得了
A+的優秀成績，並獲邀參加維多利亞州課程與評估
局（VCAA）組織的頂級表演面試。  

在繼續追求音樂夢想的同時，Ethan對商業也頗感
興趣，目前已進入蒙納士大學攻讀音樂和商業雙
學位。  



Emily Dai在國際學生影片大賽中獲獎 
  

培養領導力——11年級國際學生George C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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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參與

今年5月，國際學生George Chen作為學校派出的高中
部四人組一員，參加了「班尤爾青年峰會」（Banyule 
Youth Summit）。他們瞭解到如何將想法提升為具說
服力的論點，並進一步把一腔熱血通過制定行動
計劃，推動實際變革。  

通過此次寶貴的機會，George獲得的培訓涵蓋了
多個實用的職業技能：如溝通技巧、建立人脉、團
隊合作、集體討論、訂立優先目標、演講及決策能
力。這些技能在各行各業中皆極為有用。  

「我非常喜歡聆聽嘉賓分享故事，他們的經歷十分
鼓舞人心。地方政府能夠為年輕人提供這樣的一
個平台，讓他們表達意見，並對社區政策行使發言
權，這是非常好的事情。跟其他年輕人進行討論非
常具有教育意義，能瞭解到他人的不同觀點也十
分有趣。」——George Chen。  

George擔任埃森姆學校2021年度辯論隊長，同時
已入選蒙納士大學的「學者項目」（Scholars Program），
並將在2022年擔任埃森姆的學院副隊長。   

我們向George取得的成就表示祝賀，期待他明年
加入12年級學生領導團隊。    

今年，維多利亞州教育和培訓部圍繞「生活在維
州，適應2021新常態」為主題舉辦了一場國際學
生影片大賽。 

該競賽的參賽者需展現他們在維州學校的學習
經歷，疫情期間如何適應遠程學習、疫情限制措
施和不斷變化的學習過程。

我校10年級學生Emily Dai與同學攜手合作，巧妙
地通過結合圖片和影片片段，流暢地描述和展現
了學生生活的主要方面。 

經過綜合考慮大賽原則和評價標準、概念原創性
和技術熟練度，Emily以一段30秒影片作品榮獲了
大賽一等獎。她的作品已刊登於政府網站及社交
媒體平台。  

「國際影片競賽是個非常好的機會，讓我展示作
為一名國際學生在維多利亞州的生活故事。在此
過程中，好友們和學校社區不遺餘力地幫助我適
應生活中的『新常態』。」

Emily Dai，10年級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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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冠疫情期間，埃森姆學校的國際學生展現出無與倫比的韌性。我校有三名國際學生因無法返回澳
洲而滯留海外。他們在如此困難的情況下仍堅持學而不懈，我們對此引以為傲。  

兩名高中部學生Alex Peng（12年級）和Nick Li（11年級）自疫情爆發以來，在中國的家中堅持進行著遠程學
習。對於遠程學習，他們各自分享了獨到見解，從切身視角說明當滯留海外時，遠程學業中面臨的各種
困難。  

「您好，我是Nick Li。已經在中國遠程學習了近2
年。我的家鄉在美麗的沿海城市天津。中國大
陸時間比澳洲早2個小時，所以每天我都必須
早起上課。有時候，遠程學習會讓我感到與學
校聯繫有些脫節，因為我無法參加一些有趣的
校內活動，也不能隨時隨地收到來自老師的反
饋。我一直希望能夠盡快回到澳洲，但至今未
能成行。對我而言，遠程學習的最難之處是在
於看螢幕時間太長，導致頭痛和眼睛不適。今
年我的最大願望是能夠回到澳洲，和同學們一
起上課學習。」   

NICK LI，11年級學生 

「您好，我是Alex Peng。進行遠程學習已經快2年了，
最困難的是要努力保持與學校的緊密聯繫。多虧
有一群優秀的老師和同學，他們盡力幫助我在作
業和課堂活動方面感受到與學校的聯繫。記得有
一次，在我們的一/二單元地理課上，同學們要根
據黑板圖示用黏土製作出山的模型，這樣就能更
好地瞭解那座山的地貌。在活動開始前，老師
Anya詢問另一個同學Kye，是否願意通過Teams軟
件和我視訊通話，這樣我就能夠看到他製作黏土
模型的全過程。Kye同意了，並且在上課過程中全
程對著電腦螢幕，用黏土做出了那座山！Kye真的
是太好了！他沒有選擇加入其他人一起享受製作
黏土模型的樂趣，而是堅持對著電腦螢幕把模型
做了出來。同時，我理解到老師Anya在設計這個
活動時的良苦用心。這些都使我感受到與班級更
緊密聯繫。」 
 

ALEX PENG，12年級學生 

邊境封鎖促進「遠程學習」開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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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校友

「鏡頭背後」——2018年畢業生Charles Li 

我目前正在迪肯大學就讀電影、電視和動畫學士學位，現在是最後一個學年了。我同時也是墨爾本「31頻
道」（CN31）評論節目《墨爾本之夜》（Melbourne After Dark，簡稱MAD）的製作人。此節目主要以大學生和年
輕人為目標觀衆。我們在節目中介紹墨爾本市區的好去處、採訪業內人士，並邀請音樂界嘉賓來到節目中
表演。  

試播集實際上是一門影視製作課的小組作業。當得知這一試播集將在31頻道播出時，我們都非常興奮。     
為這部作品我們的團隊成員付出了極大的努力，這是對我們努力的高度認可。希望31頻道能選定這個欄目，
讓我們有機會做出一整季節目。  

在31頻道的演職員名單中第一次看到我自己的名字，是在2019年一個叫《粉絲基地》（Fan Base）的節目裏。
我通過「DTV電影學會」（我加入的大學社團）為該節目擔當了志願攝影師。那一檔節目是由學會自行出資、
學生們自行組織創作的。就是在那個時候，我第一次參與了類似廣播節目的製作，並産生了濃厚興趣。  

而這門影視製作課，本來是面向大二或更高年級的選修課，但我在《粉絲基地》製作結束後就立刻下定決心
選了這門課，那時我甚至還沒完成大一學期。為了鍛煉自己，我開始尋找機會，接觸更多校外製片工作。     
所以我在2019年參與制作了《暢談賽車運動》（Let’s Talk Motorsport）。  

從參與制作的節目中，我學到了不同角色所需的工作技能，例如在給《粉絲基地》擔當攝影師時，學習如何
操作廣播級攝影機。在《暢談賽車運動》節目中，我負責畫面切換，學習到如何預測嘉賓的談話節奏。為《墨
爾本之夜》擔當製片人的時候，我學習研究節目構建，以及如何管理一個25人的製作團隊。當然，我也學習
到並提高了更多通用技能，如時間管理、衝突管理和溝通技巧。

除了創意和匠心，這份工作還需要具備其他能力，如優秀的組
織能力、快速清晰解決問題的能力，以及在有限時間內承壓工
作的能力。我們有時候會忽視這些能力的重要性，給其他同事
造成困難，所以在工作中要時刻注意這些方面。  

我希望繼續在影視領域工作，單單想到能在這個行業工作就
能讓我充滿動力。還有許多東西等著我去學習、瞭解；也有許
多的機會等待我去創造。 

Charles Li 
2018年畢業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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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學生寄宿家庭計劃

年度最佳寄宿家庭獎 

埃森姆學校開展著優秀的家庭寄宿計劃，有許多
充滿愛心的寄宿家庭接待著我們的國際學生，對
此我們引以為傲。今年，我們一同慶祝一個寄宿
家庭榮獲「2020年維多利亞州全球學習獎項」中
的「2020年度最佳寄宿家庭」獎（Homestay Family 
of the Year 2020）。恭喜獲獎者Dianna Williamson
和Michael Turner，他們是我校一個寄宿家庭的家
長。目前我校12年級和11年級的學生在此家庭
寄宿。  

Dianna和Michael擔任寄宿家長已超過20年。在
為頒獎儀式錄製的影片中，他們講述了自己與學
生們的故事：「在我們家中寄宿過的學生已經有
200多人，來自世界各地。有些已經回到自己的國
家，但我們仍然保持著緊密的聯繫，情誼依舊。我
們之前還到海外去探望過他們和他們的家人。我
們衷心希望每位寄宿學生，在未來都能充滿自信
地步入大學校門，開啟新一頁人生旅程。」  
 
在此謹向Dianna和Michael表示祝賀! 感謝你們一
直以來充滿同情、體貼地關心我們的學生。  

寄宿學生⸺Kevin Zhu 
游泳和體育成就 

祝賀我校的國際隊長Kevin Zhu，在埃森姆學校的體
育活動方面取得了各種顯著成就，包括：  

•    游泳隊隊員、「冠軍嘉年華」運動會公開接力
賽隊員 

•    2019/2020年羽毛球隊隊員
•    2021年籃球隊隊員
•    2021年澳式足球（AFL）隊隊員

「Kevin是澳式足球隊裏唯一的國際學生，」體育
部主任Craig Seckold說。「他人緣很好，而且有決
心成為最好的球員，對待訓練的態度和處理方式都
非常積極。」  

對於在校的體育活動，Kevin說：「來埃森姆之前，
我對澳式足球幾乎一無所知。最難得是學習比賽規
則。這項運動中的角色也是相當有挑戰性的，而且
應付對手也非常難，但我非常享受和隊友們一起踢
球的樂趣，為勝利並肩而戰。平日我的運動量很
大；運動就是我生活的一部分。我最喜歡的運動是
籃球。我會繼續打籃球、游泳，保持健康體魄。」
⸺Kevin Zhu，國際隊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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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送即將畢業的12年級國際學生 

本學期，我校有8名12年級國際學生將慶祝他們取
得的巨大成就：作為非英語母語學生，在適應了
澳洲的生活和學習後，成功完成了在埃森姆學校
的學業。同時，他們一直受到墨爾本這座城市的
豐富文化熏陶，並為埃森姆國際教學項目作出了
貢獻。埃森姆學校非常重視文化交流。 

由於疫情限制措施，不同於以往學校每年都會舉
辦的告別晚宴，這些國際學生今年是在家與家人
和寄宿家長一起以家庭聚餐的形式慶祝。校方為
學生們準備了美味的烤肉蔬菜晚餐，送到每位即
將畢業的12年級國際學生的家中。  

Angelina和Jason Fun是12年級畢業生Ray Cai的寄宿
家長。在這段豐盛的晚宴上他們回顧了自己的經
歷：「作為一個寄宿家庭，我們的任務是為寄宿學
生在維州居住期間提供一個舒適的家和相關支持。
這是為國際學生和寄宿家庭舉辦的特別晚宴。」  

另一名埃森姆學校12年級畢業生Hebe Zhu在歡送
晚宴上回顧了她在埃森姆的學習生活。「時光飛
逝，對於取得今天的成績，我感到難以置信。這
一切都離不開埃森姆學校給我的各種幫助和鼓勵。
留學之路絕非坦途，但一路上我收穫了無數美好
回憶和珍貴友誼。這一切都是值得的。感謝母校，
在此度過的歲月永生難忘。」  

我校國際隊長Kevin Zhu在他的寄宿家庭的歡送晚
宴上，回顧了與寄宿家長Robyn和Neil Harkness一
起度過的四年愉快時光： 

「澳洲和中國的文化迴異，但兩國都非常重視
家庭觀念。Robyn和Neil照料我和另一個名學生
Yuriy的生活，直到幾個星期後我才意識到Yuriy
並不是他們的兒子⸺他也是一名寄宿學生，來
自哈薩克斯坦。他們真心地將我們當做家庭成
員對待，讓我找到了家的感覺。對於Robyn和
Neil來說，家庭意味著一切。所以當孫女們來拜
訪，他們是那麽開心，而且孩子們也很喜歡我。
他們外出渡假時，我就和他們的女兒和女婿住
在一起，給了我一個完整的家庭體驗。  

寄宿家庭有一些我以前不知道的規則，但遵守
起來也很簡單。如果要晚些回家，一定要打電
話提前通知。如果不回家吃飯，要提前一天通
知。去朋友家玩，要留下對方的姓名、地址和
聯繫電話。違反規則就會被「禁足」：在入住
寄宿家庭之前，我還從未聽說過「禁足」這種
事！如果我的朋友們來拜訪，也會受到歡迎，
而且可以在這裏過夜。他們鼓勵我與當地人多
多溝通，還邀請他們過來吃飯，我覺得這很有
幫助。當我加入了當地的一隊籃球隊後，Neil還
經常來看比賽，對我鼓勵支持。由於要接觸各
種各樣的人，我在待人接物方面學到了很多。
就像Robyn教導我的：你怎樣對待別人，別人就
會怎樣對待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