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塔斯馬尼亞州
政府公立中學留學

www.study.tas.gov.au

歡迎
在一個安全、友好和放心的環境中實現您的學習目標。
塔斯馬尼亞州政府歷來熱忱地向國際學生敞開大門，歡迎他們投入到一流的教育系統中學習。獲得塔斯馬尼亞州
的學歷，便擁有了走向澳洲以及世界的一把鑰匙。
參與塔斯馬尼亞州政府國際項目的學校都經過精挑細選，基於它們能否提供持續性的高水準教育，以及能否為學
生提供一個支持性的學習環境。這意味著，當您決定就讀塔斯馬尼亞州政府公立學校的時候，可以肯定的是，您會
接受高品質的教育。

塔斯馬尼亞：澳大利亞的島州
塔斯馬尼亞是澳大利亞的島州，距離澳大利亞大陸僅
240公里。塔斯馬尼亞為學生提供一個獨具一格的學
習環境 。在一座壯麗自然景觀與現代城市氣息水乳交
融的地方為學業奮鬥。這裡民風淳樸、空氣清新、文化
豐富，且生活安逸。
始建於：1803年
面積：68,331平方公里 （相當於臺灣面積的兩倍）
人口：510,000人
Image courtesy of Abi Binning

塔斯馬尼亞屬於溫帶氣候。夏天不會過於炎熱，冬天
也不會過於嚴寒。和西班牙、智利和義大利的氣候
類似。塔斯馬尼亞春夏秋冬四季分明。夏天平均氣溫
22°C，冬天平均氣溫13°C。

塔斯馬尼亞擁有活力十足的現代
城市， 以及提供世界級的教育。
- 國際教育與培訓司司長– 安妮 聶巴

前往這裡
抵達塔斯馬尼亞最快捷的方式是飛機。澳大利亞的
主要航空公司提供塔斯馬尼亞和各大城市之間的頻
繁往返航班。從墨爾本到塔斯馬尼亞州的首府城市
霍巴特僅需50分鐘，而從墨爾本到朗賽斯頓更是僅
需35分鐘。從悉尼飛到霍巴特不超過兩小時。四家
航空公司每天運營多班飛往塔斯馬尼亞的航班。若
提前預定機票，往往可以享受航空公司的優惠價。

徐程同學在塔州的學習體會
徐程同學來自于中國黑龍江省。2010年,恰逢他的表姐趁在塔州留
學的暑假期間返回國內度假，表姐對於塔州的一切讚不絕口，並
且竭力說服徐程的父母應該在徐程前往塔州就讀大學之前先送
他到當地完成高中學業。
在抵達塔斯馬尼亞的朗賽斯頓市後，徐程便開始了在朗賽斯頓學
院的學子生涯。他學習了一系列的學科，也完全沉浸于塔斯馬尼
亞的文化氛圍之中。他指出，自從他來到塔斯馬尼亞以後，他的英
語表達能力已是今非昔比。他將其進步歸功於在課堂上與本地學
生一起學習，結識本地朋友，以及寄宿家庭的媽媽對他在語言和
文化方面的全力支援。他說道“當我剛到這裡的時候，我幾乎不
會說英語。可當我結交朋友，我會開口說hello，然後靠聽他們的
對話來學習英語，這樣我的進步非常快。”
徐程同學在朗賽斯頓學院的勤學苦讀終於有所回報。在2011年
完成了12年級的課程之後，徐程的澳大利亞高等教育入學排名分
數達到了96.5分。如今他在塔斯馬尼亞大學的澳大利亞海事學院
就讀海事工程本科學位。塔斯馬尼亞風景壯麗的酒杯灣與布魯尼
島促使徐程改變了原先要學習機械工程學的念頭，轉投海事工程
的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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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目前正在完成他的大學學業，希望在2015年畢業之後在塔斯馬
尼亞開始自己的職業生涯。
徐程同學由衷地熱愛在塔斯馬尼亞的生活。“塔斯馬尼亞無比美
麗。我熱愛它的純淨自然和友好人民。我打一份零工，每週打兩次
羽毛球，同時也是朗賽斯頓中國學生會的一員。” 徐程同學強烈
推薦在進入大學之前便應該在塔斯馬尼亞開始學業，同時住在一
個寄宿家庭的環境中。“這是鍛煉英語的好方法，同時可以在上
大學之前便掌握新的技能”他說道。
在來到塔斯馬尼亞之前，徐程同學一直認為自己將來會回到中
國。而現在他感覺自己應該在這裡定居。“
我就是想留在這裡，對我而言這就是最完
美的選擇，我喜歡澳大利亞的環境與生活
方式。”

政府公立中學
初中學校有9所，初中就是7年級到10年級。 高中學校
有6所， 11年級與12年級。所有的學校表在下面。根據
您的學習目的和興趣GETI 會推薦哪一所學校最適合
您。

塔斯馬尼亞州的政府公立學校擁有靈活的安排。您可
以選擇我們的普通學術課程從而獲得進入大學的資
格，或短期海外留學課程。
普通學術課程向您提供完成塔斯馬尼亞州教育證書的
機會。同時，您將獲得進入澳大利亞高等教育入學的
排名，從而在完成澳大利亞中學12年級後可以申請到
澳大利亞大學深造。

初中（7-10年級）
• Clarence中學
• Devonport中學
• Kingston中學
• New Town中學
• Ogilvie中學
• Prospect中學
• Queechy中學
• Rose Bay中學
• Taroona中學

如果您在尋求在澳洲學校的短期留學體驗， 我們的
海外留學課程(Study Abroad) 最適合您。 我們的課
程長度是從兩個星期到一年。
就讀塔斯馬尼亞州公立學校不設最低英語
語言水準要求。我們所有的學校都提供英 No IELTS
requir
e d!
語作為第二語言(ESL)的校內教學，這將
和主課，如數學、科學、歷史和藝術一併
教授。這意味著您無需完成英語預備課程，便
可以直接與塔斯馬尼亞當地學生一同上課。

高中（11-12年級）
• Don學院
• Elizabeth學院
• Hobart學院
• Launceston學院
• Newstead學院
• Rosny學院

2016 年 學費
課程

短期留學

入學前準備課程

$11,000澳元

每週$275澳元

N/A

$11,000澳元

每週$275澳元

N/A

$12,200澳元

每週$330澳元

有包含英語課，一般課程與幫助學生準

小學
（一年級到六年級）

初中
（七年級到十年級）

每週$330澳元

高中
（十一年級到十二年級）

備入高中

英語課程

上面的學費包括

文化活動

上面的學費包括

上述列明費用即學費，包括英語語言學費及才藝活動費用，費用可能會有所改動。書本、校服及特別短途旅行將收取額外費用。欲瞭解更多資訊，請聯繫GETI塔州教育局。

每月50澳元 / 每年最多300澳元

管理費

管理費包括監護費、申請費、學校安置費，以及寄宿變更費.

2016 年 入學日期
塔斯馬尼亞州政府公立學校擁有靈活的入學日期。 因為不需要就讀英語預備課程，所以您可以在學年的任何時段開始您在塔斯馬尼亞的學
習之旅。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第三學期

第四學期

入學日期
2月3號（三）

入學日期
4月26號（二）

入學日期
7月18號（一）

入學日期
10月10號（一）

放學日期
9月23號 (五)

放學日期
12月21號 (三)

高中期中考(8月內一週)

高中期末考前放學(11月)

放學日期
4月8號（五）
復活節：3月 25號 ~ 29號

放學日期
7月1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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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生活

塔斯馬尼亞州政府的家庭寄宿服務
GETI塔州教育局為在塔斯馬尼亞州公立學校就讀的國
際學生提供旗下的家庭寄宿服務。
所有GETI塔州教育部的寄宿家庭會為您提供：
•
•
•
•
•

一周七天的每日三餐
一間傢俱全包的臥室
一個有寫字臺、椅子和檯燈的學習區域
洗衣設施
寄宿家庭的鑰匙。

此外，您的寄宿家庭還提供以下支援：
• 參與家庭、社區和澳洲文化的活動
• 交通
• 學習和教育課程
• 健康、福利照顧和服務。

塔斯馬尼亞州政府確保所有寄宿家庭都擁有塔斯馬
尼亞州警察局所出示的無犯罪及良好品行記錄。
有兩位專門負責寄宿家庭服務的協調專員為您提供
幫助，排憂解難。我們辦公室還為學生提供全天候
的緊急服務。

寄宿家庭的費用
7-8年級

9-12年級

每週$273澳元

每週$252澳元

寄宿安置費 $200

健康與醫療資訊
所有在塔斯馬尼亞就讀的國際學生都須在申請簽證之
前購買醫療保險。這能保證您在此生活期間的任何醫
療照顧都能得到保險。塔斯馬尼亞擁有世界一流的健
康體系，所有城市都擁有大型醫院，醫生全天24小時服
務，而且路途不會超過30分鐘。

生活支出
在塔斯馬尼亞城市的生活費用相當合理，並且學費在
整個澳大利亞也極具競爭力。塔斯馬尼亞的學生在住
宿、交通和日常開銷都會比其它州的學生少。
商品

價格澳元

1升牛奶

2.6澳元

2升裝冰激凌

7澳元

一條麵包

2.5澳元

麥當勞套餐

7澳元

當地的中餐廳就餐

10至20澳元

手機套餐

每月30澳元

電影

10澳元一场

速食麵 (超市的五包包裝)

5澳元

公共交通 (公車)

每天4.7澳元 (無限制使用)

立即申請
塔斯馬尼亞州政府教育和培訓國際部
電話: +61 3 6165 5727
傳真: +61 3 6233 7839
電郵: info@geti.tas.gov.au
中國上海辦事處電話: 021 66504951
駐華教育代表：傅蕾 (13917329232)
www.study.tas.gov.au
CRICOS: 03352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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