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RNATIONAL
PROSPECTUS

国际学生⼿册

Learning to Soar

校长致辞

“圣约翰⽂法学
校拥有多元化

的教育理念，我
们欢迎全球各

圣约翰⽂法学校是⼀所提供从早教中⼼到⼗⼆年级课程，且在业内享有
盛名的私立教会学校。
圣约翰⽂法学校以学⽣为中⼼，以注重培养学⽣的
全球性思维、创造⼒，以及⾃主学习能⼒为⾸要⽬的，并采⽤创新的教学
⽅法为学⽣提供最优质的教育。

圣约翰⽂法学校的教师、学⽣、家长，以及校领导共同营造出了和谐、友爱
的校园氛围，使得每⼀位学⽣在积极的学习环境中强化⾃我，挑战⾃我。

地的学⼦的到来，圣约翰⽂法学校拥有多元化的教育理念，我们 欢迎全球各地的学⼦的到
并愿意将你

们在融洽的校

园氛围中培养成
世界公民”

来，并愿意将你们在 融洽的校园氛围中培养成世界公民。

我诚挚地邀请您参观我们的学校，去亲⾝感受学校优越的环境，并在这⾥
收获成长。
我们与您共同承担对孩⼦的教育义务，并且以能为您孩⼦的未
来发展做出贡献⽽感到⾃豪，愿您的孩⼦像苍鹰⼀样翱翔。
我们期待与您在圣约翰⽂法学校相遇。
理查德 安德森
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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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圣约翰⽂法学校

圣约翰⽂法学校始创于1958年，至今已有60多年的历史。
学
校拥有包括学前教育中⼼、⼩学以及初⾼中三个校区，是⼀
所附属于澳⼤利亚圣公会的私⽴教会学校。

圣约翰⽂法学校坐落于迷⼈的阿德莱德⼭脉中，四周被美丽
⽽独特的澳洲⾃然环境所包围。学校距离阿德莱德市中⼼仅
20分钟车程。这⾥有顽⽪的考拉在树上爬⾏，也有笑翠鸟和
彩虹鹦鹉在周围盘旋。
圣约翰⽂法学校拥有⼀流的设施，包括设计与科技中⼼、信
息科技中⼼、翻新的图书馆、学习区、视觉艺术中⼼、画廊、附
有健⾝房的体育馆以及科学实验室等。学⽣可以充分利⽤这
些现代化教学设施，也可有幸使⽤包括相邻的布莱尔国家森
林国家公园在内的室外教学环境。
圣约翰文法学校的国际学生得到的支持和关爱包括耐心负
责专业的老师，寄宿家庭，学生会成员，在澳洲陪读的中国家
长们以及了解学生需求的专业的国际学生服务团队。

www.stjohns.sa.edu.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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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圣约翰
⽂法学校的
⼗⼤理由
• 极佳的地理位置

• 体验纯正的澳⼤利亚⽂化
• 全球⼤学公认的教育资质

• 卓越的声誉和极⾼的毕业成绩

• 耐心负责专业的教师和一流的设施
• 私⼈订制的并轨制英⽂课程
• 对国际学⽣的关爱

• 满⾜学⽣的个性化需求

• 与学⽣家长保持密切的联系
• 合理的收费

www.stjohns.sa.edu.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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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成就

圣约翰⽂法学校的学⽣拥有傲⼈的成就。我校每年都有很
⼤⽐例的毕业⽣跻⾝全国最优秀的⾏列。学⽣们的成就还
展现在各类学术竞赛以及校内外的活动比赛中。
12年级毕业成绩

近年来，每年都有约20%的毕业⽣获得了95分以上的ATAR成绩，跻⾝全国顶尖 5%的⾏列。同时，每年
我校也都有多名学⽣在⼀门或多门学科中取得满分的成绩。更令我们骄傲的是，在过去五年内取得A+
成绩的学⽣数量已经翻倍。取得如此傲⼈的成绩再次证明了我校对学⽣以及教学质量的重视。如果您
想详细了解本届毕业⽣的成绩，请登录学校的网站。

⿎励全⽅⾯发展的校园⽂化

优异的学习成绩不仅局限于⼗⼆年级学⽣，在圣约翰文法，从⼩学到⾼中的所有学⽣都有充分的机会
发展兴趣爱好，并可以在课内外探索感兴趣的未知领域。
圣约翰⽂法学校有一系列的政策和教学方法
⿎励并⽀持学⽣在学业上挑战⾃⼰，在感兴趣的⽅⾯强化⾃⼰。

毕业前景

绝⼤部分的毕业⽣得以进⼊澳⼤利亚的⼤学并就读于⾃⼰理想的专业。
我校的毕业成绩同时被世界其
他国家承认，学⽣也可选择前往美国，英国等其他国家继续⾃⼰的⼤学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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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毕业
⽣成绩

毕业⽣就读的主要⼤学专业

www.stjohns.sa.edu.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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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圣约翰⽂法学校学习
南澳教育证书（SACE）

SACE

圣约翰⽂法学校提供贴合澳⼤利亚教学⼤纲的课程，包括⾼中阶段指定的 SACE课程。SACE分为11和
12年级两个阶段，是⼀个被世界认可的⾼中文凭。

对国际学⽣的要求

第一阶段— 所有成绩均为校内成绩
对于国际学⽣来说，每⼀门必修科的成绩需达到C以上。学⽣必须在十年级或者11年级学习PLP（个⼈
学习规划）课程，此科⽬作为SACE必修课之一，成绩会被计⼊SACE第⼀阶段的总成绩中。此外，学⽣需
要学习⾄少⼀年EAL（英语）和数学。国际学⽣也可选择学习⼀门其他语⾔，如中⽂，韩语，法语和西班
⽛语等。

第二阶段–校内测评和最终高考分别占总成绩比例的70%和30%
⼗⼆年级学⽣通常需要选择四门学科以及Research Project (研究项⽬) 进行深⼊学习。我校学⽣可以
选择在11年级下学期或12年级上学期学习这门课程。

中学⽣课程表及时间表
课程

星期⼀

星期⼆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班级早会

8.30 - 8.40am

8.30 - 8.40am

8.30 – 9.40am

8.30 – 9.00am

8.30 – 9.00am

第一课

8.40am

8.40am

中学部校会及身心健
康项目

9.00am

9.00am

第二课

9.40am
10.40 – 11.00am

9.40am
10.40 – 11.00am

9.40am
10.40 – 11.00am

9.50am
10.40 – 11.00am

9.50am
10.40 – 11.00am

午休

11am
12pm
1.00 - 1.45pm

11am
12pm
1.00 - 1.45pm

11am
12pm
1.00 – 1.45pm

11am
12pm
1.00 - 1.45pm

11am
12pm
1.00 - 1.45pm

第五课
第六课
放学

1.45pm
2.35pm
3.25pm

1.45pm
2.35pm
3.25pm

1.45pm

1.45pm
2.35pm
3.25pm

1.45pm
2.35pm
3.25pm

大课间
第三课
第四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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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5pm

英⽂强化课程
圣约翰⽂法学校在2018年开办了英⽂
强化课。这项课程可以帮助初到澳洲
的国际学⽣提⾼英语能⼒，以满⾜在
圣约翰文法学校的学习需求。这项课
程注重于教授学⽣的学术性英语，以
及在主课学习中经常使用到的学习方
法和思考方式。为学⽣以后取得优秀
的成绩打下夯实的基础。
英⽂强化课程的学习内容根据本校的
实际情况由校内专门团队研发，⽬的
是使国际学⽣能够适应圣约翰文法学
校多元化的学习⽅式。学习此课程的
学⽣将会被指定⼀名来⾃本地的学⽣
伙伴，学⽣和⾃⼰的伙伴将⼀同参加
各项活动，也将有机会提前体验学校
的艺术，音乐，戏剧，体育等课程。
国际
学⽣将以这种⽅式更好地结交本地的
朋友，也有机会认识其他的国际学。
国际学生的语言课程采用的是量身定
制的并轨模式。
每个学生学习背景不
同，兴趣爱好不同，性格也各有特点，
因此他们在学习语言过程中也各自进
度不同。量身定制的语言课程针对学
生的特点单独指定教材和学习重点，
并且在学习达到一定阶段的时候逐渐
进入符合个人兴趣的主课之中。在这
个过程中，学生们可以逐渐提高自己
的学习技能并完成从语言班到主课的
过渡。

www.stjohns.sa.edu.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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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纲
圣约翰⽂法学校的课程⼤纲中包含种类繁多的课程可供学⽣选择。
⾼中学⽣将会学习南澳⼤利亚州教
育认证（SACE）的课程，有能⼒的学⽣也可以提前⼀年进⾏特定学科的学习。
我们⿎励学⽣积极参与体
育以及其他的课外活动，我们相信此类活动不仅可以培养学⽣的团队协作和独⽴思考能⼒，也会使学
⽣拥有更加成熟的思想，肩负起更重要的社会责任。

课程学习流程

以下图表展⽰了7-12年级学⽣可以选择的课程。
您也可以参考下⼀页的SACE规划表来计划未
来的学习。

阴影部分为选修课
7年级
英语

数学

科学

8年级

9年级

10年级

英语

英语
数学或应用数学

英语或应用数学

英语

Maths
10/ 0A, Essential
Maths, General 应用数学/普通数学，数学方法，高等数学，12
数学10/10A，
应用数学/普通数
年级数学
M
r Stage 1 Maths Methods
学，11年级数学方法
科学

科学

科学

11年级（SACE第一阶段）

英语/英语文学/ 应用英语/EAL

生物 化学 物理
心理学

12年级（SACE第二阶段）

英语/英语文学/ 应用英语/EAL
应用数学/普通数学，数学方法，高等数学

生物 化学 物理
心理学

STEM（科学科技
工程学数学）

健康及个人发展

健康及个人发展

健康及个人发展

P onal Learning Plan
PLP - 个人学习规划

研究项目

研究项目

Physical Education
历史 地理

日语/ 印尼语

设计与科技
IT

历史

历史
History 地理
世界历史

历史地理

地理
日语/ 印尼语

手工科技系统科技
数字科技1

日语/印尼语

手工科技 系统
科技 CAD
数字科技1、2

现代历史 地理

日语/印尼语

日语/中文

日语/中文

facturing Technology
手工科技 系统科技
ems Technology
CAD

建筑科技 CAD

建筑科技 CAD

ital Technologies 2
数字科技2 11年级数字科技
Stag 1 Digital Technologies

IT 数字科技

IT

M

戏剧音乐

戏剧音乐

戏剧 音乐

戏剧 音乐

戏剧音乐

戏剧音乐

哲学

哲学

哲学

哲学

哲学

哲学

艺术

视觉艺术
艺术设计

视觉艺术
艺术设计

视觉艺术
艺术设 计

视觉艺术
艺术设计

视觉艺术
艺术设计

基本厨艺

基本厨艺 全球美食鉴别
烘培
媒体学习
体育

商务、法律及政府体系
Q What isompulsory for the SACE?
A The Personal earning Plan (PLP) is a compulsory

e the World and
全球美食鉴别 烘培
媒体学习
体育科学
商务、法律及政府体系
Busin
Law and Government

11 年级食品科技 幼儿学习
媒体学习
体育

商务学习
法律学习
会计学

Q Do these subjects need to be passed?
A All compulsory subjects must be passed with a ‘C’ grade
or better.
Q Can I study a VET course or other languages?
A Yes, students sometimes undertake VET courses in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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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学习
体育

商务学习
法律学习
会计学

Q How many units must be studied for
successful completion?
A At least 20 semesters of Year 11 and 12 study
(200 points) must be completed to pass the
SACE.
20 is a minimum number and most schools
will program for students to study slightly

计划表
学分

个人学习规划（PLP）= 10学分

10
语言方面 = 20学分
可从英语类学科中选择

合计

10

合计

30

数学方面 = 10学分
可从数学类学科中选择

十二年级课程 = 60学分
可从十二年级的课程中选择

研究项目（Research Project）= 10学分
10
其他学科 = 90学分
可从十一或十二年级课程中选择

学生需修满200学分以取得SACE成绩
十一年级必修课
十一/十二 年级必修课
十二年级必修课
自选课程（11/12年级）

合计

70

合计

90

总计

200

SACE的最低要求为：学习十一年级课程的学
生必须得到C以上的成绩，学习十二年级课程的
学生必须得到C-以上的成绩.
学生必须取得相关科目的有效成绩。

www.stjohns.sa.edu.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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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外活动

圣约翰⽂法学校提供种类繁多的课外活动，以
此拓宽学⽣的视野，培养学⽣的团队意识、⾃
信⼼、领导⼒以及健康的兴趣爱好。
参加课外
活动同时为学⽣提供了结识新朋友以及在更
轻松的氛围中增进师⽣的了解。
以下列表展⽰了⼀部分可供学⽣选择的课外
活动
体育
⽥径 篮球 板球 越野赛 单车 橄榄球 曲棍
球 ⽆挡板篮球 踏板赛车 ⾜球 垒球 游泳
⽹球 铁⼈三项 排球

表演艺术
表演 舞蹈 各类乐器 合唱&乐队 ⾳乐剧 演
出 弦乐 声乐
学术及挑战类
辩论 国际象棋 公众演说 州或国家级竞赛
模型潜⽔艇校际赛
其他
• 各类⽂化节（如农历新年，⽂化分享
节，亚洲⽂化节）
• ⽔上安全周
• 堪培拉旅⾏
• ⽇本姐妹学校联谊活动
• 露营
• 越南旅⾏
• 探索与提升
• 职业体验
• 各类假期活动
• 家长可参与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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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持团队
专业团队

学⽣关怀

⾝⼼健康

学习⽀持

21世纪学习

•
•
•
•
•
•

副校长
国际学⽣主任
寄宿家庭和国际部职员
EAL教师
学校顾问/牧师
国际学⽣主席

• 校长
• 学院主管
• 班级⽼师

•
•
•
•
•

每周举⾏的⾝⼼健康活动
家长群体
中国社⼯
与⽂化相关的活动
假期活动

•
•
•
•

中⽂学科
作业俱乐部
中国辅导教师
管理与⾃我管理能⼒培训

• 多媒体学习
• Canvas（线上学习管理系统）
• 团队合作、反思、贴近实际和独⽴学习
www.stjohns.sa.edu.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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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宿家庭

通过⽇常交流以及来往，住在寄宿家庭的学⽣的英
语能⼒可在短时间内取得巨⼤的进步，通过参与家
庭活动、节⽇庆祝、宗教活动以及体育运动等，学⽣
都可以体验不同⽂化，同时获得极⼤的安全感。最重
要的是，学⽣和寄宿家庭都会收获深厚且持久的友
情。
寄宿家庭由圣约翰⽂法学校谨慎挑选。圣约翰文法
学校的寄宿家庭会为学⽣提供⼀个安全的住宿环
境，独⽴的卧室（包括床、书桌、椅⼦和⾐柜）
，⼀⽇
三餐和英语语⾔帮助，并愿意帮助学⽣融⼊澳洲⽂
化。住宿家庭会把学⽣视作家⼈⼀样照顾。学⽣将
住在距学校近或有校车接送的家庭中，上下学时间
缩短会有助于更好的适应学校以及当地社区。学校
每年会举办多次学⽣与住宿家庭的交流活动。寄宿
家庭具体的分配⼯作由圣约翰⽂法学校的寄宿主管
负责。

寄宿主管会定期与寄宿家庭联系，确保学⽣与家庭
的关系融洽，同时也会处理学⽣或者住家提出的问
题或意见。另外，校⽅领导层与寄宿家庭会举⾏每年
⼀次的沟通会，及时听取学⽣和住宿家庭的意见，并
作出有利于各⽅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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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寄宿家庭成员以及
室友会⽆私地帮助我，
我觉得⾃⼰很幸运，像
中了⼤奖⼀样。可以熟
练地运⽤英语是在国外
⽣活的更顺利的保证，
同时也可以帮助我交朋
友。

六年前，⼗⼆岁的时候我来到了圣约翰⽂法
学校，我从那时起接触了很多全新的事物和
得到了全新的体验。 全新的环境、朋友以及
学校和教学系统 对当时的我来说⼗分陌⽣，
当我第⼀次在全班同学⾯前讲话时，我的腿
都在发抖。 但是⽣活依旧充满惊喜，我开始
喜欢并期待每⼀个惊喜的到来。六年后，11
年级的我依旧住在当初的寄宿家庭！

“

Ethan

即使我离家在外，我
也会感受到仿佛家⼀
样的温暖，我觉得很幸
运可以寄宿在Tim和
Charlaina的家庭中，
我也很感激他们对我
的付出。

“

“

我寄宿在Tim和Charlaina的家庭中。我把
他们看作我在澳⼤利亚的⽗母亲。我在中
国并没有兄弟姐妹，他们的孩⼦Juliette和
Williem便成了我在澳洲家庭中的兄弟姐
妹。 我会每天在回家的路上与他们聊天来
锻炼⾃⼰的英语，Tim也会在学习上为我提
供帮助。 每天我们都会在欢声笑语中享⽤
丰盛的晚餐。我也经常帮助他们做家务，⽐
如洗碗以及处理杂务等。

Sam

www.stjohns.sa.edu.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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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学⽣领袖 加宽⼴的思维，也让我的肩上承担了让

交新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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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员⽽⾃豪的重任。

2. 在聊天中尝试寻找话题，即使你的话

题并不新颖，本地学⽣也会乐于回
答。

3. 互相尊重，第⼀印象很重要。千万不

学业/⽣活平衡

“

迎接改变

怕。

我建议你抓住和当地伙伴⼀起交流的
机会，⽽不要躲在教室⼀⾓⼀⾔不发。
学校⿎励学⽣进⾏⾃我管理并为⾃⼰
的决定负责，所以⽼师不会⼀直提醒你
接下来的计划 。我建议你⾃⼰制定计
划，为未来设定⽬标。我通常会利⽤周
末中的⼀天放松⾃⼰，另⼀天来完成学
习任务，我觉得我找到了在学业和⽣活
之间的平衡点。

“
“

Trevor

同学们适应新环境并为自己是圣约翰

要因为语⾔或⽂化的不同⽽感到害

“
Tom

⽣领导委员会的⼀员, 这使我拥有了更

“

Candice

“

1. 保持微笑可以让你看起来很友善

“

Klay

“

我有幸可以成为国际学⽣会主席和学

踏出⾃⼰的舒适圈，在经历中学习使我

们可以快速融⼊陌⽣环境。所以勇敢起
来，尽可能地参与活动！

Application Form
Student Details
Family Name:

Given Names:

Preferred Name:

Date of Birth(DD/MM/YY):

Country of Birth:

Male

Female

Nationality:

Passport Number:

Visa Type:

Expiry Date (DD/MM/YY):

Address in Home Country:
Telephone:

Email:

Address in Australia:
Telephone:

Email:

Father / Guardian
Title: (Dr, Mr, Etc)

Family Name:

Given Name:

Telephone:

Email:

Occupation:

Employer:

Mother / Guardian
Title: (Dr, Mrs, Etc)

Family Name:

Given Name:

Telephone:

Email:

Occupation:

Employer:

Education Background
Last School Attended:

Highest Level Achieved (eg Year 10):

Present School:

Present Year Level:

English Proficiency
At which institution have you studied English:

Which languages do you speak:

IELTS Score:

Date Obtained (DD/MM/YY):

AEAS Score:

Date Obtained (DD/MM/YY):

Other Score:

Date Obtained (DD/MM/YY):

*Certified copies of relevant academic achievements (including English results) must accompany your application.

Course Preference
Course 1 - English Intensive Course
Number of weeks required:
Summer School (January)
Do you require mid term entry?

Term 1 (February)
Yes

No

Term 2 (April)

Term 3 (July)

If yes, what date would you like to start?

Course 2 - Primary & Secondary Education (Year 1 - Year 12)
Year level of Entry:
Term 1 (February)

Term 2 (April)

Term 3 (July)

Special Needs
Do you have any special needs (medical, dietary, language, etc):
Yes

No

If yes, please specify:

Term 4 (October)

Term 4 (October)

Application Form
Guardianship
St John’s Grammar School requires students to be under guardianship throughout their study period. Do you want to :
(Please tick one of the following)
Live with parents
St John’s Grammar to arrange a guardian (The Principal)
Appoint your own guardian
Family Name:

Given Name:

Address:
Email:

Mobile:
Agent Details

Parent Declaration
I warrant that the information on this form, or provided in support of my application, is correct and complete. I acknowledge that the provision
of incorrect information or the withholding of relevant information relating to my application, including academic transcript/s, might invalidate
my application and that St John’s Grammar School may withdraw an offer of a place or cancel my enrolment in consequence. I agree to abide
by the statutes, regulations and policies of St John’s Grammar School.
I/We have read and understood the above conditions and accept them fully

Applicant Signature

Date

Parent /Guardian Signature

Date

国际学⽣⼊学流程
申请途径

1.
2.
3.
4.

阅读国际学⽣⼊学政策和规章
填写国际学⽣申请表并交予国际学⽣部主任
⼀同提交最近三年的学业成绩单
提交护照复印件

录取确认

圣约翰⽂法学校将在收到所有⽂件之后开始审理您的申请。如您的申请得以通过，您会收到⼀份录取
通知与⼀份国际学⽣⼊学协议。请填写⼊学协议并与交费证明⼀起交予国际学⽣部主任或当地中介
机构。学校在收到相关⽂件及费⽤后会颁发⼊学确认书（COE)。您可以⽤COE申请签证。在签证申请
通过之后，需要将您的航班以及其他相关内容告知国际学⽣部主任或当地中介。

填写⼊学协
议并与交费
证明⼀起交
予国际学⽣
部主任或当
地中介机构

1 234567

递交完整申
请及⽂件

接受电话⾯
试，符合条
件的学⽣将
获得录取通
知书和⼊学
协议

学校颁发
COE

递交签证
申请

签证通过后
预定航班

将航班信息
告知国际学
⽣部主任或
当地中介

www.stjohns.sa.edu.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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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 John’s Grammar School
PO Box 234
BELAIR SA 5052
SOUTH AUSTRALIA
Early Learning Centre
33 Sheoak Road
BELAIR SA 5052
Junior Campus
42 Sheoak Road
BELAIR SA 5052
Secondary Campus & Administration
29 Gloucester Avenue
BELAIR SA 5052
SOUTH AUSTRALIA
P: +61 8 8278 2233
F: +61 8 8278 2299
www.stjohns.sa.edu.au
international@stjohns.sa.edu.au
CRICOS Provider No 02301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