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金山中文学校 2020 学年招生简章 
 

一、学校简介 
新金山中文学校（Xin Jin Shan Chinese Language & Culture School Inc.）创立于 1992 年，是一所依据澳大

利亚社团法注册的社区民族语言文化学校，提供从幼儿早教、学龄前教育至澳洲中小学、VCE 教育体系的一系

列中文相关课程。 

我校以弘扬中华民族语言文化、丰富多元文化社会为宗旨，坚持非政治性、非宗教性、非盈利性的办学准

则，严格遵照教育部的各项规定要求，执行教育部社区语言教学大纲与高考局教学大纲规定，始终致力于成为

一所学生、家长及社区公认最优质的中文学校。我校师资力量雄厚，拥有一支敬业、负责、亲和、稳定且教学

经验丰富的教师队伍。学校定期组织教师参加中澳两国教育部门举办的教师专业培训，并举办年级组教研活动

以不断提高教师素质及业务水平。所有教职员工及志愿者都持有有效的 Working With Children Check 或者 VIT

证书，并了解和签署了学校有关儿童安全的法律文件。 

新金山中文学校办学历史悠久、课程设施齐备，治学规范严谨、教学质量上乘，欢迎广大有志于学习中文

的学生咨询报名。 

 

 

二、报名流程 

 

1. 学生注册 

1) 凡报读我校的学生均需填写一份学生信息表，学校会将相关信息提交给维州教育部。 

2) 注册成功并付清注册费及学费后，学生可以进入教室上课。 

3) 学生在校就读期间所需教材、课本由学校免费发放（遗失自补）。 

 

2. 优惠举措 

1) 2019 年 12 月 24 日前付清第二年全年费用的学生享受特别优惠（详见具体课程收费标准）； 

2) 同一家庭从第三个孩子起交付全年学费享受学费 50%优惠（仅收一次注册费）； 

3) 凡澳大利亚家庭领养的中国孩子，普通中文部学习期间学费全免（仅收一次注册费）； 

4) 本校现任教师子女交付全年学费享受学费 50%优惠（仅收一次注册费）； 

5) 退休教师子女交付全年学费享受学费 30%优惠（仅收一次注册费）； 

6) 本校毕业学生（凭毕业证书证明）子女交付全年学费享受 30%优惠（仅收一次注册费）； 

7) 早教班学生学费全免，每半年仅收一次注册费； 

8) 优惠不可重复享受。 

 

3. 退学须知 

1) 已注册学生在报读该半学年的前三周申请退学，可办理退费。 

2) 学生退费将扣除手续费$20 及已读前三周学费，注册费一律不退。特殊情况，请与分校校长协商处

理。 

3) 退费申请以书面通知形式（同时附上缴费凭证）提交分校校长，经审核批准后，如无疑议，学校财务

部门会在 10 个工作日内寄出支票。 

电子邮箱：admin@xjs.vic.edu.au 

咨询电话：(03) 9888 1688  ( 9:00 am – 5:00 pm ) 

 

三、付费方式 
       家长可用支票、信用卡、银行卡、银联卡付费：用支票付款请写“XJS Chinese School”，用银行卡付款

不收取任何费用，用信用卡和银联卡付款将会有 1.5%的手续费（不接受 America Express 卡）。我校暂时无法

处理网上转账付费，且尽可能避免现金支付； 

    如邮寄支票付费，请参照招生简章内的收费标准，填妥支票（请写:XJS Chinese School），连同“学生信

息表”（https://xjs.vic.edu.au/enroll-2/）一起，邮寄至：XJS Chinese School, PO Box 5042, Pinewood Vic 

3149； 

 

 

 

 

https://xjs.vic.edu.au/enroll-2/


四、2020 学年校历及授课时间 

 
上

半

学

年 

 

第一学期 

 

2020 年 2 月 1 日/2 日（六/日） -     2020 年 3 月 21 日/22 日（六/日） 

2020 年 3 月 29 日 – 4 月 10 日 赴中国文化寻根之旅 

第二学期 

 

2020 年 4 月 18 日/19 日（六/日） -   2020 年 6 月 20 日/21 日（六/日） 

2020 年 6 月 6 日、7 日（公众假日）停课 

下

半

学

年 

 

第三学期 2020 年 7 月 18 日/19 日（六/日） -   2020 年 9 月 12 日/13 日（六/日） 

2020 年 9 月 21 日 – 25 日 假期中华文化兴趣班 

第四学期 

 

2020 年 10 月 3 日全校教研日 

2020 年 10 月 10 日/11 日（六/日） - 2020 年 12 月 5 日/6 日（六/日） 

 

 
授课时间 1 

每周六、周日 2
 

上午中文班 9:30 am – 12:15 pm 

 下午中文班       1:15 pm –   4:00 pm 
3 

下午文化兴趣常识班          1:15 pm – 4:00 pm 

 

注： 

1. 各校区授课时间根据具体情况略有不同； 

2. 学前班、一至十二年级提供上午中文班和下午中文班（各三节课），授课时间 9:30 am -12:15pm, 

1:15pm–4:00 pm。具体课程介绍详见后文各栏； 

3. 各校区下午文化兴趣常识班：共三节课，内容包括中国传统数学、中国传统文化习俗与常识、中国传统艺

术等，具体课程设置根据各校区学生需求和师资配备酌情安排，授课时间 1:15pm – 4:00pm。 

 

 

五、学校安全卫生等相关规定 

1. 学校严格遵循教育部的各项规定要求，并严格遵守儿童安全相关法律。 

2. 学生自觉遵守学校制定的各项规章制度，维护学校的名誉，保护学校的知识产权，损坏公物自行赔偿。 

3. 学校开放期间，早上 9：10 以前如无家长陪同，学生不能独自进入校园。 

4. 上课期间，未经许可，学生不得擅自离校，严禁出校门游戏、购物或私自回家。 

5. 上课期间，学生不得使用手机；未经任课老师许可，不得使用平板电脑。 

6. 不建议学生携带贵重物品到学校，如有丢失，责任自负。 

7. 提前接孩子的家长必须先到办公室填写表格，获得学校书面许可后才能去教室接走孩子。 

8. 放学 15 分钟后仍无家长来接的学生，将集中送到各校区所在中文办公室，请晚到的家长到办公室接领学

生。 

9. 如家长临时有事，不能亲自接孩子，请书面授权其他亲友或朋友在规定时间内来学校接领孩子。 

10. 为避免引起其他学生的食物过敏问题，所有学生和家长不得携带含有花生等坚果类及蛋类等食物进入校

园。 

11. 学生如因违反本条例而造成不良后果，学校概不负责；屡犯者或造成严重后果者，予以除名。 

注：《学生守则》、《学生奖惩条例》、《学生接送条例》、《学生出勤条例》、《学生纪律管理条例》、《反欺凌条

例》、《学生网络安全条例》等具体条例请参见学校网站 https://xjs.vic.edu.au/school-policies/。 

https://xjs.vic.edu.au/school-policies/


六、早教、学前中文课程介绍 

 

班级 招生对象 课程内容 

早教班 
（亲子班，需家长陪伴） 

3-4 周岁儿童 

 

上午班 9:30am – 12:15pm, 

下午班 1:15pm – 4:00pm 

通过丰富多彩的教学方式为幼龄儿童创造中文语言环境，依照《维州早教学

习与发展纲要》组织教学，并由具有中国和澳洲幼教教学经验的教师任教。 

学前班 4-5 周岁儿童 

 

上午中文班：9:30am – 12:15pm 

下午中文班：1:15pm – 4:00pm 

下午文化兴趣常识班:1:15pm – 4:00pm 

采用根据《维州早教学习与发展纲要》进行编写的我校自编全彩色教材《中

文》一至四册，注重中文听和说，课堂教学以“认一认”、“念一念”、

“说一说”、“唱一唱”、“描一描”等儿童喜爱的形式展开。 

课程由具有中国和澳洲幼教教学经验的教师任教。 

 

 

七、基础中文课程介绍 

 

一年级至三年级 5 周岁以上儿童 

上午中文班：9:30am – 12:15pm 

下午中文班：1:15pm – 4:00pm 

下午文化兴趣常识班:1:15pm – 4:00pm 

中文课采用《中文》一至三册，中文授课为主，听、说、读、写兼顾，注重

培养学生学习中文的兴趣和良好的学习习惯； 

文化常识班注重强化学生的中文听说能力，初步了解中华文化常识，并通过

手工制作、书法、绘画等形式陶冶艺术情操。 

课程均由具有中澳小学教学经验的教师执教。 

四年级至九年级 
（包括中文高级班） 

有一定中文基础

的日校中、小学

生，经测试后编

入相应年级 

上午班 9:30am – 12:15pm, 

下午班 1:15pm – 4:00pm 

采用《中文》四至九册，以中文阅读和写作教学为主，注重培养学生中文口

语及文字表达能力。 

七年级起，将强化中华文化学习和中文写作训练。 

为满足部分年龄偏小、中文水平较高的学生的需求，特开设中文高级班，选

用《中文》中学版教材。 

上述各年级均聘请具有中澳两国教育和教学背景的教师执教。 

一至九年级精英班 
（仅限 Mt Waverley 校区） 

* 精英中文部

每年定期公开

举办各年级学

生招生考试，

择优录取 

上午班 9:30am – 12:15pm, 

下午班 1:15pm – 4:00pm 

 

由经过考试筛选的学生组成各年级中文精英班（有名额限制），聘请优秀、

资深的教师执教，注重学生中文的听、说、读、写全面发展，采用灵活多样

的教学方法，增加中文阅读辅导，加强写作训练，组织开展各项配合中文教

学的文化活动。 

采用《中文》系列教材，听、说、读、写兼顾，针对经考试筛选的学生注重

强化学生对中文的均衡掌握及应用。 

 

 



八、VCE 中文课程介绍 

新金山中文学校是维州教育部批准，考试局 VCAA 审核认定的 VCE 中文教学机构（机构认证号 VCAA14309），

VCE中文部同时开设 VCE中文第一语言、中文第二语言、中文第二语言高级组和中国语言、文化与社会等课程。

所有学习中文的 VCE 学生，均可注册为本校高考生，也可报读本校的 VCE 中文辅导课程。 

我校自创立以来，在历年高考中取得了优异成绩；高分成绩名列维州榜首，平均考分遥遥领先。近年来更

是连年出现多位满分状元，多位学生荣获全州单科学习最高奖——“维州州长奖”。学校的英文全名“Xin Jin 

Shan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School” 在主流传媒 The Age 及 Herald Sun 的 VCE 高分成绩榜上出现

率最高。 

 

班级 招生对象 课程内容 

10 年级        
（VCE 中文预备班） 

2020 年在日校 9、10

年级，有一定中文基

础的学生 

根据教学大纲要求选择合适的教材和多种其他中文辅助材料组织教学，为

帮助学生适应未来 11 年级的 VCE 中文课程，选聘具有 VCE 中文教学经验的

资格教师任教。 

VCE 中文 11、12

年级班 

2020 年在日校 10、

11、12 年级，有一

定中文基础的学生 

开设中文第一语言、第二语言、第二语言高级班和汉语言、文化与社会等

课程，依照维州教育部颁发的 VCE 中文教学大纲和考试要求组织教学，采

用我校自编教材和选用合适的校外教材，为学生提供必要的参考资料和特

别辅导，由 VCE 中文教学经验丰富的资格教师任教。 

10 年级精英班
（VCE 预备班） 

2020 年在日校 9、10

年级，有一定中文基

础的学生 

由经过考试筛选的学生组成各年级中文精英班（有名额限制），聘请优

秀、资深的教师执教，注重学生中文的听、说、读、写全面发展，采用灵

活多样的教学方法，增加中文阅读辅导，加强写作训练，组织开展各项配

合中文教学的文化活动。 

精英中文部每年定期公开举办各年级学生招生考试，择优录取。 

VCE 11、12 

精英班 

2020 年在日校 10、

11、12 年级，有一

定中文基础的学生 

由经过考试筛选的学生组成各年级中文精英班（有名额限制），聘请优

秀、资深的教师执教，注重学生中文的听、说、读、写全面发展，采用灵

活多样的教学方法，增加中文阅读辅导，加强写作训练，组织开展各项配

合中文教学的文化活动。 

精英中文部每年定期公开举办各年级学生招生考试，择优录取。 

汉语言、文化与

社会课程班 

2020 年在日校 9-11

年级，热爱中华文

化，有一定中文基础

的学生 

CLS汉语言、文化与社会课程为维州教育部新开设的 VCE中文高考科目，以

维州教育部 CLS 高考教学大纲为教学考试指导，采用教学大纲指定文学作

品和相关中英文文学资料作为教学材料，由 VCE 教学经验丰富的老师任

教。 

IB 中文课程 

辅导班 

2020 年在日校 11、

12 年级，有一定中

文基础的学生 

根据国际文凭组织 IB （International Baccalaureate）语言学科的官方

教学要求组织教学，由教学经验丰富的资格教师任教。IBA、IBB 中文 

Standard Level 及 Higher Level 均有辅导。 

我校连续多年有考生获 IB 中文满分。 

 



九、2020 年收费标准 

  上半年 下半年 全年收费 
提前付费 

(2019.12.24 日前) 

第三子女

收费 

  学费 注册费 学费 注册费 
  

   全年一次付清 （全年） 

早教班 - $90 - $90 $180 - $90 

学前班 $240 $90 $240 $90 $660 $530 (优惠$130) $330 

1-3 年级        

（中文） 
$240 $90 $240 $90 $660 $530 (优惠$130) $330 

学前、1-3 年级        

（下午文化兴趣） 
$240 -        $240 -        $480           $440 (优惠$40)                             $240     

4-9 年级 $240 $90 $240 $90 $660 $530 (优惠$130) $330 

10 年级          
（VCE 预备） 

$240 $160 $240 $160 $800 $640 (优惠$160) $400 

精英 1-9 年级 $360 $120 $360 $120 $960 $800 (优惠$160) $480 

精英 10 年级    
（VCE 预备） 

$360 $160 $360 $160 $1,040 $880 (优惠$160) $520 

VCE 11 $360 $160 $360 $160 $1,040 $880 (优惠$160) - 

精英 VCE 11 $440 $160 $440 $160 $1,200 $1,040 (优惠$160) - 

V11 海外生 $440 $160 $440 $160 $1,200 $1,040 (优惠$160) - 

VCE 12 $440 $160 $440 $160 $1,200 $1,040 (优惠$160) - 

精英 VCE 12 $490 $160 $490 $160 $1,300 $1,140 (优惠$160) - 

V12 海外生 $510 $160 $510 $160 $1,340 $1,180 (优惠$160) - 

IB 中文 11 $440 $160 $440 $160 $1,200 $1,040 (优惠$160) - 

IB 中文 12 $490 $160 $490 $160 $1,300 $1,140 (优惠$160) - 

汉语言、文化和社会 $360 $160 $360 $160 $1,040 $880 (优惠$160) - 

 

 



十、投诉机制 

我校严格按照教育部的要求制定了完整的投诉机制。家长或监护人对于我校的教学、管理或活动有任何问题，

可通过我校官方网站进行投诉（https://xjs.vic.edu.au/school-policies/guidelines-for-parent-guardian-

complaints/）。 

我校授课校区 

 

 

 

 

 

 

 

 

 

 

 

 

 

推荐其它墨尔本优秀中文学校 

 

 

 

 

 

 

 

 

 

 

 

 

 

 

 

 

 

 

 

 

 
注：有关 2020 年招生简章的任何疑问，可致电 (03) 9888 1688 或电邮 admin@xjs.vic.edu.au 咨询。 

新金山中文学校 

Xin Jin Shan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School Inc. (Reg. No.: A0045640G) 

VCAA School Code: 14309 

咨询地址：新金山中文图书馆（9:00 am – 5:00 pm） 

13A Windsor Ave., Mount Waverley VIC 3149 (Near Jordanville Railway Station) 

官网：www.xjs.vic.edu.au 

https://xjs.vic.edu.au/school-policies/guidelines-for-parent-guardian-complaints/
https://xjs.vic.edu.au/school-policies/guidelines-for-parent-guardian-complaint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