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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墨尔本

通过学习取得成功

通过学习取得成功

在Rosehilll中学，一切都以学生和学习成果为中心。
学校通过令人兴奋和积极的学习环境及创新多样的教
学策略，激励学生取得成功，而学校社区所有成员的
尊重、合作和投入则对此起到了良好的促进作用。

学校分为初中部（7到9年级）和高中部（10到12年级。
7到9年级所有学生都学习英语或EAL（英语作为第二语
言）、数学和科学这几门核心课程。初中学生全面的课
程安排还包括按学期设置的人文、外语（日语或意大利
语）、技术、艺术、体育和卫生课。
7、8年级所有学生都参加额外的读写和计算能力学
习。7到10年级有一项提高课程(STEP)，其重点是提供加
深学习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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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年级学生需要学习英语或EAL及数学这两门核心课
程。可供10年级学生选择的按学期设置的选修课为科
学、人文、外语、技术、艺术、体育和卫生课。
11和12年级学生须选择VCE（维多利亚州教育证书）或
VCAL（维多利亚州应用学习证书）学习途径。
Rosehill中学拥有一个支持性的环境，非常强调各种积
极的关系。学校有明确的以正面行为为基础的福利和学
生管理程序和政策。
Rosehill中学有明确和持续的设施修缮计划，其重点是
创造活跃的室内和户外学习空间。学校最近升级了室外
多功能体育场地、艺术课堂以及为已有的12年级中心起
补充作用的职业发展/11年级学习中心。

学习

位置

维多利亚州
墨尔本

Rosehill中学位于墨尔本西北Essendon West区和Niddrie区
的交界处，建在Steele溪上方一片面积巨大、景色宜人的场
地上，设计宗旨是为全校1100名学生提供一个安全而令人
兴奋的学习环境。学校毗邻公共交通（有轨电车和巴士），
乘巴士10分钟就可到达Essendon火车站。墨尔本市中心距
离学校30分钟有轨电车路程。学校附近有各种运动设施，如
游泳池、网球俱乐部、高尔夫球场和休闲中心等。地方政府
图书馆可为学生提供书刊、DVD、语言学习套件和上网服
务。从学校步行10分钟有一个小型购物中心，而乘巴士20
分钟就能到达一个大型购物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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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性

接受挑战，
培养领导能力

Rosehill中学社区清楚了解对学生应尽的照顾责任，致
力于确保学生的安全和身心健康。这是一所安全而卓有
成效的学校，拥有稳定一致、面向全校的学生福利和行
为管理系统。
学生的身心健康和情商至关重要，是其学业和社会发展
的坚实基础。舍长、学生会会长和班长系统提供了真正
的学生领导机会，同学支持计划则促进了深厚的跨年龄
同窗关系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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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环境每天处于监督之下，巨大的校园提供各种安全
区域，其中包括便于使用的运动区域和设备。
学校实施有效的反欺凌和反网络欺凌政策，全年监督学
生的身心健康。

ST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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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sehill中学的核心工作就是学生的学习
和学生成绩的提高。Rosehill中学对教学
方法极为重视，因而取得了出色的VCE
成绩。学校监督学生的成绩，并强调所
有学生都有能力取得学习成功的信念。
Rosehill中学深知，我们需要挑战学生、
适应个人学习方式和宣扬学生取得的成
绩。勤于学习的文化非常重要。我们强
调努力的重要性和学生培养独立性和能
动性的需要。学习技术的运用已全面融
入本校，成为所有课程领域的有机组成
部分 。

7到9年级

10到12年级

7、8年级的重点是顺利过渡和培养学习兴趣。学校的目标是
在关爱和积极的环境中创造自信的基础。7、8年级学生的课
程设置鼓励好奇心和学习热情。巩固和扩展基本技能为未来
的学习打下坚实基础至关重要。学校强调读写和计算能力，
并努力促进学生对学习的兴趣。

Rosehill高中部的师生培养了紧密的合作关系，而这与良好
的职业道德和学习态度相结合，有助于学生取得最佳成绩。

9年级学习课程的制定适应青春期学生特定的学业、社会和
个人需求。学校教学生自律，并为他们提供相关而具有挑战
的课程。

大多数学生在11和12年级学习维多利亚州教育证书(VCE)
课程，科目包括人文、艺术、语言、体育和卫生、数学、
科学及技术课。本校学生还可学习维多利亚州应用学习证书
(VCAL)课程及职业教育和培训(VET)课程。
Rosehill中学提供充满挑战和体验、能刺激和吸引学生的
VCE和VCAL课程。

大学数学
墨尔本大学数学扩展课程为学有所长的学生提供了一个令人
兴奋的机会，在12年级学习大学一年级科目。通过让学生
报读墨尔本大学的科目，该课程丰富了学生的教育机会，并
加强了大学、学生和本校之间的联系。

精选优秀生提高课程
STEP（精选优秀生提高课程）专为智力和
学业超常的学生而设计。该课程也针对在
各方面（无论音乐还是领导能力等等）具
有特殊天赋的学生。课程强调合作的重要
性，并充分融合学习的社会性质。
7到9年级的STEP学生在学习英语、数学
和科学等核心科目时集中上课。其课程
的其余内容来自其它关键学习领域，包
括人文、艺术、外语、技术及体育和卫
生。他们与STEP小组以外的学生一起学
习这些非核心科目。
10年级的STEP学生仍然集中开展英语课
学习，并继续得到STEP教师的支持。STEP
教师采用三种影响力很大的教育方式来培
养学生的“认知”：仔细观察；探索各种
视角和可能；引入模糊概念。
该课程对学生择优录取，依据：
• 在申请表上对选择标准的回答质量
• 学生的小学教师的推荐
• 本校进行的读写和计算能力测试
• 面试（如果需要）

通向成功的阶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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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希望通过学生干部计划实现三项价值：学生的声
音、学生的责任和学生的发展。学生干部由学生选举，
并得到学校员工和协调人员的支持。班长代表初中各年
级的每个班级。学生理事会由高层学生干部组成，包括
代表学生团体权益的学生会会长。每个年级还有其他学
生干部职务，帮助学生成功培养领导能力。这些职务包
括：同学支持干部、校理事会代表、运动、分舍和艺术
干部，以及学生理事会主席。学生干部负责代表学校、
推动学生参与社区和学校活动，以及在课内和课外活动
中以身作则。

所有学生干部都经常参加各种讲习班和培训课培养其领
导技能，以便能够在集会、校理事会、开幕式、体育活
动和筹款活动中代表学校。初中综合计划鼓励学生在班
上表现其领导能力。学校希望所有学生与学生干部共享
其意见和工作，从而取得成功。学生代表在Rosehill中学
拥有成功的历史，而学生干部计划和学生干部理事会更
加强了这种声誉。

运动和体育
课外活动

表演艺术

学校开展广泛的课外活动，旨在使所
有学生能培养将丰富其人生和扩大未
来选择的兴趣、技能和个人品质。

Rosehill中学的表演艺术计划为所有
学生提供广泛的选择。舞蹈、戏剧
和表演学习作为学期课程在7到10
年级提供，VCE则开设舞蹈和戏剧
课。学校每年举办多项演出，其中
音乐和歌舞表演作为主要项目交替
举行。除主要演出外，学生还有机
会参加演出晚会、小型音乐和舞蹈
表演及戏剧表演。

这些活动包括：表演艺术、体育、
双年音乐和歌舞表演、全国学术竞
赛、辩论和公开演讲。学校在高质
量艺术制作和表演方面声誉卓著。

参加体育运动是Rosehill中学学生
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学生们参加
Moonee Valley地区的校际体育
竞赛。他们有机会参与各种个人和
团体运动，包括：板球、排球、网
球、垒球、棒球、高尔夫球、草地
滚球、游泳、澳式橄榄球、足球、
无板篮球、越野、乒乓球、篮球、
曲棍球及田径运动。
Rosehill中学在个人和团队项目中
多次打进西区和州内决赛，成绩斐
然。网球、排球和篮球等多项运动
一直是本校的强项。
除校际竞赛外，学生还全年参加田径
和游泳的校内分舍竞赛。学校分为四
个分舍：红宝石、蓝宝石、绿宝石和
钻石，分别以周围街道命名。
Rosehill中学的体育和运动课程不断
促进学生参与，并让学生有机会通
过校内和社区体育运动学习、成长
并培养各种关系和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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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家长
报告

监督
表现

学校每学期出具期中报告，发给家
长、监护人和寄宿家庭。每学期结
束时，学校将为所有学生出具更详
细的书面报告。

由年级协调员、初高中部协调员、班主
任和海外学生主任组成的支持小组协助
每个学生顺利融入本校。他们将在学生
在校期间全程监督学生的学业表现和身
心健康。

海外学生的家长和监护人可以随时
通过电话、传真或电子邮件联系海
外学生主任，了解子女学习进展的
最新信息。

学校有一名职业发展顾问引导每个学生
进行科目选择、提供职业发展建议，并
在大学和其它高等学府的申请和资料方
面提供协助。

EAL/D课程
（英语作为第二语言/方言）
本校制订了多项课程支持海外学生的英语学习。我们的英语作为第二语言/方
言课程包括：
• 为经确认需要EAL/D协助的所有学生提供的小班授课
• 为一些EAL/D学生提供的额外个别支持
• 程度较高的EAL/D学生参加主流英语课
一些需要上更多英语课的海外学生会选择在入读Rosehill中学之前到本地英语
语言中心上10到20周的英语课。

寄宿

纪律

设施

Rosehill中学为学生安排本地家庭
寄宿并加以监督。寄宿家庭由学校
精心挑选和监督。这种住宿选择为
海外学生提供了融入澳大利亚生活
方式、练习英语和结交朋友的绝佳
机会。

Rosehill中学具有很强的纪律性，要
求学生努力学习，并每晚完成回家
作业。学校的目标是为学生提供全
面的教育，同时高度重视体育、音
乐、表演艺术和辩论能力的发展。

Rosehill中学拥有出色的信息和通
信技术设施，提供个人电脑和上网
本供学生使用。本校设施包括12
年级学习中心、图书馆、音乐中
心、EAL/D和海外学生中心、体育
馆、职业发展/资源中心、体育场和
多功能运动场（用于足球、澳式橄
榄球、板球、网球、曲棍球和英式
橄榄球等主要运动项目），以及专
业艺术、科学和技术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