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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金山东区中文学校 2023 学年招生简章 
政府注册号：A0044328U；高考局认证号：01868 

 

一、学校简介 
新金山东区中文学校（EASTERN CHINESE LANGUAGE SCHOOL INC. ）创立于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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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从学龄前教育至澳洲中小学、VCE12 年级教育体系的一系列中文

相关课程。 

东区中文学校以弘扬中华民族语言文化，繁荣澳洲多元文化社会为宗旨，坚持非政治性、非宗教性和非盈

利性的办学原则。严格遵照教育部的各项规章制度，执行教育部社区语言教学大纲与高考局教学大纲规定，致

力为社区提供高水平、高质量的中文教学服务。 

    东区中文学校设在墨尔本著名的华人聚居地--Doncaster 区的 East Doncaster Secondary College 校园里，当

地华人社区素有注重教育、关注孩子健康成长的优良传统，并把这种美德倾力到对东区中文学校的一贯支持上，

形成了东校良好的学风和校风。 

东区中文学校周六授课，开设从学前、普通中文一年级至九年级和 VCE 中文（包括预备班、第一语言、第

二语言、第二语言高级组贯穿到 12 年级）所有课程，聘请热爱中文教育、敬业、踏实、扎实、钻研且熟悉澳、

中两国教育的经验教师执教。所有教职员工及志愿者均持有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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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区中文学校在历届 VCE 中文高考中都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尤其有众多 VCE 中文第一语言、VCE 中文第二

语言、VCE 中文第二语言高级组的学生取得了裸分 40+的好成绩。 

 

二、报名流程 

 
1. 学生注册 

1) 凡报读我校的新生均需根据维州教育部的要求填写一份完整的学生信息表，报名链接： 

https://www.xjssc.com.au/index.php/east-doncaster-campus-online-enrollment， 

在读直接升班的老生则要在网上注册进入学校提供给您的学籍账户更新有变动的信息。详见说明。 

2) 所有同一家庭第三子女、教师子女、校友和退休教师子女等享受特殊学费优惠的注册付费，请出示相

关证明到校区中文办公室（527 教室）办理。 

3) 所有新生的咨询报名注册付费，请到校区中文办公室（527 教室）办理。 

4) 只有正式注册付费学生可进入教室上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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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学生注册就读后因特殊需要申请临时换班上课的，每学期最多两次。 

 

 

2. 优惠举措 

1) 学校对同一家庭第三子女、教师子女、校友和退休教师子女一次付清全年学费给予学费优惠（详见具

体课程收费标准）； 

2) 学校仅对一次付清全年学费的给予学费特别优惠（详见具体课程收费标准）； 

o 第一阶段早鸟优惠：2022 年 12 月 18 日前一次付清 

o 第二阶段开学优惠：2023 年第一学期内一次付请 

                    注：如付半年学费则不享受上述优惠，优惠不可重复享受。 
 

3. 退学须知 

1) 我校学费以半学年计算，已注册学生在报读该半学年的前三周申请退费。三周后不予退费； 

2) 凡已付全年学费并享受优惠的，一旦提出退费将按全价扣除已上课时的费用； 

3) 已付学费并在第一学期和第三学期开学前申请退费，仅扣除手续费$20； 

4) 已读前三周内退费，须扣除已读前三周学费、注册费及手续费$20； 

5) 特殊情况退学或保留学籍请电邮至 admin@eclschool.vic.edu.au 提请学校酌情考虑，5 个工作日内答复； 

https://www.xjssc.com.au/index.php/east-doncaster-campus-online-enrollment
mailto:admin@eclschool.vic.edu.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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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退费申请一律电邮至 admin@eclschool.vic.edu.au（同时附上缴费凭证）提交学校审核，5 个工作日内

答复，家长确认无疑议后，学校财务部门会在 10 个工作日内转账到提供的账户里。 

 

三、付费方式： 
      1、学校提供银行信息，请明年继续升班的学生家长直接网上转账，转账时请注明孩子的姓名和 Reference

号（从您孩子的学籍账户中上传学费凭证处点击获取）并同步在您孩子的学籍账户里上传付费凭证。 

转账信息 
Bank Name: Commonwealth 

Bank of Australia 
Account Name: Eastern 

Chinese Language School 
BSB:                

063 254 
Account Number: 

10123295 

如果是新生除提交完整的报名信息后，还要注明学生姓名、所报班级和付费凭证等信息发至学校管理邮箱：

admin@eclschool.vic.edu.au  

       2、新生报名、咨询现场接受刷卡付费。刷卡付费可用信用卡、银行卡和银联卡；用银行储蓄卡付款不收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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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学费不接受现金支

付。 

 

四、2023 学年校历及授课时间 

 
上

半

学

年 

 

 

第一学期 （九周） 

 

 

2023 年 2 月 4 日（六） -     2022 年 4 月 1 日（六） 

 
 

第二学期（八周） 

 

 

2023 年 4 月 29 日（六） -   2023 年 6 月 17 日（六） 

 

下

半

学

年 

 

 

第三学期 （九周） 
 

2023 年 7 月 15 日（六） -   2023 年 9 月 9 日（六） 

 

第四学期 （九周） 

 

 

2023 年 10 月 7 日（六） -   2023 年 12 月 2 日 （六） 

 

 
授课时间： 

每周六 

                                               上午中文班       9:30 am – 12:15 pm 

                                               下午中文班       1:15 pm –   4:00 pm  （VCE :  1:30 pm –  4:15 pm） 

注： 

1. 学前、一至 VCE 十二年级提供上午中文班（各三节课）； 

2. 学前至六年级和 VCE 各年级亦提供下午中文班（各三节课）； 具体课程介绍详见后文各栏； 

另设：周日上午 9: 30 am – 12 : 15 pm；下午 1: 30 pm – 4 : 15pm pm  VCE 十二年级班；  

 

五、儿童安全相关政策 

学校严格遵守教育部和社区语言学校对教职员工和家长提出的有关儿童安全的相关政策，制定了《教职员工行

为规范》》、《儿童安全条例》、《学生接送条例》、《反欺凌条例》、《学生网络安全条例》等具体条例，

如果您对我校的有关儿童安全相关政策有任何疑问或建议，请登陆我校网站 https://eclschool.vic.edu.au/child-

safety 进行查询，也可发邮件至 admin@eclshool.vic.edu.au 

 

 

mailto:admin@eclschool.vic.edu.au
mailto:admin@eclschool.vic.edu.au
https://eclschoolxjs/
mailto:也可发邮件至admin@eclshool.vic.edu.au


3 

 

 

六、学生和家长在校园内的行为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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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校制定了《学生守则》、《学生奖惩条例》、《学生出勤条例》、《学生纪律管理条例》等相关规定。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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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学校开放期间，早上 9：15 以前如无家长陪同，学生不能独自进入校园。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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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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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不建议学生携带贵重物品到学校，如有丢失，责任自负。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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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放学 15 分钟后仍无家长来接的学生，将集中送到校区中文办公室 527，请晚到的家长到办公室接走学生。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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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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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上课期间，所有家长及非本校教职员工不得在校园内滞留。 

 

七、学前中文课程介绍 

班级 招生对象 课程内容 

学前班 4-5 周岁儿童 

上午班、下午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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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前中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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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基础中文课程介绍 

一年级至三年级 5 周岁以上儿童 

上午班、下午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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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年级学生将配合中文学习开办汉语拼音辅助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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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年级至六年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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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班  

 

采用《中文》四至六册，中文授课为主，听、说、读、写的能力培养从字、

词、句教学过渡到段落、篇章的教学，渐进培养学生中文口语及文字表达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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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年级至九年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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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用《中文》七至九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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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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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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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VCE 中文课程介绍 

      新金山东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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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CAA0186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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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课程。所有学

习中文 VCE 的学生，既可注册为我校高考生参加中文高考，也可报读我校 VCE 中文强化辅导课程。 

       新金山东区中文学校在历届 VCE 中文高考中均取得了骄人的成绩，该部门由十年以上 VCE 执教经验的教师

担纲,  每年都以数倍维州 8%的高分上线比例,  培育出众多 VCE 中文第一语言、第二语言、第二语言高级组,  裸

分超 40 的优秀毕业生。 

班级 招生对象 课程内容 

10 年级        
（VCE 中文预备班） 

2023 年在日校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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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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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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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2023 年收费标准 

年级 标准学费 
早鸟优惠

（2022.12.18 前） 

开学优惠         
（2023 年第一学期内） 

      校友及 

退休教师子女 
第三子女 

教师子女 

  
半年   

（含注册费） 

全年   
（含注册费） 

全年   
（含注册费） 

全年   
（含注册费） 

全年   
（含注册费） 

全年   
（含注册费） 

学前班 （半天） 
$400      

(注册费$100) 
$800 

(注册费$200) 
$600 

(注册费$200) 
$700 

(注册费$200) 
$500 

(注册费$100) 

$400 
(注册费$100) 

 1 - 9 年级（半

天） 

$400     
(注册费$100) 

$800 
(注册费$200) 

$600 
(注册费$200) 

$700 
(注册费$200) 

$500 
(注册费$100) 

$400 
(注册费$100) 

10 年级/VCE 预备

班（半天） 

$450     
(注册费$170) 

$900 
(注册费$340) 

$700 
(注册费$340) 

$800 
(注册费$340) 

$550 
(注册费$170) 

$450 
(注册费$170) 

VCE 11 年级     

（半天） 

$600 
(注册费$170) 

$1,200 
(注册费$340) 

$1000 
(注册费$340) 

$1100 
(注册费$340) 

$700 
(注册费$170) 

$600 
(注册费$170) 

VCE11 年级海外生   

（半天） 

$700 
(注册费$170) 

$1,400 
(注册费$340) 

$1,200 
(注册费$340) 

$1,300 
(注册费$340) 

$800 
(注册费$170) 

$700 
(注册费$170) 

VCE 12 年级     

（半天） 

$750 
(注册费$170) 

$1,500 
(注册费$340) 

$1,300 
(注册费$340) 

$1,400 
(注册费$340) 

$850 
(注册费$170) 

$750 
(注册费$170) 

VCE12 年级海外生

（半天） 

$850 
(注册费$170) 

$1,700 
(注册费$340) 

$1,500 
(注册费$340) 

$1,600 
(注册费$340) 

$950 
(注册费$170) 

$850 
(注册费$170) 

 



5 

 

十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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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lschool.vic.edu.au/wp-content/uploads/2019/10/Parent-

Complaints-Procedure.pdf）。 

 

                                                我校授课地点 

                             East Doncaster Secondary College   

                          26 George St, East Doncaster, VIC 3109 

 
                              注：有关 2023 年招生简章的任何疑问，可电邮：admin@eclschool.vic.edu.au 或 0423 877 841 咨询。 

 

                                                                                               东区中文学校 

          Eastern Chinese Language School Inc. (Reg. No.: A0044328U) 

  VCAA School Code: 01868 

                                                                       学校 官网：https://eclschool.vic.edu.au/ 

https://eclschool.vic.edu.au/wp-content/uploads/2019/10/Parent-Complaints-Procedure.pdf
https://eclschool.vic.edu.au/wp-content/uploads/2019/10/Parent-Complaints-Procedure.pdf
mailto:admin@eclschool.vic.edu.au
https://eclschool.vic.edu.a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