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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斯马尼亚
政府公立学校 	ü 	 高度重视学业成绩

	ü 	 安全友好的学习环境

	ü 	 获得入读澳大利亚顶尖大学的资格	

	ü 	 经济实惠的学费和生活费

	ü 	 政府运营管理的家庭寄宿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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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斯马尼亚
政府公立学校	
塔斯马尼亚以其在教育和教学方面的卓越成就而自
豪。澳大利亚的课程大纲保证了国家教育质量标准
得以贯彻执行。 

塔斯马尼亚以卓越的学业成就而闻名，培养出很多
出类拔萃的精英，并为其铺就了成功之路。

塔斯马尼亚政府学校配备了一流的信息技术、科
学、学习和运动设施，拥有优美的校园环境，为学
生提供优质教育。开设的课程科目齐全，能够满足
每个学生不同的需要和目标。 这里有安全的环境，
为学生提供全面周到的支持，提供高质量的教育，
国际学生在这里有宾至如归之感。

塔斯马尼亚的政府公立学校帮助青年学生为适应21
世纪的生活做好准备，在这方面成绩斐然。我们注
重培养学生的学术专长和批判思维能力。

图片说明

塔斯马尼亚学校的优秀毕业生Gyu Chul Myeong获得了Isaac 
Newton奖学金，将于英国剑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这是他与校长
Keith Wenn的合影。

专业高中
塔斯马尼亚的11和12年级学院体系为国际学生
提供独具特色的学习体验。学生在7-10年级读初
中，在11和12年级读高中。学生可以在各个学习
阶段按照其自身的特定需求完成学业。

塔斯马尼亚特别注重满足有天赋和特长的学生的需
求，为其提供广泛的科目，针对每个学生的不同才
智、兴趣和才能来量身定制课程。 学校与塔斯
马尼亚大学合作开设资优生（High Achiever）课
程。

Peter Yau 与另一学生双双获得了2016年学院优
秀学习标兵奖。两名学生在“澳大利亚高校入学排
名”中获得了最高分99.90分。 Peter目前在香港
大学攻读医学专业。

塔州政府公立中学共有以下9所初中（7-10年级）
，以及6所高中（11-12年级）。根据学生的兴趣
爱好与学习目标，塔州教育局将会向您择优推荐最
为适合的学校。

塔州政府公立中学共有以下9所初中（7-10年级）

• Clarence High School

• Devonport High School

• Kingston High School

• New Town High School

• Ogilvie High School

• Prospect High School

• Queechy High School

• Rose Bay High School

• Taroona High School

以及6所高中（11-12年级）

• Don College

• Elizabeth College

• Hobart College

• Launceston College

• Newstead College

• Rosny College



一流的居住环境	
塔斯马尼亚州是澳大利亚的一个岛屿州，景色壮
观。尽管它最珍贵的资产是它的人民，但仍以其原
始天然的海岸、名列世界遗产名录的森林和靠近南
冰洋的独特位置而闻名于世。塔斯马尼亚人因其轻
松悠闲的生活态度以及友好和好客而闻名。

塔斯马尼亚的各个城市治安良好，当地人友好好
客，拥有安全的学习和生活环境。这里是一个日新
月异、欣欣向荣的社区，您将有机会参与其中，体验
充满活力的文化艺术氛围、咖啡厅、餐厅、市场和音
乐节。同时，塔州也是一个美丽的自然景区，全州将
近一半的区域是世界文化遗产、国家公园或海洋和
森林保护区，因此塔斯马尼亚拥有世界上最洁净的
空气也就不足为奇了。

塔斯马尼亚是国际公认的旅游胜地和留学目的
地，最近被《孤独星球》 (Lonely Planet) 评为世
界十大最值得去的旅游胜地（World’s Top Ten 
Regions to Visit’ by）之一。学生可以从塔州最
具活力的城市（霍巴特、朗塞斯顿或德文波特）中
任选一个作为留学目的地。这些城市都曾被评选
为“世界最友好城市”。

人性化支持
塔斯马尼亚政府学校的国际学生将得到悉心照
顾。每个学校都有国际学生顾问，提供专门的
教牧关怀和学习支持。各所学校都提供英语语言辅
导。塔斯马尼亚州教育部国际教育与培训司向国际
学生提供24小时紧急服务电话。学生如需帮助，将
得到迅速回应。

塔斯马尼亚拥有超过 50 万的人口，国际学生在这里
将获得个性化的支持服务，有机会真实体验澳洲式
的文化和生活。

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	

各个学校都开展广泛的文艺体育活动（enrich-
ment programs），且这些活动均已包含在学费之
内。课外活动有冲浪、团体运动和音乐。文艺体育
活动倡导健康的学习和生活张弛有度，也为结交朋
友提供了绝佳机会。我们根据各个学生的不同兴
趣，为他们安排最适合的学校。

塔斯马尼亚政府的家庭寄宿项目
我们的家庭寄宿项目由塔斯马尼亚政府负责运营，
可以为 7-12 年级的学生提供安全、可靠和友好的
住宿，寄宿家庭为学生提供周到友好的帮助和设施
完备的私人卧室。

寄宿家庭也将在健康和福利服务、交通、家庭参
与、社区和澳大利亚文化活动方面为学生提供支
持。

寄宿家庭为学生提供营养丰富的一日三餐、公用设
施（水电和互联网）和家庭设施（电视、熨斗、吸尘
器和洗衣房）。

塔斯马尼亚政府设有专门的家庭寄宿工作部门，以
确保：
1.每个家庭均已通过无犯罪记录的审核；
2.我们的团队对每一个家庭进行审查，确保他们适
合提供学生住宿。
3.我们的办公室为所有学生和房东提供免费的全天
候 24/7 紧急联系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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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体育活动之一，皮划艇



学期起始和结束日期及费用	
2018	年学期起始和结束日期及费用

第	1	学期 第	2	学期 第	3	学期 第	4	学期

起始日期
2月7日周三

起始日期
4月30日 周一

起始日期
7月23日 周一

起始日期
10月15日 周一

结束日期
4月13日周五

结束日期
7月6日周五

结束日期
9月28日 周五

结束日期
12月20日 周四

请注意：学生可全年注册入学。但是，建议学生完成 11 年级和 12 年级的整个学年。

学费*	(费用保留每年调整的可能性)

每年费用 每周费用 预科班

小学（1-6 年级） 14000 澳元 每周 350 澳元 不适用

初中（7-10 年级） 12000 澳元 每周 300 澳元 不适用

高中（11-12 年级） 13000 澳元 每周 350 澳元

每周 350 澳元
包括英语作为附加语言课
程 (EAL)和主流课程，为升
入高中做准备

英语语言课程学费 已包含在前述学费中

文艺体育活动 已包含在前述学费中

*前述费用涵盖了学费，包括英语语言课程费用和文艺体
育活动的学费。

课本费、校服费和特别短程旅行则另收费。如需详细信
息，请联系塔斯马尼亚州教育部国际教育与培训司。

最短学习期间为两个周。

寄宿家庭费用

7-12	年级

每周 300 澳元

需要交纳一次性的寄宿家庭安置服务费
(寄宿家庭安置费$200)

管理费	
管理费包括监护费、申请费、学校安置服务费和部分变
更寄宿家庭或转学校的费用。 

每学期75澳元
每年不超过 300 澳元

海外学生健康保险			

每月 （大约）50 澳元

每年 （大约）600 澳元

塔斯马尼亚州教育部　国际教育与培训司

联系方式

电话: +61 3 6165 5727 
传真: +61 3 6233 7839

电子邮箱: info@geti.tas.gov.au

中文网站: www.studytas.cn

英文网站：study.tas.gov.au

CRICOS 03352G

中国区教育经理：

傅蕾老师（Cathy	FU）	

电话：021-66504951

手机：86-13917329232

邮箱：fulei-2001@163.com

*澳大利亚政府为国际学生提供的保护

塔斯马尼亚州教育部国际教育与培训司希望我们的学生在塔斯马尼亚拥有一个安全、有益和愉快的环境。持学生签证在澳大利亚学习的学生受《海外学生教育服务
法》（Education Services for Overseas Students）和《海外学生教育培训注册局及学校的国家行业规范》（National Code of Practice for Registration Authorities 
and Providers of Education and Training to Overseas Students）的保护。

《海外学生教育服务法》制定了关于教育机构和学生消费者保护的统一规范，籍此为国际学生提供保护。澳大利亚的国际学生不论在哪里学习，都会受到《海外学生

教育服务法》的保护。如需更多信息，您可以登录澳大利亚政府教育和培训部的网站 ：www.internationaleducation.gov.a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