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10-17岁学生提供卓越超群的寄宿制英语语言学习及学校预备课程。



Avalon College是一所独一无二的英
语语言学校，为10 - 17岁海外留学
生提供最好的照顾及教育课程。

所有学生都需住宿学校，学生能在每周
七天英语课程的方方面面中充分受益。



欢迎光临 AVALON COLLEGE

全面英语学习体验 
是您的孩子通往成功之路独一无二的开始

选择Avalon College的原因：

1. 靠近墨尔本，为学生提供安全可靠
的全方位寄宿学校的体验。

2. 学生每周7天、每天24小时的学习及
生活将完全使用英语，最大限度地帮
助学生提高语言水平及学习成绩。

3. 学校负责监督学生课后、家庭作业
及周末活动项目的完成情况。

4. 学校从全方位整体关注学生的个人、
社交及学术等方面的成长。

5. 学生从Avalon College毕业后，有机会
升入澳大利亚顶尖学校继续学习。

“在Avalon学习是我人生中的一段
美妙旅程。美丽的校园，友好的
同学，敬业的老师和快乐的学校
生活……Avalon College的一切令
人赞叹。”
Natalie

“我的很多技能都提高了。比如，我
的语法和选词都更好了，英语表达
更流利了。现在，我可以和澳大利
亚学生交流了。非常感谢老师教会
我怎样改进文章结构。谢谢学校为
我们提供了超级棒的学习环境。”
Xue, Shi Hao - Dwight



全面英语学习体验

Avalon College结合一流的英语语言及学校预备课程，
为中小学生提供全面的寄宿环境的学习氛围。

住宿 - 教育 - 融入 - 毕业

在Avalon College，您的孩子将置身
于一个安全的培养环境中，在为学
生专门设置的课程中接受教育，并
逐步融入澳大利的学校文化。您的
孩子将有机会升入澳大利亚最好的
学校。Avalon College是孩子成功开
启学习生涯独一无二的良好开端！ 

孩子的生活管理及安全保障

Avalon College为您的孩子提供独特、
安全的学习生活环境。作为澳大利亚唯
一一所提供全方位的寄宿学习的英语学
校，您的孩子在入学后，很快将融入
快乐积极的英语学习氛围。全方位的
住宿照顾意味着，您的孩子在校每周7
天、每天24小时都将得到学校专业人
员的悉心照料。Avalon College致力于
按照澳大利亚儿童安全标准提供服务，
我们始终将确保学生安全视为首要任
务。我们重视每个学生的个人价值，竭
力满足孩子的社会和情感健康需求。



通往成功之路

在Avalon College，我们致力于为您的
孩子提供最好的环境，籍此提高学生
的英语语言技能以及对澳大利亚文化
的了解。我们组织小班授课，由经验
丰富的专业教师辅导学生专注于个人
学习，并针对每个学生的情况提供及
时、高质量的学习报告和反馈意见。

我们挑战学生的思维，提供充分的
学习机会以实现自身潜力，帮助学
生的英语语言能力更上一个台阶。

我们精心设计的课程，可使任何语言
层次的学生都能进入Avalon College
进行学习。除了为进入澳大利亚学
校提供出色的预备课程外，Avalon 
College的课程也适合短期英语学习。

体验式的发现学习

Avalon College学生的英语学习不会
随着学业结束而终止。与传统的语
言课程不同，Avalon College开设了
全面的课后及周末课程，为学生体
验澳大利亚文化、生活和景观提供
充分的机会。这将有益于学生在不
同的环境中体验其英语表达技能。

为未来做准备

Avalon College的学生毕业后，将有机
会就读于澳大利亚顶尖的私立及公立学
校。一旦完成我校课程学习，学生可以
顺利地过渡到其他寄宿学校或走读学
校继续学习。我校与澳大利亚颇负名
望的中小学均有密切联系，为学生在
学业上的进一步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我校短期学习的学生结业后，英语语言
能力将会得到显著提高，大大增强学
生在自己国家成功学习英语的动力。



住宿

家之外的另一个暖巢

寄宿 
为您的孩子提供全面的安全照顾 
学校拥有完整的寄宿设施，确保您的孩子在安全
有保障的成长环境中集中精力学习。

独特的地理位置

Avalon College位于海边占地35公顷的
一座古老而美丽的庄园内。住在Avalon 
College，就像生活在一个大家庭里。
我们创建的社区，温暖而安全，随时
欢迎新学生。校规清楚严明，在田园
风光中，我们的学生放松身心之余，结
识新朋友，共同分享学习生活体验。

住宿设施

我校学生享有丰富多样的校园设施：

 – 2间学生休息室

 – 桌球和乒乓球

 – 带钢琴的音乐室

 – 篮球／网球场

 – 排球场

 – 广阔的运动场

 – 海滨步行道

学生心理辅导与医疗服务

我校敬业且经验丰富的教职员工关注
Avalon College的每个学生，并支持学
生健康的社会及情感需求。学校可为安
排学生使用母语的个人心理辅导。我校
员工接受过专业急救培训，能够针对学
生的疾病及其他医疗需求作出迅速回
应。学校临近综合性的专业医疗机构。

饮食要求

在Avalon College，我们每周七
天为学生提供营养丰富的食物。
我们的菜单结合东西方食材和特
色，可以满足任何特定宗教信仰
的饮食要求及医疗营养需求。

建立持久的友谊

来自不同国家的学生在一起分享新经
验的同时，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这些珍贵友谊让Avalon College
的学生彼此热情互助。

“我们每天都吃各种美味的食物！ 
Avalon的饭菜让我们很健康。”
Zhou, Yi - Julie.

“我的室友对我很真诚，
她就像我的姐妹。”
Cen, Ruiyang - Lena.



教育

通往成功之路

英语学习 
学院提供专业设计的课程，高素质、经验丰富的
教师来满足您孩子的个体学习需求。

充满鼓励的英语学习

Avalon College的学生必须
全天使用英语交流。

专业的课程设置

Avalon College的课程设置为满足学生
需求而设置。在教授阅读、写作、口语
和听力技能时，我们的课程特别关注澳
大利亚学校广泛使用的各种文本类型。
我们的广泛课程整合了数学、科学、
人文、媒体及体育方面的英语教学。

小班授课——独具特色

我们的小班课程为每位学生提供了
尽可能发挥最大潜能的最佳机会。
制定个人学习计划，有助于针对个
人需求，规范每个学生的学习。

有监督的作业时间

学生每天都有家庭作业，作业时段在
监督下完成。 家庭作业有助于学生学
习巩固一天的学习，对学习效果最大
化至关重要。在完成作业的过程中，
学生独立学习的习惯将得到培养，而
且，每个学生都能获得个别指导。

中小学入学准备

在Avalon College，我们将帮助学
生适应澳大利亚学校的不同课堂环
境，掌握西方教育中取得成功所必
需的技能，诸如团队协作、观点表
达、独立思考和积极参与课堂讨论
等等，培养学生的学习信心。

与众不同的短期学习

我们每年都会迎来一批参加短期课程学
习的学生。这些学生结合语言学习和一
系列令人兴奋的娱乐活动，参与到课
程学习的方方面面。课程结束后，学
生的英语语言和社交能力有了显著的提
高，结交了新朋友，充分体验了澳大利
亚文化氛围和学校生活的许多方面。

优秀的教职人员 

Avalon College的教学人员都是经验
丰富、非常敬业的专业师资人员。

“感谢我的父母在开学前为我提
供了这段过渡期的学习。对我来
说，这将是一段珍贵的回忆。” 
Wang, Hetong - Tonia.



融入

通过体验发现新知

Avalon College为您的孩子提供探索澳大利亚文化和环境的机
会，在探索的同时，孩子们会发现自身的更多潜力。

不仅仅在教室里学习 
人生学堂

课外活动

我们鼓励学生发扬团队合作精神，独
立性和个人责任意识。我们的课后
活动项目管理团队的训练有素，开设
的内容包括团队建设、体育活动、
游戏、舞蹈、知识竞答、才艺展示
和主题晚餐。在不同的场合用英语交
流，是课堂学习的延续，有助于强化
Avalon浸入式英语教学的学习效果。

周末活动项目

每个周末，Avalon的学习将在校外
继续。学生会在不同的社交及文化
环境中使用英语，其中包括购物、
参观动物园、烧烤、看电影、访问
博物馆或历史遗迹。学生也将通过
自然环境中的漫步、野营和沙滩玩
耍感受澳大利亚的美丽环境。

下午课后活动

学生参加澳大利亚的体育运
动，如网球、澳式足球等。

“我在Avalon也很活
跃。现在我学会了更多
的表演技巧，学着做学
生领导，还在澳大利亚
很多地方拍了照片。”
Nadia Danchenkova

“Avalon不仅教会我英语，还教会了我生活中其他重要的事情。 
诸如守时、尊重他人、承担责任，还有，最重要的就是遵守纪律。 
Avalon让我更自信，更慎重。我很庆幸在这里度过了一段时间。”
Thientankij Nattapat - Pat



毕业

通往未来之路

Avalon College的学生毕业后，可升入澳大利亚顶尖中小学。

推荐入学

鉴于Avalon College与澳大利亚顶尖
中小学建立的长期友好关系，我校
可向这些学校推荐新生并帮助学生
和家长顺利通过心仪学校的筛选。

向入学过渡

Avalon College教职员工为我校优秀
毕业生的学业成功感到骄傲。Avalon
的毕业生大多升入澳大利亚顶级学
校。我校对于学生的培养和照料有
利于学生更好地过渡到新学校。

为此，我们提供： 

 – 实用的建议

 – 学术咨询

 – 与目标学校的多次沟通

 – 个人支持，鼓励学生努
力达到学业目标

 – 访问目标学校，帮助学生更好地了解
新学校，并做好入学新学校的准备。

留学生教育服务机构: 

澳大利亚政府通过ESOS(留学生教
育服务机构)的法律体系对留学生
的课程设置进行管理。具体请参见
澳大利亚政府国际教育网AEI。

网址如下：

https://internationaleducation.gov.
au/Regulatory-Information/Pages/
Regulatoryinformation.aspx

“Avalon是一个如此美妙
的地方，让我学到了很多
美好的东西。这里不光有
英语学习，还能掌握一些
重要的社交技能。我会永
远记住Avalon College。
谢谢你。”
Zi Ying Meng - Blanche

“这周三我就要离开Avalon了。我在这里学
会了很多知识，收获了很多美好的体验，我
会一直珍惜它们的。在Avalon学习感觉太棒
了，还教会了我很多重要的人生经验。”
Zhang, Jihan - Joanna



课程信息

小学和中学课程：Avalon College是澳大利亚第一所全方位寄宿制英语学
校。学校为中小学生提供优质的英语教育和预备课程作为办学使命。

澳大利亚小学英语语言准备课程

我们的课程和教学方法 
与澳大利亚中小学相似。

入学条件

年龄为10至17岁，即将进入澳大利 
亚中小学学习之前需进行英语学习，
在母国有足够学习能力的学生。

课程时长

每门课程持续20周。学生完成
课程的时长取决于来到Avalon 
College之初的学习技能。

学习方式

全日制校园住宿

测试方法

为跟踪学生的学习进展情况，我校将采
用口试、听力测试、阅读及写作测试。

入学及毕业前测试目的是检测学生的学
业程度。此外，我们还会实施词汇及拼
写测验、单元及话题测验、词汇和拼写
测试，单元和主题测试，作业、文章
写作及课堂限时反应能力测试等。基
于标准的测验任务用于向学生介绍他
们到达学校后会接触到的测试方法。

结业资格

顺利完成所学课程后， 
学院将为学生颁发结业证书。

入门水平

顺利完成本课程的学生将能够：

 – 能就既定情景中的熟悉话 
题进行简单的面对面对话；

 – 理解与课堂及日常情 
景相关的简单指令；

 – 对基础性问题作出回应，若不 
确定，应能对问题作出区分；

 – 听从简单指令，全面理解基础课文；

 – 根据已学的模板，为诸多不同 
的课文题材建构和实施计划；

 – 运用所学的语法和词汇 
有效地表达自身观点。

初级水平

顺利完成本课程的学生将能够：

 – 进行简单的面对面交流， 
并对常用词发出准确读音；

 – 理解与课堂及日常情景相关
的简单指令，能表现出对于
选定的分级材料的理解；

 – 能够阅读并理解包括简单 
语言结构的分级语言文本；

 – 从文章中筛选相关信息，理解 
简单的本地母语者写出的文章；

 – 使用分级，才能对某个话题进 
行研究，用自己的话表达观点；

 – 使用简单的句子及正确 
的词序完成写作任务。

初中级水平

顺利完成本课程的学生将能够：

 – 正确使用已知的语法，能就 
日常及熟悉的话题进行对话；

 – 能正确地发出已知词汇的发音，
并有意识地正确使用语调；

 – 加工并重新采用熟悉 
话题的听力材料内容；

 – 能与本地母语者进行交谈，并对不
熟悉的听力材料意思有一定理解；

 – 读懂并针对某个母语材料的话 
题进行研究，能够充分理解分 
级材料并从中筛选出相关信息；

 – 正确运用已知语法和拼写 
进行写作，并针对不同目 
的对多个话题进行写作。

中级水平

顺利完成本课程的学生将能够：

 – 与母语者保持对话并流利地、
有组织地表达自身观点；

 – 使用正确的发音和语调和已知语法；

 – 加工并重新利用母语 
语境中的给定信息；

 – 理解多种文体，并在讨论中做笔记；

 – 准确重述及概括母语听 
力材料中的关键信息；

 – 使用复杂句子结构进行写作， 
必要时能够使用支持性论据。



学生服务

Avalon College教职员的工作重点是为所有学生提供
一个支持和培养的环境。额外的服务包括：

教学主任

提供有关学术问题的信息和建议，其
中包括：个人学习策略和目标、目标
学校的科目选择及未来职业规划。

寄宿部主管

主要负责学生的身心健康。这些人
员与学术和支持人员合作，解决出
现的任何特定问题，例如，想家、
同伴关系问题、健康状况等。

工作人员

为学生身心健康提供额外的支持，如
提供建议、支持和策略，帮助学生顺
利过渡到新环境。这些员工将与班上
的学生和社区支持小组建立网络，讨
论诸如集中注意力学习、应对校园欺
凌、身心健康以及学习策略等话题。

欺凌及骚扰问题

Avalon College遵循《儿童安全学校》
标准，对欺凌采取零容忍政策。学校将
通过开展研讨会和讲习班探讨有关欺凌
和骚扰的问题，让学生了解学校与更广
泛社区共同提供的反欺凌支持网络。

与选定学校的联络

校长以及教学主任将定期与学生将要入
学的学校保持联系。校长和教导主任会
专门访问学生已选学校，讨论学生及
其学业进展情况。此外，我们还为所有
学生提供澳大利亚学校的入学培训。

个性化学习的重点关注

一些学生需要额外的一对一的指导来
促进他们的学习。通过此类指导，需
要额外的专业支持或寻求英语以外学
科扩展的学生，帮助其巩固学习。

如有需要专家医疗服务

Avalon College与当地医疗服务
提供者建立广泛的联系。如有需
要，这些专业人员的服务将会在
医生推荐的基础上提供服务。

“我在Avalon呆的时间越长，对这
所学校的了解就越多。这是一个充
满温暖和回忆的地方。我要感谢这
里的每一位教职员工和学生。
Yui Yang Gen - Le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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