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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女兒的雪梨故事由此展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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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凱瑟琳學校認同Eora部落的Gadigal及Bidjigal原住民是我們學校所在的這片土地的傳統主人， 
我們對原住民長老的過去與現在表示尊重。

這份尊重延續到原住民和托雷斯海峽島民的文化、精神及教育活動的持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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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是澳洲歷史最悠久的聖公會私立女校， 
致力於培養女性創造卓越生活。我們相信這一
豐富的傳統、配合我們多元化的住宿和教育服
務，是我們成功的關鍵。聖凱瑟琳學校的宿舍
為學生提供靈活、多樣化的全方位支持， 
營造像家一般的環境。您的女兒將會學習離家
生活，在特別的環境中變得獨立、機敏而又充
滿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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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裡，她們將發展成為舞蹈家、律師、詩人，

醫生、牙醫，未來不可知卻可期。

化學家、雕塑家、作家、思想家，

熱衷於改善的工程師。

教師、政治家、飛機師和潛水員，

對生活充滿激情，努力上進。

在這裡，成為自己創造生活的女性；

在聖凱瑟琳學校 

發揮您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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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學校是雪梨一所成績卓越的走
讀和寄宿女校。超過166年來，我們
一直在培育年輕女性-品格養成，及
激發個人潛能。

聖凱瑟琳學校認同多樣性可以豐富
我們的校園風氣，因此歡迎所有不
同背景的學生，及尊重每位學生各
自不同的長處。我們招收幼兒園到
12年級的學生，並從7年級開始提供
寄宿。

今天的年輕女性接受教育以面對一
個截然不同的世界，追求國際視野
和技術能力，有創意、展示自信、
自律和良好的人際關係網絡將是踏
上成功巔峰的必備條件。

我們希望讓學生獲得一流教育，所
以我們設置了內容廣泛、充滿挑戰
和具學術嚴謹性的課程。我們還希
望培養學生成為有個性和自律的女
性，具有品德和情感力量，能夠從
容應對生活的挑戰。這就是我們可
以為您的女兒提供的教育。

我們期待您的蒞臨。

聖凱瑟琳學校 
歡迎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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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凱瑟琳學校成立於1856年-在
2022年慶祝了166週年校慶。聖凱
瑟琳學校是澳洲歷史最悠久的聖公
會私立女校。

我們是一所走讀和寄宿學校，招收
1050名幼兒園到12年級的學生。

聖凱瑟琳學校位於雪梨獨佔優勢的
東部近郊。韋弗利（Waverley）是
一個安全的住宅區-距離著名的
Bondi海灘和Bondi Junction購物中
心只有很短路程。我們鼓勵學生盡
情體驗雪梨的一切，包括戶外的生
活方式。學校附近坐擁美麗的女王
公園（Queens Park）和百週年公園
（Centennial Parks），寄宿生都喜
歡到這裡散步和做運動。距離市中
心商業區和雪梨國內及國際機場僅
20分鐘車程。

聖凱瑟琳學校簡介

聖凱瑟琳學校與斯高茨中學 
（The Scots College）、克蘭布魯
克學院（Cranbrook School）及韋
弗利中學（Waverley College）這
三所聲譽卓著的男校有著強大的聯
繫。

由於我們大部分的海外學生都是寄
宿生，此小冊子偏重介紹寄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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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生活

每學年有四個學期。如果年中有名額，我們會考慮接受插班入學。 
請留意：10年級是最後入學年級。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第三學期 第四學期

一月下旬>四月上旬 四月下旬>六月下旬 七月中旬>九月下旬 十月中旬>十二月上旬

復活節假期 寒假 春假 暑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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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業優勢

聖凱瑟琳學校的教學專為女生量身
定制-這種氛圍鼓勵和推動引人深
思的討論。研究證明女生就讀單一
性別學校可以取得更卓越的學術成
就，自我信任、自尊和自信心亦會
更高。

您的女兒入學之後，7-12年級的
輔導員就是學生本人和父母的第一
在校連絡人。年級輔導員負責每位
女生的全面發展。她們熟悉每位學
生，清楚她們的長處和發展領域。

年級輔導員也跟宿舍職員緊密合
作，確保每位女生得到持續照顧。

所有高年級學生，走讀學生和寄宿
生從早上7時30分到8時20分開始上
課期間，課間休息和午餐時間，都
可以使用研究中心（圖書館）。課
前預習中心開放時間為下午3時30分
至5時30分，11及12年級的學生可以
留在預習中心直到晚上9時。

預習中心配備豐富資源，在這裡學
生可以接觸到教職員，為她們提供
功課支援和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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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課程

聖凱瑟琳學校為7-10年級提供一
系列全面的科目。從7年級開始，
學生將會學習：英語、數學、科
學、歷史、個人發展-健康與體育
（PDHPE）、法語或中文、拉丁
語、科技、視覺藝術和聖經研究。
從8年級開始，您的女兒將會選擇兩
個選修科目，並一直學到9年級。從
10年級開始 ，您的女兒將會額外再
選一個選修科。

聖凱瑟琳學校的學術課程最為廣
泛，在校內提供40個HSC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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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語 高級英語

英語作為外語/方言

基礎英語

延伸英語 1

延伸英語 2

數學 高級數學

基礎數學 2

延伸數學1

延伸數學2

科學 生物

化學

物理

延伸科學

歷史 古代歷史

現代歷史

延伸歷史

社會科學 商學

經濟

地理

法學

PDHPE	
（個人發展-健康與體育）

個人發展-健康與體育（PDHPE）

戲劇 戲劇

語言 中文

法語

日文

拉丁語

西班牙語

音樂 音樂1

音樂2

延伸音樂

技術 設計與技術

紡織與設計

食品科技

藝術 視覺藝術

聖經研究 宗教學習1

宗教學習2

*請留意課程開設隨時調整。

高年級HSC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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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未來

選擇合適的選修科和生涯指引，對
於您女兒為未來機遇做好規劃至關
重要。我們的高等教育咨詢師和學
生緊密合作，提供建議和支援。畢
業生講師和其他職場專業人士定期
來學校分享她們的經歷和建議。此
外，各大學會舉辦開放日和網上活
動，我們鼓勵學生積極參與。

2019-2022
年HSC成績

聖凱瑟琳學校提供高中畢業證書
（HSC）課程。HSC考試會在高年級
的最後一年完成。考試成績決定澳洲
高等教育入學排名（ATAR），學生
根據排名入讀澳洲或海外的大
學。HSC/ATAR全球認可。聖凱瑟琳
學校大部分的學生入讀雪梨大學、新
南威爾斯州大學、雪梨科技大學或澳
洲國立大學。

聖凱瑟琳學校在學術上是一所非精英
制學校，因此，我們的學生成績一如
既往表現優異。

 

聖凱瑟琳學校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雪梨晨鋒報（SMH） 
新南威爾斯州州內排名

17 29 23 13

聖凱瑟琳學校取得 
90分以上的學生比例

51% 41% 54% 57%

聖凱瑟琳學校取得 
80分以上的學生比例

80% 72% 79% 84%

聖凱瑟琳的 
ATAR中位分數

90 88.5 90.65 91.50

*ATAR滿分為99.95

**新南威爾斯州有超過500所學校參與HSC

在2022年，聖凱瑟琳學校有一名學生在英語作為外語/方言科目考獲全
州第一，另外有三名學生考獲該科目頭十名。

 聖凱瑟琳學校還有學生考獲戲劇科全州第二及經濟科全州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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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舍

宿舍是您女兒離家以外的另一個
家。

宿舍可供66名來自澳洲及海外的學
生入住。我們的宿舍最近已經重新
佈置，擁有現代化的生活區，提供
專人獨享的單人間，確保有學習和
休息的私人空間。我們鼓勵女生們
按自己喜好佈置房間。

我們的廚師會準備美味、豐富和營
養均衡的膳食。有Netflix，智能電
視供寄宿生使用，宿舍所有區域也
設有wifi。寄宿生可以使用學校的設
施，包括游泳池、體育中心、網球
和籃球場、音樂練習室和健身房。

學業優勢

宿舍營造一種勤奮和嚴謹學術態度
的文化和氣氛，重視和鼓勵學生作
出努力。我們的寄宿生在這樣的環
境和常規生活中健康成長。

班級老師和宿舍職員緊密溝通，確
保女生們的學習計劃符合學生本
人、家長和教學人員的期望。我們
有完善的跟進程序，我們清楚了解

一切是否運作順暢或者哪些方面需
要支援和改善。寄宿生逢星期一至
四晚上前往預習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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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要做寄宿生？

我們的寄宿生與澳洲和海外學生培
養緊密而長久的友誼。

您的女兒將會學習離家生活，變得
獨立、機智、自信而有教養。我們
鼓勵學生全身心投入聖凱瑟琳學校
的生活。寄宿學生積極參與專為她
們而設的豐富輔導課程活動，在社
交上和情感上都得以健康發展。

給她點時間
我們承認，入讀一間在另一個國家的新學校對於我們的海外學生來說是一項重
大挑戰，我們向學生保證，她們一旦安定下來開展日常生活和建立新的友誼，
學校生活就會變得容易。

積極參與
我們學校提供眾多輔導課程活動，例如戲劇、體育、音樂、辯論和舞蹈。

所有7-10年級的寄宿生每個學期都必須參加至少一項（最好兩項）輔導課程活
動，支持她們融入聖凱瑟琳學校的生活。

尋求協助
除了您女兒的年級輔導員，我們有五名住校宿舍職員，在您女兒需要協助時提
供支援-即使她只是很想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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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職員

聖凱瑟琳學校設有一座宿舍，
為66名7-12年級的學生提供
住宿照顧。寄宿生來自雪梨、
澳洲鄉郊地區和海外，大家融
洽相處。

五名全職宿舍職員一起住在宿
舍裡，隨時為學生提供援助。
我們的職員團隊緊密合作， 
確保每位寄宿學生就讀期間得
到完善的支持和栽培。

我們的宿舍團隊由我們的宿舍
主任暨原住民學生協調員
Chelsea Slade帶領。

她與我們的日校主任 
Rebecca Herbert女士緊密合
作，確保我們的寄宿生無縫融
入學校生活。

CHELSEA SLADE女士

Chelsea監管我們的宿舍，並對
所有寄宿生、她們的福利和發展
負責。她也是我們的原住民學生
協調員，負責為原住民學生在聖
凱瑟琳學校就讀期間提供支援和
指引。

Chelsea認為溝通是教育的關鍵。
她致力發展我們的宿舍和原住
民學生氛圍，讓我們的女學生們
從聖凱瑟琳學校畢業時，成為自
信、樂觀而又富有個性與勇氣的
年輕女性。

她堅信人際關係、信任和歸屬感
是學生們享受學術和個人成就的
關鍵。

REBECCA HERBERT女士

Rebecca對在學校推動全人發展
始終充滿熱誠。Rebecca已經在
我們學校工作18年，熱愛每天都
不一樣的豐富生活。她很享受可
以花時間跟走讀學生和寄宿學生
相處，熱切跟學校其他人緊密合
作，確保學生找到歸屬感，從而
健康成長。

Rebecca對學校一直充滿熱誠，
很早就知道學校就是她的職業生
涯所在。Rebecca的腳踏實地、
實幹、靈活、富同情心、平易近
人和熱情的個性一直備受走讀和
寄宿學生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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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中日常

早上6時45分-7時45分
早餐

上午8時15分之前
為上課做準備，整理房間，
完成雜務

上午8時15分
離開宿舍

上午8時20分
開始上課

上午8時20分-10時30分
第一和第二節課

上午10時30分-11時
課間休息（早茶）

上午11時-11時20分
學業關懷（每週3次） 
或學校集會或 
教堂活動

上午11時20分-下午1時30分
第三和第四節課

下午1時30分-2時15分
午餐

下午2時15分-3時20分
第五節課

下午3時20分-5時30分
課後班、體育活動、 
輔導課程活動。 
寄宿生返回宿舍

晚上6時
在寄宿生餐室吃晚餐

晚上7時-8時30分
7-9年級預習時間

晚上7時-9時
10-12年級預習時間
12年級繼續在房間學習

晚上9時15分
收取7-9年級學生的 
電子設備

晚上9時45分
收取10年級學生的 
電子設備

晚上10時30分
收取11年級學生的 
電子設備，容許學生 
繼續離線學習至11時

上午9時-10時
早餐

上午10時-下午1時
體育活動、輔導課程活動、
請假當天或過夜外出

下午1時
午餐

下午1時30分-5時30分
7-9年級週日活動 
（每兩週一次）

晚上6時
晚餐

晚上7時
靜修時間， 
代替預習時間

週末

寄宿生的日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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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員時間

您的女兒一入讀聖凱瑟琳學校就會
參加一個輔導員小組，這將成為她
學校生活的重要一部分。由我們的
輔導員小組開展的學業關懷計劃是
我們教學方案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您的女兒會感覺她屬於這裡，繼而
跟同齡同學發展更緊密的聯繫。  

您的女兒一升上高年級就會成為以
宿舍為中心的輔導員小組的一份
子。

在這些小組裡面，她會與同齡女生
還有一位老師在一起。這些小組每
星期見面兩次分享她們的經歷和想
法。真誠而又和睦的關係就在這些
小組裡建立起來。

舍室活動是讓學生感覺與她們的同
齡人和學校之間有連絡的其中一種
最好的方式。通過與不同年級小組
成員之間的互相合作，學生們將獲
益良多。我們高年級的學生主動引
領她們的舍室活動，低年級的學生
以她們為榜樣，從中學習。

學業關懷計劃還涉及金融知識、目標
訂立、安全派對、承諾、數碼公民、
精神健康意識、營養和健康習慣這些
方面。

如果您對女兒有擔心，她的年級輔導
員就是在校第一連絡人。或者，您想
提出一些意見反饋？年級輔導員就是
連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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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與輔導課程活動

聖凱瑟琳學校有多種體育與輔導課
程活動可供選擇，滿足每位學生的
特別興趣和目標。我們的活動經精
心設計，補充學校的學習生活和
培養正面的身體與精神健康，讓學
生有全方位體驗。聖凱瑟琳學校的
體育活動配備優質的設備設施和教
練，全程為運動員學生提供協助。

輔導課程活動
 • 學員

 • 有氧健身

 • 西洋棋俱樂部

 • 編碼和機器人俱樂部

 • 舞蹈（芭蕾、嘻哈、當代舞、爵
士、踢踏）

 • 愛丁堡公爵獎勵計劃

 • 擊劍

 • 藝術和韻律體操

 • 機器人

 • 演講和戲劇（三一學院）

 • STEM俱樂部（科學、技術、工程
和數學）

 • 視覺藝術

 • 瑜伽

體育

 • 藝術和韻律體操
 • 田徑
 • 羽毛球
 • 籃球
 • 越野跑
 • 美式足球（足球）
 • 高爾夫球
 • 曲棍球
 • 籃網
 • 獨木舟
 • 雪上運動
 • 游泳和跳水
 • 壘球
 • 足球
 • 乒乓球
 • 觸碰式美式足球
 • 三項全能運動
 • 排球
 • 水球



16   |   雪梨聖凱瑟琳學校 海外學生指南   

音樂
聖凱瑟琳學校有豐富多彩而又創新的音樂計劃，栽培每位學生的音樂發展。有
多達30個樂團、學校音樂劇、國際巡演可供選擇，還有一個廣泛涵蓋所有常見
管弦樂器的課室計劃和各類課程-為我們的音樂類學生提供無數機會，助她們
盡情發揮潛能。私人音樂課配備專用的排練室、練習工作室、樂隊室、電腦實
驗室、一個錄音室和其他可全面互動的教學區。

私人課程

涵蓋所有常見管弦樂和當代樂器的樂器課程，包括：

 • 低音管

 • 大提琴

 • 單簧管

 • 作曲及作詞

 • 古典和電子吉他

 • 低音提琴和電貝斯

 • 長笛

 • 法國號

 • 音樂技巧與理論

 • 雙簧管

 • 打擊樂器及架子鼓

 • 鋼琴

 • 薩克斯管

 • 長號

 • 小號

 • 大號

 • 中提琴

 • 小提琴

 • 聲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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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拓展

當您的女兒入讀聖凱瑟琳學校，就
有機會參加語言交流、服務和文化
深度遊。

通過國際拓展計劃，我們為學生提
供計劃瞭解國際問題和探索多元文
化的機會。在學校學習語言和文
化，然後參加交流或課程專題的遊
學加深認識，讓您的女兒為未來世
界做好準備。 

語言和文化深度遊：
 • 日本
 • 新喀里多尼亞
 • 香港
 • 阿德萊德

文化交流：
 • 英國
 • 阿根廷
 • 瑞士

語言深度交流：
 • 法國
 • 日本
 • 西班牙

國際巡演：
 • 服務

 • 音樂

 • 體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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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生及家長分享

LEE YIU (CHRISTINA) YIP，香港寄宿生，2022年HSC學生
我2020年開始在聖凱瑟琳學校寄宿生活，當時疫情剛開始。接下來的兩年，我見不到
父母，也不可以回香港，感覺極度迷惘和不確定。幸運地，我在宿舍有一個非常支持我
的大家庭，她們不斷安慰我。感謝宿舍組織大量的活動，我很容易就認識到其他寄宿
生，很快就和她們做朋友。跟整個宿舍一起去水上樂園（Jamberoo Water Park）依然
是我中學生活其中一個最美好的回憶。我也享受每天在研究中心的預習時間，可以跟老
師單對單地學習。宿舍提供了一個很暖心的環境，讓我有機會成長和學習獨立。我很感
激可以成為這個大家庭的一份子，離校時也學會了無數指引我走向未來的新技能。

LIM SONG 和SOYOUNG LIM，越南 
2019年HSC學生LEENA SONG和2021年HSC學生JUNA SONG的家長
把兩位女兒從越南送到澳洲，是令我們全家都憂慮不已的體驗。聖凱瑟琳學校為Leena
和Juna提供了最安全的環境，讓她們充分體驗文化多樣性並明白成為負責任的社區一份
子的意義。現在，她們很自豪地稱自己為聖凱瑟琳女生！

非常感謝你們的照顧！

IMOGEN HICKS，堪培拉寄宿生，2020年HSC學生

我2018年入讀聖凱瑟琳學校寄宿。從一開始我就很享受，因為這是一個相對小規模的宿
舍，有大約66名來自澳洲和海外的女生寄宿。這意味著，隨時可以找到人聊天、一起學
習或者做運動，但同時可以擁有靜修時間。跟來自不同背景的女生一起生活，加深了我
對其他人的認識，有助我發展社交和生活技能。

宿舍剛剛重新裝修，設備設施都是全新的，真的讓人興奮。持續的熱水淋浴是最美好
的！是的，宿舍有很多規定，但依然有家一般的感覺，我時刻感到備受支持和照顧。

住校是一件非常好的事，因為意味著我在課後和週末可以額外享用特定的學校設施，例
如研究中心、健身房和泳池。走出宿舍門只需2分鐘就到課室、團隊訓練或者輔導班，
真的非常方便。

對於我來說，入讀聖凱瑟琳學校是一種殊榮。我擁有非常好的機會，從學業輔導到精英
運動員計劃，應有盡有。當我認真思考在聖凱瑟琳學校度過的時間，就會想起美好的時
光和建立了將會一生珍惜的長久友誼。我很感激學校給我機會發展為我指引生活的價值
觀、技能和知識。

KEI CI CASEY YU，香港寄宿生， 2019年HSC學生
我2015年開始在聖凱瑟琳學校寄宿讀8年級。這是我第一次離開家人這麼長時間，但我
馬上就受到職員和其他學生的歡迎。作為獨女，跟65名來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其他同學一
起生活和做朋友感覺非常好。剛開始寄宿時我真的很想家，但在職員和同學的幫助下，
我可以很快融入這個社區。我很珍惜和其他寄宿生一起歡笑玩樂的回憶。宿舍是我生活
了五年的第二個家，我很想念和朋友一起生活的日子，無論美好與否。對於我來說，寄
宿就像一次長時間宿營，是難忘的體驗。寄宿讓我有機會成長和學習如何獨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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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梨聖凱瑟琳學校 
入學要求

所有學生都需要參加澳洲教育咨詢服
務（AEAS）舉辦的英語、數學及一般
能力考試。聖凱瑟琳學校不接受雅思
（IELTS）成績。

AEAS考試或IDAT考試將確定學生
是否需要參加海外學生英語課程
（ELICOS）。ELICOS課程在雪梨
上課。聖凱瑟琳學校與培訓機構
International House （雪梨IH）
、Mega Education、Times Academy
或Pathways Armidale沒有關聯，但是
承認他們提供的ELICOS課程。

如果您的女兒需要參加ELICOS，就
要成功完成ELICOS才可以入讀聖凱
瑟琳學校。每一個申請都將會單獨
考慮，可能會有更多入學要求。

最低入學程度如下。

年級程度 最低分數程度 能力要求

5-6年級 51+ 中級
7-9年級 61+ 中高級

10年級 71+ 預備高級

*請僅用作指南，隨時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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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凱瑟琳學校 
報名程序

第一步
網上提交報名申請，支付不可退款的申
請費$500澳元，上載您女兒以下文件的
副本：

 - 出生證明

 - 護照

 - 最近的兩份學校成績單（經學校或教
育仲介翻譯並確認）。我們建議您指
定一家教育仲介，請登入我們的網站
查閱認可仲介。

 - AEAS考試成績。

第二步
您的女兒將要與高級領導團隊的其中一
位成員進行面談（通過Zoom或者在校
內）。

 - 要求一名家長也要參加面談

 - 面談將會在您女兒計劃入讀年份的兩
年前舉行，或者按要求而定。

第三步
如果有學籍名額，學校會通過電郵發出
錄取信和相應的註冊文件。

 - 錄取信會列明接受錄取的截止日期。

 - 錄取信會列明是否有條件錄取及是否
取決於成功完成ELICOS。

第四步
您要在截止日期或之前接受錄取，並支
付不可退款也不可轉讓的註冊費$4000
澳元。

 - 收到您的接受錄取確認函和註冊費
後，將會發出錄取確認書（CoE）及
住宿和福利安排確認書（CAAW）。
您女兒的簽證申請需要這些文件作為
輔助材料。

第五步
您女兒入學之前，需要遵從以下安排 
（額外費用適用）：

 - 安排一名監護人-可以是居住在雪梨會
說英語的親人或朋友或者指定一名國
際學生聯合會（ISA）的學生輔導員。

 - 提供您女兒的學生簽證和海外學生健
康保險（OSHC）副本。

 - 宿舍在學校假期放假期間不開放。如
果您女兒沒有朋友/親人或者不回國，
宿舍主任將會幫她在澳洲家庭寄宿網
絡（AHN）預約家庭寄宿。

 - 在您女兒入學之前30天，就要支付一
個學期的學費、住宿費（如適用）和
可退款的留位費$10,000澳元。

 - 您將會收到學校的入口網站登錄資
訊，還會提供有關試穿校服、課本和
入學詳情的資料給您。

第六步
聖凱瑟琳學校的迎新活動和入學。

發揮 
您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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