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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澳大利亚洲堪称真正的澳大利亚。西澳

洲以其长年灿烂的阳光、蔚蓝的天空、清

澈的白色海滩以及热情友善的人民而著称

于世。

珀斯是西澳洲的首府城市，栖息在美轮美

奂的天鹅湖畔，俯瞰国王公园的天然灌

木丛。珀斯市人口超过150万。这个现代

化、充满活力的大都会，是学习生活的理

想选择地。身处于地中海气候的珀斯，拥

有蔚蓝的天空以及零污染的自然环境。冬

季平均气温5-16度，夏季平均气温18-30

度。 

珀斯的吸引人之处是她与中国同处一个时

区。此外，大部分东亚国家都有直达珀斯

的航班。生活在珀斯，学生可以亲身通

过众多途径体会丰富的澳洲本土文化，大

剧院、电影院、艺术展览馆、咖啡馆、购

物广场等应有尽有。比起其他众多主要城

市，珀斯的犯罪率也相对较低，交通密度

较小，自驾车和公共交通都相对容易。

珀斯PLC ，是一所非盈利性的私立女子学

校。座落在建设完善的Peppermint Grove

住宅区，交通便利，且靠近天鹅湖和海

滩，离珀斯市中心只有20分钟的车程。 

珀斯拥有五所大学，均鼎立于科学技术的

教育前沿。他们与全球领先的科研机构进

行尖端科研项目的研究。每年有超过两万

五千位国际留学生前来珀斯学习和生活。

有关珀斯的更多信息，请浏览:

www.studyperth.org.au

珀斯简介



2



想象一下－您的孩子在一个安全愉快的

环境中学习。

理解国际学生所面临的问题是PLC成为

杰出学校的原因之一。学校提供完善的

校内寄宿服务以及一流的设施。

PLC的学生宿舍为7年级至12年级的120

名学生提供了一个温馨、愉悦和安定的

生活环境。大多数的寄宿学生来自于西

澳洲的边远地区，此外还有大约20名来

自于亚洲各国的学生。富于爱心和责任

心的专业管理人员也居住在宿舍区，致

力于为学生提供一个安全的家外之家的

环境。

寄宿宿舍的这种友好的扶持环境也延伸

到PLC校园中, 奠定了师生相互尊重的基

础。同时每个班级不超过24个学生的规

模也使得国际学生与老师、本地学生有

更多互动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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珀斯PLC简介

PLC建校于1915年，不断持续地给1至12

年级的学生提供杰出的教育机会。

学校致力于提供卓越的教学质量，培养学

生的自信心，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

观，并培养学生积极主动地为人类的共同

利益而作出贡献。

想象一下－一所学校，鼓励学生为了其学

术及康乐活动的平衡而努力，培养学生树

立良好的身体和心理健康意识。

来自本地及世界各地的学校教职员工致力

于个性化服务与支持，帮助学生在文化、

体育、社交、个性培养与学术教育全面发

展。

学校因优质教育而享有杰出的声誉，大多

数毕业生成功就读于澳大利亚及海外各大

学。12年级学生成绩一直在西澳洲排名前

10位。 

澳洲学校学制通常为1月至12月，但对招

收国际学生有丰富经验的PLC能为国际学

生提供年中（7月/8月）入学的机会。

在PLC，8年级到12年级的学生的学年是从

每年的10月到第二年的9月。

学校为符合条件的国际学生开设英语作为

第二语言的课程。英语非母语的学生将经

过澳大利亚教育评估测试的审核（详情请

见报名须知)。PLC也提供额外的英语辅

导，帮助学生达到完成学业的英语水准。

自1992年起，5至12年级的学生普及笔记

本电脑。PLC已确立领先地位，保障学生

自信运用科技知识。

通过多元化的国际学生社团活动，PLC确

保所有学生都能有全面的体验。校内组织

各类体育赛事、音乐及其他文化活动和休

闲娱乐活动。

想象一下－一所学校的环境能鼓励及激励

学生的思维。

PLC是被认可的国际文凭学校，提供小学

课程  （1至5年级），中学项目（6至10年

想象一下···您的孩子在一所品质卓越、充满活力、不断创新的学校接受教育；您的孩子
受到的教育是专业的、积极的且具有创新意识的；此教育环境位于世界最安全的城市之一。



这些科目证明了学校在某些特定科

目上的成就与优势（至少有10名学

生选择此科）。这也是由每个学校

达到大学入学考试75分及以上的学

生比例汇集而成。

在国际文凭大学预科考试中：

•100％学生授予文凭

•78％学生达到或超过世界平均水平

•一个学生达到世界前8％的水平

毕业生去向

每年大约94％的12年级毕业生申

请大学课程。其中97％的学生取得

了西澳大利亚、澳大利亚各州及美

国、英国各大学录取通知书。

多数毕业生录取到以下学科继续深

造：

• 工程学
• 医学
• 法学/商务
• 牙医学
• 药剂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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辉煌的成绩

毕业生

2014年，12年级98％的学生成功取得西

澳大利亚洲高中毕业证书或国际文凭大

学预科毕业证书。在高等教育入学考试

（WACE）中：

• 5%的学生达到高等院校入学排名ATAR 

99或以上，这意味着她们位居西澳洲顶

尖1％的学生名列。

 • 27% 的学生达到ATAR 95以上－西澳洲

顶尖5％的学生。 

• 68%的学生达到ATAR 80以上－西澳洲顶

尖的10％的学生。

• 89.3％的学生取得资格入学西澳大学

• 81位学生的平均成绩是90.95

西澳洲表现杰出学校

在2014年，PLC被列为在WACE12科课程学

生取得优秀成绩的学校：
 • 应用信息技术
 • 化学
 •  经济学
 • 英语
 • 英语文学
 • 食品科学与技术
 • 法语 
 • 数学3AB
 •  数学3CD
 • 数学2CD
 • 物理
 • 心理学

每年，PLC学生在西澳洲高考（WACE）及国际文凭大学预
科考试中，均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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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毕业生ATAR 99以上
- 西澳顶尖毕业生之1％ 

27%
毕业生ATAR 95以上
- 西澳顶尖毕业生之5％

68%
毕业生ATAR 80以上 
- 西澳顶尖毕业生之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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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宿公寓

寄宿公寓为学生提供洗衣设施以供清

洗个人衣物。学校校服（衬衫及裙

子）由学校统一送往校外清洗部清

洗。使用此服务的寄宿生需要在每周

日晚将校服放置在清洗箩筐。洗净熨

烫完的衣服于周一晚退回。为了避免

不必要的麻烦，学校要求家长给学生

的每件校服贴上名签。学校也为学生

提供干洗服务。

教师职员宿舍分布在公寓内各个走

廊。即使在夜间，工作人员也可迅速

照顾到所有的学生。

寄宿生会客室在公寓楼的中心活动

区，是所有寄宿生的公共区域，设有

舒适的沙发、钢琴、电视机、DVD

机。孩子们也可在此相聚聊天、玩游

戏和看电视。

孩子们也可以在楼上的客厅内玩桌

球、乒乓球、桌上足球，以及在宿舍

职工的监督下在课余时间在学校的游

泳池里游泳。寄宿公寓紧邻天鹅湖畔

及印度洋海滨，既拥有宁静安全的环

境，同时还具备了公共交通及高档购

物区的便利。

位于校园中心的寄宿公寓为7至12年

级的女孩提供了一个温馨关爱的环

境。介于学生有来自西澳洲城乡、其

他各洲以及海外各国，多元化的学生

来源让不同的文化背景在这里相互交

融，使学校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 

 

  PLC的寄宿生住在一个现代化、家一

般的生活环境中。寄宿公寓分为五个

区域，为私人和公共领域提供了良好

的平衡，也特别注重安全、保险及教

牧关怀。所有的学生皆配备了各自的

笔记本电脑，寄宿公寓提供无限网络

以便于学生查阅邮件和网络联系。

7至11年级学生的区域设有双人、三

人或四人间，12年级学生分配到单人

间或双人间。每个学生配备衣柜、写

字台、抽屉、床和保险柜。学生也鼓

励用个人心爱物品装饰私人区域。

舒适的客厅区域配备电视机、DVD

机，同时还配备电水壶、微波炉、冰

箱和储物柜等。同时公寓也为每个学

生提供晚饭后甜点以及水果全天可供

孩子选择。

寄宿公寓是PLC不可或缺的社区，其宗

旨是将学生的学校和家庭成长经历相互

互补、相辅相成。寄宿公寓提供给寄宿

生全方面的支持与指导，以纾缓远离家

乡的愁苦，同时加强教育的机会。

寄宿公寓主管及家人与所有宿舍区员工

均生活在宿舍区，与学校顾问、年级辅

导员、健康中心护理人员、牧师和教师

紧密合作，以支持孩子的身体，智力，

社交，心理和情感的发展，以确保她们

快乐安全成长。

员工通过电话、传真、电子邮件与学生

家长保持紧密的联系与沟通。更多信息

请查阅寄宿公寓通讯简报、校长至家长

信函及学校每周时事通讯。 

（更多详情请见www.plc.wa.edu.au）。

生活在积极向上互相支持的环境中，促

使PLC的寄宿生达成学术目标，同时培

养独立、容忍及尊重他人的性格特质。

女孩们鼓励把寄宿生活看作丰富成长经

历的机会，并通过众多的机会为整个学

校社区作出贡献。反之，这些活动通过

分享共同生活经验而进一步拉近了寄宿

生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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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服务

教牧关怀团队也受到了专家小组的支

持，其中包括牧师、学校顾问、求职

顾问和丰富学习辅导中心的工作人

员。这种结构确保每个学生的个人发

展全面得到监督。

国际学生事务处办公人员为国际学

生就具体问题提供咨询。同时还提供

学生签证事项、健康保险等问题的咨

询服务。同时事务处组织与其他学校

国际学生及澳大利亚学生交流的社交

活动机会。

学校顾问

PLC拥有专业的心理学家帮助提供个

人事务咨询及建议。

求职顾问

所有的学生都强烈建议与职业顾问预

约进行咨询，探讨学校的课程选择以

及高等院校继续深造或者直接就业的

方向。

教牧关怀

学校所做的一切教务均由学生享受最

大的福利为初衷，同时得到专业的教

牧关怀团队支持。

教牧关怀团队包括：

学校领导－全面负责监督教牧关怀，

监督学生的学业进展及课外活动。

年级辅导员－协助所有女孩，与家长

就具体事项进行沟通，她们是家长咨

询的第一联络人。

初中和高中的孩子经常以小组的形式

与家庭辅导员开小组会谈。

 大部分的学校社区生活以家庭系统为

中心。每个学生属于七个家庭中的一

个成员。该系统可促进培养学生的归

属感，也为学生参加艺术、文化及体

育活动提供了一个整体结构。

丰富学习辅导中心（LEC）旨在为

有特殊学习需求的学生提供学习帮

助。对有需要特别教学课程的学生

提供灵活的时间安排表。通过不同

的教学方法以及数字教材的使用，

学生的学习情况得到审查，个人学

习得到协助。当有需要时，可由学

校的主管和教学辅导员以及LEC的主

管共同商讨安排此特殊学习方案。

学生也可以单独或以小组形式会见

LEC的员工、学校顾问或特定科目的

老师。

信息和技术中心

PLC的信息和技术中心辅导教师、学

生、家长和学校社区成员，帮助建

立世界一流的沟通环境。该信息和

技术完全融入PLC的教学和学习过程，

以支持学生的学习需求，帮助发展学生

的创造力、逻辑思维和横向思维能力，

同时协助研发数字和信息素养能力。所

有的学生都拥有自己的笔记本电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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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件设施
中学科技艺术楼已被专门设计成一个开放的、灵活的学习环境，欢迎所有的学生享受这种更

常规的高中课堂氛围和其他校园设施。

其他设施包括Hazel Day戏剧中心、Heather Barr教堂、专业的音乐室，高中图书馆资源中

心、信息和技术中心、食堂及健康中心。

PLC的体育设施包括Black Watch划船中心、Hugh Baird室内体育馆（内含篮球场、排球场、

羽毛球场）、Snowden曲棍球场、25米(温水)游泳池、网球场及投球场。

PLC的学生也可以使用Scotch College的操场、50米游泳池，位于Mt Clarement的

McGillvray橄榄球场和Mosman公园的Nash足球场。

高中部

为了适应瞬息万变的学习需求，PLC的新高中部将是一个开放协作的学习环境，反映现代的

工作及大专院校的真实环境。这将鼓励PLC的学生们更独立、更自主-这些宝贵的技能将帮助

并确保学生顺利过渡到大学学习、PLC毕业后的工作和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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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C 珀斯所提供的每门WACE课程简要总结和评估方法可参考网站www.scsa.wa.edu.au. 

PLC综合参考SCSA和国际文凭IB的大纲。

PLC的多数学生是以接受优质高等教育为

学习出发点的，学校也致力于确保每位学

生的潜力能够得以充分的发挥。

11和12年级学生一般将以下一个或多个目

标作为学习的出发点：

• 在WACE考试（澳大利亚大学入学考试）
中获得优秀成绩并入读排名前茅的澳大利
亚大学
• 展示对相关课程的兴趣和技能，入读职
业技术学院（Institute of Technology）
• 获得由课程委员会颁发的高中毕业证书
• 确保一份全职的工作，确保将来在职培
训和职业生涯的道路进一步发展的机会
 

11/12年级西澳大利亚州教育毕业证书

（WACE）是当地学生的中学主要认证。

此证书结合12年级时获得的澳大利亚大学

入学考试成绩而入读澳大利亚大学，也受

海外大学认可。

该WACE方案为各个学科（包括创意和表

演艺术课程在内）提供了广泛的选择。

所有学生需读英语课程及从名单A和名单B

选出的其他至少四门课程。

来自英语非母语国家的学生可选择学习英

语作为附加语言/方言（EALD）。

课程介绍

名单A
（艺术/语言/社会科学）

经济管理与企业
事业与企业
儿童，家庭和社区
舞蹈
戏剧
经济学
英语
英语作为附加语言/方言
法语
地理
历史
日语：第二语言
文学
媒体制作与分析
音乐
政治与法律
视觉艺术

名单B
（数学/科学/技术）

会计与金融（在Scotch College上）
应用信息技术
生物科学
化学
设计 - 摄影（在Scotch College上）
食品科学与技术
人类生物科学
材料设计与技术 -纺织品
材料设计与技术 -木材（在Scotch 
College上）
数学
数学：方法
数学：专业
体育教育
物理
心理学

IB 大学预科项目
该文凭是具有挑战性的两年课程，为国际学生提供一个广受世界一流大学认可的学历。
学生需修读课程范围内的六门课程。通常学生会选择三门高级课程及三门标准课程。另
外学生还需完成一篇论文，完成理论知识、创新、行为及服务学习，这些是国际学士文
凭课程的核心要求（详情请见www.ibo.org）。

英语衔接课程
PLC 珀斯可协助学生入读凤凰语言学院，提高英语语言技能。凤凰学院网址 www.
phoenixacademy.com.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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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一下•- • • 把您的孩子置
身于一个安全愉悦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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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名须知

入学要求

    6.

1. 提交就读PLC的入学申请。提名监护人，监护人必须年满25周岁且常住珀斯。另外，学生可通过国际学生联盟学生

照顾与学生监护服务公司寻求监护人，网址www.studentguardians.com。PLC要求所有的国际学生居住在PLC的宿舍
里，除非她们跟有血亲的亲戚居住。 

2. 让您的女儿接受澳大利亚教育评估服务机构（AEAS）测试 -www.aeas.com.au 

3. 若测试结果和报告均合格，且学校也有招生名额，您将收到一份由PLC发出的录取通知书（offer of a place)。  
若测试结果表明学生须先就读ELICOS，且学校有名额空缺，您将收到一份有限制条件的录取通知书。

4. 按录取通知书上的金额缴纳费用。 

    
5.学校将随后发出一份电子注册通知书（eCoE）。这将用于向相关签证办事处申请学生签证的依据。本文档将通过电                                                                           
  子邮件发送给父母和/或监护人作为该eCoE已经生成的凭证。

1. 国际学生建议从7年级开始就读
PLC，而PLC可提供10年级开始
入学的机会。

2. 学术要求：良好的平均成绩以
及由澳大利亚教育评估服务机
构（AEAS）出示的令人满意的
测试结果（详情请参见流程详
情2）。

3. 英语语言要求：必须首先成功
取得AEAS报告。

报名流程

如果您希望将您的孩子作为国际学生来PLC就读，您需遵循如下多项重要步骤。以下对每个步骤做详细说明：

开始向澳大利亚大使馆或高级专员公署申请学生签证。你将需要提交电子注册通知书（eCoE）的文件副                 
本，并填写相关申请表格。如下网站将提供与学生签证有关的信息， www.immi.gov.au/study（详情请参见
流程详情6）。

7.  缴纳学费及费用，包括签证时长的健康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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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入学申请 提交入学申请时必须提供入学申请表格、150澳元报名费、申请学生的出生证明、护照和其近

期学校成绩报告单的复印件。

家长必须在相应表格指定一位合适的监护人，该监护人应为亲戚或朋友且永久居住在珀斯，并

且年满25周岁。学生刚到珀斯时，该监护人应负责接待学生、提供膳宿直至学期开始前一晚

寄宿公寓开放。若学生在校出现紧急情况，学校将能立即与该监护人取得联系。寄宿公寓在期

中及期末关闭，如果学生没有回家，监护人将需要在假期期间为该生提供膳宿。如果发生传染

病，监护人有责任在家中照顾学生。

(无适当监护人的学生，可以通过国际学生联盟学生照顾与学生监护服务公司寻求监护人，更多

详情请参见 www.studentguardians.com)

2. 测试 所有申请入学PLC的非英语国家的国际学生必须接受澳大利亚教育评估服务

（AEAS - www.aeas.com.au）的测试。 AEAS测试反映了每位学生的基本教育情况，包括英语

能力、非英语语言推理能力以及数学推理能力。

必须强调的是，学生的英语语言能力是决定学生是否被PLC录取的一个主要因素。该AEAS

评估并不依赖于学生是否达到一个固定的及格分数线。 AEAS评估结果将与学生的近期学校

成绩报告及PLC招生的最低要求共同决定。在入学之前，PLC推荐学生先完成英语衔接课程

（ELICOS）。

测试现已在全球17个国家设有60多个考试中心，并可根据要求在其他国家另作安排。家长或学

生应自行负责联系相应代表，做好参加测试的准备。测试费约320澳元将由家长或学生自行支

付。

答完的试卷将由相应代表转交至澳大利亚墨尔本进行批阅。AEAS将向PLC、家长以及海外代表

提供评估报告。收到评估报告之后，PLC将通过相应的海外代表发出申请结果。

测试合格并不保证一定能入读PLC。是否录取将视学校招生名额情况及其它因素而定。对每位

申请者，学校将慎重考虑，但鉴于申请入学的学生太多，学校不得不拒绝一部分申请。

3. PLC录取通知书 如果学生的成绩表明该学生可顺利完成学校所提供的课程，同时学校也有招生名额，家长将收
到由校长发出的录取通知书。 

4. 接受录取 接受PLC的录取通知书，家长需尽早将录取费、半年的学费、半年寄宿费汇至学校（参见收费
准则）。学校收到汇款后即可确保学生的入学名额。

5. 电子注册确认书 学校收到上述费用后，家长将收到电子注册确认书、监护人表格以及一封由注册主管出具的
信。无电子注册确认书，学生将无法获得学生签证。

流程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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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学生签证 签证将由澳大利亚驻外领事馆签发。来澳洲读书，学生的签证必须满足诸多如下条件：
• 达到令人满意的出勤率;
• 取得令人满意的成绩;
• 录取注册课程;
• 前六个月不变换学校的主修课程、或不满一年课时的课程
• 到达澳大利亚的七日内或变更地址的七日内，通知学校在澳的地址；
• 若接受新学校的录取通知，提前七日告知原所在学校。
• 保留海外学生保险单

不符合情况
学生的签证受限于随证所签发出的同意书或签证类别。学生必须清楚并遵循签证限制条文。每
年都有不少学生不遵守某些法律法规，如：
• 未经允许参加工作或工作时间超过其签证允许时间范围;
• 课程未结束便停止学业;
• 未通知校方便擅自更换学校;
• 签证逾期仍逗留;
• 使用伪造材料。
 

如果学生违反法律法规，其签证很可能将被取消，学生将被勒令遣离澳大利亚。同时在签证被
取消后三年内无法再次返入境澳大利亚。 

如果学生的自身情况发生变化，或学生想变更课程或学校，或学生希望停留在澳大利亚更久，
则应该联系最近的移民局（DIAC）以寻求具体的建议和意见。同样重要的是，学生必须确保
在澳洲境内期间签证不会过期。如果签证过期后仍逗留澳洲境内超过28天而未去更新签证，
学生很可能会被勒令禁止在三年内入境澳洲。

若需要更多信息以便了解这些法律法规，请和PLC注册主管联系，或联系当地移民局。
 

申请学生签证时所需要的主要材料：
• PLC发出的录取通知书（Letter of Offer）
• 缴付费用后由PLC发出的电子注册确认书（eCoE）
• 体检报告
• 海外留学生医疗保险证明（OSHC）
• 财务担保证明，证明能支付学费及生活费的财政能力。
• 对于18岁以下的学生，可接受的监护照顾安排证明。

7. 学费及收费 每年的学费是在年初支付，具体细则请参考收费准则。
 

寄宿生预计全年寄宿在学校的公寓内。如有特殊情况而需撤离，学生则应提前至少一个（1）
学期提交书面通知学生的搬迁。在默认上述通知时，须缴纳一整个学期的费用。
家长必须缴纳医疗保险费用，现为498澳元/年（不包括眼科或牙科）。国际学生需符合签证要
求以获得国际学生医疗保险。PLC的国际留学生卫生基金是Medibank的私人健康基金，此基金
是澳大利亚政府的健康保险基金。请注意，此费用每年有所变动。

所有学生需要根据签证的长度支付不同的保费。支付保险费用以后，学生在澳大利亚逗留期间
都将得到保险。同时，在保额期间，学生无须支付任何溢价。 

8. 退款政策 具体情况请参考如下收费准则。



联邦政府招收海外学生院校及课程注册登记
 Presbyterian Ladies’ College (PLC) 00447B

14 McNeil Street, Peppermint Grove Western Australia 6011
电话: +61 8 9424 6444 传真:+61 8 9424 6466

www.plc.wa.edu.au

国际学生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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