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

上课

墨尔本语言中心 (Melbourne Language Centre, MLC), 成立于 1988 年, 历史悠久, 享有极高的声
誉 。在来自世界各地成千上万的学生之中, 墨尔本语言中心是您学习旅程第一步 。中心累积了
十多年的教学经验, 同时与墨尔本中小学建立了长久的联系, 每年有上千位学生从墨尔本语言
中心完成学习进入维州170多所公立及私立学校 。
中小学预科英语
English for Secondary Schools
(CRICOS Code: 080627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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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尔本语言中心的中 、小学预科
英语是进入澳洲私立及公立学校
就读之前的必修英语课程 。中小
学预科英语是针对中 、小学适龄
学生而设置的课程 。旨在于提高
学生英语的同时, 让学生掌握在
澳大利亚中 、小学学习的方 法 。
培养学生的沟通技巧; 独立思考;
调查研究等就读澳洲学校所需的
能力 。
该课程还与中 、小学的数学 、科
学 、信息技术 、戏剧、艺术等主
流课程相结合, 强化相关的专业
英语词汇 。

教学

入学时间 ：每周一

时间表 (墨尔本时间)：

课程长度 ：1-52周

10:00-11:30 上课

•

无强制课程长度, 平均20周 。

•	课程长度由许多因素决定, 包

墨尔本语言中心的教学和评估
方法：
-

传统的课堂授课形式
在线辅导材料
组合不同学习方式
团队合作学习
扮演/戏剧/参与
参与教学游戏
个人与小组作业

11:30-12:15 午餐间歇
12:15-13:45 上课

括年龄, 入学日期, 考试日期
和年级 。

13:45-13:55 间歇

•	根据学生学习进展及时与预

13:55-14:55 上课

备中学沟通联络 。

学习时间 ：每周25小时
年龄: 1 2-17 (中学预科课程)
6-11 岁（小学预科课程）

墨尔本语言中心的中学英语被
认为是维州首屈一指的课程,它
的特色是：

•

优质的教学实践

•

卓有成效的学术课程

•	培养教师与学生之间良好关
系的环境

14:55-15:05 下午间歇

•

15:05-16:05 学习技能

•	墨尔本语言中心与各校之间

明确界定教学和学生的期望
的密切联系

互动

而有

趣

课程大纲
中学预科英语
High School Preparation
该课程注重于学生英语语言的开发及沟通技巧, 并为进入澳大利亚中学学习做准备 。

小学预科英语
Junior School Preparation
墨尔本语言中心是澳大利亚为数不多提供小学英语准备课程的语言学校, 在维州更是屈指可数 。本课程整
合剑桥英语学习内容（学龄儿童）
, 专门为准备进入澳大利亚小学或旨在学习英语或提高英语和沟通能力
的儿童 (6-11岁)设置 。
本课程提供全面 、有吸引力和以学生为中心的课堂内容, 提供高质量的资源, 丰富学习环境, 促进语言习得
的同时, 为确保每个学生的学习质量和足够的教师支持, 墨尔本语言中心设置小型课堂以增强对学生关注
度。
中小学预科英语课程涵盖以下内容：

•

用CLIL学习法, 整合如数学 、科学 、文化 、地理 、艺术 、体育和生物各方面知识

•

基于维州F – 10EAL的课程内容

•

教学中使用视音频及交互教学方式, 以确保学生参与性

•

在定期进行的文化/社会活动中加入明确的学习要点

•	在以下教学内容上做技巧强化训练 ：听, 说, 读, 写以及其它相关技能训练,
例如: 发音, 拼写, 词汇, 语法和重音 。

•

小班集中授课, 并针对个人学习计划进行辅导

•

有效使用教学新科技

•

与许多衔接学校有广泛的合作, 其中包括许多私立，独立和政府学校

•

墨尔本语言中心与各中 、小学之间就学生情况的沟通衔接, 学生学习报告的递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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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有专职有资质有经验的教师从事数学和科学教学, 所有高阶段学生的数学及科学课程都引入了学校教
科书 。家庭作业是学生课程的组成部分, 由课堂老师监督 。在进入衔接中学前, 我们鼓励学生从他们所选中
学的英文书籍列表中选择阅读小说 。我们还定期进行校外游览活动, 并结合课程作为额外学习补充 。偶尔
也会组织去LunaPark等地郊游 。

英语等级评估
评估

反馈 – 报告

学生各方面的情况展开全面综
合测试 。

持续

第6周

我们每8周会把学生整个语言学
习进程报告发送到他们的衔接
学校, 我们的课程负责人会与各
校的留学生协调老师经常保持
联系, 更新即将进入这些学校的
学生语言学习进程 。

第4周

每周一开课前, 墨尔本语言中心
会对每位学生的英语水平进行
评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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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学习进程中, 语言中心会
对学生进行跟踪性连续评估来
确定学生的学习情况 。完成语
言学习前, 墨尔本语言中心会就

墨尔本语言中心
中学预科英语分级

同时, 我们协助学校会见即将进
入主课学习的学生, 以保证学生
们能顺利了解主课学校系统, 并
在新的学校生活中树立自信 。

申请要求
学生必须18周岁以下, 建议6 -11
周岁学生申请小学预科英语,
12-17周岁申请中学预科英语 。
学校开学日期 ：
每周一入学, 无学校假期，周末
和公共假期除外 。
特殊情况下, 可安排周六补课 。

小学预科英语分级

班级名

学生英语水平

班级名

学生英语水平

S1B

初学者

B1A

基础课程

S1

初级

B2A

初级

S1A

初级高阶

B3A

初中级

S2B

准中级预备

S2

准中级

S2A

准中级高阶

S3B

中级预备

S3

中级

S3A

中级高阶

S4B

中高级预备

S4

中高级

S4A

中高级高阶

*若学校学生数量有限, 可能会有每个语言阶段一个班级的安排 (S1, S2, S3等) 。

学生服务

好的住宿服务提供建议 。

学生关护服务

升学通途服务

您的寄宿家庭将为您提供 ：

为学生选择最适合的维州中学,
协助其申请, 符合入学条件的学
生可获相关学校的录取通知 。

•

安全的环境

•

为了从澳大利亚的生活和学习
中获得最大体验, 我们可以给您
随时提供指导和咨询 。

每日三餐（每周七天）

•

私人卧室

寄宿家庭

•

书桌

寄宿家庭是体验澳大利亚生活
方式的最佳途径 。与澳洲本土家
庭生活将会帮助您尽快熟悉当地
文化, 享受当地人的陪伴, 结交新
朋友, 轻松适应环境和风俗习惯,
并在日常生活中提高您的英语技
能。

•

每天的对话和社交互动

•

协助学习

墨尔本是一个多元文化的城市,
我们的寄宿家庭来自许多不同
的文化背景, 但他们的主要沟通
语言必须是英语 。

我校寄宿家庭部负责人为首次
接待学生的寄宿家庭提供指导,
签定寄宿家庭服务协议, 并且定
期评审寄宿家庭的服务情况 。

我们有超过100个寄宿家庭, 由专
职老师仔细检查和注册, 以确保
您住宿的安全愉快 ：

学生确定入住日后, 填写寄宿家
庭申请表, 之后我校寄宿家庭部
为其安排寄宿家庭 。寄宿家庭的
基本信息将在学生抵澳前告诉学
生代理或监护人 。

•	居住在您寄宿家庭（不包括

其他国际学生）的18岁及以
上的所有人员均经澳大利亚
警方核实

•	所有寄宿家庭都经过了国

家筛查计划的儿童工作审
查, 确保他们没有犯罪或违
法记录 。

•	检查住房和设施, 确保舒适和
高标准

•	确认寄宿家庭护理人员将提

供安全的人身和心理环境我
们的寄宿家庭老师根据您提
供的信息进行挑选, 以配合您
对寄宿家庭的需求 。寄宿家
庭就如何向国际学生提供最

接机服务
我校安排有经验的司机在墨尔
本机场迎接您, 并将您带到寄宿
家庭或您在墨尔本安排的住宿 。
我们在墨尔本机场提供的服务
时间 ：
接机 ：早上6点至晚上10点之间
抵达的航班（国际和国内）送
机 ：国际和国内班机上午9时
至午夜12时 ，请在抵达前两周告
知您的航班信息（包括国际转机
详情）
, 以便确保您每步都能安然
无恙 。

我校强力推荐未满18岁的学生申
请“Your Care Team”(您的关护团
队)”提供的24小时温馨周到的
关护服务 。
支持服务

•	定期访问学生以确保学术 、
情感 、文化 、社交和心理方
面的需求

•

财务监督和指导

•	与银行, 保险等相关和其它
一般事务

紧急援助
学校提供24小时随叫随到的“您
的关护团队 – Your Care Team”援
助, 其中包括紧急急救和母语咨
询 、负责老师与每位国际学生
的家长联系, 并与父母建立沟通,
可在任何紧急情况下使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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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提供寄宿家庭外, 如果您需
要澳大利亚适应家庭生活的建
议, 我们的寄宿家庭老师可以与
您沟通 。

您可以选择自己的监护人, 或者
专业的学生关护服务 。

学术帮助

校园和设施:

设施

•

当您踏上墨尔本语言中心的大
门时, 您踏上了未来留学之路 。

墨尔本语言中心让学生学习更简
单有吸引力, 为此提供大量服务
和便利设施 ：

符合学生要求的入学课程

•	定期与学校联系, 以确保在

学校环境中的学习进程及适
应情况

•	定期向海外的家长提交学校
报告和其它相关细节

•	将学生和/或家长的任何关注
或兴趣及时反馈到学校

我们全新的墨尔本城市校区环
境舒适, 将提升您的学习体验 。
校区位于墨尔本国际大都会的
中心, 距离国会大厦仅有5分钟的
步行路程, 电车公交便利, 步行百
米 即 达 。这 也 是 Acknowledge
Education总部的所在地 。

小班教学, 贴心授课完
备的电脑室 、图书馆免
费WIFI互联网
中央空调教学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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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联系方式

墨尔本市中心校区（总部）

网站:
Acknowledge Education 教育集团 ：
www.acknowledgeeducation.edu.au
Melbourne Language Centre
墨尔本语言中心 ：
www.melblang.com.au

地址 ：
168 Exhibition Street, Melbourne,
Victoria 3000, Australia

WeChat

电话：+61 3 9663 3399
联系人：Lucy
电话: +61 459 324 065
邮件: l.li@ae.ed.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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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LBOURNE
168 Exhibition Street,
Melbourne, Victoria 3000
Phone +61 3 9663 3399

SYDNEY
60 Hickson Road,
Barangaroo, New South Wales 2000
Phone +61 2 9252 5991

PERTH
1/647 Wellington Street,
Perth, Western Australia 6000
Phone +61 8 6355 5919

BRISBANE
225 St Pauls Terrace,
Fortitude Valley, Queensland 4006
Phone +61 7 3733 0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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