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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所杰出的中学
四大基于特长及能力的学习项目



罗威中学是一所“四位一体”不断追求卓越的维州公

立学校，基于学生特长和爱好划分的四个学院，将聚

焦于您孩子的才能和热情，让您的孩子乐意融入学习

并且快乐成长。在这本小册子里，你将会了解到学校

提供的全面课程和学习项目：

• 来自校长的信息

• 校训

• 四大基于特长的学习项目

• 语言读写能力和数学计算能力

• 面向全体学生的机会

• 多样化的学习发展通道

• 我们的学习之家系统

• 全面的校园设施

需要更多信息？

关于罗威中学，如果您有任何问题，或想了解入学的具体信息，

请致电9755 4555 或访问我们的网站: rowvillesc.vic.edu.au.

欢迎来到罗威中学！



学校简介

罗威中学坐落于墨尔本以东，毗邻国家公园旅游中心丹徳农公园。

学校包含东、西两个校区。学校的四个特色学习中心，除专注于学

术发展、学生福利以及学习纪律的同时，为所有学生提供多样化的

学习机遇和挑战。学校提供维州VCE学习课程、高中职业教育课程

VET以及维州应用学习大纲VCAL中等多于50多门不同的高考学科，除

此之外，还同时为当地和国际学生提供数学科学、体育和艺术方面

的特别专业学习课程和项目。罗威中学旨在为所有学生提供学习机

会和通向成功的道路。 

学校所在区域特点

• 美丽的自然环境和开阔的活动区域；邻近丹徳农国家公园

• 三个不同的火车站；两辆墨尔本城市公交路线，以及多条区域公 
 共汽车路线，共同服务于学校所在区域

• 靠近多个购物中心、电影院、各国餐厅以及杂货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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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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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罗威中学的校长，我花了很多时间来倾听家长和社区成员对自己

孩子学习和成长的期望，他们都表达了一个强烈而明确的信息，那就

是：在这个飞速发展的世界，家人们希望教育能够将学生们武装起

来，让他们掌握活跃于职场的关键技能，为社区做出积极贡献，生活

快乐，为人自信。

在罗威中学，我们着眼于孩子的全面、整体发展，帮助他们建立社会

幸福感和心理幸福感，让他们成为更为自信的学习者，勇敢面对未来

的挑战。

因此我们着眼于每个孩子的特长及能力，开设了四大学习项目，即罗

威中学的综合精英学院，数学与科学学院，艺术学院，以及体育学

院，确保每个学生都有机会参与其中一项。这些项目针对学生的特长

和能力、天分和热情，为学生量身打造了相应课程。

不论您的孩子热爱科学、体育、人文、艺术、舞蹈、戏剧、写作、媒

体、阅读、数学、机器人技术、科技、信息科技、烹饪、音乐，还是

每一项都喜欢，我们都可以提供多样化的项目和课程。此外，我校还

可提供一系列的高年级学习发展通道，包括VCE，VCAL，VET和SBAT
等。2017年，我校国际学生的ATAR拿到了99.50和98.25的好成绩，这

是我们学生和学校社区共同努力的成果，我们为此非常自豪！

成为罗威中学社区的一份子是非常令人兴奋的事，我们热烈欢迎您和

家人加入到我们这所杰出的学校！

Ms. Julie Kennedy
朱莉·肯尼迪女士

中学校长

来自校长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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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价值观 

尊重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责任 
“在其职，尽其责”

卓越 
“尽力而为”

社区
我们一起努力

我们的愿景
“我们致力于培养我们的学生，希望看到他们离开罗威中学时，自信而开

心，踌躇满志的踏入这个瞬息万变的社会，走向成功。”

为生活而学习

突出
的学生
成果

卓越教育
的提供者

家长与社
区的杰出
合作者

学习与工
作的优越

场所

非凡的学
生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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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威中学综合精英学院，不仅开设有大
量的大纲课程，还针对那些热爱艺术、
体育、数学、科学、语言、文学、科技
和人文课程的学生，开设了相关的额外
课程。

罗威中学的数学与科学学院，开设有完
整的实践性STEM课程（科学、技术、工
程和数学），旨在进一步培养学生对科
学的兴趣和培养创新思维。

罗威中学的艺术学院是一个全日制学院，
提供有专业课程学习和艺术课程学习，可
以满足有天赋、有追求的学生成为艺术家
的需求。该学院的课程立足于世界顶尖的
实践，包含五大专业艺术领域：舞蹈、戏
剧、媒体、音乐和视觉艺术。

罗威中学的体育学院是一个全日制项
目，包含了完整的专业学习与体育训
练，着重于足球、篮球、高尔夫球、澳
式足球、排球、网球、板球和篮网球。

四大基于特长的学习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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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读写能力和数学计算能力

迈向卓越教育的起点

“ACE团队模式”，是一种独特而令人兴
奋的因材施教教学方式，对学生的语言
读写能力和数学计算能力的提高会带
来积极的影响，尤其是对七、
八年级的英语课和数学课影响巨大。

ACE 代表的是冲刺、挑战和拓展。 
根据学生的学习需求，我们将学生分 
成三个学习小组。这个项目的设置， 
是为了保证每个学生的学习进展 
都能得到保障。

ACE的运作

每个学习单元开始时，教师会通过学前 

测试，对学生的能力、知识和理解能力 

处于何种情况进行基本了解，测试结果 

分为高于同年级水平、与同年级水平相符 

和低于同年级水平三个等级。根据学生的等级， 

学习班级被分为三个小组，教师根据各 

组学生学前测试结果显示出的实际能力、

知识和理解水平，为不同的组别制

定相应的学习内容，打造目标课程。 

不论在哪个组里学习， 

学生们都将得到支持， 

让他们做到自己的最好-- 

（“尽力而为” 

我校价值观之一）。

“关于ACE模式对学生学 

习的影响，学生、家长和老师都 

给予了积极的反馈，这让我感到非常

激动。学生们感到课程更加符合他们

各自的学习需求，可以得到更多针对

性的指导。老师们觉得他们能够运用

学生个体的学习数据，来研发和开展

因材施教的课程。家长们也反映孩子

们学习自信心增加了。” 

Julie Kennedy, 

中学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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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音乐器乐项目为所有在校学生
提供高品质的音乐教学。我们可以满
足多种多样的乐器和声乐训练，并通
过一对一和团队教学方式，在学生追
求最佳的过程中给予鼓舞、鞭策、激
励和指导。

校园剧场是我们校历中主要的重头
戏。每年，我们都有一部完整的音乐
剧表演，每个项目、每个年级的学生
都可以参与其中。每年参与表演的学
生有80至100名，他们努力地排练高
品质的演出，在八月的时候站上舞
台，为多达2000名的观众进行表演。

我校开展有一系列的学校野营活动和
海外修学游活动，包括七、八年级的
野营活动，九年级都市体验营、十年
级澳洲中部游，以及日本和意大利国
际旅行修学游活动等。

我们的校际体育为各个项目的学生提
供机会，让他们参与其中，并代表
本校参加各种体育赛事，如板球、棒
球、网球、田径、游泳、羽毛球和乒
乓球等等。

KIOSC是我们与Swinburne大学的
Wantirna校区合作建立的高科技学习
中心。在KIOSC中心，学生们主要关
注环境的可持续性发展和新科技。

面向全体学生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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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样化的学习通道

作为一所以学生特长和能力为考量基础的学校，我们尊重并支持多样化
的学习通道。在十一、十二年级，我们提供有：

VCE: 维多利亚教育证书

VET: 职业教育与培训

SBAT: 校园实习与培训

VCAL: 维多利亚应用学习证书

敬请注意，学生在选择某些特别学院学习时，以上提供的学习通道会有受限。

每个高年级学生都会开发自己的发展通 
道计划，学校也会为他们的学习通道 
提供咨询辅导，以便帮助他们根据 
自身的特长、爱好、能力及自己热 
爱的领域做出适合自己的学习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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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个学生都分配在一个“学习导师小组”（八至十二年级）， 
 若干个学习导师小组组成小的学院（一共分有红、黄、绿和蓝四 
 个小学院，每个颜色的小学院都由一位主管主任/老师负责）。

• 学习导师小组的学生来自不同的学院。

• 我们有四个根据颜色划分的小型学院：红色之家、蓝色之家、 
 黄色之家和绿色之家。

• 学生每天都需要参加学习导师晨会活动，每天的晨会设置不同的 
 主题。

我们的学习之家系统

我们相信

紧密的关系很重要

学生向他们最爱的老师

最尊敬的老师

会学到更多

我们相信

学生、老师

和家庭之间的合作

有利于学生的

茁壮成长

学习导师晨会主题：

周一 “心中有他人”

周二 “学会放松”

周三 “精彩生活”

周四“学会周到思考”

周五 “建立友谊”

我们相信

探究式学习

需要抗逆能力

和成长的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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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的校园设施

游泳池
•

罗威中学表演艺术中心
•

罗威中学体育辖区 
•

各校区资源中心
•

各校区食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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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威中学国际项目

为何选择罗威中学? 

• 独特的四大学院，特别的学习项目：综合精英学院、数学科学学 
 院、艺术学院、体育学院

• 现代化设施 – 容纳600人的艺术剧场、校内游泳池、专业学习 
 室、专业足球场、健身房、运动馆，餐厅，专业篮球场等

• 毗邻莫那士大学，并与该大学和Swinburn大学合作了中学、大学 
 学习项目

• 良好的英语学习和使用环境，90% 的当地学生

• 关注学生特长学习

为国际学生提供的服务和项目

• 特别配有专门的有中文背景的国际学生负责人

• 特别建立留学生家长微信群、留学生群等，加强学校、家长及学 
 生间沟通，帮助留学生健康成长

• 开设7–12年级的英语第二语言课程，小班授课，课外补习

• 专业辅导老师、学生心理关怀员和教育心理医生

• 职业指导顾问及发展渠道咨询中心

• 协助提供个人发展项目，包括如何设定目标、学科选择建议、 
 工作实习等

• 学生领袖、同学互助以及《配对》项目等

学生的课外活动：

• 在维多利亚州、澳洲中部、塔斯马尼亚等举办的旅游以及郊游。

• 意大利、马来西亚、日本的交换学生项目。

• 在亚洲、非洲和中美洲的挑战世界项目。

• 维州级别的音乐、舞蹈、戏剧和表演比赛。

• 区域、州立、全国级别的体育比赛；国际体育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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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的国际学生留言：

‘我在Rowville高中学习非常愉快。我在这里交往了很多朋友也学

习了如何在西方国家学习。我觉得学习到的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如

何问问题和如何和老师和同学一起讨论所学内容。我也学会了如何

自信的和别人自由交谈。Rowville高中也赋予了我们海外学生同样

参与全校聚会的机会，比如毕业典礼和毕业晚宴，这些都给我留下

了非常有趣和美好的回忆。学校的确尝试不同的方式帮助我们建立

关系让我们交到更多的朋友’

-曹艺然（音译）， 毕业于莫纳什大学，现居墨尔本任职药剂师

毕业留学生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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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曾就读的海外学生在大学的学习领域还包括：工程系（墨尔本

大学，皇家理工大学）、商业会计（墨尔本大学，迪肯大学，斯威

本科技大学）、科学系（莫纳什大学）。还有一部分学生移居其他

州就读大学，比如格里菲斯大学的体育管理。还有一部分学生选择

去其他国家大学继续深造，比如美国波士顿艺术学院。

WANG TONG 

我是去年十一月来自中国的十位学生之一。来澳洲之前，我们都住

在深圳的学校宿舍里，可是现在我们住在不同的寄宿家庭里。我的

寄住家庭成员是澳洲人。我住在Sandhurst，并位于高尔夫球场的第

一个球洞的旁边。因此，上学前和放学后，以及周末我们都可以到

高尔夫球场消磨时间。

当我开始在Rowville中学学习时，发觉有一些科目有点困难。可是

同学们和老师们都帮助我学习。老师们紧密地和我一起学习，并用

不同的教学技巧，使我能够学习更多的英语和继续在各方面有所改

进。

关于我打高尔夫球方面，Rowville中学给予我更多的机会参加高尔

夫球比赛。而且一些在学校学习的科目，例如个人的发展，帮助我

改变自己的想法，使我能够改进打高尔夫球的技术。最近我们刚从

中国回来，在中国与一些打高尔夫球的朋友聚会时，我们觉得澳洲

的环境帮助我们改进了打高尔夫球的技术。

我觉得Rowville是一个非常友好的社区。我希望能够继续在Rowville
中学学习和考进大学，同时追求我的高尔夫球事业。



澳大利亚维州政府公立学校，一所
“为所有学生创造机会”学习的学校：

学校特色：设有四个学院：

地址： Paratea Drive, Rowville, VIC 3178

校长： Julie Kennedy

国际学生项目负责：Hongxia Wei

电话： +61 0475 875 650

Email： wei.hongxia.h@edumail.vic.gov.au

网站：  www.rowvillesc.vic.edu.au

学校在校学生： 1750 (男女混校)

国际学生：20

• 综合精英学院

• 数学科学学院

• 艺术学院

• 体院学院

facebook.com/RowvilleSC instagram.com/rowvillesctwitter.com/RowvilleSC

CRICOS Provider Code: 00861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