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教育中心 2016 年课程设置
周六上午： Templestowe 分校

Templestowe College

周六下午: Wheelers Hill 分校

Wheelers Hill Secondary College

周日上午： Hawthorn 分校

Auburn High School

周日下午： Ashwood 分校

Ashwood College

周日下午： Doncaster 分校

Doncaster Secondary College

电话: 98029998 (办 Mon - Fri), 0403 238818

0430 220078

0400 880306（粤语） 传真: 9802 1990

每班一般由 3 位老师执教，分别教授 Maths, English 和 Children’s Literature 各一

奖学金 Y 1
招收日校 1 年级学生

课时。采用澳洲权威教材和学校系统补充教材及练习资料，平行班教材相同，由
来自名校的经验丰富的西人老师执教。
学费：$630／半年

奖学金 Y 2
招收日校 2 年级学生

书本:$58/年

材料费：$20/半年

每班一般由 3 位老师执教，分别教授 Maths, English 和 Children’s Literature 各一
课时。采用澳洲权威教材和学校系统补充教材及练习资料，平行班教材相同，由
来自名校的经验丰富的西人老师执教。
学费：$630／半年 书本：$55/年

材料费：$20/半年

每班由 3 位老师执教，分别教授 Maths，English 和 English Essay Writing 各一课

奖学金 Y 3
招收日校 3 年级学生

时。学校安排适时补充抽象思维练习和奖学金模拟考试。采用澳洲权威教材和学
校系统补充教材及练习资料，平行班教材、作业及进度相同，由来自名校的经验
丰富的西人老师执教。
学费：$730／半年 书本：$57/年 下半年$10 材料费：$30/半年
每班由 3 位老师执教，分别教授 Maths，English 和 English Essay Writing 各一课
时。学校安排适时补充抽象思维练习和奖学金模拟考试。采用澳洲权威教材和学

奖学金 Y 4

校系统补充教材及练习资料，平行班教材、作业及进度相同，由来自名校的经验

招收日校 4 年级学生

丰富的西人老师执教。
学费：$730／半年
书本：上半年新生$42，老生$32；下半年$44 材料费：$40/半年
每班由 3 位老师执教，分别教授 Maths，English 和 English Essay Writing 各一课
时。采用澳洲权威教材和学校系统补充教材及练习资料，并配以大量抽象思维练

奖学金 Y 5
招收日校 5 年级学生

习及奖学金模拟试题，平行班教材、作业及进度相同，由来自名校的经验丰富的
西人老师执教。
学费: $750／半年
书本：上半年新生$67，老生$35，下半年$17 材料费：$50/半年

每班由 3 位老师执教，分别教授 Maths，English 和 English Essay Writing 各一课

奖学金 Y 6
招收日校 6 年级学生

时(考完奖学金后补充 Science)。采用澳洲权威教材和学校系统补充教材及练习资
料，上半年加做大量奖学金模拟试题，下半年开始中学课程学习。平行班教材、
作业及进度相同，由来自名校的经验丰富的西人老师执教。
学费： $750／半年 书本：$70/年，Term2 发书

奖学金 Y 7
招收日校 7 年级学生

奖学金 Y 8
招收日校 8 年级学生

奖学金 Y9
招收日校 9 年级学生

材料费：$50/半年

招收日校 7 年级学生，每班由 3 位老师执教，分别教授 Maths，English 和 Essay
Writing 各一课时。采用澳洲权威教材和学校系统补充教材及练习资料，并配以
抽象思维练习及奖学金模拟试题，平行班教材、作业及进度相同。由来自名校的
经验丰富的西人老师执教。
学费： $750／半年 书本：上半年$70，下半年$32 材料费：$50/半年
招收日校 8 年级学生，每班由 3 位老师执教，分别教授 Maths，English 和 Essay
Writing（上半年）各一课时。上半年加做大量奖学金模拟试题和精英公校入学考
试模拟试题；下半年学习 9/10 年级英文、数学，科学课程。平行班教材、作业
及进度相同。由来自名校的经验丰富的西人老师执教。
学费:$750/半年 书:上半年新生$56，老生$24，下半年：$62 材料费：$50/半年
招收日校 9 年级学生，每班由 3 位老师执教，分别系统教授 Yr10 Maths， Yr10
English, Yr9-10 Science 各一课时，并有大量针对 VCE 内容的训练。
学费： $750／半年 只读单科：$270/半年，材料费$20/半年
书本：上半年新生$62, 老生$30，下半年$30。材料费：$50/半年

一种类似 Kumon, 又比 Kumon6 经济、灵活的数学计算训练；涵盖加减乘除，小
数，分数基本运算及混合运算，以及必要的单位换算，约分通分等等各种基本训
练。共分以下八个级别：L2, L2 Advanced; L3, L3 Advanced; L4, L4 Advanced; L5,
L5 Advanced. 学生从 L5 Advanced 毕业，则就掌握了 7 年级应掌握的计算技能，
数学过关训练 并达到了应有的熟练程度。
1-7 年级
运作方式：学生到办公室报名, 进行测试并按水平加入计算过关训练，领取练习
题和答案，在家里利用空闲时间完成练习题，父母根据答案帮助孩子批改订正。
如果过关，则进入下一水平级。
费用：每一水平级$30, 含手续，习题；我校奖学金班学生只需每一水平级付$5
手续费。

2016 年校历
第一学期

1月

30 / 31 日 －

3 月 19 / 20 日

第二学期

4月

16 / 17 日 －

6 月 18 / 19 日

第三学期

7月

16/ 17 日 －

9 月 10 / 11 日

第四学期

10 月

8/9日 －

12 月 3 / 4 日

新世纪中文学校/教育中心 2016 年课程表
分校

Wheelers Hill 分校
中文学前班至 VCE12
奖学金 Year 1–9

地点
Wheelers Hill
Secondary College
Raphael Drive
WHEELERS HILL

上课时间

课时安排
第一课时：9:30am – 10:20am

周六上午
（中文课程）

第二课时: 10:30am – 11:20am
第三课时: 11:30am – 12:15pm

午休：12:15pm – 1:30pm
第一课时：1:30 pm– 2:30pm
周六下午
（奖学金课程）

第二课时: 2:40pm – 3:40pm
第三课时: 3:50pm – 4:50pm
第一课时：9:00am –10:00am

Templestowe 分校
奖学金 Year 1– 9
中文学前班至 VCE12

Templestowe College

周六上午
（奖学金课程）

第二课时: 10:10am – 11:10am
第三课时: 11:20am – 12:20pm

Cypress Avenue
Lower Templestowe

午休：12:20pm – 1:30pm
第一课时：1:30 pm– 2:20pm
周六下午
（中文课程）

第二课时: 2:30pm – 3:20pm
第三课时: 3:30pm – 4:15pm
第一课时：9:00am –10:00am

Hawthorn 分校

奖学金 Year 1–9
中文学前班至 VCE12

Auburn High School

周日上午
（奖学金课程）

第二课时: 10:10am – 11:10am
第三课时: 11:20am – 12:20pm

23 Burgess St
Hawthorn East

午休：12:20pm – 1:30pm
第一课时：1:30 pm– 2:20pm
周日下午
（中文课程）

第二课时: 2:30pm – 3:20pm
第三课时: 3:30pm – 4:15pm
第一课时：9:30am – 10:20am

Doncaster 分校

中文一年级至 VCE12
奖学金 Year 1 – 9

周日上午

第二课时: 10:30am – 11:20am
Doncaster Secondary
（中文课程）
College
第三课时: 11:30am – 12:15pm
123 Church Rd
午休：12:15pm – 1:30pm
Doncaster
第一课时：1:30 pm– 2:30pm
周日下午
（奖学金课程）

第二课时: 2:40pm – 3:40pm
第三课时: 3:50pm – 4:50pm

Ashwood 分校
奖学金 Year 1 - 9

Ashwood College,
Vannam Drive,
Ashwood

第一课时：1:30 pm– 2:30pm
周日下午
（奖学金课程）

第二课时: 2:40pm – 3:40pm
第三课时: 3:50pm – 4:50pm

新世纪教育中心

报名表

NEW CENTURY LEARNING CENTRE ENROLLMENT FORM

Family Name _______________

Given Name

中文名 （Chinese Name）_______________
出生 Date of Birth dd

mm

yy

性别 Gender

日校年级 Year level in day school
Email Address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Home Suburb

Post Code

联系电话 Telephone (Home)

手机 Mobile

父母 Parents/Guardian’s Name
签名 Signature

日期 Date _________________

校园 Campus: (Please tick)
Templestowe Campus

Saturday Morning

Wheelers Hill Campus

Saturday Afternoon

Hawthorn Campus

Sunday Morning

Ashwood Campus

Sunday Afternoon

Doncaster Campus

Sunday Afternoon

Scholarship Classes:
（Please tick）

Grade 1

Grade 2

Grade 3

Grade 4

Grade 5

Grade 6

Grade 7

Grade 8

Grade 9
New Century Learning Centre
Tel:

9802 9998(O) 0403 238 818

Fax:

9802 1990







新世纪教育中心安全卫生条例
为了保障学生在校学习期间的安全和健康, 为了维护正常的教学秩序和环境卫
生, 特制订本条例。本校学生须严格执行。
1. 学生在校期间, 未经学校许可,不得离开学校,严禁出校门。
2. 家长必须准时接送孩子。家长因故不能及时接学生时，学生必须到办公室等
候家长。
3. 家长如果提前接走学生, 要通知学校。
4. 学生之间要友好相处, 不互相打骂, 不随便翻看别人的书包文具等，不玩危
险品, 不做危险活动（如攀爬树枝, 互扔石子等），不乱扔垃圾。
5. 爱护公物,损害公物要赔偿。
6. 学生不带贵重物品到学校（如较多现金，贵重首饰，贵重玩具等）, 否则, 责
任自负。
7. 家长驾车通过校区时,要小心慢行,遵守规则,服从管理。
8. 家长须授权学校对发生紧急事故的学生采取急救措施。
9. 学生如因违反本条例而造成不良后果, 学校不对此负责。

Health and Safety Rules
1.
2.

Students are not allowed to leave school during school time without permission from the school.
On school campus, dangerous activities such as fighting, throwing stones, chasing each other are strictly prohibited.
Balls are only allowed in the playground, not in the classrooms or in the corridors. Toys which may harm others
are not allowed to be brought to the school.
3. Keep classrooms and school yards clean, no littering.
4. Take care of school equipments and properties, students are liable for any damages they are responsible for.
5. Parents must drive very slowly and carefully while passing the school campus and should not park or stop in the
midway at anytime.
6. Parents should inform the school if they want to pick up students early.
7. Parents should inform the school with any changes of their address and telephone number in case the school
needs to contact you.
8. By signing this form, parents give authority to the school to take care of their children with first aid or call the
ambulance in case of an emergency.
9. Students are not allowed to bring expensive goods to the school. The school is not responsible for anything lost
by students.
I have read the above rules. I fully understand and accept the above rules.
Parent’s/Guardian’s Signature

Course Fees
1.
2.
3.
4.
5.

Fees are paid half yearly before the first week of the semester.
Payments can be made by cash or cheque (payable to New Century Learning Centre), credit cards are not
accepted.
If a student comes 3 weeks later than beginning of a term, the fee can be reduced on the Pro Rata bases.
If a student withdraws from a class at a time when there are still more than 3 weeks to go till the end of the
term, and when the school is fully notified in advance, a part of the fee can be refunded.
No refund is available for the students who are absent for their own reason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