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世纪中文学校 2016 年课程设置 
周六上午:  Wheelers Hill 分校   Wheelers Hill Secondary College 

周六下午： Templestowe 分校   Templestowe College 

周日上午： Doncaster 分校    Doncaster Secondary College 

周日下午： Hawthorn 分校    Auburn High School 

电话: 98029998 (办 Mon - Fri),   0403 238818  0430 220078  0400 880306（粤语） 传真: 9802 1990 
 

学前班 

招收 4 岁半至 5 岁半儿童，采用《幼儿汉语》教材，结合学生年龄特点，以活泼

丰富的形式为学生打下扎实的中文基础。教学内容包括汉字笔画、笔顺，学习基

本字、词，学习儿歌、传统优秀故事，培养良好的学习习惯等等。每班均由长年

从事幼教工作的资格老师任教。  

收费标准：$190/半年 

教材费： $50／全年（含教材，CD, 作业篇，练习本等） 

一年级 招收 5 岁半以上学生，低年级分普通话背景班和非普通话背景班，采用《中文》

教材第一册至第八册，每册配以 A, B 练习册、随课文听力 CD。一年级补充《汉

语拼音》教材和 CD。 四 – 八年级进行系统化作文教学，七/八年级开始进行系

统的针对 VCE 考试的口语训练。各班均由长年从事中、小学语文教育工作的资格

老师任教。 

收费标准：$190／半年 

教材费： $60／全年（含教材，随课文听力 CD, 作业篇，练习本等等） 

二年级 

三年级 

四年级 

五年级 

六年级 

七年级 

八年级 

VCE 预备班 

分预备低班和高班，招收日校 8－10 年级，并有一定中文基础的学生。采用我校

自己编写的 VCE 中文教材以及听力、阅读、写作等辅助材料，按维省教育部 VCE

大纲和考试要求，教授口语、听力及读写，并与 VCE11 年级相接轨。由维省教育

部注册认可的经验丰富的老师任教。  

收费标准：$220／半年 

教材费： $80／全年（含教材，补充材料, 作业篇，练习本等等） 

VCE11-12
年级 

招收日校 9 – 12 年级，并有一定中文基础的学生。可在我校注册，也可在学生所

在日校（如果日校有中文课程）注册中文 VCE。根据维省教育部有关规定，编入

中文第二或第二语言高级班。采用我校自己编写的 VCE 中文教材以及听力、阅读、

写作等辅助材料，12 年级考前做大量模拟试题，并邀请 VCE 考官和经验教师进

行免费的口语模拟考试及单独辅导。由维省教育部注册认可的 VCE 教学经验丰富

的老师任教。 

收费标准：VCE11: $300/半年 材料费/全年：$90 (含 VCE 教材及 VCE 手册等) 

VCE12: $350/半年 材料费/全年：$120 (含 VCE 手册，模拟卷等 ) 

           



新世纪中文学校/教育中心 2016 年课程表 
 

分校 地点 上课时间 课时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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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eelers Hill 
Secondary College 

 

Raphael Drive 

WHEELERS HILL 

周六上午 

（中文课程） 

第一课时：9:30am – 10:20am 

第二课时: 10:30am – 11:20am 

第三课时: 11:30am – 12:15pm 

午休：12:15pm – 1:30pm 

周六下午 

（奖学金课程） 

第一课时：1:30 pm– 2:30pm 

第二课时:  2:40pm – 3:40pm 

第三课时:  3:50pm – 4:5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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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mplestowe College 

 

Cypress Avenue 

Lower Templestowe 

周六上午 

（奖学金课程） 

第一课时：9:00am –10:00am 

第二课时: 10:10am – 11:10am 

 第三课时: 11:20am – 12:20pm 

午休：12:20pm  –  1:30pm 

周六下午 

（中文课程） 

第一课时：1:30 pm– 2:20pm 

第二课时:  2:30pm – 3:20pm 

第三课时:  3:30pm – 4:15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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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uburn High School 

 

23 Burgess St 

Hawthorn East 

周日上午 

（奖学金课程） 

第一课时：9:00am –10:00am 

第二课时: 10:10am – 11:10am 

第三课时: 11:20am – 12:20pm 

午休：12:20pm  –  1:30pm 

周日下午 

（中文课程） 

第一课时：1:30 pm– 2:20pm 

第二课时:  2:30pm – 3:20pm 

第三课时:  3:30pm – 4:15pm 

 
 
Doncaster 分校 
中文一年级至 VCE12 
奖学金 Year 1 – 9 

 

Doncaster Secondary 
College 

123 Church Rd 

Doncaster 

周日上午 

（中文课程） 

第一课时：9:30am – 10:20am 

第二课时: 10:30am – 11:20am 

第三课时: 11:30am – 12:15pm 

午休：12:15pm – 1:30pm 

周日下午 

（奖学金课程） 

第一课时：1:30 pm– 2:3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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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日下午 

（奖学金课程） 

第一课时：1:30 pm– 2:30pm 

第二课时:  2:40pm – 3:40pm 

第三课时:  3:50pm – 4:50pm 

 



新世纪中文学校新生入学 报名表 

NEW CENTURY CHINESE LANGUAGE SCHOOL ENROLLMENT FORM 

 

请用大写字母填写 （Please Print） 

中文姓名(Name)_________________ _   英文姓名 English Name____________________ 

出生年月日(DOB)     /    /     性别(sex)________  Country of Birth_______________ 

日校年级(Year level)_______ 

家庭语言背景(Language spoken at home)                           

Email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所住区 Suburb)                           （Post Code）                 

联系电话(Telephone)                        手机（Mobile） ____________ 

父母姓名(Parent’s Name)                   签字（Signature）____________ 

 

学前班（    ） 一年级（    ） 二年级（    ） 三年级（    ） 

四年级（    ） 五年级（    ） 六年级（    ） 七年级（    ） 

八年级（    ） VCE 预（    ） VCE11（    ） VCE12（    ） 
 

Wheelers Hill 分校 周六上午（         ） 

Templestowe 分校 周六下午（         ） 

Doncaster 分校   周日上午（         ） 

Hawthorn 分校 周日下午（         ） 

 报名方式(How to Enroll)： 

 填好此表和学费一起交于本校工作人员 或 

 和支票一起邮寄至  

14/24 Lakeside Drive Burwood East VIC 3151 

Fill in this form and send with payment cheque  

（payable to New Century Chinese 

 Language School) to school by mail or  

Fax 9802 1990 or in person. 

 咨询电话（Tel）：9802 9998(O)     

                                                    

Office use only 

 

班级： 

 

备注： 

 

 

 

 

 

签名： 



  新世纪中文学校安全卫生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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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学生在校期间, 未经学校许可,不得离开学校,严禁出校门。 

二  学生之间要友好相处, 不得互相打骂, 不得玩危险品, 不得做危险活动, 不乱

扔垃圾。 

三  爱护公物,损害公物要赔偿。 

四  家长驾车通过校区时,要小心慢行,遵守规则,服从管理。 

五  家长如果提前接走学生, 要通知学校。 

六  家长须授权学校对发生紧急事故的学生采取急救措施。 

七  学生不得带贵重物品到学校, 否则, 责任自负。 

八  学生如因违反本条例而造成不良后果, 学校不对此负责。 

 

 

新世纪中文学校收费条例 

1. 本校收现金、支票及 EFTPOS卡。 

2. 有三个或三个以上交费孩子的家庭,本校给予 10%学费优惠。 

3. 学校每半年收一次学费。 

4. 交费手续须在每学期开学前办好，学生需交费后才能进入教室。 

5. 因故晚入学三周以上学生,可适当减免部分学费。 

6. 中途因故退学者,如离学期结束还有三周以上,可适当退回部分学费。 

7. 学期中间因自身原因缺席,学费不退。 

 

 

 

申明: 本人已阅读, 并理解和接受以上各条款的内容。 

 

家长签名(Parent’s signature)____________           ______         

 

日期(Date)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