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更优秀的教育选择

莫迪艾勒学校  • 充分发挥潜能  • 正直  • 尊重  • 责任

MORDIALLOC COLLEGE

本校透过英语第二语言
(ESL)教师，增设课堂并
提供额外的个人支持
学校为ESL教师安排特殊时段，
根据需要与留学生个人及团体开
展密切交流。

入学
留学生应填写教育与少儿发展部
(DEECD)申请表。申请表必须到
留学生教育司领取。 

电邮：

international@edumail.vic.gov.au

网址：
http://www.study.vic.gov.au

CRICOS教育机构代码：00861K

课程代码： 019048F

若需个人协助及留学生课程相关信息
支持，请通过电邮、电话或信函方式
联系莫迪艾勒学校留学生协调员
Diane Douglas女士。

本校努力方便学生咨询和递交申请

留学生課程简介

留学生协调员： 
Diane Douglas女士
电邮:  douglas.diane.j@edumail.vic.gov.au

电话:  + (61) 3 9580 1184

网址:  www.mcsc.vic.edu.au

地址:  1 Station Street, 

Mordialloc Victoria 3195



本校帮助学生顺利
过渡至校园生活

本校确保学生顺利过渡至校园生活，
帮助他们尽快做好开始学业的准备。 

在学生选择课程时提供个人辅导，并
协助学生选择和申请大学课程，从而
帮助学生设定个人目标，并明确制定
个人的奋斗目标和方向。

本校还协助学生安排各类资源，如校
服、购买书籍、专用挂锁锁柜，并协
助开立银行账户。

本校确保定期交流沟通，帮助
家长随时掌控学生动向

本校鼓励家校之间的定期交流沟通，确
保家长随时了解子女的进展情况。

本校定期发行学校新闻通讯稿，编制学
期进展报告，并在翻译后直接送达每位
家长。

留学生协调员还会定期直接联系家长，
以便解答家长疑问或提供所需的重要信
息。

每年，学校资深代表还会亲赴海外，当
面向家长报告每个学生的学业成就与生
活状况。

本校树立学生的安全感和社区
融入感

从学生抵澳的那一刻起，本校就开始提
供专门的支持服务，这包括通过留学生
协调员和学生福利协调员提供的机场接
机和入学指导服务。

本校安排留学生入住精心挑选、呵护备
至的本地家庭。

寄宿家庭为留学生带来了稳定性和安全
感。他们会在充满理解和支持的家庭环
境中，帮助学生适应文化多样性环境，
营造愉悦的生活体验。

需要时，学校会为寄宿家庭提供意见和
协助。学校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和特色
节目，包括午餐和晚餐、庆典、度假和
校内课外活动。

本校帮助留学生把握未来

本校针对留学生需求，精心设计留学生
课程，并开展全方位的支持计划，确保
学生的学业成功。这包括：

· 优秀的学术课程大纲

· 留学生协调员

· 新建留学生设施

· 机场接机和安排居家住宿

· 具体的入学指导与资源支持计划。

每周举办课后学习小组，安排专业教师
提供额外支持，同时每天也开展课前课
后学习活动。

本校是一流的教育机构
作为一个优秀的教育机构，莫迪艾勒
学校为希望实现美好未来的留学生偍
供一流的稞程。

莫迪艾勒学校坐落于海滩田园风光之
中，位于墨尔本菲利普港湾岸边，配
备21世纪现代化设施，并可方便抵达
周边一流大学。

学校设施包括新建的信息通讯技术/
多媒体学生资源中心、高年级专用学
习中心及设备一流、科技水平先进的
科学探索中心。

莫迪艾勒学校也是少数几个通过教育
部认证、获准为天资聪慧和学业优秀
学生开设精选加速学习课程(SEAL)的
学校之一。

近年来，学校深受经合组织(经济合作
与发展组织)的认可，并被维多利亚州
政府挑选为国际、跨州和本地政要的
考察示范点。

学生取得大学入学资格

选择丰富的数学、科学、商业和人
文科目，帮助留学生圆满完成12年
级课业。

而后学生通过维州教育证书(VCE)
课程，以取得大学入学资格。 

圆满完成VCE课程的学生，多数进
入墨尔本大学和(墨尔本)蒙纳士大学
深造。 

申请入读高等课程的本校学生，
100%都能得偿所愿。



本校帮助学生顺利
过渡至校园生活

本校确保学生顺利过渡至校园生活，
帮助他们尽快做好开始学业的准备。 

在学生选择课程时提供个人辅导，并
协助学生选择和申请大学课程，从而
帮助学生设定个人目标，并明确制定
个人的奋斗目标和方向。

本校还协助学生安排各类资源，如校
服、购买书籍、专用挂锁锁柜，并协
助开立银行账户。

本校确保定期交流沟通，帮助
家长随时掌控学生动向

本校鼓励家校之间的定期交流沟通，确
保家长随时了解子女的进展情况。

本校定期发行学校新闻通讯稿，编制学
期进展报告，并在翻译后直接送达每位
家长。

留学生协调员还会定期直接联系家长，
以便解答家长疑问或提供所需的重要信
息。

每年，学校资深代表还会亲赴海外，当
面向家长报告每个学生的学业成就与生
活状况。

本校树立学生的安全感和社区
融入感

从学生抵澳的那一刻起，本校就开始提
供专门的支持服务，这包括通过留学生
协调员和学生福利协调员提供的机场接
机和入学指导服务。

本校安排留学生入住精心挑选、呵护备
至的本地家庭。

寄宿家庭为留学生带来了稳定性和安全
感。他们会在充满理解和支持的家庭环
境中，帮助学生适应文化多样性环境，
营造愉悦的生活体验。

需要时，学校会为寄宿家庭提供意见和
协助。学校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和特色
节目，包括午餐和晚餐、庆典、度假和
校内课外活动。

本校帮助留学生把握未来

本校针对留学生需求，精心设计留学生
课程，并开展全方位的支持计划，确保
学生的学业成功。这包括：

· 优秀的学术课程大纲

· 留学生协调员

· 新建留学生设施

· 机场接机和安排居家住宿

· 具体的入学指导与资源支持计划。 

每周举办课后学习小组，安排专业教师
提供额外支持，同时每天也开展课前课
后学习活动。

本校是一流的教育机构
作为一个优秀的教育机构，莫迪艾勒
学校为希望实现美好未来的留学生偍
供一流的稞程。

莫迪艾勒学校坐落于海滩田园风光之
中，位于墨尔本菲利普港湾岸边，配
备21世纪现代化设施，并可方便抵达
周边一流大学。

学校设施包括新建的信息通讯技术/
多媒体学生资源中心、高年级专用学
习中心及设备一流、科技水平先进的
科学探索中心。

莫迪艾勒学校也是少数几个通过教育
部认证、获准为天资聪慧和学业优秀
学生开设精选加速学习课程(SEAL)的
学校之一。

近年来，学校深受经合组织(经济合作
与发展组织)的认可，并被维多利亚州
政府挑选为国际、跨州和本地政要的
考察示范点。

学生取得大学入学资格

选择丰富的数学、科学、商业和人
文科目，帮助留学生圆满完成12年
级课业。

而后学生通过维州教育证书(VCE)
课程，以取得大学入学资格。 

圆满完成VCE课程的学生，多数进
入墨尔本大学和(墨尔本)蒙纳士大学
深造。 

申请入读高等课程的本校学生，
100%都能得偿所愿。



更优秀的教育选择

莫迪艾勒学校  • 充分发挥潜能  • 正直  • 尊重  • 责任

MORDIALLOC COLLEGE

本校透过英语第二语言
(ESL)教师，增设课堂并
提供额外的个人支持
学校为ESL教师安排特殊时段，
根据需要与留学生个人及团体开
展密切交流。

入学
留学生应填写教育与少儿发展部
(DEECD)申请表。申请表必须到
留学生教育司领取。 

电邮：

international@edumail.vic.gov.au

网址：
http://www.study.vic.gov.au

CRICOS教育机构代码：00861K

课程代码： 019048F

若需个人协助及留学生课程相关信息
支持，请通过电邮、电话或信函方式
联系莫迪艾勒学校留学生协调员
Qun Joan Mao 女士。

本校努力方便学生咨询和递交申请

留学生課程简介

留学生协调员： 
Qun Joan Mao 女士
电邮:  qun.mao@edumail.vic.gov.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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