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学生的招收
初步申请
St Peter’s College
澳大利亚圣彼得圣公会学校，现称为圣彼得学院，是
阿德莱德最古老的男子私立学校，成立于1847年，其悠
久的传统是教育本校男生做好准备，将来在全球社会
发展中能占据一席之地和贡献自己的力量。
本学院引以为豪的是，以卓越的学术成就而闻名的历史，以
及本校老校友中的42位罗德学者和3位诺贝尔奖获得者。
本校提供多种多样的体育，音乐和艺术课程，以及各种俱乐
部，社团和户外教育项目活动。这项综合服务旨在全面并完
整的培养男生的身体素质，思想品德和人格精神，并支持和
鼓励他们成为最好的自己。
我圣彼得学院拥有广阔的场地和出色的设施，能为本校学生
的各项体育活动和休闲娱乐提高充足的场所和设备。我校坐
落在阿德莱德植物园对面的32公顷壮丽的土地上，距离市中
心仅3公里。校园里美丽的建筑兼具了历史美感和现代艺术。
全校有1,500多名男生，包括了从早教中心3岁以下的男孩到高
中毕业年级（12年级）的男生。
我们的中学设施包括屡获殊荣的科技艺术中心，戏剧中心，
音乐排练室，以及用于数学，人文和语言学科教学的中央空
调教室，米勒图书馆和多媒体资源中心。我校雄伟辉煌的大
礼堂为学生音乐会和戏剧表演提供了一个极好的场所。我校
的教堂是学校众多历史遗迹中的建筑物之一，它不断地提醒
着我校的历史与传统，同时是我校学生学习生活中，为其提
供基督教价值观教学的重要场所。八个大型运动场为我校
男生们提供了无与伦比的活动空间，提高他们在多种户外运
动中的各项技能。现代化的体育中心用于进行各项室内运动
和比赛，空调室，健身房，游泳池，跳水和水球运动区。 先
进的全校计算机网络覆盖为师生的学习和教学提供了强有
力的支持，从7年级开始，学校的所有男孩都使用MacBook用
于学习。
学校的寄宿中心为学生提供优质的住宿、学习和休闲的全套
体验。 住宿生的所有餐点均在Da Costa餐厅内集中享用。
放学后和周末期间，寄宿生可以尽情使用学校的各种体育休
闲设施。
我校被公认为是正面教育的国际领军者，我们坚信发展学生
的个人品格与培养智力同等重要。我们的课程设计旨在帮助
男生们更全面的了解他们的性格优势，以帮助他们更好的战
胜和克服学习和生活的逆境与困难，并帮助他们在将来的人
生中面临挑战时更好的发挥他们的韧性。这些终生技能都将
使我校的男生在毕业离开学校时，清楚地认识到自己是谁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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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能如何更好地帮助他人。
圣彼得学院是为持学生签证的国际学生提供教育课程的注
册提供者。我们的CRICOS提供者编号为01535E。 如需查阅
我校的注册资质，请访问CRICOS网站http://cricos.deewr.gov.
au或访问我校网站www.stpeters.sa.edu.au。

国际学生

ESOS 框架

我校的国际学生来自广泛的国家和地区，尤其是亚太地区，
也有部分学生们来自于欧洲大陆，英联邦和美利坚合众国的
部分地区。

计划持学生签证在澳大利亚学习学生的注册程序以及必须
向其提供的教育服务的方式，受到澳大利亚政府法律《2000
年海外学生教育服务法》及相关法规的约束。
ESOS框架的主要目的是保证澳大利亚学生签证课程项目的
完整性。该框架为国际学生和教育服务提供者明确了权利和
保护条款，包括提供教育服务的明确标准。 学校和学生都
必须了解《 1958年移民法》规定的相应义务以及学生签证的
条件。有关更多详细信息，请访问澳大利亚移民和边境保护
局（DIBP）网站 www.immi.gov.au。 您还可以索取一份《圣彼
得学院国际学生手册》，其中详细列出了ESOS框架下的权利
和责任明细。

澳大利亚联邦移民与边境保护局（DIBP）明确规定，国际学生
在澳大利亚学习期间必须持有有效签证。大多数国际学生都
需要持学生签证。学生签证有多种类型。学生签证（500类）适
用于申请在澳大利亚进入小学、初中或高中课程学习的国际
学生。
想要申请学生签证（与其他类型的签证不同）的学生必须首先
被英联邦机构和海外学生课程注册（CRICOS）列出的课程招
收为全日制学习的学生。我校持有执照为持有学生签证的国
际学生提供两门课程，分别是初中（7至10年级）和高中（11年
级和12年级）。CRICOS网站是www.cricos.deewr.gov.au。
我校可以为其他类型签证的学生提供更加完整的课程选择。
签证的类型决定了该学生是否被归类为“全额付费海外学
生”
（FFPOS）或只向他们收取当地学生学费。 持学生签证（
子类别500）的学生被归类为FFP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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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咨询
学校的招生经理很乐意为所有入学咨询提供相关信息和建
议，但不能提供移民建议。有关移民的信息，包括有关申请哪
种签证和申请程序的建议，请联系您所在国的澳大利亚大使
馆，高级专员公署或领事馆，或访问澳大利亚政府的网站
www.immi.gov.au。

国际学生的招收
初步申请
海外学生英语强化课程（ELICOS）

英语入学要求

学生可能会被要求修读英语强化课程，以帮助他们快速提
高英语能力，确保他们做好入学准备。圣彼得学院将根据学
生的英语水平测试结果来确定是否有必要参加英语强化课
程的学习。 我校能够推荐阿德莱德面向海外学生的英语强
化课程提供者。来自中国大陆的学生通常需要长达12个月的
ELICOS学习，才能开始在我校的正式学习，而大多数学生则
需要至少6个月，具体情况取决于他们的英语测试结果。

如果英语不是申请人的母语，则学生将被要求进行英语水平
评估，然后再考虑他们的入学申请。 如果申请和入学之间的
时间间隔超过12个月，则可能需要再次进行英语能力测试。
与英语水平测试相关的费用必须由申请人的家庭按次支付。
St Peter’s College 接受以下英语水平测试成绩：
· Australian Education Assessment Services (AEAS).
该考试适合8-14岁的男生以及15岁以上的男生。
英文的AEAS网站是http://aeas.com.au/
· 雅思
这项考试适合15岁以上的男生。
雅思英语网站是http://www.ielts.org/。
托福。这项考试适合15岁以上的男生。
The TOEFL website in English is http://www.ets.org/toefl.

· St Peter’s College 的测试
这项考试仅适用于身在阿德莱德的男生。 该测试由我校
的国际学生负责人亲自在学校进行。 必须提前与招生经
理预约。 父母/监护人要等待大约一个半小时的考试时
间。

直接注册所需的英语水平要求如下：
AEAS

IELTS

TOEFL

Year 7 (Junior Secondary)

61 or above

Band 5 or above

46 or above

Year 8 (Junior Secondary)

63 or above

Band 5 or above

46 or above

Year 9 (Junior Secondary)

66 or above

Band 5 or above

46 or above

Year 10 (Junior Secondary)

75 or above

Band 5.5 or above

55 or above

Years 11 and 12 – SACE (Senior Secondary)

80 or above

Band 6 or above

55 or above

Years 11 and 12 – IB (Senior Secondary)

80 or above

Band 6.5 or above

70 or above

St Peter’s College为国际学生提供相应的额外英语学习支持。 但是，我们会要求学生具备最低的英语水平方能进入学校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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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收的程序
第一步：填写并提交国际学生入学申请表。

第三步：最终录取结果。

所有申请人都必须首先提交一份完整的国际学生入学申请
表（请参阅第9-11页），并支付100澳元的（不可退款，不可转
让）申请费。 完成这份初步的入学申请表是录取的先决条
件，但不能保证录取。

成功申请者的家庭将收到正式的录取通知书和书面协议。
书面协议将提供学生入学的详细信息，确定入学条件，并列
出费用和付款日期以及学生福利要求。非常重要的是，在接
受学校的录取通知书之前，家庭必须逐条考虑所有的入学
条款。

申请人还必须在初步申请时提交以下文件：
· 学生出生证明的核证副本
· 护照的彩色复印件，带照片，护照号码和有效期

最终录取通常取决于在阿德莱德完成的英语强化课程的满
意程度。进展不理想会导致录取通知书无效。

· 学生签证副本（仅在已获批准的情况下）
· 最近两个学年的学生学术报告的英文副本（仅接受经过认
证的英语翻译）
· 英语水平测试结果（托福，雅思，AEAS 成绩均可）
· 学生现任校长的推荐信或学生行为和学习承诺的陈述（提
供英语或经认证的英语翻译）。
然后由学校相关负责人，国际项目主任，学术总监和招生经理
对这些文件进行评估。

第二步：申请处理
申请500类学生签证的学生可以获准进入7、8、9、10、11年级
的学习。
所有入学申请均须招生经理根据副校长/高中校长、学术总
监和国际课程协调员的意见进行综合评估。 近期的学术综
合报告以及行为和学习承诺书都将与英语测试结果一起进
行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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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步：确认入学。
学生家庭将已签署的书面协议给学校后，连同一起支付报名
费和第一期的学费，即半年学费的支付和海外学生健康保险
的支付（ 以及寄宿费和国际学士学位费用（如果适用），然后
我校将签发入学确认书，这是学生申请500类学生签证所必
需的文件。

国际学生的招收
初步申请
费用表和退款政策

出勤政策

接受入学录取和书面协议后，需要支付以下费用。 然后，学校
将向学生签发入学确认书（COE）。

所有获得学生签证的学生每半学年必须参加至少80％的课
程。 这是满足500类学生签证的必要条件。未能达到该标准
的学生可能会面临出勤率不达标，这可能会导致他们失去学
生签证。学校必须记录每个班级的出勤情况，并设有一个系
统来监管课程出勤情况，并能有效识别有可能违反此签证
条件的学生，向其提供支持以防止违规。 如需查阅完整的
政策，请联系招生经理。

· 报名费（一次性支付）
· 半学年（两个学期）的学费
· 半学年（两个学期）的固定费用和征费
· 半学年（两个学期）的寄宿费（如果有）
· 寄宿家庭安置费（如果有）
· 整个学习期间的海外学生健康保险（OSHC）。
有关国际学生最新费用表和退款政策的副本，请联系招生
经理。

延期，中止和取消入学资格
如果学生的入学被推迟，中止或取消，其签证状态可能会受
到影响。圣彼得学院仅在某些条件下允许延期，如果严重违
反其行为准则，未支付费用或违反与500学生签证有关的规定
（例如，学生必须保持满意的学术要求、课程进度和出勤要
求）学校将暂停或取消学生的入学资格。有关学校完整的延
期、暂停和取消入学资格政策的信息，请联系招生经理。

课程内容
在7至10年级，所有学生都将根据澳大利亚课程，评估和报告
机构（ACARA）向所有学校提供的文件，按照本地化学习计
划进行学习。 每年的学习包括核心科目和一些选修课。
在11年级和12年级，学生可以选择学习南澳大利亚教育证书
(SACE）或 International Baccalaureate (IB)
SACE是国际认可的凭证。
IB文凭被全世界认可为大学入学资格。 有关所有课程中提供
的课程和科目的详细信息，请访问学校的网站。

课程进度政策
作为学生签证的条件（子类500），学生必须为当前就读的课
程保持令人满意的课程进度。 每半个学年结束时，学校都
会评估所有学生的课程进度，并且必须达到最低C或更高的
标准才能保持入学资格。

学生转学请求
除非在特定情况下，否则获得500类学生签证的学生不得在
其主要课程的头六个月内从学校转学。 圣彼得学院不会招
收另一所澳大利亚学校的持签证类别为500学生，除非他在
澳大利亚当前的学校学习了六个月以上。如果该学生在澳大
利亚的当前学校中待了不到六个月，我校只有在其附有当前
学校的有效书面批准书的情况下，才会考虑其入学申请。

投诉与申诉
学校制定了《投诉和申诉政策》以及相关程序，因此学生可以
使用该政策来解决争端或投诉。如果内部程序无法解决投
诉，则学生可以选择外部审核程序。学生可以就拒绝其转学
到另一所学校有关的决定，对他们的推迟或中止入学申请的
拒绝，学校决定中止或取消其入学的决定，或学校对学生未
能取得令人满意的课程进展的决定，或学校认为其未能达到
出勤要求而提出上诉。有关完整的投诉和申诉政策和程序，
请联系招生经理。

课程学分
在圣彼得学院，课程学分在7至10年级不适用。但是，在11和12
年级，圣彼得学院将为各种课程授予课程学分。
对于选择IB课程的学生，只有该课程以前的学习经历才能获
得认可。
有关完整的课程学分政策，请联系招生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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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政策
根据学校的要求，所有学生签证（500类以下）的国际学生都
必须居住在我校的寄宿中心（如果有空位的话）。
将入住圣彼得学院寄宿中心的学生在接受书面录取通知后，
将收到一封“适当住宿和福利确认书（CAAW）”。 当学生提
出学生签证申请时，移民和边境保护部会要求其提供CAAW
信函。

收集和使用与学生和家长（或监护人）个人信
息与联系方式的政策
圣彼得学院受《联邦隐私法》所载的国家隐私原则的约束。
入学申请表上提供的信息将严格遵循根据学校的隐私政
策。
要获取学校隐私政策的完整副本，请联系招生经理。

使学校随时了解联系信息的变化
在入学之前和学习期间，学生及其家人必须及时通知学校其
联系方式的任何变化，包括其地址，家庭电话号码，电子邮
件地址和手机号码。学生签证（子类别500）的条件之一是，
一旦学生注册，他们必须在更改后的7天内提供书面通知。学
校还会要求持学生签证（500类）的学生每六个月完成一份
声明，以提供自己及其父母和/或法定监护人和寄宿家庭的最
新联系信息（如适用）。

有关在阿德莱德生活的信息
阿德莱德是南澳大利亚文化多元、风格现代的首府。 阿德莱
德拥有300万人口。 南澳大利亚州属地中海气候，以冬季温
和，夏季干燥而闻名。 12月，1月和2月的夏季可能非常炎热，
而6月，7月和8月的冬季则是该州每年大部分降雨发生的季
节。 这个城市以其众多的文化和艺术节活动而闻名，因此被
称为“节庆之州”。
有关在阿德莱德生活的信息，请访问：
http://studyadelaide.com/

海外学生健康保险要求
国际学生必须在澳大利亚学习期间购买强制性的海外学生
健康保险（OSHC）。一旦被录取，学校将由安联保险安排学
生的健康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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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学生入学申请
学生资料
姓（请打印）
名

首选姓名

居住地址
邮政编码
出生日期

/

/

出生国家

母语

国籍

其他语言

拟入学年份（例如2021年）
请注意，澳大利亚学年从1月下旬开始，到12月中旬结束，分为四个学期，两个学期。
首选入学年份（请打勾）

7年级

11年级和12年级的首选课程（请打勾）

8年级
SACE

9年级

10年级

11年级

IB

如果进入11年级，您是否打算向学校申请课程学分以认可先前的学习

是.

否

现在的学校

现在的年级

注意：返回此申请表时，请提供学生最新的学校报告副本（经认证的英语翻译）。

住所
根据学校的要求，所有学生签证（500类以下）的国际学生都必须居住在St Peter’s College寄宿中心（如果有空位）。

父母或监护人信息
父亲或监护人

母亲或监护人

先生/博士/教授/牧师/其他

先生/博士/教授/牧师/其他

姓

姓

名

名

首选姓名

首选姓名

和学生的关系

与学生的家庭关系

地址（如果与您的儿子不同）

地址（如果与您的儿子不同）

家庭电话号码

家庭电话号码

单位电话号码

单位电话号码

手机号码

手机号码

电子邮件

电子邮件

Skype（如果有）

Skype（如果有）

工作

职业

父母的母语

父母的母语

父母可以用英语阅读和回复电子邮件吗? 是/否

父母可以用英文Y / N阅读和回复电子邮件吗？

父母可以用英语打电话吗？是/否

父母可以用英语打电话吗？ 是/否

校友? 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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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年份

学院

国际学生入学申请
录取流程的其他信息s

医疗支持

1

学生是澳大利亚公民吗？

是

否

2

学生是澳大利亚居民吗？

是

否

学生是否具有临时的临时或永久居留
2a 身份？

3

到期日

学生是否已经持有进入澳大利亚的签
证

/

请注明诊断日期

测试单位？
否

您的儿子是否定期服用任何处方药？ 例
如。 过敏，哮喘，癫痫，注意力缺陷多
动症等

签证标题/子类别

签证有效期

/
/

否

/
/

/

/

是
日期

否
/

/

是

你儿子接受听力测试了吗？
测试单位？

如果是，请提供以下详细信息：

签证授予日期

日期

你儿子的眼睛接受检查了吗？

/

是

是

残疾性质/名称

临时签证
永久签证

对于临时和永久居留权，请记录签证子类别编号和有
2b 效期
号

您的儿子有已知的残疾吗？ 智力，身体，
听觉，视觉或情感需求？

日期

否
/

/

是

否

如果是，请提供更多详细信息

如果没有，学生是否打算申请500学生
签证？

是

否

护照上的国籍
护照号码

到期日

该学生目前是否有海外学生健康保险
（OSHC)？

/

/

是

否

请回答以下内容，并通过电子邮件发送任何支持信息。

如果是，请提供以下详细信息：
卫生基金提供者
号

到期日

学习上的额外支持

/

/

注意：St Peter’s College将为通过学生签证进入学校的学生
安排OSHC

如果显示“是”，则必须将此应用程序附加进一步的文档或
通过电子邮件发送至admissions@stpeters.sa.edu.au 例如，这
可能包括：医疗报告，心理学家的评估，学术测试数据等
注意：提供此信息将有助于学校进行合理安排，并确保学生得到适当照顾。r.

您的儿子曾经与心理学家交谈过吗？

是

否

向St Peter’s College提供了心理学家报
告？

是

否

如果有的话，请附上附件或通过电子邮件将其与应用程序一
起发送）
您的儿子在教室里需要任何帮助或声学
方面的考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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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否

国际学生入学申请
其他支持

家长同意

您的儿子曾经接受过任何辅导，心理学
家，专业治疗师或语言病理学家的帮助
吗？

我们签署人同意我们的儿子被录取进入圣彼得学院，并同
意，学校可以在提交本申请书后的任何时间（包括入学前2
年）要求我们提供最新的信息。
（注意：除非法院下令对教育
事务负有唯一的父母责任或分配了唯一的父母责任，父母双
方都必须签署申请书才能生效。如果儿童受任何其他法律安
排的约束（例如，在监护人或其他负责人照顾和负责儿童的情
况下，请将该安排告知招生办公室），在这种情况下，必须附
上当前盖章的法院命令的副本。

是

否

是

否

如果是，请提供更多详细信息

是否已向St Peter’s College提供报告?
如果有，请提供更多详细信息

请在下面签名以确认您已经阅读并理解了国际学生入学申
请程序。
父亲/监护人签名
姓名大写
日期

/

/

日期

/

/

母亲/监护人签名
姓名大写

请注意：这是国际学生入学申请，而不是入学
录取通知书或录取通知书。

国际学生入学申请 11

国际学生入学申请
材料清单
您申请加入St Peter’s College的原因是什么？

请确保随附以下内容：

学术卓越
照顾培育责任
地

课外活动
在本校的朋友
单性教育
广泛/均衡的课程安排
私立教育

学生护照的彩色复印件

风纪
课程
父
 亲就读过

学生签证副本（仅在已获批准的情况下）

St Peter’s College

正面教育和心理健康

宗教基础和影响

St Peter’s College

学生出生证明的核证副本（需要英语翻译证明）
该学生的近期彩色照片（日期，过去六个月中拍摄的照
片）

其他亲属入学了
最近两年的学生学术报告的副本（仅接受经过认证的英
语翻译）
最近的英语水平测试结果（雅思，托福， AEAS,
全部接受）

其他（请注明）
有家庭成员是St Peter’s College的学生
吗？

是

请提供学生姓名
学生现任校长的推荐信，对学生的行为和学习承诺发表
评论（必须为英文或经过认证的英文翻译）
申请费100澳元

仅限办公室使用
报名费

接收日期

付款方式
填妥后，请将此表格连同不可退还的100澳元（含税）交给：
The Admissions Manager
St Peter’s College
St Peters SA 5069
MasterCard

信用卡信息：

Visa

Amex

卡号
卡到期日

/

/

银行卡签名
根据学校的政策和程序，付款后，您的信用卡信息将被销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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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V

澳元

/

/

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