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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rdinia 国际学校致力

欢迎您

于通过提供高质量、个
性化的教育，成为一个
世界希望的象征，来自
全球各个角落的人都能
在这里感受到回家一般
的欢迎。

“ Kardinia ” 这个是土著语言里的一个词，意思为
“日 出 ” 或 “新 的 开 始 ”。 作 为 一 所 相 对 年 轻 的 学
校， Kardinia 提供独特的教育体验，在当地和国
际教育界享有盛誉，以学校的座右铭为基础培养
学生：

智慧带来
尊重和友谊
此座右铭是所有学校活动的活力源泉，融入在我们
的校风，我们提供的具有挑战性、个性化的课程，
以及我们与学校社区、当地社区及更广泛的教育社
区建立的关系当中。
如果您未来有可能成为我校的学生、家长、监护人
或家人，读到这里，我想邀请您来参观Kardinia国
际学校，探索我们独特的学习环境，并开始一段我
希望是终生的学习伙伴关系。

Catherine Lockhart
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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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简介
Kardinia国际学校成立于1996年，是一所独立

2.5公顷的Kardinia Sum Pun校区，我校9年级

的、男女混合教育、非教派的学校，为从幼儿
园至12年级1900余位本地及国际学生提供一
个充满关爱的教育环境。

学生可以到这里学习为期8周的课程。

亚州课程和评估管理局规定的7-10年级的垂直
教育课程、以及在 11 和 12 年级提供国际教育
文凭 (IB) 课程和维多利亚州教育证书 (VCE)
课程。
占地22公顷的主校区位于Geelong的Bell Post
Hill，另外还有两个校区：在主校区附近、位
于Lovely Banks占地11公顷的5年级农场校区
Kardinia Grove，以及位于泰国北部清迈占地

作为一所国际教育文凭(IB)世界学校，我们提
供幼儿园至6年级的小学教育课程、基于维多利
Kardinia国际学校每个年级的重点都是严格的
学术要求，我们以每年12年级考试中取得的杰
出成绩而闻名。
学校旨在让学生的整体得到充分发展，关注
每个学生智力、精神、情感及身体各方面的
发展。

为什么选择Kardinia?
Kardinia国际学校的核心价值观和四个根基为我
们所有的本地和国际学生提供一个非常独特且
积极的学习环境。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是：

智慧 • 尊重 • 友谊
卓越 • 欣赏
关系 • 接纳

座右铭
学校已将其座右铭 “智慧带来尊重和友谊” 转化
为现实。教职工和学生已建立并愉快地维护着
一个温馨友好的环境。
在我们学校，尊重和友谊的氛围切切实实让每
个学生都感到安全舒适。这种生活哲学为每个
人创造了一个安静、平和且高效的学习环境。

国际意识
我们的目标是教育学生具有深刻的国际主义意
识。20多年来，Kardinia国际学校一直致力于
培养国际化理解。Kardinia社区旨在培养具有
国际意识、有道德感的全球公民，希望他们尊
重不同的文化，并参与对我们星球可持续发展
的共同维护。

我们成功的一个重要因
素是，我们鼓励并要求
学生对彼此、我们的社
区以及更广泛的全球环
境要有积极的态度、理
解和行动。

终生学习的个人
Kardinia 国际学校保持着基于实际、合作性
且专业的现代教育文化。学校以其中学教育
的垂直课程而闻名，每个学生都有个人时间
表，根据每个学生的能力、优势和需求量身
定制的课程。
学生根据自己的能力而不是年龄来学习。同样
的理念贯穿整个学校教学和学习的各个方面。

先进的科技辅助
学校致力于科技辅助学习方面的创新。学前
班、1年级和2年级学生可以使用适合年龄的设
备。3年级和4年级的学生参加一对一的平板电
脑计划，设备由学校保留。
每一名 5 、 6 年级及中学部的学生都有平板电
脑，附有先进的在线课程材料，提供一流的现
代化学习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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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部
小学部为幼儿园至6年级的学生提供国际教育
文凭小学项目 (PYP)。小学项目融合来自世界
各地的最佳研究和实践，旨在培养探究好问、
知识渊博、充满爱心的年轻人，通过国际化的
理解和尊重帮助创造一个更美好、更和平的世
界。该计划的灵活性使教师能够支持儿童的兴
趣爱好，建立他们的自尊和自信。
小学部在两个校区设有四个学习中心。幼儿园
和学前班的Highview中心，基础 (预备) 班到
2年级的低年级小学中心，以及属于3、4、6
年级学生的位于Bell Post Hill主校区的高年级
小学中心。5年级的学生在距离主校区仅8分
钟路程位于Lovely Banks的农场校区Kardinia
Grove学习。

基础学习至6年级

国际教育文凭小学项目 (PYP) 以学习的探究
方法为基础，鼓励学生成为了解他人及其观
点的具有国际头脑、积极、富有同情心和终
生学习的人。
小学部学生可以体验一系列专业科目，包括视
觉艺术、音乐、体育、表演艺术和日语。学生
可以参加器乐项目，代表学校参加各种体育活
动，包括篮球、足球和曲棍球。
小学部拥有充满活力的学习空间、出色的户外
游乐空间、美丽的花园和专门的体育设施，以
及国际象棋俱乐部、舞蹈俱乐部和表演合唱团
等课外活动。Inquiry中心是一个学习中心，设
有厨房、展示区及含休息空间的图书馆。

我们的学生生活在一个国际化的地球村，
对所有其他文化的理解和深刻尊重是21世纪领导者
和优秀公民的基本特征。
幼儿园和学前班
Highview幼儿园和学前教育计划在充满关怀
和支持的环境中促进3至5岁儿童的个人发展。
在精心策划组织的环境中提供基于游戏的教
学，促进孩子对自身及外界的探索、调查、
实验、检验、协作和反思。并为孩子提供阅
读、写作、艺术、建筑、想象力游戏和科学
的现代化空间。
赋予学生自由并指导他们，在一个培育性的环
境中成长、发展和理解周围的世界。
三岁幼儿园是为政府资助的四岁学前班之前
的一年提供教育。学前班是开始上小学之前
的一年。
我们协助从学前班到基础学习 (Prep) 顺利过
渡。Highview的孩子们在我们现代化且设备
齐全的Inquiry中心参与各种项目，与小学部
的老师和学生保持定期联系。

Kardinia国际学校重视父母对发展学习社区的
支持。家长可以通过各种方式为学生提供支
持，包括成为认证的家长助理或加入各种委
员会和支持小组。
以上的设施加上专业的教师和真实的学习机
会，为所有小学部的学生提供了一个令人兴
奋的学习环境。

课后计划
我们小学部的学生可以享受课后看护计划。
这项服务在学期期间每天提供，基础年至6年
级的学生家庭可以使用。

Kardinia Grove: 5年级校区

2017年，Kardinia国际学校建立了第三个校
区，位于Lovely Banks的Kardinia Grove，
距离主校区仅8分钟路程。这个占地11公顷的
农场是5年级学生的特殊校园，处于一个独特
的充满可持续发展及社区意识的乡村环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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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部
Kardinia国际学校将每个学生视为具有特殊能
力、技能、需求、兴趣和目标的个人。因此，
中学部每个年级都提供适合不同的个人目标、
教育全面个体的课程。
中学部拥有高资格、充满活力、才华横溢、高
度敬业的教师，课堂学习照顾到每个学生，引
人入胜，鼓励合作。学生和教职工之间的关系
温暖融洽，相互尊重。通过最新的专业发展，
教师在教学和知识方面得到支持。

垂直课程
中学部通过7至10年级的完整垂直课程为学生
提供独特的学习环境，提供约 400 个学期单
元。该垂直课程让学生可以选择适合他们的能
力水平、兴趣和需求的个性化课程，而不是局
限于他们的年龄。每个单元都有相同的地位、
价值和时间分配。家长和教学人员一同指导学
生选择符合他们未来职业抱负的个人课程。
垂直课程为学生提供了能够以适合其能力的速
度学习科目的优势，在必要时巩固加强，在之
后的年级中专注于感兴趣的领域。学校提供广
泛的VCE和IB科目。

课外活动

学院系统
学院系统支持促进学生的进步和福祉。入学
后，每个学生进入四个学院之一： Cowie
(绿色)、Gotemba（蓝色）、Morongo (红
色）和Thomson（黄色)。每个学院分为两个
翼，每个翼都有自己的学院协调员。
在四个学院内，学生进一步分为不同辅导小
组，由辅导老师指导。每个辅导小组都有垂直
会员资格，包含7至12年级的学生。

体育项目
除了体育课外，7-10年级的学生每周参加一
整个下午的运动。学校组织学生加入各种各样
的运动团队。学校的体育设施全面广泛，包括
两个体育馆，一个举重和健身室，篮球、蓝网
球、网球综合球场，广阔的草地运动场，以及
我们的室内Goodfellow水上运动中心。没有强
制性的周末或课外运动。

音乐项目
音乐是我校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除了音乐
课，所有学生都可以参加密集的一对一音乐课
程，学习声乐及各种各样的乐器，或者加入学
校的众多乐队或管弦乐团之一。

辩论项目

除学术课程以外学校还提供丰富多样的课外
活动。课外活动为学生提供机会促进他们在
艺术、文化、社区服务和体育方面的个人成
长和发展。学校提供超过50个俱乐部和活动。

通过公共演讲、戏剧和辩论，学生们学会自信
地表达自己。学院间和校际比赛为学生提供进
一步提高和练习技能的机会。

9年级清迈体验

学院致力于为所有学生提供深刻而持久的国际
性理解，并通过我们的国际侵入式项目进一步
补充。9年级的学生可以参加我们在泰国清迈
举办的为期八周的积极改变生活的项目。学生
也可以访问我们的姐妹学校：日本的Gotemba
Nishi、法国的Saint Alyre和香港的Discovery
College。

清迈体验于2003年作为一项选修计划推出，9
年级学生可以在泰国北部度过八周。每年有五
组，每组24名学生参加该计划。
这一独特的项目旨在作为一个强化的 “自我发
现之旅”，努力引导学生深刻的自我理解、自
我意识和真正的独立。同时为学生提供深刻而
持久的国际意识，对不同文化、宗教和生活方
式的理解、接受和尊重成为他们品格的标志。

“理解自我的过程是人生最长的旅程。”

国际浸入式项目

Kardinia Sum Pun

Sum Pun意为泰语的 “热情联系”。 Kardinia
Sum Pun是一个度假式的校园，于2010年由
学校购买，位于清迈市东北约16公里处。占
地2.5公顷的校园周围环绕着稻田，为学生提
供了一个美妙的家园。三餐在开放式餐厅供
应，学生宿舍设有空调、单独卫生间，提供
定期清洁和洗衣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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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信息

学校设施

董事会

巴士

Yoshimaro Katsumata先生于1995年年中买
下了Morongo女子学校的楼宇、设施和资源，
并于1995年9月成立了Kardinia国际学校，设

学校有专属的巴士车队用于每天接送大部分
的学生。车队覆盖的地理区域广阔，包括Surf

校长
Catherine Lockhart女士于2019年担任校长。
她负责工作人员的任命、教育计划的制定和学
校的日常运作。

奖学金
7年级的学生可以申请学术奖学金。7-11年级的
学生则可以申请音乐奖学金。每年年初均会举
行该年度的奖学金考试和音乐面试。

医疗中心
Kardinia国际学校聘有两位具有资质的护士。
轻微创伤或疾病的治疗可在医疗中心进行。如
果孩子情况过于严重而不能继续留在学校，那
么校方则会联系父母或紧急联系人。

Coast, Bellarine Peninsula, Lara, Hoppers
Crossing, Werribee, Colac, Anakie, Altona和
Greater Geelong区域。

Kardinia国际学校的设施
•
Katsumata中心
剧院和体育馆综合体
•
Goodfellow 水上运动中心
• 学校礼堂
• 1560座露天剧场
• 会堂
• 体育馆
• 幼儿园/学前班中心
• 低年级小学中心
• 高年级小学中心
• 小学部多媒体中心
• Inquiry中心
• 中学部中心
• 共享学习中心
• 表演艺术学院
• 中心咖啡厅
• 八个现代科学实验室
• 艺术/科技/电子中心
• 木材、珠宝、塑料工作室
• 照片视频工作室
• 视频编辑工作室
• 食品技术中心
• 职业中心
• 六个椭圆运动场及六个网球场
• 举重室/健身中心

Katsumata中心

2010年7月，Katsumata中心成立，以表达对
我们的创始人，Katsumata夫妇的致敬。学校
将永远感激他们的智慧和超乎寻常的慷慨

校友
所有毕业的学生和前教职员工，都可加入
学校广受欢迎的，联系紧密的校友会， The
Kardinians。

学生福祉支持
如果学生需要支持、鼓励或咨询，通常他们的
寄宿协调员会首先提供帮助。寄宿协调员负起
为他们各自宿舍里的学生提供福祉的最主要责
任。学生还可以在上学之前、休息时间和午餐
时间使用福祉中心和联系学生福祉工作人员。
学生福祉工作人员可将学生转介到学校的心理
学家或其他专业外部支持机构。

Goodfellow 水上运动中心

Goodfellow水上运动中心于2016年8月开始运
营，以学校第一任校长John Goodfellow OAM
(澳大利亚勋位勋章获得者) 先生的名字命名。
这项命名是为了纪念他对我校20多年的服务，
并认可他建立和发展这样一所著名学校的愿景
和为之所付出的不懈努力。

Kardinia Sum Pun的设施
•
六幢宿舍楼
•
游泳池l
•
泛光灯照明网球/
•
按摩浴池
•
桑拿房
•
厨房
•
餐厅
•
教室

SCN_PRC_MAN

立董事会，将学校做为一个非营利性实体进
行运营。2008年，学校董事会向 Katsumata
先生买下了学校。学校董事会由多元化的人
才组成，他们对学校的愿景确保了未来的成
功、发展和成长。Yoshihisa Katsumata先生
(Yoshimaro先生的儿子) 是现任董事会主席。

Kardinia国际学校位于Bell Post Hill的主校区，
占地22公顷，拥有大片的草坪、运动场、园景
花园及世界一流的设施。

Kardinia Grove的设施
•
11公顷的农田，
包括果树林
•
灵活的学习空间
•
住宿设施可供12名学生，
另加工作人员
•
看守人住所
•
户外有遮挡的学习空间
•
农场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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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the Chairman

www.kardinia.vic.edu.au
邮寄地址: P.O Box 17, Geelong VIC, Australia 3220
电话: +(613) 5278 9999. 传真: +(613) 5278 9529
电邮: kardinia@kardinia.vic.edu.au

@KardiniaColleg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