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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rdinia 國際學校致力

歡迎您

於通過提供高品質、個
性化的教育，成為一個
世界希望的象徵，來自
全球各個角落的人都能
在這裡感受到回家一般
的歡迎。

“ K a r d i n i a ” 這 個 是 土 著 語 言 裡 的 一 個 詞，意 思
為“日出”或“新的開始”
。作為一所相對年輕的學
校，Kardinia 提供獨特的教育體驗，在當地和國際
教育界享有盛譽，以學校的座右銘為基礎培養學
生：

智慧帶來
尊重和友誼
此座右銘是所有學校活動的活力源泉，融入在我們
的校風，我們提供的具有挑戰性、個性化的課程，以
及我們與學校社區、當地社區及更廣泛的教育社區
建立的關係當中。
如果您未來有可能成為我校的學生、家長、監護人或
家人，讀到這裡，我想邀請您來參觀Kardinia國際學
校，探索我們獨特的學習環境，並開始一段我希望是
終生的學習夥伴關係。

Catherine Lockhart
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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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簡介
Kardinia國際學校成立於1996年，是一所獨立
的、男女混合教育、非教派的學校，為從幼稚園
至12年級1900餘位本地及國際學生提供一個
充滿關愛的教育環境。

亞州課程和評估管理局規定的7-10年級的垂
直教育課程、以及在11和12年級提供國際教
育文憑(IB)課程和維多利亞州教育證書 (VCE)
課程。
占地22公頃的主校區位於Geelong的Bell Post
Hill，另外還有兩個校區：在主校區附近、位於
Lovely Banks占地11公頃的5年級農場校區
Kardinia Grove，以及位於泰國北部清邁占地

2.5公頃的Kardinia Sum Pun校區，我校9年級
學生可以到這裡學習為期8周的課程。

作為一所國際教育文憑(IB)世界學校，我們提
供幼稚園至6年級的小學教育課程、基於維多
利
Kardinia國際學校每個年級的重點都是嚴格的
學術要求，我們以每年12年級考試中取得的傑
出成績而聞名。

學校旨在讓學生的整體得到充分發展，關注每
個學生智力、精神、情感及身體各方面的發展。

為什麼選擇Kardinia?
Kardinia國際學校的核心價值觀和四個根基
為我們所有的本地和國際學生提供一個非
常獨特且積極的學習環境。我們的核心價值
觀是：

座右銘

智慧 • 尊重 • 友誼
卓越 • 欣賞
關係 • 接納

學校已將其座右銘 “智慧帶來尊重和友誼” 轉化
為現實。教職工和學生已建立並愉快地維護著一
個溫馨友好的環境。
在我們學校，尊重和友誼的氛圍切切實實讓每個
學生都感到安全舒適。這種生活哲學為每個人創
造了一個安靜、平和且高效的學習環境。

國際意識

我們的目標是教育學生具有深刻的國際主義意
識。20多年來，Kardinia國際學校一直致力於培
養國際化理解。Kardinia社區旨在培養具有國
際意識、有道德感的全球公民，希望他們尊重不
同的文化，並參與對我們星球可持續發展的共
同維護。

終生學習的個人

我們成功的一個重要因
素是，我們鼓勵並要求
學生對彼此、我們的社
區以及更廣泛的全球環
境要有積極的態度、理
解和行動。

Kardinia國際學校保持著基於實際、合作性
且專業的現代教育文化。學校以其中學教育
的垂直課程而聞名，每個學生都有個人時間
表，根據每個學生的能力、優勢和需求量身
定制的課程。
學生根據自己的能力而不是年齡來學習。同
樣的理念貫穿整個學校教學和學習的各個
方面。

先進的科技輔助

學校致力於科技輔助學習方面的創新。學前班、1
年級和2年級學生可以使用適合年齡的設備。3年
級和4年級的學生參加一對一的平板電腦計畫，
設備由學校保留。
每一名5、6年級及中學部的學生都有平板電腦，
附有先進的線上課程材料，提供一流的現代化
學習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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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學部
小學部為幼稚園至6年級的學生提供國際教
育文憑小學項目 (PYP)。小學項目融合來自
世界各地的最佳研究和實踐，旨在培養探究
好問、知識淵博、充滿愛心的年輕人，通過國
際化的理解和尊重幫助創造一個更美好、更
和平的世界。該計畫的靈活性使教師能夠支
援兒童的興趣愛好，建立他們的自尊和自信。

小學部在兩個校區設有四個學習中心。幼
稚園和學前班的Highview中心，基礎 (預備)
班到2年級的低年級小學中心，以及屬於3、
4、6年級學生的位於Bell Post Hill主校區的
高年級小學中心。5年級的學生在距離主校區
僅8分鐘路程位於Lovely Banks的農場校區
Kardinia Grove學習。

基礎學習至6年級

國際教育文憑小學項目 (PYP) 以學習的探究
方法為基礎，鼓勵學生成為瞭解他人及其觀點
的具有國際頭腦、積極、富有同情心和終生學
習的人。
小學部學生可以體驗一系列專業科目，包括視
覺藝術、音樂、體育、表演藝術和日語。學生可以
參加器樂專案，代表學校參加各種體育活動，包
括籃球、足球和曲棍球。
小學部擁有充滿活力的學習空間、出色的戶外
遊樂空間、美麗的花園和專門的體育設施，以
及國際象棋俱樂部、舞蹈俱樂部和表演合唱團
等課外活動。Inquiry中心是一個學習中心，設
有廚房、展示區及含休息空間的圖書館。

我們的學生生活在一個國際化的地球村，
對所有其他文化的理解和深刻尊重是21世紀領導者
和優秀公民的基本特徵。
幼稚園和學前班

Highview幼稚園和學前教育計畫在充滿關懷
和支持的環境中促進3至5歲兒童的個人發展。

在精心策劃組織的環境中提供基於遊戲的教
學，促進孩子對自身及外界的探索、調查、實驗、
檢驗、協作和反思。並為孩子提供閱讀、寫作、
藝術、建築、想像力遊戲和科學的現代化空間。
賦予學生自由並指導他們，在一個培育性的環
境中成長、發展和理解周圍的世界。
三歲幼稚園是為政府資助的四歲學前班之前
的一年提供教育。學前班是開始上小學之前的
一年。

我們協助從學前班到基礎學習 (Prep) 順利過
渡。Highview的孩子們在我們現代化且設備齊
全的Inquiry中心參與各種項目，與小學部的老
師和學生保持定期聯繫。

Kardinia國際學校重視父母對發展學習社區的

支持。家長可以通過各種方式為學生提供支援，
包括成為認證的家長助理或加入各種委員會和
支持小組。
以上的設施加上專業的教師和真實的學習機
會，為所有小學部的學生提供了一個令人興奮
的學習環境。

課後計畫

我們小學部的學生可以享受課後看護計畫。這
項服務在學期期間每天提供，基礎年至6年級
的學生家庭可以使用。

Kardinia Grove: 5年級校區

2017年，Kardinia國際學校建立了第三個校區，
位於Lovely Banks的Kardinia Grove，距離主
校區僅8分鐘路程。這個占地11公頃的農場是5
年級學生的特殊校園，處於一個獨特的充滿可
持續發展及社區意識的鄉村環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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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學部
Kardinia國際學校將每個學生視為具有特殊能

力、技能、需求、興趣和目標的個人。因此，中學
部每個年級都提供適合不同的個人目標、教育
全面個體的課程。
中學部擁有高資格、充滿活力、才華橫溢、高度
敬業的教師，課堂學習照顧到每個學生，引人
入勝，鼓勵合作。學生和教職工之間的關係溫
暖融洽，相互尊重。通過最新的專業發展，教師
在教學和知識方面得到支援。

垂直課程

中學部通過7至10年級的完整垂直課程為學生
提供獨特的學習環境，提供約400個學期單元。
該垂直課程讓學生可以選擇適合他們的能力水
準、興趣和需求的個性化課程，而不是局限於他
們的年齡。每個單元都有相同的地位、價值和時
間分配。家長和教學人員一同指導學生選擇符
合他們未來職業抱負的個人課程。
垂直課程為學生提供了能夠以適合其能力的速
度學習科目的優勢，在必要時鞏固加強，在之後
的年級中專注於感興趣的領域。學校提供廣泛
的VCE和IB科目。

課外活動

除學術課程以外學校還提供豐富多樣的課外活
動。課外活動為學生提供機會促進他們在藝術、
文化、社區服務和體育方面的個人成長和發展。
學校提供超過50個俱樂部和活動。

9年級清邁體驗

清邁體驗于2003年作為一項選修計畫推出，9
年級學生可以在泰國北部度過八周。每年有五
組，每組24名學生參加該計畫。
這一獨特的專案旨在作為一個強化的“自我發
現之旅”
，努力引導學生深刻的自我理解、自我
意識和真正的獨立。同時為學生提供深刻而持
久的國際意識，對不同文化、宗教和生活方式的
理解、接受和尊重成為他們品格的標誌。

學院系統

學院系統支援促進學生的進步和福祉。入
學後，每個學生進入四個學院之一：Cowie
(綠色)、Gotemba (藍色)、Morongo (紅色)和
Thomson（黃色）
。每個學院分為兩個翼，每
個翼都有自己的學院協調員。

在四個學院內，學生進一步分為不同輔導小
組，由輔導老師指導。每個輔導小組都有垂直
會員資格，包含7至12年級的學生。

體育項目

除了體育課外，7-10年級的學生每週參加一
整個下午的運動。學校組織學生加入各種各
樣的運動團隊。學校的體育設施全面廣泛，包
括兩個體育館，一個舉重和健身室，籃球、藍
網球、網球綜合球場，廣闊的草地運動場，以
及我們的室內Goodfellow水上運動中心。沒
有強制性的週末或課外運動

音樂專案

音樂是我校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除了音樂課，
所有學生都可以參加密集的一對一音樂課程，
學習聲樂及各種各樣的樂器，或者加入學校的
眾多樂隊或管弦樂團之一。

辯論項目

通過公共演講、戲劇和辯論，學生們學會自信
地表達自己。學院間和校際比賽為學生提供進
一步提高和練習技能的機會。

“理解自我的過程是人生最長的旅程。”

國際浸入式項目

學院致力於為所有學生提供深刻而持久的國際
性理解，並通過我們的國際侵入式項目進一步
補充。9年級的學生可以參加我們在泰國清邁
舉辦的為期八周的積極改變生活的專案。學生
也可以訪問我們的姐妹學校：日本的Gotemba
Nishi、法國的Saint Alyre和香港的Discovery
College。

Kardinia Sum Pun

Sum Pun意為泰語的 “熱情聯繫”。Kardinia
Sum Pun是一個度假式的校園，於2010年由
學校購買，位於清邁市東北約16公里處。占地
2.5公頃的校園周圍環繞著稻田，為學生提供了
一個美妙的家園。三餐在開放式餐廳供應，學
生宿舍設有空調、單獨衛生間，提供定期清潔
和洗衣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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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

Yoshimaro Katsumata先生于1995年年中買
下了Morongo女子學校的樓宇、設施和資源，
並於1995年9月成立了Kardinia國際學校，設
立董事會，將學校做為一個非營利性實體進
行運營。2008年，學校董事會向 Katsumata
先生買下了學校。學校董事會由多元化的人
才組成，他們對學校的願景確保了未來的成
功、發展和成長。Yoshihisa Katsumata先生
(Yoshimaro先生的兒子) 是現任董事會主席。

校長

Catherine Lockhart女士于2019年擔任校長。
她負責工作人員的任命、教育計畫的制定和學
校的日常運作。

獎學金

7年級的學生可以申請學術獎學金。7-11年級的
學生則可以申請音樂獎學金。每年年初均會舉
行該年度的獎學金考試和音樂面試。

醫療中心

Kardinia國際學校聘有兩位具有資質的護士。
輕微創傷或疾病的治療可在醫療中心進行。如
果孩子情況過於嚴重而不能繼續留在學校，那
麼校方則會聯繫父母或緊急連絡人。

學校設施

巴士

Kardinia國際學校位於Bell Post Hill的主校區，
占地22公頃，擁有大片的草坪、運動場、園景花園

學校有專屬的巴士車隊用於每天接送大部分
的學生。車隊覆蓋的地理區域廣闊，包括 Surf

及世界一流的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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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ardinia國際學校的設施
•
Katsumata中心
劇院和體育館綜合體
•
Goodfellow 水上運動中心
•
學校禮堂
•
1560座露天劇場
•
會堂
•
體育館
•
幼稚園/學前班中心
•
低年級小學中心
•
高年級小學中心
•
小學部多媒體中心
•
Inquiry中心
•
中學部中心
•
共用學習中心
•
表演藝術學院
•
中心咖啡廳
•
八個現代科學實驗室
•
藝術/科技/電子中心
•
木材、珠寶、塑膠工作室
•
照片視頻工作室
•
視頻編輯工作室
•
食品技術中心
•
職業中心
•
六個橢圓運動場及六個網球場
•
舉重室/健身中心

Katsumata中心

2010年7月，Katsumata中心成立，以表達對我
們的創始人，Katsumata夫婦的致敬。學校將永
遠感激他們的智慧和超乎尋常的慷慨。

校友

所有畢業的學生和前教職員工，都可加入學校廣
受歡迎的，聯繫緊密的校友會，The Kardinians。

學生福祉支持

如果學生需要支援、鼓勵或諮詢，通常他們的寄
宿協調員會首先提供幫助。寄宿協調員負起為他
們各自宿舍裡的學生提供福祉的最主要責任。學
生還可以在上學之前、休息時間和午餐時間使用
福祉中心和聯繫學生福祉工作人員。學生福祉工
作人員可將學生轉介到學校的心理學家或其他
專業外部支持機構。

Goodfellow 水上運動中心

Goodfellow水上運動中心於2016年8月開始運
營，以學校第一任校長John Goodfellow OAM
(澳大利亞勳位勳章獲得者）先生的名字命名。這
項命名是為了紀念他對我校20多年的服務，並認
可他建立和發展這樣一所著名學校的願景和為
之所付出的不懈努力。

Kardinia Sum Pun的設施
•
六幢宿舍樓
•
游泳池l
•
泛光燈照明網球/籃球場
•
按摩浴池
•
桑拿房
•
廚房
•
餐廳
•
教室

TCN_HK_CAN

更多資訊

Kardinia Grove的設施
•
11公頃的農田，
包括果樹林
•
靈活的學習空間
•
住宿設施可供12名學生，
另加工作人員
•
看守人住所
•
戶外有遮擋的學習空間
•
農場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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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the Chairman

www.kardinia.vic.edu.au
郵寄地址: P.O Box 17, Geelong VIC, Australia 3220
電話: +(613) 5278 9999. 傳真: +(613) 5278 9529
電郵: kardinia@kardinia.vic.edu.au

@KardiniaColleg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