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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旅行准备

航班细节
你需要在开学前几天到阿德莱德。如果你持学生签证，你的抵达日期不得早于录取确认 
书(COE)中列明的福利开始日期。开学第一天你要办理入校登记和参加新生训 练，这很 
重要。至少在抵达前两周告诉我们你的航班细 节。

安排保险
如果你持学生签证（500 – 学校类别）旅行，一定要有Overseas Student Health Cover（
海外学生健康保险，简称OSHC）。海外学生健康保险由教育部通过Bupa Australia保险
公司安排。要了解详情，请访问bupa.com.au/students或拨打Bupa Australia OSHC的电
话1800 888 942。

你需要另外安排旅行保险，以防行李丢失和航班取消。如果你持访客签证旅行，强烈建
议你安排综合旅行保险，以防生病、行李丢失和航班取消。

花钱
想一想你需要花多少钱。我们建议每月要准备$400-$700 澳元的个人开销。为你需要的 
东西列出一个预算清单。

个人开销
   电话费：每月$30 - $100澳元

  交通：每月$25-$60 澳元

   个人衣物：每月$150-$250 澳元

   娱乐：每月$150-$250 澳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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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钱用钱

想一想如何在澳大利亚取钱用钱。你可以安排用合适的银行卡进入本国银行账户，或者
你的寄宿家庭也可以帮你在澳大利亚的一个银行开户。

校服
学校对校服的要求各有不同。访问你要去的学校的网站，了解校服的具体要求和校服店
的营业时间。你目前所在学校如有相似的服饰也可以在这里使用（比如系带黑皮鞋和白
衬衫)。校服费用为$250-$500澳元。

其它学校费用

可能有其它学校费用，比如外出活动、购买计算器、手提电脑和校服。有些可以从一些
学校借，有些学校可能要求学生自己买。请参考学校网站了解详情。

如果你希望完成南澳洲教育证书的学习（11年级和12年级），你需要交一笔报名、考评
和证书费。请参考www.sace.sa.edu.au了解详情。

装箱
查询你来澳大利亚航班的行李限制。

阿德莱德有四个季节

你需要带各种衣物，大部分情况下穿整洁的便装即可。记住带适合你抵达时所在季节的
衣物。

避免携带的物品

澳大利亚有严格的海关和检疫规定，所以我们建议你不要带任何食品、植物或动物制品
来澳大利亚。大部分你喜欢吃 的东西都可以在我们的超市、阿德莱德中心集市和唐人街
买 到。旅行时不要带大量现金。要了解有关携带食品、钱、药物和免税品的详细规定，
请访问www.customs.gov.au。

夏季 12月 → 2月                                                       炎热干燥  25°C-35°C

秋季 3月 → 5月                                                     温和干燥  20°C-25°C

冬季  6月 → 8月                                                     阴凉潮湿  10°C-15°C

春季  9月 → 11月                                                      有时下雨  20°C-25°C

   季节                    月份                                                                 气候     温度

记住携带
  一些你喜爱的物件 – 家人朋友照片、常用食

谱、能帮 助你适应新环境的特殊物件

 药品、处方和相关医疗报告（比如免疫证
明）；药品务必放在原始包装之中并带上医
生证明信（英语）

 在银行开户前需要花的钱，你可以在机场或
银行兑换货币

 字典或手机应用软件

 电器转换插头

不要忘了你的文件
 机票

 有效的护照和签证批准信

 COE (仅限持学生签证的人)

 家庭寄宿细节

 旅行保险（持学生签证者必须购买）

    机票、护照、签证批准信、COE和旅行保险
的复印件 (和原件分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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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急号码
在你的电话簿中加上我们的24小时紧急电话号码：+61 401 123 205。

来澳大利亚
在你的行李上贴上带有你全名和澳大利亚住址的标签。需要申报的物品应放在便于从行李中
取出的位置。如果你的航班延误或你错过了转机，你务必要拨打我们的24小时紧急电话服务
+61 401 123 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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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抵达以及你在
澳大利亚
的第一周

抵达阿德莱德
到澳大利亚下飞机前你会接到一份入境卡，填写此卡不 难，不过需要的话你可以请机组人员
帮忙。进入澳大利 亚的入境机场时（比如阿德莱德、墨尔本、悉尼)，取行 李并拿着填好的入
境卡过海关。如果在入境卡上申报了 任何物品，海关工作人员会要求你出示这些物品；如果 
你不确定需要申报哪些物品，问海关工作人员。

如果你要转澳大利亚国内航班来阿德莱德，过海关后去 登机大厅查看你的登机时间和登记
口。

抵达阿德莱德后，去抵达大厅。如果我们已经为你安排家庭寄宿，我们会在抵达大厅等你，
找穿红色背心、手举有你姓名的牌子的South Australian Government Schools（南澳洲政府
学校）工作人员。我们会把你介绍给你的寄宿家庭并通知你的家长或中介你已安全抵达。

抵达时，你和你的寄宿家庭会接到有关第一天上学的信 息，包括日期、时间、国际学生项目
(ISP) 经理的名字以及你们见面的地点。

家庭寄宿第一周
寄宿家庭会把你当作他们家中的一份子来欢迎你，这是 家外之家。他们会带你看房间、介绍
认识其他家庭成 员。旅行后你可能会感到很累、口干舌燥，所以要记住休息、多喝水。

往家里打电话

你的家长一定在盼望听到你的音讯，记住打国际长途时 拨：0011 + 国家代码 + 地区代码 + 
电话号码。需要帮忙的话问寄宿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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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回学校

你的寄宿家庭会找出来回学校的最好办法。如果你搭乘公交车，他们会帮你买一张阿德莱德
通勤卡和28天的月票（如需要)。乘坐公交车时务必携带学生证，因为查票时要出示学生证。

购买校服

你可以在开学前或入校登记那天购买校服。上网详细了解校服店的位置和营业时间。

入校登记及选课

办理入校登记时你需要选课。ISP经理会帮你选符合个人 兴趣、能力和事业愿望的课。随后也
许有机会改课，但 这要看你是在哪个年级、是否有空余名额、是否与你的时间表相符。

英语强化学习

如果你是高中生，你可能已经报名参加中学英语强化课 程(ISEC)。如果没报名，ISP经理见
你时如果感觉额外支持会对你有利，他们会建议你把ISEC纳入你的学习项目之中。报名参加
ISEC没有额外费用。

新生训练

开学第一周你需要参加新生训练。新生训练将帮你理解 学生签证条件、海外学生健康保险
(OSHC)、安全问题和其它重要信息。你还能了解需要帮助和支持时可以去找哪 些人。

安排个人事务

请寄宿家庭协助安排以下事务：

• 银行开户并领一张提款机卡（如需要）

• 买一张本地手机用户识别卡（SIM卡）

• 下载应用软件或买一张电话卡来打长途

• 在家里上网

银行账户

你的家长可以把钱汇入你海外或澳大利亚银行账户。妥善保管你的提款机卡。要注意管好
自己的钱。

支付家庭寄宿费

如果你加入的是高中常规留学项目，你一抵达就要支付首笔寄宿费，之后每两周付一次。如
果你加入的是高中 短期留学项目或地区学校短期留学项目，你就不需要支付家庭寄宿费，
因为这笔费用已算在项目费用里。

在学校的第一周
第一天你的寄宿家长会陪你来学校。带上你的护照和签证批准信。你要见ISP经理 – 这是你
在学校的主要联系人、会在留学过程中为你提供引导。你还要见你的学伴，学伴会为你介绍
学校的常规事项并帮助你适应学校生活。

安排学习事务

你的ISP经理会协助你安排以下事务：

• 参观学校

• 入校登记及选课

• 办理学生证

• 课本和文具

• 校服和运动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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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应环境
澳洲人来自不同文化背景，性格开放、友善，喜欢家庭生 活、户外活动、和朋友一起喝咖
啡、在后院烧烤、去海边玩。南澳州气候适宜、物产丰富，能让我们享受各种文化活动和品
尝各种美食。我们还酷爱各种体育项目，特别是澳式足球、板球、网球和高尔夫。 

在澳大利亚我们鼓励儿童探索自己的兴趣爱好，积极参加 各种兴趣和体育活动；我们还鼓
励他们参与家里的谈话和活动、表达自己的感受、帮家里做一些简单的家务活。

家庭起居常规和规矩

在澳大利亚某方面的家庭生活可能与你习惯的有所不同，这包括家庭起居常规和规矩、社交
活动和饮食。寄宿家庭 会为你解释他们一些起居常规和规矩，帮助你调整并适应环境。作
为家里的一份子，我们也期望你能帮助做一些家务活，比如打扫自己的房间。

重在交流

寄宿家庭会有兴趣了解你、你的家庭和你喜欢做什么。利 用这种机会和他们聊天、参加家
庭活动，和寄宿家庭建立良好的关系并练习英语。

重要的是你应该让寄宿家庭了解你的感受（比如感觉不舒 服、想家、孤独、忧伤）；在任
何时候都要让他们知道你在哪（比如放学晚回家、外出）；如果对某方面的家庭寄宿生活不
满意，你也应该告诉他们。

3. 
在寄宿家庭安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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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你适应家庭寄宿的提示
   参与家里的谈话和活动

  胆子大一些尝试澳洲人的饮食

   尊重他们的起居常规和规矩

   主动帮忙做些家务活

   爱护他们的财物

   外出或请朋友来家要先征得他们的同意

   支付你的个人费用

   需要的话主动寻求帮助

英语语言能力
留学其中一个目的可能是要提高你的英语语言能力。刚到 时不要担心自己的英语水平，因
为你和每个人讲话时都有 机会练习你的英语。不要担心出错。不多久你的英语就会提高。

你的安全
时刻考虑自己的安全问题非常重要：

• 出门前务必要征得寄宿家庭的同意

• 告诉寄宿家庭你去哪、何时回家

• 务必要让寄宿家庭能联系到你、你也可以联系到他们

• 夜间不要独自行走，随身带手机

• 在公交车上务必看好你的个人物品

• 不要借给别人钱，也不要向别人借钱。

如遇紧急情况，你可以拨打我们的紧急电话服务 +61 401 123 205。

请记住！
南澳州政府学校禁止学生抽烟、喝酒、吸毒或参加任何非法活动（如赌博、纹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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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应环境
南澳州政府学校资源丰富，通常占地面积大、周围环境优美、体育设施齐全、靠近公共交
通和商店。上学时间 是周一至周五上午8点半到下午3点半。教学活动同时安 排在课堂内和
课堂外进行，鼓励学生积极参与讨论和各种教学活动。教育性远足活动是课程的一项重要
内容。

课堂常规和校规

在澳大利亚某方面的学校生活可能与你习惯的有所不 同，包括课堂常规、校规、上课时间
和穿校服等。老师 和学伴会帮你了解这些常规和校规。

参加课堂活动及其它活动

作为一名留学生，你对事物的体验和看问题的角度会与 澳大利亚本地学生有所不同。班里
的同学会有兴趣了解 你、你原来的学校和你为什么来澳大利亚留学。利用这个机会和他们
聊天、分享你的看法。在课堂里积极参与 能帮你掌握好的学习方法、交朋友、提高你的英
语。 适应环境和交朋友的一个最好方法是加入一个午餐俱乐 部或参加学校的体育活动。每
个学校都安排不同的活动，比如乐队、舞蹈、戏剧、象棋、辩论、机器人兴趣组等。学校
还安排夏季和冬季体育项目。问你的ISP经理 学校都有哪些活动。

支付学费
如果你加入的是高中常规留学项目，你会在5月份和10月份收到学费账单，必须在账单到期
日之前用澳元付清。

4. 
适应学校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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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你适应新学校的提示
   提问并参加课堂讨论

  分享你对问题的看法和观点

   参加课堂里的集体活动

   加入一个午餐俱乐部或参加放学后的体育活动

   需要的话主动寻求帮助

学习进步
一想到要时刻用英语思考和交流可能会令人怯步和感到疲惫，老师们知道这一
点，所以鼓励学生学习时同时使 用他们的母语和英语。你也许会发现先用母语
掌握概念然后再用英语完成作业要简单些。很多学生觉得在两种语言之间转换能
促进他们的学习并提高他们的英语流利 程度。 如果你需要学习上的额外帮助，
找你的ISP经理。学校采用不同的方法为学生提供额外帮助，比如放学后的家庭
作业俱乐部、放学后的辅导课。

在这里
你能取得
非凡成就
南澳州欢迎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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