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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旅行準備

航班細節

你需要在開學前幾天到阿得雷德。如果你持學生簽證， 你的抵達日期不得早於錄取確認書

(COE)中寫明的福利 開始日期。開學第一天你要辦理入校登記和參加新生訓練，這很重要。至

少在抵達前兩周告訴我們你的航班細節。

安排保險

如果你持學生簽證（500 – 學校類別）旅行，一定要有Overseas Student Health Cover (海
外學生醫療保險，簡稱OSHC）。海外學生醫療保險由教育部透過Bupa Australia保險公司安

排。要瞭解詳情，請訪問bupa.com.au/students或撥打Bupa Australia OSHC的電話1800 888 
942。

你需要另外安排旅行保險，以防行李丟失和航班取消。如果你持訪客簽證旅行，強烈建議你

安排綜合旅行保險，以防生病、行李丟失和航班取消。

花錢

想一想你需要花多少錢。我們建議每月要準備$400-$700澳元的個人開銷。為你需要的東西列

出一個預算清單。

個人開銷

   電話費：每月$30 - $100澳元

  交通：每月$25-$60 澳元

   個人衣物：每月$150-$250 澳元

   娛樂：每月$150-$250 澳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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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錢用錢

想一想如何在澳大利亞取錢用錢。你可以安排用合適的銀行卡進入本國銀行帳戶，或者

你的寄宿家庭也可以幫你在澳大利亞的一個銀行開戶。

校服

學校對校服的要求各有不同。訪問你要去的學校的網站， 瞭解校服的具體要求和校服店

的營業時間。你目前所在學 校如有相似的服飾也可以在這裏使用（比如系帶黑皮鞋和 白

襯衫）。校服費用為$250-$500澳元。

其他學校費用

可能有其他學校費用，比如外出活動、購買計算器、手提電腦和校服。有些可以從一些

學校借，有些學校可能要求學生自己買。請參考學校網站瞭解詳情。

如果你希望完成南澳洲教育證書的學習（11年級和12年級），你需要繳一筆報名、考評

和證書費。請參考www.sace.sa.edu.au瞭解詳情。

装箱
查詢你來澳大利亞航班的行李限制。

阿得雷德有四個季節

你需要帶各種衣物，大部分情況下穿整潔的便裝即可。記住帶適合你抵達時所處季節的

衣物。

避免攜帶的物品

澳大利亞有嚴格的海關和檢疫規定，所以我們建議你不要帶任何食品、植物或動物製品

來澳大利亞。大部分你喜歡 吃的東西都可以在我們的超市、阿得雷德中心集市和唐人 街

買到。旅行時不要帶大量現金。要瞭解有關攜帶食品、 錢、藥物和免稅品的詳細規定，

請訪問www.customs.gov.au

夏季 12月 → 2月   炎熱乾燥   25°C-35°C

秋季 3月 → 5月 溫和乾燥  20°C-25°C

冬季 6月 → 8月 陰涼潮濕  10°C-15°C

春季  9月 → 11月  有時下雨  20°C-25°C

季節 月份 氣候 溫度

記住攜帶

  一些你喜愛的物件 – 家人朋友照片、
常用食譜、能幫 助你適應新環境的特
殊物件

 藥品、處方和相關醫療報告（比如免
疫證明）；藥品 務必放在原始包裝之
中並帶上醫生證明信（英語）

 在銀行開戶前需要花的錢，你可以在
機場或銀行兌換 貨幣

 字典或手機應用軟體

 電器轉換插頭

不要忘記你的文件資料

 機票

 有效的護照和簽證批准信

 COE (僅限持學生簽證的人)

 家庭寄宿細節

 旅行保險（持學生簽證者必須購買）

 機票、護照、簽證批准信、COE和旅
行保險的影印本 (和原件分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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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急號碼

在你的電話簿中加上我們的24小時緊急電話號碼：

+61 401 123 205。 

來澳大利亞

在你的行李上貼上帶有全名和澳大利亞住址的標籤。需要申報的物品應放在便於從行李中取

出的位置。如果你的航班延誤或你錯過了轉機，你務必要撥打我們的24小時緊急電話服務+61 

401 123 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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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抵達以及你在
澳大利亞的第
一周

抵達阿得雷德

到澳大利亞下飛機前你會接到一份入境卡，填寫此卡不難，不過需要的話你可以請機組人員

幫忙。進入澳大利亞的入境機場時（比如阿得雷德、墨爾本、雪梨），取行李並拿著填好的

入境卡過海關。如果在入境卡上申報了任何物品，海關工作人員會要求你出示這些物品；如 

果你不確定需要申報哪些物品，問海關工作人員。

如果你要轉澳大利亞國內航班來阿得雷德，過海關後去登機大廳查看你的登機時間和登記

口。

抵達阿德雷德後，去抵達大廳。如果我們已經為你安排家庭寄宿，我們會在抵達大廳等你，

找穿紅色背心、手舉有你姓名的牌子的South Australian Government Schools(南澳洲政府學

校）工作人員。我們會把你介紹給你的寄宿家庭並通知你的家長或仲介你已安全抵達。

抵達時，你和你的寄宿家庭會接到有關第一天上學的資訊，包括日期、時間、國際學生項目

(ISP) 經理的名字以及你們見面的地點。

家庭寄宿第一周

寄宿家庭會把你當作他們家中的一份子來歡迎你，這是家外之家。他們會帶你看房間、介紹

認識其他家庭成員。旅行後你可能會感到很累、口乾舌燥，所以要記住休息、多喝水。

往家裏打電話

你的家長一定在盼望聽到你的音訊，記住打國際長途時 撥：0011 + 國家代碼 + 地區代碼 + 

電話號碼。需要幫忙的話問寄宿家庭。

 
 
 
 
 
 

INTERNATIONALSTUDENTS.SA .EDU.AU 09SOUTH AUSTRALIAN GOVERNMENT SCHOOLS08



來回學校

你的寄宿家庭會找出來回學校的最好辦法。如果你搭乘公車，他們會幫你買一張阿得雷
德通勤卡和28天的月票 (如需要)。乘坐公車時務必攜帶學生證，因為查票時要出示學生
證。

購買校服

你可以在開學前或入校登記那天購買校服。上網詳細瞭 解校服店的位置和營業時間。

入校登記及選課

辦理入校登記時你需要選課。ISP經理會幫你選符合個人 興趣、能力和事業願望的課。
隨後也許有機會改課，但 這要看你是在哪個年級、是否有空餘名額、是否與你的時間表
相符。

英語強化學習

如果你是高中生，你可能已經報名參加中學英語強化課 程(ISEC)。如果沒報名，ISP經理
見你時如果感覺額外支持會對你有利，他們會建議你把ISEC納入你的學習項目之 中。報
名參加ISEC沒有額外費用。

新生訓練

開學第一周你需要參加新生訓練。新生訓練將幫你理解學生簽證條件、海外學生醫療保
險(OSHC)、安全問題和其他重要資訊。你還能瞭解需要幫助和支援時可以去找哪些人。

安排個人事務

請寄宿家庭協助安排以下事務：

• 銀行開戶並領一張提款機卡（如需要）

• 買一張本地手機用戶識別卡（SIM卡）

• 下載應用軟體或買一張電話卡來打長途

• 在家裏上網

銀行帳戶

你的家長可以把錢匯入你海外或澳大利亞銀行帳戶。妥善保管你的提款機卡。要注意
管好自己的錢。

支付家庭寄宿費

如果你加入的是高中常規留學項目，你一抵達就要支付 首筆寄宿費，之後每兩周付一
次。如果你加入的是高中 短期留學項目或地區學校短期留學項目，你就不需要支 付家
庭寄宿費，因為這筆費用已算在項目費用裏。

在學校的第一周

第一天你的寄宿家長會陪你來學校。帶上你的護照和簽 證批准信。你要見ISP經理–
這是你在學校的主要聯繫人、會在留學過程中為你提供引導。你還要見你的學伴，學
伴會為你介紹學校的常規事項並幫助你適應學校生活。

安排學習事務

你的ISP經理會協助你安排以下事務：

• 參觀學校

• 入校登記及選課

• 辦理學生證

• 課本和文具

• 校服和運動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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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應環境

澳洲人來自不同文化背景，性格開放、友善，喜歡家庭生 活、戶外活動、和朋友一起
喝咖啡、在後院燒烤、去海邊玩。南澳州氣候適宜、物產豐富，能讓我們享受各種文
化活動和品嘗各種美食。我們還酷愛各種體育項目，特別是 澳式足球、板球、網球和
高爾夫。 在澳大利亞我們鼓勵兒童探索自己的興趣愛好，積極參加各種興趣和體育活
動；我們還鼓勵他們參與家裏的談話和活動、表達自己的感受、幫家裏做一些簡單的
家務活。

家庭起居常規和規矩

在澳大利亞某方面的家庭生活可能與你習慣的有所不同， 這包括家庭起居常規和規
矩、社交活動和飲食。寄宿家庭會為你解釋他們一些起居常規和規矩，幫助你調整並
適應環境。作為家裏的一份子，我們也期望你能幫助做一些家務活，比如打掃自己的
房間。.

重在交流

寄宿家庭會有興趣瞭解你、你的家庭和你喜歡做什麼。利用這種機會和他們聊天、參
加家庭活動，和寄宿家庭建立良好的關係並練習英語。 重要的是你應該讓寄宿家庭瞭
解你的感受（比如感覺不舒 服、想家、孤獨、憂傷）；在任何時候都要讓他們知道你
在哪（比如放學晚回家、外出）；如果對某方面的家庭寄宿生活不滿意，你也應該告
訴他們。

3. 
在寄宿家庭安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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幫助你適應家庭寄宿的提示
  參與家裏的談話和活動

   膽子大一些嘗試澳洲人的飲食

  尊重他們的起居常規和規矩

   主動幫忙做些家務活

  愛護他們的財物

   外出或請朋友來家要先征得他們的同意

   支付你的個人開銷

  需要的話主動尋求幫助

英語語言能力

留學其中一個目的可能是要提高你的英語語言能力。剛到 時不要擔心自己的英語水
準，因為你和每個人講話時都有 機會練習你的英語。不要擔心出錯。不多久你的英語
就會提高。

你的安全

時刻考慮自己的安全問題非常重要：

• 出門前務必要征得寄宿家庭的同意

• 告訴寄宿家庭你去哪、何時回家

• 務必要讓寄宿家庭能聯繫到你、你也可以聯繫到他們

• 夜間不要獨自行走，隨身帶手機

• 在公車上務必看好你的個人物品

• 不要借給別人錢，也不要問別人借錢。

如遇緊急情況，你可以撥打我們的緊急電話服務 +61 401 123 205。

請記住！

南澳州政府學校禁止學生抽煙、喝酒、吸毒或參加任何非法活動（如賭博、紋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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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應環境

南澳州政府學校資源豐富，通常占地面積大、周圍環境優美、體育設施齊全、靠近公
共交通和商店。上學時間 是週一至週五上午8點半到下午3點半。教學活動同時安 排
在課堂內和課堂外進行，鼓勵學生積極參與討論和各種教學活動。教育性遠足活動是
課程的一項重要內容。

課堂常規和校規

在澳大利亞某方面的學校生活可能與你習慣的有所不 同，包括課堂常規、校規、上 
時間和穿校服等。老師和學伴會幫你瞭解這些常規和校規。

參加課堂活動及其它活動

作為一名留學生，你對事物的體驗和看問題的角度會與澳大利亞本地學生有所不同。
班裏的同學會有興趣瞭解 你、你原來的學校和你為什麼來澳大利亞留學。利用這個機
會和他們聊天、分享你的看法。在課堂裏積極參與 能幫你掌握好的學習方法、交朋
友、提高你的英語。 適應環境和交朋友的一個最好方法是加入一個午餐俱樂 部或參
加學校的體育活動。每個學校都安排不同的活 動，比如樂隊、舞蹈、戲劇、象棋、辯
論、機器人興趣組等。學校還安排夏季和冬季體育項目。問你的ISP經理學校都有哪
些活動。

支付學費

如果你加入的是高中常規留學項目，你會在5月份和10月份收到學費帳單，必須在帳
單到期日之前用澳元付清。

4. 
適應學校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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幫助你適應新學校的提示

   提問並參加課堂討論

  分享你對問題的看法和觀點

   參加課堂裏的集體活動

  加入一個午餐俱樂部或參加放學後的體育活動

   需要的話主動尋求幫助

學習進步

一想到要時刻用英語思考和交流可能會令人怯步和感到 疲憊，老師們知道
這一點，所以鼓勵學生學習時同時使 用他們的母語和英語。你也許會發現
先用母語掌握概念然後再用英語完成作業要簡單些。很多學生覺得在兩種 
語言之間轉換能促進他們的學習並提高他們的英語流利程度。 如果你需要
學習上的額外幫助，找你的ISP經理。學校採用不同的方法為學生提供額外
幫助，比如放學後的家庭作業俱樂部、放學後的輔導課。

在這裏
你能取得
非凡成就
南澳州歡迎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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