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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喜你

选择在维多利亚公立学校就读，意味着你已为自己的未来打开了一扇机遇之窗，我们期待

面对面迎接你的到来。本指南中的信息可以帮助你做好前往维多利亚州学习的准备。这份

行前指南的内容主要是为同学们准备的，但相信你的父母也会发觉这本指南对他们非常有

帮助并让他们感到安心。

你可能已经收集了一些信息——可能是关于你的新学校、墨尔本的城市亮点或在维多利亚

州生活的信息。我们希望你从到达的那一刻起就感到安全和快乐。所以，在这本指南中你

会发现很多关于在维州学习生活的有效建议，以及你来到这里后所面临的相关事宜。本指

南还准备了一些非常有用的生活细节，如常用的网站和电话号码。

你即将迈出人生中重要的一步。我们希望这份指南能帮助你了解你的新学校和新家庭。



在你前往维多利亚州之前，你需要安排几件重要的事情。本章节包括信息、行李

打包指南和两份行前检查清单，这些信息可以帮助你顺利出行。

携带物品

在你收拾打包行李之前，记得向你的航空公司查询行李尺寸和重量限制。如果你即将居住在寄宿家庭，不要

忘记把你的“到达支持表”的副本与你的旅行文件一起放在手提行李中。

准备工作

衣物及个人用品

维多利亚州的季节分明，所以你需要准备合适的衣

物。不要忘记随身携带个人护理用品和任何和学生

制服相关或搭配的衣物。

如果你住在寄宿家庭，那么则不需要太多的家居用

品。不妨带上家人和朋友的照片、最喜欢的音乐或

一个让你想起家的小物件。

药品

如果你因某种疾病（如糖尿病、哮喘或湿疹）需要

定期服药，请将这些药品连同医生证明和病历一起

带上。

现金

如果你没有和家人一起旅行，最好带上大约400澳

元的现金，以备不时之需或紧急开支。

你可以在机场、购物区的货币兑换处或任何银行进

行外币兑换。

我可以携带食品吗？

为保护环境，澳大利亚对携带食品和其他物品如传

统药物、植物和有机材料入境有着非常严格的规

定。在许多情况下，这些类型的物品会在机场被没

收，所以你应该尽量避免携带这些物品，并且一定

要在旅客入境卡上申报你所携带的物品。机场的澳

大利亚边境官员会向你提供建议，告知什么可以携

带，以及哪些物品应该申报。

如果你不确定是否可以携带此类物品，请确保在你的

旅客入境卡上申报这些物品，或询问边境官员。机场

关检将会扫描你的行李，检查时也可能会使用嗅探犬

来确认你的行李中是否有食品和其他违禁物品。

大多数国际食品在维州都可以买到，你学校的国际

学生主任（ISC）可以在你到达后帮助你找到你所需

的食品。

更多信息关于可以携带入境澳大利亚的食品，详

见：abf.gov.au/ entering-and-leaving-

australia/can-you-bring-it-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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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多利亚州公立中学开学时间表

学期 2020 2021 2022 2023

第一
学期

1月28日*至3月27日 1月27日*至4月1日 1月28日*至4月8日 1月27日*至4月6日

第二 
学期

4月14日*至6月26日 4月19日至6月25日 4月26日至6月24日 4月24日至6月23日

第三 
学期

7月13日至9月18日 7月12日至9月17日 7月11日至9月16日 7月10日至9月15日

第四 
学期

10月5日至12月18日 10月4日至12月17日 10月3日至12月20日 10月2日至12月20日

*维多利亚州公立学校的第一学期的第一天通常是没有学生进校的一天，这样学校能为学生的到来做更好的准备。 

请与你的国际学生主任确认具体开学日期。

在打包行李前

	 签发的学生签证和注明的任何附加条件

	 确保护照在签证到期前始终有效

	 将护照和签证的复印件安全存放在家人那里

	 预定在学期开始前抵达的航班 

    （寄宿家庭的学生不早于一周）

	 通知学校抵达的细节，以便有人能在机场接机 

    （仅限寄宿家庭的学生）

	 如有需要，请提供病历和医生证明

	 安排旅行和医疗保险

	 提醒银行你将需要在澳大利亚使用支付服务

	 检查澳大利亚的移动电话服务是否可用，以及收费情况

	 在学校网站上找到校服信息

	 符合航空公司尺寸和重量限制的行李 

	 放在手提行李中的旅行文件和《抵达支持表》 

    （仅限寄宿家庭学生）

	 任何可搭配标准校服的物品（例如：黑色鞋子）

	 适合维州季节性气候的衣物

	 病历、医生证明和任何常规药物

	 旅行和医疗保险文件的复印件

	 如果没有和家人一起旅行，携带大约400澳元的现金

	 有关故乡回忆的物品，照片和最喜欢的音乐

	  没有被禁止携带的物品

行前检查清单

为出行做好准备 	 行李打包
你的护照

检查护照有效期，并确保它在你的学生签

证有效期内有效。将你的护照和签证打印

两份副本。携带一份打印副本，但要与原

件分开存放。将第二份打印的副本留在家

里，确保家人将其保存好。你还可以用手

机给你的护照和签证拍照，留下一份数字

备份。采取这些预防措施将有助于应对丢

失原件的情况。

在前往维州时，你还需要考虑到自己的

病史。在离家前，你应查看澳大利亚内

政部的健康要求。有关健康要求的更多

信息，详见：immi.homeaffairs.gov.

au/help-support/meeting-our-

requirements/health

向你的医生索要一封信件，其中包括你

计划携带或可能需要在澳大利亚购买任

何药品的技术名称和原因。携带并保留

一份记录在案的病史将确保你在紧急情

况下得到适当的护理。

告知银行你即将出行是非常重要的，这

样便于安排你能顺利在澳大利亚取钱或

使用外币支付。

询问你当前的移动电话或手机运营商，

你的手机是否能在澳大利亚使用。你可

能会需要全新的SIM卡或手机，以便在澳

大利亚使用。

访问你的新学校网站了解校服信息。你

可能会发现携带一些物品（如鞋子）是

很划算的。

澳大利亚边境对可以携带进入澳大利亚的

物品有着严格的规定。这些规定包括你可

以携带多少钱、维生素和药品（药房或天

然/传统）、食品、动物产品和宠物。

有关澳大利亚海关要求的在线指南，详

见：immi. homeaffairs.gov.au/

entering-and-leaving-australia/

entering-australia。

你必须在维州停留到学期结束后的一天。

如果你需要提前离开，你的父母应该写信

告知教育部。

等到你的学生签证签发和学费支付完毕

后，再制定出行计划。

此后，你应尽快预订前往墨尔本机场或阿

瓦隆机场的航班。

如果你将住在寄宿家庭，一旦预订了航

班，你的父母或留学中介将被要求填写航

班详情表，并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给教育

部，以便新学校的国际学生主任能够为你

的到来制定计划。

为以防在前往澳大利亚的途中需要医疗

护理，你需要购买旅行保险。你还需要

购买海外学生健康保险，作为你入学注

册程序的一部分。

教育部可以为你安排健康保险，申请表

格中也包括这一选择。如果你要求提供

保险，一张健康保险卡将被寄送到你的

新学校。即使你还没有拿到保险卡，你

的保险有效期也在你开课日期的前一周

开始生效。该医疗保险提供基本保障，

所以请确保你了解任何使用权限。当你

抵达维州后，还可以自行安排延伸医疗

保险。如有需要，你的国际学生主任将

帮助你办理此事。

有关海外学生健康保险的更多信息，详

见：studyinaustralia.gov.au/english/

live-in-australia/insurance。

为了帮助你安顿下来，最好在开学前一

周抵达维州。最晚必须在开学第一天之

前抵达（取决于你的开学日期）。如果

你不能及时抵达维州，你的父母应该写

信给教育部。

注意：为了满足寄宿家庭的需要和签证

要求，寄宿家庭的学生不应早于开学前

一周抵达。

预定航班

安排抵达时间

你的健康

个人保险

银行事宜

手机或移动电话

学校校服

海关与检疫

返程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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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你抵达时

在机场

我们知道我们的寄宿家庭学生在第一次到达澳大利亚时将需要

一些额外的帮助，包括机场接机。如果你将与寄宿家庭生活在

一起，请确保在你的手提行李中装有《抵达支持表》。这份文

件会告诉你在墨尔本或阿瓦隆机场的接机人是谁以及会面地

点。你的寄宿家庭地址和紧急电话号码也包括在内，以防出现

任何问题。

关于寄宿家庭学生的抵达程序，详见第29页。

给家人打电话

你可能在刚抵达澳大利亚时，会想给家里的家人或朋友打电

话。如果你的手机或移动运营商在澳大利亚有服务，你可能想

使用自己的手机。如果你住在寄宿家庭，你也可以向寄宿家庭

的家人询问他们的WiFi或使用他们的固定电话。

获取资金

如果你刚抵达时需要用钱，最简单的方法是使用你的银行卡或

信用卡。在澳大利亚，几乎所有的自动取款机（ATM）都接受 

“PLUS”、”Maestro “和 “Cirrus“卡。请检查你的银行卡上是否

有这些国际公认的标志之一。

本指南的这一章节是关于你抵达后会面临的情况。 

你的国际学生主任将帮助你入住寄宿家庭并尽快适应学校生活。尽管有很多事情需要安排，但请

不要担心，你会得到很多帮助。

抵达

即将降落墨尔本是一件令人振奋的事情。请确保你听取航空公司所提供的有关澳大利亚海关和移民的所有信息，以便你能迅速

离开机场。

“让学生感到舒适、安全和快乐是我职责的一

个重要部分。当每个学生到达时，我都会与

他们见面，并告诉他们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

打电话给我。我认识所有的寄宿家庭，我们

一起帮助学生了解当地的交通、银行和商

店。在第一天学生就会前往他们的英语语言

中心，通常很快就能交到朋友。后面，我会

帮助学生确认他们的科目选择，购买他们的

校服和书籍。

重要的是让学生知道他们可以问问题，而且

每个人都愿意帮助他们! 如果一开始很难开口

和听懂澳大利亚的方言，我能为他们随时找

到一个翻译。”

–   Cathy Di Battista 

							国际学生主任 

							斯特摩尔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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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联系

即便你的手机或移动电话有服务信号，购买澳大利亚

当地的SIM卡也会更划算。在大多数超市和购物中心

就能购买。

保持联系的最简单方法是通过Whatsapp、微信、 

Skype、Viber、Facetime或类似的方式，在你的寄

宿家庭通过WiFi上网，或在你不在家时通过手机的流

量来保持联系。

国际长途卡也很容易买到，可以让你拨打廉价的国际

电话。

如果你住在寄宿家庭，你的寄宿家庭也可能同意你偿

还他们用固定电话打国际电话的费用。即便如此，建

议在每次使用座机电话时问清楚，以免造成误解。

当国内有人想与你在澳大利亚联系时，他们应该使用

00 61前缀从固定电话拨打，或使用+61前缀从移动电

话拨打。当从海外打电话时，没有必要在维多利亚州

的区号或你的手机号码前拨零（0）。因此，澳大利亚

以外的人应该拨打：

(00)或+ 61 3（八位数的本地号码）来拨打维多利亚

州的固定电话，或(00)或 +61（九位数，以4开头）来

拨打你的手机。

还有一个在线工具可以提供帮助，网址是 

timeanddate.com/worldclock/dialing. 

html?p2=152

墨尔本出行

维州的公共交通系统使用电子预付票。如果你要乘坐

火车、电车或公共汽车，你将需要一张儿童myki卡。

这些交通卡在火车站、零售店和网上都有出售。本指

南后面有更多关于公共交通的信息。

学校用品

在你抵达后不久，就需要购买校服、课本和其他学习

用品（如书包、午餐盒或文具）。你的国际学生主任

会帮助你解决这个问题。

你的银行账户

你将在维州生活很长时间，所以可能会想开一个澳大

利亚的银行账户。你的国际学生主任可以帮助你做到

这一点。一旦你的账户开设完成，你或你的父母就可

以进行转账。

如果你打算找一份兼职工作，工资也可以存入该账

户。然而，最好不要携带大量现金进入澳大利亚。如

果你带了，你的国际学生主任可以把它存放在学校的

保险箱里，直到你开设银行账户。

所需安排事宜

 

“当我第一次听说我要来澳大利亚的时候，我很兴

奋！因为我知道，在澳大利亚，有很多人都在为自

己的梦想而奋斗。这是我从小到大的梦想，现在终

于变成了现实。

我觉得我很幸运！如果你能放轻松，融入新学校和

交朋友是很容易的事，因为澳大利亚人往往很随

和，他们经常开玩笑。”

– Katlyn (Thi Hoang Anh) Nguyen 

	 维多利亚州国际学生毕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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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维多利亚州和墨尔本的生活

娱乐、活动与乐趣

你来到维州是为了接受高质量的教育，但

同时你也可以同时享受其他有趣和令你激

动的活动。你的学校朋友和寄宿家庭会希

望你能去感受周边和维多利亚州各地的许

多有趣活动。你的新朋友可能喜欢户外活

动（如骑自行车和游泳），或者喜欢外出

就餐、看电影或探索城市。确保自己加入

一个运动团体、当地教堂、音乐兴趣小组

或戏剧小组。维州人也热衷于澳式足球联

赛(AFL)，他们可能会热切地鼓励你参加

比赛或选择一支球队来支持。

多元文化、安全和友好的社区	

墨尔本是澳大利亚最具多元文化的城市

之一，有着包容各个种族和国家人民的

悠久历史，一半以上的维州人都在海外

有直系亲属。所有学校都重视并尊重个

人和文化的多样性，你将能够通过校内

和校外的文化活动与家乡保持联系。这

里非常多的人喜欢参加中国农历新年、

排灯节印度光明节、吉隆市多元文化

节、复活节和多元文化周等活动。有

时，几乎每周都有一个节日!

维多利亚州的学生城市	

维多利亚州以旅游、农业和工业中心闻

名于世。生活在这些社区的人们都很开

放、友好，新加入的人在这里会感到很

受欢迎。

维多利亚州提供丰富的现代文化和广泛的

校外活动。这里的人们热衷社交，轻松从

容，但也对自己的爱好充满热情。维州人

以热爱世界美食、艺术、文化、体育和室

内或室外活动而闻名。

维多利亚州以拥抱不同文化而闻名，国际学生是其中重要组成部分。你可能已经知道墨尔本是一个

繁荣的现代城市，在这里你可以体验到很多不同的兴趣和活动。本指南的这一章节将介绍在墨尔本

和维多利亚州的生活情况。我们还提供了一些可以帮助你获得更多信息的网站。

生活方式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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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季必需品

• 帽子

• 墨镜

• 防晒霜

• 短袖

• 裙子/短裤/

• 轻薄的外套/套头衫

冬季必需品

• 冬季大衣

• 毛衣

• 手套

• 围巾

• 不露脚的鞋子

个人安全	

维州是一个友好、安全和多元文化的社

区。你会发现墨尔本干净、安静、热情。

无论你的问题有多小，如果你有任何担

心，请向老师、寄宿家庭或国际学生主任

询问。他们都会帮助你，让你感到安全和

快乐。你还可以获得学生支持服务，包括

紧急电话号码。

阳光和冲浪对游客和当地人来说都是一种

享受，但也可能有风险。你应始终注意保

护自己的皮肤，特别是在海滩或泳池。澳

大利亚夏季的阳光可能非常炎热，而且与

其他国家不同的是，全年的紫外线

（UV）指数可能都很高。长袖衣物、防

晒霜和帽子都非常重要，尤其是在一天中

最热的时候。

一定要选择有巡逻人员的冲浪海滩游泳，

那里有救生员值班。如果你不会游泳，请

告诉你的寄宿家庭或邀请你去游池或海滩

的朋友，这样他们可以保证你的安全。网

上有更多有关海滩安全的信息，详见 

beachsafe.org.au

时差

维多利亚州属于澳大利亚东部标准时间

GMT+10（AEST）国际时区。在一年中

较温暖的月份中，时钟会因夏令时而向

前移动一小时。你可以在timeanddate.

com/worldclock网站上查到一年中任

何时候的时差。

公共假期

维多利亚州的公共假期会在business.vic.

gov.au/victorian-public-holidays-

and daylight-saving/victorian-

public-holidays网站上公布。

在维多利亚州工作

你的国际学生签证允许你在学习期间工

作。如果你决定做一份兼职或临时工

作，你必须先在这里开始学习，才能开

始工作。然后，你可以在学制期间每两

周工作不超过40小时，在假期期间可以

全职工作。

在课余时间工作可能会影响你的学习。

在你申请工作之前，请与你的国际学生

主任沟通，以便你能适应学习生活，继

续专注于你的学习。

我们建议你只在周末工作，把周中的晚

上留给家庭作业和学习。你的国际学生

主任可以帮助你获得一个澳大利亚税号

（TFN）。任何有信誉的雇主在你开始

工作之前都需要这些信息。“现金交易”

或“账外交易”的工作是非法的，你无法得

到适当的保护，所以请不要接受这种类

型的工作。如果你对工作条件有任何疑

虑或发生任何你认为不合适的事情，请

立即与你的国际学生主任联系。

来自家庭的探访

当你在这里学习时，我们同样欢迎你的

父母来访。如果你的家人计划来访，请

告知你的国际学生主任。他们可以建议

你的父母在任何特别的日子到访。你的

国际学生主任会推荐学校附近的酒店和

公寓。

食物和水

学生通常自己携带午餐、零食和一个可

反复使用的水瓶到学校，并在白天从水

龙头灌水。如果你带了需要加热的食

物，学校会有一个微波炉。

澳大利亚的自来水是完全可以饮用的，

所以不需要购买瓶装水。

气候与常规信息 校服和休闲服装		

大多数学校都有统一的校服或着装标准，你需要穿着校服去上课、参加学校活动和运动日。如果你从事兼职工作，你也可能需要穿

上制服。在学校和工作之余，服装是你自己的个人选择。澳大利亚人拥抱其他文化，所以你经常会看到来自其他国家的人根据他们

的文化或宗教来着装。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平均最高温度	(°C)		

25.9 25.8 23.9 20.3 16.7 14.1 13.5 15.0 17.2 19.7 22.0 24.2

平均最低温度(°C)	

14.3 14.6 13.2 10.8 8.6 6.9 6.0 6.7 8.0 9.5 11.2 12.9

平均降雨量(mm)		

47.6 48.0 50.4 57.3 55.8 49.0 47.5 50.0 58.1 66.4 60.4 59.5

 
季节性气候

维多利亚州气候温和，为户外活动和积极健康的生活方式提供了大量机会。与南半球的所有国家一样，澳大利亚的季节是按照顺序

排列的。

夏季： 12月至2月 秋季： 3月至5月

冬季： 6月至8月 春季： 9月至11月

天气与地点

与许多地方相比，维州的气候是温和而舒适的。不过天气变化很快，有时一天不止一次变化。这是一张日均最高温度的图表。这些

数据因地点而异，例如，靠近山区的地方自然会比较凉爽。你可以在气象局的网站上找到更多有关维州的天气信息：bom.gov.

au/v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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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与出行

你会发现墨尔本的公共交通系统设施非常完善，出行非常便捷。

火车、电车和公共汽车组成的交通网络让你可以轻松前往学校、家、市中心和其他热门地方。V/Line火车和公共汽车使你在墨尔

本和维多利亚州各地之间的旅行变得简单。你也可以步行、骑自行车或搭乘寄宿家庭的汽车出行。

在城市里骑行

在维州生活，你可以使用我们专用、安全的自行车道。火车旅

行和骑自行车可以混搭出行——你可以把自行车带上火车。骑

行一定要戴上头盔，因为这是澳大利亚的一项法律规定。

我们著名的电车

墨尔本的电车是这个城市独特个性的一部分。它们是探索中央

商务区和内郊区的绝佳方式。我们拥有世界上最大的有轨电车

网络，有500多辆电车和25条不同的路线。它们沿着城市的大

部分主干道行驶，其线路延伸到郊区。

中心城区的火车网络

墨尔本有一个火车系统（“城市环线”），其部分路线位于地下。

市中心有五个火车站。弗林德斯街（Flinders Street）、议会

大厦（Parliament）、墨尔本中央购物中心（Melbourne 

Central）、弗拉格斯塔夫（Flagstaff）和南十字星

（Southern Cross）。

墨尔本还有16条不同的火车线路通往外郊。大多数线路的火车

从早上5点左右运行到午夜。在周五和周六的晚上，火车和部分

电车会彻夜运行。

前往维多利亚州其他地区的火车

V/Line是维州的地区铁路网络，它可以抵达全州所有的主要旅

游景点。此外，还连接维州各大城镇，也连接澳大利亚其他州。

如何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要在维多利亚州出行，你需要购买一张myki或儿童myki卡。

这张卡将使你能够搭乘郊区巴士、火车和电车服务。通过myki

卡系统，你可以在大多数火车站、报刊亭和便利店为myki卡充

值，非常方便。你还可以设立一个账户，在网上进行支付，并

使用手机上的应用程序而不是实体卡来“刷卡”。

需要重点记住的是，在墨尔本，公共交通网络根据与市中心的

距离分为两个区。你的行程价格将取决于：

- 想乘坐的区域 

- 购票的时间段（两小时、每日、每周、每月、每年）。

所有年龄在5至18岁之间（19岁以下）的公共交通使用者都可以

购买儿童票，并支付优惠票价。

这适用于任何18岁及以下的所有人，包括国际学生和游客，只

要他们能证明自己的年龄在18岁或以下。

17岁和18岁的顾客在乘坐公共交通时，必须始终携带政府颁发

的年龄证明(如维州驾照、学习驾照、年龄证明卡或护照)，或

其他优惠权利的证明(如PTV学校学生证)。16岁及以下儿童则

无需提供年龄证明。

更多信息见： ptv.vic.gov.au/tickets/myki/concessions-

and-free-travel/children-and-students/child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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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能已经研究过在维多利亚州学习的诸多优势。本章节让你了解在这里当学生的实际情况。你还可以在以下网页上找到有关这些

重要主题的更多信息：study.vic.gov.au/en/study-in- victoria/pages/default.aspx

维多利亚州学校系统

维多利亚州的学校系统以其多样化的课程、敬业的教师和发挥每个人的优点而闻名。你的学校将与你的父母保持定期联系，因此他

们会了解你的学习进展。

学习空间

教室是教师认为学生学习效果最好的地

方。通常情况下，学生从一个教室到另

一个教室，而不是呆在一个房间里。你

可能会发现老师使用各种学习空间，甚

至是公园、动物园、博物馆或画廊。在

课堂上和课外时间（如家庭作业和考试

学习），你将需要进行独立学习和在小

组学习。

课堂教学充满互动性和活力，你会发现自

己以许多不同的方式学习。在课堂上，你

将有机会参加充满活力的讨论，提出很多

问题，并得到他人的积极支持。

教育课程与评估		

在维州，你的学习课程是按照学校的学

习”年级“来教授的。从预备班Prep到10

年级，你将在维多利亚州课程F-10大纲

下学习。11和12年级的学生则学习维多利

亚州教育证书课程（VCE）。评估会监

测你全年的学习进度，并在10、11和12年

级末举行考试。你的学校还将提供一些

课外活动和体验，如郊游、各种体育和

音乐活动。确保你积极参与这些活动，

因为这是结交朋友和提高你的英语口语

和自信的最佳途径。

学生和教师

你可能会发现维多利亚州的教室氛围比

你上一所学校更轻松。尽管你的老师会

很友好，平易近人，但师生关系仍以尊

重为基础。你需要使用老师的头衔和姓

氏（如Dr、Ms、Mr或Mrs Jones），

而老师会称呼你的名字。

你的老师会支持、挑战和激励你。和他

们沟通很容易，并且会尊重你。如果你

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老师总是会为你

提供帮助。你的国际学生主任将为你的

学校和家庭生活提供你需要的任何额外

支持。

你的学习进展报告

大多数学校每年至少邀请居住在澳大利

亚的家长参加两次家长会。如果你的父

母居住在海外，你的学校可能会安排电

话谈话，有些国际学生主任也会前往海

外与家长见面。你的父母也会收到学校

报告的翻译版。重要的是，无论你的父

母/法定监护人是在澳大利亚还是在海

外，都要将他们的家庭地址、电话号码

和电子邮件地址告知你的学校。

你的国际学生主任是你家人的首要联络

方式。家长可以在任何时候打电话给你

的学校，与他们交谈。也可以通过电话

与国际教育处联系，电话是  

+61 3 7022 1000或发送电子邮件至  

international@education.vic.gov.au

中学生的一天

在维州生活与学习

8:30am 课堂开始

8:30am– 
9:25am	

第一节课

9:25am–
10:15am

第二节课

10:15am–	
10:45	am

课间休息

10:45am–	
11:35am

第三节课

11:35am–	
12:20pm

第四节课

12:20pm–		
1:20pm

午餐时间

1:20pm–
2:10pm

第五节课

2:10pm–
3:00pm

第六节课

3:00pm 学习辅导/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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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爱你的健康

当你离开你的祖国时，照顾好你的健康和福祉仍然很重要。这包括身体健康、心理健康和个人卫生。

身体健康	

在寄宿家庭中保持活跃，确保你的身体健康成为优先事项。

保持身体健康的建议：

保持活力：考虑沿着我们许多安全的自行车路线步行

或骑自行车，而不是在可能的情况下乘坐公共交通工

具，或者在业余时间去跑步。请向您的寄宿家庭或学

校了解保持运动的最安全场所。 

选择健康的食物：新鲜水果和蔬菜是很好的零食，可

以帮助改善你的心理和身体健康。健康的饮食也将有

助于让你有精力专注于学习。 

参加学校体育活动： 这也是了解澳大利亚文化和结交

一些新朋友的好方法。维多利亚州的中学提供许多不

同的运动和比赛，从午餐时间的社交游戏到与其他学

校的比赛。

如果你感到不舒服，请告诉你的寄宿家庭和国际学生主任，并

安排去看医生（详情请参考”看医生“部分）。

心理健康

远离亲密的家人和朋友，适应新的文化并保持学习进度，这可

能是非常紧张的。

保持心理健康的首要建议：

• 定期练习冥想或尝试瑜伽。

• 通过运动或使用学校或当地政府的健身中心，定期进行锻炼。

• 不要过度：学习时要规律休息，特别是在准备考试的时候。 

• 确保你拥有良好睡眠，尽可能多得睡足8个小时，

• 花时间给自己准备食物，要吃得健康、有规律。

• 花时间做一些让你开心的事情，比如和朋友出去玩，看电影

或参与学校的课外活动。 

个人卫生		

良好的健康意味着良好的卫生。

一双干净的手将有助于防止你生病。吃饭

前和上完厕所后要洗手，如果患了感冒或

流感，咳嗽或打喷嚏时也要洗手。

记得每天至少洗一次澡。澳大利亚的气候

很热，所以洗澡、穿干净的衣服和使用好

的除臭剂是至关重要的。

维州所有公立学校都免费提供女性卫生用

品，也可以在所有大型超市或药店轻松购

买。这些产品可能与你所在的国家不同；

例如，在澳大利亚，卫生棉条不附带导

管。如果你对找到合适的卫生用品有顾

虑，请与你的寄宿家庭或国际学生主任进

行沟通。

良好的口腔卫生也很重要，可以帮助你避

免蛀牙。不要忘记早晚刷牙，并使用牙

线。每六个月看一次牙医。

每6个月看一次牙医将有助于防止任何长

期损害。

看医生：如何预约		

要预约医生，你将需要有关你的海外学生

健康保险的信息，通常称为OSHC。

当你在教育部注册入学时，你有两个选择

来安排你的OSHC。这两个选择是：

选择1： 由你的父母/法定监护人或留学中

介提名选择你的学生健康保险公司；

选项2： 你的父母/法定监护人或留学中

介要求教育与培训部代表你安排OSHC。

如果你选择了选项1，你的父母/法定监护

人或教育代理人将拥有OSHC的信息。请

确保你在前往澳大利亚时带上这些信息请

确保你在前往澳大利亚时带上这些信息。

如果你选择了选项2，你的ISC将拥有这

些信息，并在你到达学校时提供给你。

在预约时，你能够要求选择一个首选医生

或医生的性别。也有可能找到一位会说你

的母语的医生。请联系你的国际学生主任

或寄宿家庭，帮助你找到适合你的医生。

你的医生也能够帮助你解决心理健康

问题。

有关身体与心理健康的有用信息，你可以

查看这个网站： youthcentral.vic.gov.

au/advice-for-life/health

寻求帮助

如果你有任何心理健康问题，重要的是与你信任的人进行交谈。联系你的国际学生主任，与你的寄宿家庭交谈，或者去看心理

健康专家（详情请参考”看医生“部分了解更多细节）。  

请记住，你的国际学生主任会一直在你身边。你可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与他们联系。 

以下是你可以联系的一些心理健康组织：

eHeadspace Kids Helpline

一个年轻人可以获得有关精神方面常用信息网站，或与有

资质的青年心理健康专家进行交谈，谈话均为保密。 

24小时的电话热线服务，你可以与辅导员交谈，并寻找

你当地的心理健康服务。谈话均为保密。

网址: headspace.org.au/eheadspace   电话: 1800 55 1800

http://headspace.org.au/ehead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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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权利与责任

你要知道你的权利和责任是非常重要的。作为澳大利亚的学生和临时居民，你拥有一些旨在保护你的权利。在澳大利亚学习和生活

期间，你也有一些责任。这些责任可能与你的祖国不同。

以下是你可能要考虑的几件事，它们将保护你和你周围的人。 

儿童安全

无论你去哪里，无论你做什么，你都可

以期望得到安全和安全感。你可以期

待，你学校的成年人知道如何保护你的

安全。

教育与培训部和维多利亚州公立学校致

力于保护儿童和青少年的安全和福祉。

我们通过向学生、教职员工和寄宿家庭

提供信息、支持和各类程序来证明这一

承诺，保障学生的安全和福祉，并帮助

创造适合其不同背景的儿童安全环境。

如果你感受到不安全，或者有人让你感

到不舒服或不快乐，或者你只是觉得有

些事情不对劲，你的学校必须要保护

你。尽快与你的国际学生主任、老师、

校长或寄宿家庭沟通。他们会倾听你的

担忧，并根据法律要求采取行动。 

霸凌	

维多利亚州的学校有着一个温馨的环境，在

这里，我们期待、示范、鼓励尊重他人的行

为。每所维多利亚州的学校都对霸凌行为采

取零容忍政策。

霸凌可以是任何有害或攻击性的行为。它可

以采取情感、身体或网上霸凌的形式，通常

被称为网络霸凌。 

如果你或你周围的人被霸凌，该怎么办？ 

如果你在学校被欺负，重要的是要和你的国

际学生主任、老师、校长或寄宿家庭谈一

谈，他们会帮助处理这个问题。你的学校知

道如何帮助你，教职人员会照顾你的状态，

并确保你没事。

制止霸凌

Bully Stoppers是一个网站，你可以在

这里获得更多信息，或找人私下交谈。

更多信息，见： education.vic.gov.

au/about/programs/bullystoppers/

Pages/default.aspx

学校规章制度

每个学校都有不同的规章制度，以确保

所有学生和教职人员的快乐、安全和福

祉。你的国际学生主任会在你抵达时向

你提供学校的规章制度。遵守这些规章

制度是很重要的，这样每个人都可以获

得一个良好的教育体验。 

毒品与酒精

当你远离家乡的时候，合法合理的行为

为举止仍然很重要。请记住，在澳大利

亚，未满18岁的人喝酒、吸烟和赌博都

是非法的，而且和很多国家一样，吸毒

也是非法的。

关于你的权利的更多信息，

见：youthcentral.vic.gov.au/

advice-for-life/know-your-rights

紧急情况与相关情况

紧急情况可能是对某人的健康、生命或财产的直接风险。紧急情况是罕见的，但做好准备仍然非

常重要。一个令人担忧的情况可能是在公共交通上迷路或感到不安全。以下是在你感到不舒服或

面临紧急情况时应遵循的一些通用准则。

如果你迷路或者感到不安全

如果你迷路了或感到不安全，或感到担

忧，你必须立即打电话给你的国际学生主

任。国际学生主任每周7天、每天24小时

为你提供帮助，包括在学校和公共假期期

间。在你抵达维州时，你的国际学生主任

给你的学生安全卡（Student Safety 

Card）上有详细的联系方式。 

发生紧急情况时	

对于所有紧急情况、危及生命的情况或严

重伤害：

拨打：000

拨打：112 (用手机拨打，即使你没有

信号或网络连接).

如果你涉及到紧急情况，你必须始终通知

你的国际学生主任、寄宿家庭（如果适

用）、寄宿学校和父母/法律监护人相关

情况。请查看国际学生项目

（International Student Program）

网站的健康与安全页面，了解在紧急情况

下应采取的措施：study.vic.gov.au/en/

living-in-victoria/health-and-

safety/Pages/default.aspx 

如果你遇到紧急情况，你

必须始终通知你的国际学

生主任、寄宿家庭（如果

适用）、寄宿学校和父母/

法律监护人。

https://www.education.vic.gov.au/about/programs/bullystoppers/Pages/default.aspx
https://www.education.vic.gov.au/about/programs/bullystoppers/Pages/default.aspx
https://www.education.vic.gov.au/about/programs/bullystoppers/Pages/default.aspx
https://www.youthcentral.vic.gov.au/advice-for-life/know-your-rights
https://www.youthcentral.vic.gov.au/advice-for-life/know-your-rights
https://www.study.vic.gov.au/en/living-in-victoria/health-and-safety/Pages/default.aspx#
tab-healthsafety-3
https://www.study.vic.gov.au/en/living-in-victoria/health-and-safety/Pages/default.aspx#
tab-healthsafety-3
https://www.study.vic.gov.au/en/living-in-victoria/health-and-safety/Pages/default.aspx#
tab-healthsafety-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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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宿家庭资源包
以下信息仅适用于选择与家长指定或学校提供的寄宿家庭一起生活的学生。如果你选择与父母或

内政部批准的亲属住在一起，则此信息不适用于你。

你远离家乡的家

我们希望你在澳大利亚完成学业时能有一个最好的体验。这包括确保你在整个家庭寄宿经历中感到安全和可靠。

本章节的指南将为你提供资源以帮助你：

了解你的寄宿家庭	

寄宿家庭是由你的学校精心挑选的，有

些家庭已经接待了多年的国际学生。你

会发现你的寄宿家庭热情好客，而且在

当地社区很活跃。他们会确保你感到安

全和快乐，这样你就可以充分利用你在

维州的时间。你的寄宿家庭甚至可能有

孩子和你在同一所学校上学。

你在住到寄宿家庭前的至少四个星期，

会与一家寄宿家庭进行配对。他们的详

细资料将在一份名为《寄宿家庭简介》

的文件中发送给你的留学中介或家长。

这包括寄宿家庭的照片和寄宿家庭父母

的详细联系方式。它还包括家庭中每个

人的姓名和年龄，包括所有孩子或其他

学生。

在抵达澳大利亚之前，你可能想更多地

了解你的寄宿家庭，甚至联系他们。你

只需询问你的国际学生主任，他们会帮

助你安排最佳的联系方式。在寄宿家庭

资料发送的同时，你还能找到一份《抵

达支持表》。在这里，你能找到你的国

际学生主任的详细联系方式。

对你的寄宿家庭有什么期待

你的寄宿家庭将为你提供：

• 一个安全、可靠、温馨的生活区域

• 一个符合儿童安全标准的家庭 

• 一个供你个人使用的独立单间 

• 一周七天，一日三餐，包括零食 

（更多信息见“食物”部分） 

• 设施——床、衣柜、毛巾和床单 

• 公用设施——煤气、电、暖气和水、

互联网

• 公共生活区的清洁服务 

• 生活区的使用  

• 学习设施——书桌、学习灯、书架 

• 代表你的父母出席家长/教师晚会。

一个典型的寄宿家庭

澳大利亚是一个文化多元的国家，在家庭

结构和背景方面存在许多差异。没有“典型

的”澳大利亚家庭，所以也没有真正的典型

寄宿家庭。

你的寄宿家庭可能与你自己的家庭有很大

不同。他们也可能与你的期望有些不一

样，甚至与项目中其他学生的寄宿家庭也

不太一样。

每个寄宿家庭的共同点是致力于提供一个

温馨、安全的家庭环境。有些学生对澳大

利亚不同类型的家庭感到惊讶。以下是一

些在文化上可能与你的国家不同的差异。

• 你的寄宿家庭可能是一个单身人士或

夫妇，有或没有孩子。

• 在澳大利亚，家庭中的性别角色不如

其他一些国家那么突出。父母双方可

能都会做饭和/或打扫卫生，孩子也会

帮助父母做家务。

• 妇女在成家后往往继续工作。 

• 澳大利亚是一个多元文化的国家，家

庭会由来自不同国籍的人组成。

与你的寄宿家庭 

相处舒适

联结你所需要的资源来 

享受你在澳大利亚的生活

 从你的维州家庭寄宿经历中 

获取最大的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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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寄宿家庭的日常生活

澳大利亚家庭的平均工作日可能与你的祖国不同。一些关于日

常生活的事情可能需要考虑。

工作时间各不相同，但通常在上午8:00至下午

6:00之间。

上学时间通常在上午8:30至下午3:00之间。

在下午和晚上，许多澳大利亚儿童参加体育或音

乐课等活动，并完成家庭作业。

许多家庭经常会一起吃晚饭（可能是在餐桌上、

厨房的长椅上，甚至是在电视机前）。

周末的活动也可能与你在家里的习惯不同。

孩子们经常会有课外活动，如语言班、体育或表

演艺术。 

许多家庭会做家务、买菜、为未来一周做准备。

一些家庭可能会去拜访亲戚、朋友或外出参观当

地的旅游景点。

青少年可能会花时间购物、去电影院或与朋友

闲逛。

我们建议你参与这些活动，作为了解寄宿家庭和发展你的英语

语言技能的好方法。 

你的寄宿家庭会是什么样子

你可能住在：

独立的房子里

联排别墅

公寓

在许多澳大利亚家庭中，厨房通常是活动的中心。你的寄宿家

庭也可能有一个花园或阳台。

寄宿家庭的宠物	

有些寄宿家庭会有宠物，例如：

兔子 甚至是鸡!

一只猫 一条狗

在你抵达澳大利亚之前，你会被告知你即将居住的家庭寄宿里

的所有宠物。如果你有任何顾虑或对宠物过敏，请尽快告诉你

的国际学生主任。

我们建议你参与这些活动，

作为了解寄宿家庭和发展你

的英语语言技能的好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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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你抵达之前

预订飞往澳大利亚的航班		

你的父母或留学中介需要填写教育部的 

《航班信息表》，并在你预计抵达澳大利

亚的四个星期前将其与机票的英文副本一

起寄给教育部。提供《航班信息表》将有

助于学校为你的到来做好准备。 

抵达澳大利亚                             

在学习开始前的七天，教育部不

负责你的福利。请不要在这个时

间之前抵达你的寄宿家庭。

抵达时间	

请确保你的预计抵达时间在早上6点至晚

上8点之间。

接机和送机	

当你抵达墨尔本时，你的国际学生主任

或你所在学校的工作人员会在机场迎接

你。他们也可能由你的寄宿家庭的成员

陪同。

在你离开你的祖国之前，你会收到一份

《抵达支持表》。这将包括：

• 你的寄宿学校名称  

• 机场接机人的姓名 

• 你的寄宿学校代表的手机号码 

• 寄宿学校代表的身体特征描述。他

们在机场接你时也将携带学校的身

份证明。 

• 机场接机点的照片  

• 你的国际学生主任的详细联系方式

• 紧急联络人资料 

与你的家人一起出行	

出国留学是一件大事! 你的家人可能想亲

自看看你将要居住的地方，甚至想在澳

大利亚度假。这完全没有问题，我们鼓

励每个学生和他们的家人尽最大努力来

确保一个积极的入学体验。

但是请注意，在机场迎接你时，你的寄

宿学校不负责接送任何其他人员（包括

家庭成员）到你的寄宿家庭。

你的寄宿家庭不需要为其他任何人提供

住宿，包括你的家人，但是他们会很乐

意和你的父母见面，比如说一起吃饭。

如果你的家人与你同行，你的国际学生

主任可以为你提供在寄宿家庭附近的住

宿建议。

如果你有家人陪同你前往澳大利亚，请提

前告知你的国际学生主任，并通过《航班

信息表》提供他们的详细联系方式。 

在澳大利亚的家人

如果你愿意，住在澳大利亚的家庭成员可

以到机场接你。但是，请提前告知你的国

际学生主任，并通过《航班信息表》提供

他们的详细联系方式。

如果你需要帮助或有任何关于抵达澳大利

亚的疑问，请联系你的国际学生主任以获

取更多信息。 

在你的旅程中，请一直随身携带

着你的《抵达支持表》。

抵达你的寄宿家庭	

当抵达你的寄宿家庭时，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 经过漫长的旅程，你终于可以看到你的寄宿家庭，并见到你的寄宿家庭成员。

当你第一次抵达你的寄宿家庭时，你将被介绍给你的寄宿家庭，并带你参观你的新家。你的国际学生主任将需要花一些时间与你

和你的寄宿家庭相处，以帮助你适应并完成任何剩余的文件。

尽管你可能很累，但尽量不要

只呆在你的卧室里。如果你努

力花时间在一起，了解你的寄

宿家庭会更容易。

顺利抵达的建议

我们希望你在抵达寄宿家庭时感到兴奋和快乐。同时，经过长途跋涉后感到疲惫是正常的，你可能会感到不知所措，甚至有点想家。 

以下是我们在你抵达后的最初几个小时内推荐的一些小建议：

• 与你的家人取得联系。向他们报平安，让他们知道你已经安

全抵达。 

• 吃点东西（你的寄宿家庭会在你到达时为你准备好饭菜或一

些零食）。

• 洗个澡，换上一些干净的衣服。

• 休息一下 —— 可以小睡一下或躺下休息

• 开始了解你的寄宿家庭，并向他们介绍你自己。

• 你的寄宿家庭可能会提议带你参观当地的环境，非常适合在

你到来的第一天体验。

尽管你可能很累，但尽量不要只呆在你的卧室里。如果你努力

花时间在一起，了解你的寄宿家庭会更容易。

了解你的寄宿家庭

语言与文化差异	

理解、说和写英语可能需要一些时间来习惯。学习的唯一方法 

是放手一搏! 为了帮助你，我们有几条建议： 

• 不要把事情搞得太复杂：使用简单的语言和短句子就可以了。

• 试一试：不要害怕交流，即使你不确定最好的用词是什么。

• 下载翻译应用软件：科技是你的朋友! 下载一个翻译应用软 

件，如谷歌翻译，在事情变得棘手时就能帮助到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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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宿家庭生活

以下是关于澳大利亚家庭生活的一些通用信息，可以帮助你感到生活舒适，并确保每

个人在家庭寄宿期间有一个积极的体验。

这些信息适用于所有寄宿家庭内部。

饮水	

澳大利亚的自来水是完全可以饮用的。在澳大利亚，过滤过的水或瓶装水是不必要的。

饮食

澳大利亚的饮食差异很大。很可能每个家庭都会有不同的菜单，在一周内吃不同类型

的食物。 

以下是一个典型的澳大利亚家庭可能吃的一些饭菜和食物：

早餐：吐司、谷物早餐、麦片、酸奶

早茶：水果、燕麦条、酸奶、奶酪和饼干

午餐：三明治和一块水果，或在学校可以用微波炉加热的肉类和蔬菜等

食物

下午茶：水果、麦片条、方便面、蔬菜条、奶酪和饼干

晚餐：米饭或肉酱意面和蔬菜

夜宵：热饮 (如茶、热巧克力)、一片蛋糕、饼干

寄宿家庭中的食物可能和你从小到大吃的食物存在差异。

如果你有任何饮食要求或过敏，一定要让你的寄宿家庭知道。

在许多澳大利亚家庭中，通常家庭会在晚餐时多做一些，以便学生在第二天的午餐中

吃一些。你的学校会有一个微波炉，你可以加热你的午餐。

炊具和餐具	

澳大利亚常见的炊具和餐具可能与你祖国的不一样。大多数澳

大利亚人都用刀、叉和勺子吃饭。你能够购买专自己习惯的餐

具，或试试用我们的餐具！

家用电器	

不要害怕询问如何使用家用电器，因为你需要它们。从洗衣机

到水壶，每样东西的操作都可能与你所习惯的有点不同。在你

开始使用任何家用电器之前，与你的寄宿家庭反复确认会是个

好主意。 

床品	

你的寄宿家庭会至少给你提供：

• 枕头和枕头套 

• 底层和上层床单 

• 被子(也叫斗篷)和被套 

维州的冬天可能很冷，如果你觉得不够暖和，可以向你的寄宿

家庭索取额外的毯子。

如果你不愿意和你的寄宿家庭讨论这个问题，你可以和你的国

际学生主任取得联系。 

家庭清洁	

在大多数寄宿家庭中，大家期望每个人都能帮助做家务。这包

括保持房子的清洁和整齐。你可能会被要求在用餐前帮助摆放

餐桌、洗碗或装将餐具入洗碗机，并保持个人空间的整洁。澳

大利亚家庭很少聘请专门的人员在家里帮助做饭或清洁。

洗手间礼仪

在澳大利亚，水被视为一种稀缺资源，许多家庭采取额外措施

不浪费水。在使用浴室设施时，请注意这一点。请考虑以下的

最佳做法。 

• 避免超过15分钟的淋浴。5-10分钟的淋浴是最好的。

• 刷牙时不要开着水龙头。

• 始终正确关闭水龙头。

• 只把卫生纸冲进马桶。任何其他物品都会堵塞马桶。

• 不要蹲在西式马桶上：它可能会破裂，你可能会受伤。

洗衣服	

与你的寄宿家庭讨论洗衣问题是个好主意。在一些家庭中，父

母承担大部分洗衣工作，但在另一些家庭中，儿童（尤其是青

少年）帮助承担这项责任，包括将衣服放进洗衣机，晾晒衣

服，等衣服干了再拿进来。在澳大利亚的家庭中，由于天气很

好，经常有家庭把衣服挂在外面的绳子上晾干，而不是使用电

动烘干机。你的寄宿家庭会告诉你这是怎么做的。

如果你更喜欢自己洗部分或全部的衣服，这也是完全可以的。 

家庭规定

每个寄宿家庭都有一套独有的要求，你的学校会向你提供更详

细的信息。你的寄宿家庭的规定可能包括：

• 行为 

• 清洁/内务 

• 使用公共设施（如浴室、厨房、洗衣房）。

• 宵禁 

• 批准任何过夜行为（离开你的寄宿家庭）。

• 与朋友外出

• 客人来访



个人安全与沟通	

始终让你的寄宿家庭和国际学生主任了解你的日程安排和行

踪。

如果你不能按时回家，一定要让你的寄宿家庭知道；如果你想

和朋友出去玩，一定要征求他们的同意。

如果你在外出时迷路了，或者感到不安全，请立即联系你的寄

宿家庭或国际学生主任。

当你抵达维州时，你的国际学生主任会给你一张学生安全卡，

上面有在紧急情况下联系的电话号码。你要一直随身携带着这

张卡片。将学生安全卡的照片保存在你的手机上也是一个不错

的主意。

如果你对在寄宿家庭或学校的经历有任何担忧，请尽快告诉你

的国际学生主任、老师或校长。

寄宿家庭支付

寄宿家庭的支付程序

所有寄宿家庭的付款都应以电子方式进行。如果你有任何问

题，你的国际学生主任可以代表你与你的寄宿家庭和父母/法定

监护人讨论支付问题。 

旅行、过夜与访客	

家人的探访

就像家人和你一起抵达澳大利亚一样，如果你的家人以后想来

探望你，你一定要通知你的寄宿家庭和学校，这一点非常重

要。你的寄宿家庭不需要为其他任何人提供住宿，包括你的家

人，但是他们会很乐意与你的父母见面，比如说一起吃饭。如

果你的家人想来探望你，你的国际学生主任可以为你提供在寄

宿家庭附近的住宿建议。

过夜住宿	

如果你想在寄宿家庭以外的地方过夜，例如在朋友家过夜，你

必须获得寄宿家庭和你父母/法定监护人的书面许可。请尽快与

你的国际学生主任联系，因为这有时需要一些时间来安排。 

假日旅行计划

全年有许多机会去探索澳大利亚或计划回国。如果你计划在学校

假期期间旅行，你需要尽快通知你的寄宿家庭和国际学生主任。

《学生旅行政策》规定，你的学校必须批准任何旅行，包括有

组织的出游，以确保你在任何时候都能获得安全和福利。学期

内是不允许旅行的。 

最后...	

我们希望这份指南能回答你关于澳大利亚家庭寄宿经历的一些

问题。

我们很高兴你选择与我们一起学习，并迫不及待地欢迎你来到

墨尔本和我们其他维州的学生城市! 

到时候见!

全年有许多机会去探索澳大利亚或

计划回国。如果你计划在学校假期

期间旅行，你需要尽快通知你的寄

宿家庭和国际学生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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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

紧急情况：警察、救护车、消防车

需要找警察、救护车或消防车。这是一个

免费电话，如果你需要，可以提供翻译。

电话： 000

电话： 112 (from mobile)

电话： 106 (from TDD text phones)

非紧急事件：警察

电话： 131 444

网站： police.vic.gov.au

澳大利亚税务局 申请TFN税号

电话：13 28 65

网站： ato.gov.au

维多利亚州法律援助机构法律信息服务 

电话： 1300 792 387

网站： legalaid.vic.gov.au

外国驻澳大使馆

电话： 02 6261 1111

网站：dfat.gov.au/about-us/ 

            foreign-embassies/pages/ 

            foreign-embassies-and- 

            consulates-in-australia

在维州学习

教育与培训部 国际教育处

电话： +61 3 7022 1000

网站：study.vic.gov.au

维多利亚州教育证书与高等教育入学

更多有关维州学习评估的信息： 

网站：vcaa.vic.edu.au/Pages/vce/ 

           studies/index.aspx

健康与医疗

学生安全

关于学生安全和紧急情况下如何处理的

信息：

网站：study.vic.gov.au/en/living-in- 

           victoria/health-and-safety/ 

           pages/default.aspx

健康保险

网站：studyinaustralia.gov. au/ 

             global/live-in-australia/ 

            insurance

护士随叫随到

电话： 1300 60 60 24

维多利亚州毒药信息中心

电话：13 11 26

澳大利亚生命热线

一个24小时的危机支持热线和精神健康

服务：

电话：13 11 14

网站： lifeline.org.au

有用的网站

货币与银行业务

网站： moneysmart.gov.au

澳大利亚邮政

Includes all post office locations:

网站： auspost.com.au

时间与日期

查询你祖国的时间或维多利亚州的时间：

网站：timeanddate.com/worldclock

生活费用

了解最新的学生费用和成本估算：

网站：www.study.vic.gov.au/ en/ 

            international-student- 

            program/school-fees/pages/ 

            default.aspx

移民与签证

内政部

电话：131 881

网站：homeaffairs.gov.au

交通

地图与方向

网站：google.com/maps

墨尔本机场

墨尔本与阿瓦隆机场——国际与国内 

出行：

网站： melbourneairport.com.au

网站：avalonairport.com.au

墨尔本机场大巴

Skybus在墨尔本机场和市中心之间 

运营：

网站：skybus.com.au

公共交通：PTV

电话： 1800 800 007

网站： ptv.vic.gov.au

旅游

维州周边

网站：visitvictoria.com

在墨尔本

网站： whatson.melbourne.vic.gov.au

网站： visitmelbourne.com

在维州生活与工作

了解更多有关在维多利亚州生活与旅行

的信息：

网站：    liveinmelbourne.vic.gov.au

City of Melbourne国际学生指南

充分利用在墨尔本学生身份的建议。

网站：   melbourne.vic.gov.au

有用信息
尽管你已经为在维多利亚州的生活做好了准备，但知道在哪里可以找到信息会更好。利用这些联系

方式和在线资源，可以快速、方便地获得帮助。
下载有用的应用软件  

其中一些软件可能无法在你的国家下载，但在你抵达后可能会有帮助。

学习墨尔本的应用软件： 

Unlock Melbourne

地图： 

Google Maps

社交媒体： 

微信、Facebook、Instagram 

娱乐：  

Spotify, YouTube

短信软件： 

WhatsApp、Facebook、Messenger 

心理健康：  

Headspace

公共交通：  

PTV、Tram Tracker

翻译：  

Google Translate

我们希望本指南中的信息对你在维多利亚州学习

的准备有所帮助。不要忘记访问我们为你提供的

网站，充分利用在维多利亚州和墨尔本的生活。

如果你有任何问题或需要帮助，请联系国际 

教育处，电话：+61 3 7022 1000或你学 

校的国际学生主任。

祝你的准备工作一切顺利，我们期待 

着早日迎接你来到维多利亚州。

https://www.police.vic.gov.au
http://ato.gov.au
https://www.legalaid.vic.gov.au
http://dfat.gov.au/about-us/foreign-embassies/pages/foreign-embassies-and-consulates-in-australia
http://dfat.gov.au/about-us/foreign-embassies/pages/foreign-embassies-and-consulates-in-australia
http://dfat.gov.au/about-us/foreign-embassies/pages/foreign-embassies-and-consulates-in-australia
http://dfat.gov.au/about-us/foreign-embassies/pages/foreign-embassies-and-consulates-in-australia
http://www.study.vic.gov.au
https://www.vcaa.vic.edu.au/pages/vce/studies/index.aspx
https://www.vcaa.vic.edu.au/pages/vce/studies/index.aspx
https://www.vcaa.vic.edu.au/pages/vce/studies/index.aspx
https://www.study.vic.gov.au/en/living-in-victoria/health-and-safety/pages/default.aspx
https://www.studyinaustralia.gov.au/global/live-in-australia/insurance
https://www.studyinaustralia.gov.au/global/live-in-australia/insurance
https://www.studyinaustralia.gov.au/global/live-in-australia/insurance
http://lifeline.org.au
http://moneysmart.gov.au
http://auspost.com.au
http://timeanddate.com/worldclock/
http://www.study.vic.gov.au/en/international-student-program/school-fees/pages/default.aspx
https://www.homeaffairs.gov.au
https://maps.google.com
http://melbourneairport.com.au
http://avalonairport.com.au
http://skybus.com.au
http://ptv.vic.gov.au
http://visitvictoria.com
https://whatson.melbourne.vic.gov.au
http://Thatsmelbourne.com.au
http://visitmelbourne.com
https://liveinmelbourne.vic.gov.au
https://www.melbourne.vic.gov.au/community/health-support-services/for-young-people/international-students/Pages/international-students.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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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机构注册代码： 
维多利亚州教育与培训部00861K

维多利亚公立中学

国际学生项目

维多利亚州教育与培训部

GPO BOX 4367 澳大利亚 墨尔本

邮编：3001

电话：+61 3 7022 1000

邮箱：international@education.vic.gov.au

网站：study.vic.gov.a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