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际学校委员
会认证之名校

本迪戈高中
简介

学会做人、学会参与、学会求知、学会共处
为全球、为社区、为个体培养有知识、有文化的栋梁之才

Bendigo Senior Secondary College
本迪戈高中 - 澳大利亚 维多利亚州 本迪戈



 本迪戈高中(BSSC) 建校于1907年，位于维多利亚州中部地区最大、发展最快的本迪戈
城市中心，俯瞰历史名园罗斯林公园(Rosalind Park)，是维州历史最悠久的学校之一，环境
非常优雅宁静。学校设有11、12年级，学生人数近1800人，教职员工190人，是维州提供
高中教育文凭(VCE)、应用学科证书(VCAL) 和在校职业教育培训文凭(VETiS)最大的学校。

本迪戈高中
简介

学生为主的教育理念
 全校教职工以学生的学业进步
和身心健康为首任，坚信每个孩子
都能取得成功，都有权利接受高品
质的教育，为学生设计个性化学习
计划，鼓励学生与老师保持密切联
系，为学生提供无私的帮助。学校
给学生提供一种成人学习氛围，为
他们进入高校、走进社会打下坚实
的基础。

世界一流的教学设施
 学校既有传统风格的建筑群
体，更有现代化的语言中心、科技
楼、工程设计楼和投资两千五百多
万澳元的商业化艺术表演中心。学
校在电脑技术运用方面享有国际盛
誉，学生可以使用互联网、互动白
板、iPods以及功能齐全、装备精
良的多媒体中心和图书馆。11年级
的学生拥有属于自己的个人电脑，
学校也为所有的学生提供了1:1的互
联网使用权限。学生随时随地都可
以利用网络享用校内校外提供的教
学资源。

高品量的师资队伍
 学校拥有雄厚的师资队伍，许
多教师无论是在教材研究开发、学
科协会、考试评估和教师再培训的
各个领域里，在维州都是排头兵；
无论是领导还是老师，都有着高质
量的专业水准和丰硕的教育教学成
果。

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
 学校组织丰富多彩的课外活
动，其中包括各种体育活动俱乐
部，如篮球、足球、网球、棋类和
能源拉力赛等。俱乐部代表学校参
赛，均获得佳绩；学校在艺术、音
乐舞蹈等方面更是卓有名气。



何谓VCE课程
	 VCE课程《维多利亚州教育证
书》(即VCE证书)，是通向大学或大
专学习的最佳课程, 是全球认可的高
中文凭。澳大利亚所有大学和大多
数国际知名高等学府都认可VCE证
书，它是无论在澳大利亚还是世界
其他国家升大学的通行证。
	 VCE课程等同于英国的A	 Level
课程、IB 课程和美国的SAT和ACT
课程。

VCE课程的学制
	 VCE课程由四个学期组成，通
常在高中的最后两年之内（十一、
十二年级）完成。中国学生可以选
则在高一年级强化英语学习，并适
当选择一些VCE课程进行尝试性学
习。 

VCE课程的基本要求
 完成VCE课程，取得VCE文
凭，获得高考成绩，学生必须达到
以下要求：
• 成功完成至少16个单元的学习；
• 成功完成三个单元的英语课程 (

其中三、四单元必须是连续的)；
• 成功完成三个其他学科的三、四

单元 (其中两个必须是连续的)
 请注意：英语为必修课，所有
其他课程则为选修课。
 学生通常还还需要选择一些其
他的科目以便达到至少16个单元的
学习要求，一般学生会学习20-26
个单元，会选择一些与今后大学课
程和就业方向有联系的课程。

VCE学科科目的构成
 每一门学科均由四个单元形
成。每一个单元学习时间为半年，
既一个大学期（两个小学期）。一
般第一单元和第二单元在11年级完
成，第三单元和第四单元则在12年
级完成。第三、四单元的学校考试
等级则会直接进入最后的高考成绩
(ATAR), 第一、二单元的学习为第
三、四单元打基础，部分学科不需
要第一、二单元的基础就可以直接
学习三、四单元。

ATAR (高考) 分数的构成
 完成VCE的学习后，学生参加
维多利亚州在年底组织的统考。统
考成绩和12年级第三、四单元的成
绩合起来组成高考成绩，一般是各
占百分之五十，有的科目统考成绩
权重大一些。所有澳大利亚大学和
各国的大学都认可VCE成绩, 澳大利
亚的大学将按照此综合考试的分数
进行大学录取。

VCE课程的十大类别
 英语类、外语类、数学类、科
学类、商学类、文科类、艺术类、
技术类、健康和体育类。

VCE课程的科目
 英语类：英语、英语第二语
言、文学、编辑、写作等
外语类：各种外语，如：中文第一
语言、中文第二语言、中文第二语
言（高级）
数学类：普通数学A、普通数学B、

数学方法、数学方法(CAS)、进阶数
学、专业数学、数学特长班等
科学类: 物理、化学、生物、心理学
等
商学类: 会计、经济管理、经融、酒
店管理、食品工程等
文科类: 历史、地理、政治、国际关
系、哲学、人权、环境、法律等
艺术类: 音乐、戏剧、舞蹈、摄影、
绘画、传媒、陶器、绘图、设计、
纺 织品、服装设计等
技术类: 信息、电脑技术、木工、金
属焊接、氧化焊接、电工、水工、
钳 工、塑料、工程、机械自动化、
机修、工业设计、缝纫等

适合中国学生的VCE课程模式 
 模式一、高中三年都在中国
进行，10年级加强英语，学习部
分中国主要课程，并尝试学习VCE
个别科目；11年级正式开始VCE课
程，12年级在中国参加维多利亚州
的统考。在11或12年级暑假期间到
澳洲本迪戈高中进行文化体验。 
 模式二、高中两年在中国，一
年在澳洲。10年级加强英语，学
习部分中国主要课程，并尝试学习
VCE个别科目；11年级正式开始VCE
课程。12年级到本迪戈高中学习，
年底在澳洲参加维多利亚州统考。 
 模式三：高中一年在中国，
两年在澳洲。10年级加强英语，学
习部分中国主要课程，并尝试学习
VCE个别科目；11年级和12年级两
年到澳洲本迪戈高中学习并在澳洲
参加维多利亚州统考。
 



国际学生管理部
 国际部由副校长、国际部主
任、生活住宿协调员、英语老师和
中国学生导师等老师组成。这个尽
职尽责的团队为学生的生活、学习
提供全面、优质的服务，为学生成
功完成学业奠定了必备的基础。国
际部配有专职老师负责与家长联
系，家长可以用微信、电子邮件、
短信或电话与老师保持随时随地的
联系。每个周二和周三下午有国际
留学生学习俱乐部活动，为学生答
疑解惑，辅导英语，为确保学生成
功完成学业，愉快地生活提供了有
利的条件。

英语语言中心
 学校设有语言中心，由经
验丰富的英语老师任教，为学
生提供学习VCE课程必备的基础
语言技能，课程周期20-30周。
中心为学生提供个性化学习计
划，教学手段灵活有趣；学生
如有必要，在假期和在整个高
中期间的任何一个学习阶段都
可 以 得 到 语 言 中 心 的 语 言 援
助；语言中心的课程设计还包
括提前进入VCE课堂观察学习，
为学生将来选择学习科目提供
宝贵的第一手信息，更为学生
在学科专业术语方面打下坚实
的基础。
 

国际学生住宿安排
 学校为国际学生提供当地居
民家庭食宿的服务。本迪戈的住
家友好善良，乐于助人，对待国
际学生就像自己的家人一样，给
国际学生提供了学习英语，融入
澳大利亚文化的极佳环境。
 国际部每学期都举办聚会，
邀请留学生和房东共同庆祝中澳
传统节日，也庆祝同学们的成功
和生日。这些聚会都是学生和房
东们特别喜爱的活动项目之一。
 学校深深懂得，留学生在一
个全新的环境中结交朋友，真正
融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所以国
际部落实了一系列的措施来创造
机会让留学生参与其中，成为主
人翁。主要活动如下：
• 课程中设计留学生和当地学生互

动学习任务；
• 留学生参与学生会，培养主人翁

意识和领导才能；
• 举办全校性中国传统节日庆祝活

动，留学生做主人；
• 参加孔子课堂活动，到小学宣传

中国文化，教授中文；
• 请高校学生作英语俱乐部辅导，

与留学生结对子；
• 与当地企业的成功者结对子，

了解澳洲企业文化和职场信息；
• 组织篮球俱乐部与当地球队角逐

竞技；
• 组织学生参加各种体育俱乐部；

• 组织学生到外地游玩等等。

国际部介绍

 本迪戈高中是世界上第一所被国际学校委员会认证的公立学校。学校重视
与各国的文化交流和友好往来，分别与中国、德国和印度尼西亚的中学建立了
姐妹友好学校关系。学生定期到姐妹学校访问和进行语言文化学习交流。
 多年以来，学校的一大特点就是有国际留学生的存在，包括许多来自中
国的学生，他们通过自费或交换生的形式来到这里学习，这些学生住在当地家
庭，能够更深入地体验当地文化，结交朋友，为语言发展提供了更好的机会。



欢迎中国朋友到本迪戈访问！
欢迎中国学生到本迪戈高中学习！

本迪戈城市简介

 本迪戈城市位于维多利亚州中部地区，人口十万有余，属维州第三大城市。十
九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本迪戈成为澳洲第一个大量发现黄金的地方，吸引了无数海
外淘金者。黄金的开采和人口的剧增造就了本迪戈城市。
 本迪戈现已发展为集文化、教育、体育、艺术、医疗和旅游为一体的现代化商
业城市。城市环境美丽优雅，既保留了古典的欧式风格，也融汇了现代化城市的元
素。本迪戈以其独特悠久的历史和祥和包容的人文环境吸引了大量的外省澳洲居民
和海外移民。本迪戈离墨尔本只有149公里之遥，高速公路只需要90分钟就可到达。

儿童最宜居城市
 本迪戈城市以其高质量的生活、适
于青少年成长的环境被联合国儿童基金
和联合国教科文两个机构誉为“澳洲第
一个儿童最宜居城市”。本迪戈无数美
丽的公园、体育运动场地、儿童游乐
场、家庭休闲娱乐的设施和丰富多彩的
学校假期活动，受到年轻家庭的青睐。 

丰富的华人历史和文化
 本迪戈城市(又名大金山)具有悠久
的华人历史，是澳洲第一个大量发现金
矿的地方(大约在1850年)。从那以后，
华人源源不断地来到本迪戈寻求黄金之
梦。因此，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和习俗
也在本迪戈传播开来。城市中心有着澳
洲最大的华人博物馆，馆内陈列着无
数珍贵的历史文物，还有南半球最长的
龙；博物馆旁边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园林
花园，博物馆和中国园林是游客的必游
之处。每年复活节，来自澳洲各大城市
乃至海外的华人协会和组织都会聚集在

本迪戈举行舞狮、舞龙、民族歌舞、服
饰和各种传统文化的表演。复活节的华
人游行表演是当地最大的景观，吸引着
大量本地和外地游客前来观看。虽然现
在居住在本迪戈的华人很少，但中华民
族的传统文化和习俗在这里已深深扎下
了根，受到澳洲各民族的喜爱。 

淳朴厚道的当地居民
 本迪戈如同世界上许多中小城市一
样，居民非常善良淳朴，待人厚道，热
情好客。无论是走在大街上，还是在服
务场所，只要提问，就一定会有人不厌
其烦的为你解答和提供帮助。本迪戈城
市安全和谐，没有大都市的喧闹和诱
惑，是青少年健康成长、静心学习的
最佳之地；本迪戈高中地理位置得天
独厚，与城市公园融为一体，环境非常
优雅宁静；本迪戈华人少，居民友好善
良，房东待人热情厚道，为学习英语、
融入当地文化创造了有利条件。



国际学校委员
会认证之名校

本迪戈高中-百年名校   
维省公校规模之最 

本迪戈城市-美丽安全   
澳洲高中留学佳选

联系方式
	
Rosalind	Park,	Bendigo	
PO	Box	545,	Bendigo	VIC	3552

电话:	61 3 5443 1222
传真:	61 3 5441 4548

电邮:	international@bssc.edu.au
网址:	www.bssc.edu.a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