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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来到凤凰学院

凤凰学院
凤凰学院在教育和培养学生进入中小学有30年的教学经验。

我们高质量的课程采用了针对儿童和少年的现代教学方法。

青少年课程是在一个特别设计的教育环境中进行的，其中，

人文关怀和学生监护是最重要的。我们的学生非常喜欢我们

花园般的校园环境，而且地理位置靠近公共交通，距离城市

和寄宿家庭非常近。

凤凰学院的青少年课程的五个学习成果是设计成一个集成方

法，是抓住了儿童复杂的学习发展的精髓。

这五个学习成果是：

    青少年有很强的自我认同感

    青少年趋向关联并构造自己的世界观

    青少年有很强的幸福状态

    青少年自信，并且是参与式学习者

    青少年是有效的沟通者

青少年课程
............ 第3页

............ 第12页

............ 第11页

............ 第9、10页

............ 第7页

中学预备课程

青少年英语课程

中学假期课程

游学课程

中学交换生项目

寄宿家庭体验 ............ 第8页

1



Introduction 

中学学年HOOL TERM DATES
2018 2019 2020

上半学期 第一学期 1月31日至4月13日 2月4日至4月12日 2月3日至4月9日

假期 4月14日至4月29日 4月13日至4月28日 4月10日至4月27日

第二学期 4月30日至6月29日 4月29日至7月5日 4月28日至7月3日

假期 6月30日至7月15日 7月6日至7月21日 7月4日至7月19日

下半学期 第三学期 7月16日至9月21日 7月22日至9月27日 7月20日至9月25日

假期 9月22日至10月7日 9月28日至10月13日 9月26日至10月11日

第四学期 10月8日至2月3日 10月14日至12月19日 10月12日至12月17日

西澳大利亚的教育体系是世界一流的。在仅仅只有2百万的人口的珀斯，就有5所大学并且其中一所是八大名校（Go8）之一。

K-12的教育框架为家长提供了优秀的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的选择。

所有公立学校都是男女混校，统一采用国家的课程大纲。

私立学校是独立机构，有男校、女校或者是男女混校，和走读或者寄宿选择。

无论是公立还是私立学校都有很出色的ATAR（澳洲高考录取分数线）成绩 。

大多数学校提供科学和数学、艺术和人文、语言和体育课程。一些家长也会根据孩子的特殊兴趣及特长来选择学校。但大部分的
家长会根据居住的地区来择校。

K-12教育框架
幼儿园 —— 小学4年级（初级小学）

小学5年级 —— 6年级（小学）

7年级 —— 10年级（初中）

11年级 —— 12年级（高中）

在第11和12年级时，学生开始准备WACE（西澳洲教育证书）。在第12年级结束时学生参加期末考试。而他们最终的ATAR总成
绩是通过结合他们在第11和12年级的平时成绩加上期末考试的成绩来确定（各占50/50）。

然而，在澳大利亚，进入大学的方式很多，通过中学考试（ATAR)入学的学生目前入读大学的学生的50%。其他途径也逐渐受到
欢迎，比如由教育机构提供的桥梁课程，或者通过WACE证书的教育体系或者一些组合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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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大纲
凤凰学院的青少年的课程围绕四项主要技能开展——说、听、读、写，以及它们在学术环境中的应用。
此外，所有课程都考虑到我们的学生将要主攻的专业领域、他们的社交技能、语言学习方法和校园生活。
这一方法的目的是从整体性和大局出发，使儿童能够进入主课学
校。
同时还考虑到社会科学、STEM和体育的跨学科领域，作为今后
学习和生活能力的基础。
这符合凤凰学院的教育理念，即采用螺旋式教学方法。这种方法
包括不断重复和实践主课课程的中小学所需的各种技能、思路和
方法。

中学预备课程

凤凰学院的青少年课程旨在实现以下目的：

    提高儿童对英语的理解和使用

    鼓励儿童参加澳洲文化活动，以提高他们对澳大利亚社会的了解。

    增加儿童的信心使他们能够参与社交和学术的环境中

    帮助儿童发展如何更好的学习的理解力以及发展自主学习能力。

    鼓励协作式学习

    通过歌曲、音乐、游戏和表演促进语言的学习

    培养动手能力。

凤凰学院中学预备课程和青少年学习课程是专门为6至17岁的学生打造的，旨在使他们达到小学及中学所需的语言和学术的要求。

凤凰学院中学预备语言课程

凤凰少年学习者课程

中学

12年级
11年级
10年级
9年级
8年级
7年级

小学
4 - 6年级

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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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验:
年轻的学习者希望他们的学习有明确的关联性和实用性。他们
有很好的可塑性，这意味着他们对新事物持开放态度，并积极
主动地承担风险。
这些年轻学习者的需求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得到满足：
• 以实践为基础的课堂教学，非常有活跃性。
• 开放反馈的课堂，学生的观点受到老师和同学的高度重视。
• 通过纸质教材、视频/网络素材和模拟练习来进行的口授和视

觉相结合课堂教学，满足了听觉型、视觉型和动感型学习者
的需要。

• 所有教室都装有交互式触摸屏（电子黑板）等现代技术工具
来增强教学环境。

• 英语语言的强化学习——语法和功能运用。
• 与高中学科相结合的英语技能训练。
• 阅读和做笔记的思路与技巧。
• 论文写作技能。
• 口语交流与听力技能。
• 信息技术、传媒、戏剧表演的学习。
• 批判性思维与问题解决能力。
• 澳大利亚历史与文化。
• 学习技巧、研究技能、速读法、报告写作和功课。
• 小班教学。
• 丰富的课余活动。

学校在课间组织一系列体育/文化的郊游活动，以促进学生对
澳大利亚社会的了解，并为他们融入澳大利亚主课的学校环
境做好准备。 

“凤凰学院中学预科学术英语课程的目标是为学生进入澳大利亚的中学和小学教育做好准备。”

2010年，来自中国的

Tuoran同学完成了凤

凰学院的中学预备语

言课程的学习，进入

Churchlands高级中

学10年级。此后，他

在科廷大学获得文学

士学位，主修大众传

播和市场营销，并在

西澳大学获得社会工

作硕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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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学院一周课表样本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8.45 am  -  10.15 am
听力与写作

语言的对比和比较 一般时态和进行时态的
对比 原因/对比/目从句 话题转换和讨论观点 准备一场演讲展示

10.15 am 15分钟课间休息

10.30 am - 12.00 noon
听力与阅读

做笔记技巧 理解事实与观点 报告-识别目的、听众 聆听关键词 聆听指南

12.00 noon 45分钟午餐

12.45 pm  - 1.45 pm
练习和表现

角色扮演 课堂辩论 小组报告

1.45 pm 15分钟课间休息 15分钟课间休息

2.00 pm  - 3.00 pm
专题学习

澳大利亚研究 学术内容的计算机课程 学术内容的计算机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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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学院学术级别
英语水平 CEFR 估计所需周数* 相当于雅思* 学校年级

初中级 A2+ 6 - 8周 3.5

中级1 B1 12周 4.0 7/8/9年级

中级2 B1+ 6 - 8周 5.0

中高级 B2 6 - 8周 5.5 10/11/12年级

初高级 B2+ 6 - 8周 6.0 本科

高级 C1 6 - 8周 6.5 研究生

进入西澳大利亚中学的英语要求

iPEPT=凤凰学院在线测试

CEFR=欧洲共同语言参考标准

凤凰学院学期
2018 2019 2020

开始 结束 周 开始 结束 周 开始 结束 周

第一学期 1月2日 4月27日 17 2月4日 4月26日 17 2月3日 4月27日 17

第二学期 4月30日 7月13日 11 4月29日 7月19日 11 4月28日 7月19日 11

第三学期 7月16日 10月5日 11 7月22日 10月10日 11 7月20日 10月11日 11

第四学期 10月8日 2月1日 17 10月14日 2月2日 17 10月12日 1月31日 17

注：

学生至少完成一个学期的学习

学生可以在任一周一开始，但需要在

一个结束日期结束。



Niko是2010届我们

中学预备班的明星学

生。毕业后，Niko进

入西澳大学学习神经

科学，而后在科廷大

学学习职能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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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入学要求：
所有中学生需要证明他们目前的英语水平(如剑桥英语的‘O’级或者‘A’级；雅思；托福等)。或者学生需要完成iPEPT（凤凰学

院在线测试）英语评估，这可以通过凤凰学院或选定的教育中介来提供。

所有已完成凤凰学院英语课程的学生（包括直接入读生），必须达到“凤凰学院学术水平”图表所规定的英语水平。

学生在进入中学或者小学的学术课程之前，通常需要完成至少一个学期的学习。

凤凰学院在线测试（iPEPT）
凤凰学院在线测试（iPEPT）是一种创新的采用在线方式的测试，它测量语法、词汇、写作、阅读和听力。 

    测试结果在48小时内得出。

    给出了相对应的雅思、托福、CEFR等准确的英语水平。

    估计进入主课学校需要多少周的英语学习。

www.phoenix.wa.edu.au   |   info@phoenix.wa.edu.au   |   T: + (618) 9235 6000   Cricos Provider Code: 00066D

First name :     Date of Birth :  

Surname :   Nationality :    

Highest Education Level :  

Notes:

iPEPT Report 

iPEPT Results

Current English level :   

Desired pathway / level required :   

Recommendations
& Summary

:   

Component Speaking Writing Grammar/ 
Vocabulary

Reading Listening Overall Grade

CEFR Result

Level Descriptor (See over for full table)

Levels:
CEFR / Approx IELTS Equivalent

CEFR Level Descriptors  
(Common European Framework of Reference for Languages: global scale)

Note: 

N/A - denotes not applicable.
Incomplete - denotes the component was not attempted.
NC - denotes sufficient language  grade.
Overall grade will not be given unless all components are attempted. 

5. CEFR/ IELTS equivalencies based on CEFR published equivalencies.
6. These approximate IELTS scores are only estimates and do not represent true IELTS results which can only 

be ascertained and awarded as a result of a student undertaking an IELTS test (academic module) at an 
official IELTS test centre.

7. Progress - The anticipated weeks of study at an ESL level (will vary depending on individual circumstances, 
eg. commencing language level; home environment; commitment to learning; age and cultural 
differences).

PEPT - Phoenix English Proficiency Test
CEFR - Common European Framework of Reference: Global Scale

Student details

Assessor’s signature: Date:

Linh Nhi

DUONG

30/11/2003 

Vietnamese

Year 9

Year 10 - B2

A2+

B2

28 - 32 weeks. Must work on writing in particular.

N/A A2 A2+ B1 A2+ A2+

CEFR A2 / IELTS 3.0

CEFR A2+ / IELTS 3.5

Can understand sentences and frequently used expressions related to areas of most immediate relevance (e.g. very basic 
personal and family information, shopping, local geography, employment). Can communicate in simple and routine tasks 
requiring a simple and direct exchange of information on familiar and routine matters. Can describe in simple terms aspects of 
his/her background, immediate environment and matters in areas of immediate ne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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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预备课程

时长: 2至48周

小时/星期: 23小时面对面授课时间

开学时间: 任一周一

班级大小: 平均15人/班级

年龄: 11岁到17岁

住宿: • 寄宿家庭(视情况而定)
• Beatty 小屋(家长陪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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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定位
• 了解学生和家庭的想法以便找到学生合适的学校。

• 凤凰学院在收到学生的学术成绩单后向首选学校递交申请。

• 给学生发录取通知。

• 每十二周和课程结束时间向家庭和学校发送英语进度报告。

• 在进入中学教育的时，凤凰学院帮助学生安排参观学校，与校长见面并帮助其挑选科目、购买教科书和校服。

西澳大利亚部分中学
私立男校
Wesley学校
Scotch 学校
Christ Church 文法 学校
Hale 学校

私立女校
Methodist女子学校

Presbyterian女子学校

Perth学校

Penhros学校

私立学校（男女混校）
Aranmore Catholic学校

Kennedy Baptist学校

Kingsway Christian学校

St Andrew’s 文法学校

公立学校
Mt Lawley中学

Carine中学

Thornlie 中学

Canning 学校

凤凰学院教务主任

Jessica Gorman女士

已经管理凤凰学院的所有中学

课程超过20多年。在推荐合适

学校方面，Jessica的经验和建

议对于学生和家庭取得好的成

果是至关重要的。

• 中学交换生项目可按要求安排。具体请与教务主任联系。

联系Jessica
admissions@phoenix.wa.edu.au



住宿
当学生参加中学预备课程的英语学习时，凤凰学院为他们准
备精心挑选的澳大利亚寄宿家庭。当学生进入中学教育时，
学校通常会找一个新的家庭。

我们强烈推荐寄宿家庭。因为学生与澳大利亚家庭生活在一
起，沉浸在英语语言和文化中，将极大地促进他们的英语发
展。

所有的寄宿家庭都由凤凰学院认证：
  由凤凰学院的工作人员亲自检查
  有效的从事与儿童相关工作或照顾儿童的许可

（WWC）
  有效的无犯罪记录证明（NPC）

监护人
18岁以下的学生必须与经批准的监护人一起生活。

在凤凰学院学习期间，学院将与寄宿家庭一起担任学生的监
护人职责，然而，一旦学生进入主流教育，必须指定一名新
的监护人。如果学生在珀斯没有朋友或亲戚愿意担任监护
人，凤凰学院或中学可以为学生指定监护人。

寄宿家庭 凤凰学院以其全面的服务而著称，尤其是对于年轻的学生。
凤凰学院可以帮助中学生的安置、监护、住宿、学生的福
利咨询、指导，甚至在设立银行帐户方面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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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澳大利亚部分中学
私立男校
Wesley学校
Scotch 学校
Christ Church 文法 学校
Hale 学校

私立女校
Methodist女子学校

Presbyterian女子学校

Perth学校

Penhros学校

私立学校（男女混校）
Aranmore Catholic学校

Kennedy Baptist学校

Kingsway Christian学校

St Andrew’s 文法学校

公立学校
Mt Lawley中学

Carine中学

Thornlie 中学

Canning 学校

www.phoenix.wa.edu.au/accommodation



游学

游学是一种将英语强化和观光结合起来很好的方式。我们

为中学、学院、大学、企业客户和代理商提供全套服务。

可根据需求提供报价和模板。

• 全年提供。

• 适用于所有年龄层，从少年到老年人。

• 各种各样的活动和远足。

• 住宿选择——家庭寄宿和学校宿舍或带有服务公寓。

• 项目的所有方面都是内部组织并带有24小时紧急支援

服务。

• 上午学习英语，下午娱乐活动。

• 各种各样的饮食选择，以符合所有口味和预算。

• 所有寄宿家庭都由凤凰学院认证：

  由凤凰学院的工作人员亲自检查和认证。

  有效的从事与儿童相关工作或照顾儿童的许可

（WWC）

  有效的无犯罪记录证明（NPC）

为您量身定做的课程以适应您的需要。

• 标准半天英语和半天活动或者全天英语课。

• 在西澳大利亚的任何一所大学体验氛围。

• 体验知名中学的氛围。

• 以西方礼仪为主题的旅游。

• 体育活动之旅。

• 农场体验。

• 领导力之旅。

• 科学与技术。

• 专业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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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制游学时间表样本

星期天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第1天

第8天

第2天

第9天

第3天

第10天

第4天

第11天

第5天

第12天

第6天

第13天

第7天

第14天

 上午： 
英语课堂

学习货币和黄金有关的
英语。了解珀斯的淘金

历史。

下午：
金币厂和伊丽莎白码头

金币厂向您展示制作黄
金的过程。参观珀斯新
造价3亿澳元伊丽莎白
码头后结束下午行程。

 上午： 
英语课堂

卡弗沙姆野生动物园

下午：
到天鹅谷旅游 

卡弗沙姆野生动物园是
澳大利亚本土动物的家
园；红袋鼠、袋熊和考
拉。还参观著名的巧克

力工厂。

 上午： 
英语课堂

为进入澳洲大学的大
学英语。

下午：
西澳大学校园参观

参观澳洲顶尖大学之
一，西澳大学，是著

名的八大之一。

 上午： 
英语课堂

了解澳大利亚的海洋
生命。

下午：
AQWA水底世界 

（西澳大利亚水族馆）
西澳大利亚水族馆比你
平时去的地方更接近大
自然。享受仅离鲨鱼、
魟鱼和鳗鱼几英寸距离

的刺激。

 上午： 
英语课堂

餐桌礼仪及如何读懂
菜单。

下午：
西方礼仪

甜品制作课程
跟西方友人学习餐桌
礼仪，并且学习如
何制作传统的西方

糕点。

 上午： 
英语课堂

为学生进入澳大利亚
学校做准备。

下午：
中学侵泡式体验

参观珀斯最顶尖的中
学之一。结交澳大利
亚朋友，去澳大利亚
一所中学上一堂本

地课。

上午： 
欢迎到凤凰学院/入学

测试 

下午：
城市游览 

搭乘公共交通在城市里
进行简短的观光，解决
学生的需求包括货币

兑换。 
国王公园烧烤 

在国王公园享受传统的
澳大利亚式烧烤，欣赏
城市和天鹅谷的景色 

 上午： 
英语课堂

了解珀斯，这里拥有世
界上最好的沙滩之一。

下午：
冒险世界

这是珀斯最好玩的水上
游乐场之一。和朋友骑
车旅行，一起度过美好
时光。需要帽子、沙滩

巾和泳装。

 上午： 
英语课堂

澳大利亚土著文化。

下午：
土著文化——学习怎样
演奏Didgeridoo乐器
学习Didgeridoo乐器
的历史和文化。上一堂
讲座并学习怎么演奏这

美妙的乐器。

 上午： 
英语课堂

演讲汇报及最后收尾

下午：
毕业典礼及披萨午餐
在毕业典礼上给学生
们颁发证书和做教师
报告，然后吃披萨

午餐。

航班抵达

欢迎到珀斯

在凤凰学院
与住家见面

班伯利海豚中心
借此机会与海豚一起
潜水和游泳，或者在
中心与海豚互动，在
那里你可以站在浅
水中，靠近一些海

豚，他们经常去这个
区域。

天鹅谷游船

乘坐2到3人的双体
船在天鹅谷上享受
航海的乐趣。这是
一个非常有趣和安

全的活动。

前往机场离境 

马上联系我们并定制专属您的旅程吧： 

tours@phoenix.wa.edu.au

在农场过夜体验丛林
生活

在澳洲内陆的一个真正
运营农场里体验生活，
享受野外生态的探险旅
程。这是一次澳洲内陆
地区令人难忘的户外探
险；在真正的澳大利亚
早茶或下午茶期间，乘
坐拖车、投掷回力镖

Boomerang、划独木
舟、享受比利茶和丹波

面包。

照顾和安全是最重要的…
…这就是为什么凤凰学院30多年来一直

是澳大利亚领先的游学机构之一。



充分利用您的学校假期... 
    将英语学习与美好的澳洲家庭寄宿体验结合起来，或开展一系列有趣的活动。

    利用这个机会与来自世界各地的孩子交朋友

    体验澳大利亚——这里的人们、文化和生活方式、环境和野生动物

英语课程的主要特点：

• 年龄：11-17岁。

• 提供初级至高级水平。

• 较低水平级别将注重口语技能的流利程度。

• 较高层次级别注重准确性、词汇量范围、复杂的语法结构。

• 互动、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风格。

• 高水平教师。

• 使用最新技术。

中学假期课程

费用包括： 
（取决于所选择的组合课程）

    报名费

    英语学费

    免费借书

    住宿家庭费用

    机场接送

    两天半（3小时）活动每周

    令人激动的和有教育意义

的远足旅行，比如

• 攀岩
• 博物馆/艺术馆
• 十瓶式保龄球
• 珀斯动物园
• 卡弗沙姆野生动植物公园
• AQWA (西澳大利亚水
族馆)

• 科技馆
• 珀斯金币厂
• 弗里曼特尔市场

中学假期课程（样本）
组合选择（最长8周）
选择1：英语+寄宿家庭+娱乐活动
费用包括报名费、学费、机场接送、寄宿家庭和两天半的活动（3小时）每周

选择2：英语+娱乐活动（无寄宿家庭）
费用包括报名费、学费、机场接送、和两天半的活动（3小时）每周

选择3：英语+寄宿家庭（无活动）
费用包括报名费、学费、机场接送、寄宿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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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儿英语课程的主要内容：
课程长度： 2至48周

小时/周： 23小时面对面

开课时间： 每周一开始

班级大小： 平均15名学生/班

年龄： 6至11周岁

住宿 • 住宿家庭（取决于实际情况）
• Beatty小屋（由父母陪同）

特殊要求 • 学生必须由家长或家长指定的监护人陪
同下往返学校，或由寄宿家庭并提供日
常交通服务。

少儿英语

凤凰学院为少儿学习者准备的英语课程
这是专为6-11岁少年学生设计的独特课程，无论是为儿童准备进入小学三至六年级的途径，还是短期假期计划。没有什么比这有趣的、年龄合适的课

程更好的方法来向您的孩子介绍英语。凤凰学院提供了一个完美的学习环境，课程中充满了交际和互动学习。在我们安全友好的校园里，每个班级都

有一批来自世界各地的儿童，都是由我们富有经验的、针对少年学习者的专业教师教授的。

    灵活的开课日期和课程周期。

    针对少儿学习者的专业英语教师。

    为小学入学而设计

    创意活动、歌曲、音乐、戏剧和烹饪都是我们项目互动的一部分。 

    每周进度反馈和6份周报告。

    监护人/家长可以以特殊的价格参加我们的成人英语课。

6到11岁年龄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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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有电子黑板的现代化教室和免费的
无线网络覆盖整个校园。

来自30多个国家的学生组成一个多民
族混合体。

欢迎来到凤凰学院！您的学习和生活经历的每一个方面对我们都很重要，所以我们
设计了一个校园体验来确保您最大可能达到您目标。

独特、美丽的花园校园——这是一个结交来自世界各地新朋友的最佳地方。非常友好和热情的
教职工，一直秉承我们过去30年的格言“我们关心”。



珀斯是西澳大利亚州的首府。它是一个国际
都会，一直被评为世界上最适合居住的城市
之一。

 安全的学习环境

 国际学生享有所有公共交通40%——45%折扣

 世界一流的体育设施

 多样化的餐厅，反映了珀斯的多元文化氛围

 兼职工作的机会

 市中心的免费公共汽车

 众多的公园和湿地，包括著名的国王公园

 风景如画的天鹅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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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印度

马来西亚

新加坡

珀斯，西澳大利亚

珀斯一直是世界十大宜居城市之一
（2015-2017年全球宜居性排名）

越南

印度尼西亚

东八区

和亚洲一样的时区！



facebook.com/PhoenixAcademy.PerthWA

youtube.com/user/PhoenixAcademyWA

twitter.com/phoenixAcademy

凤凰学院CRICOS教育机构注册代码: 00066D   KEYSEQ私人有限公司   注册商标PHOENIX ACADEMY   营业执照 45 009 405 298.

PHOENIX
Academy

www.phoenix.wa.edu.au

223 Vincent Street，西珀斯6005
珀斯，西澳大利亚
电话：+ (61 8) 9235 6000
传真：+ (61 8) 9235 6005
电邮：info@phoenix.wa.edu.au

“珀斯，连续被评为最合适人类居住的城市排名前10”
 （2015-2017年全球宜居性排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