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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創立於 1959 年的伊拉瓦拉文法學校 (TIGS)，位於雪
梨以南大約 70km 之新南威爾斯州東岸的沃隆岡市，是
一所男女同校的獨立聖公會日校。

TIGS 是一個充滿活力的教育中心，鼓勵所有學生追求有能力達成之最高的

學術成就、個人成就和成就感。我們的目標是鼓勵獨立思想和認真學習、高

水準的個人表現與責任感、領導和與他人合作的能力，以及培養個人才能和

興趣。 

我們相信 TIGS 是一個重視高標準、努力、冒險精神以及關懷他人，快樂與

正面的場所。我們以基督教的世界觀經營學校，但是不排斥學生研讀眾多的

當代哲學。

本校聘請高素質的大學學歷教師、將廣泛的最新技術整合至課程中，並設有

資源充足的教室和實驗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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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沃隆岡
沃隆岡是澳洲最宜居的衛星城市之一。

沃隆岡是新南威爾斯州的第三大城市，澳洲的第十大城市。沃隆岡位於狹窄

的沿海地帶，擁有超過 300,000 位居民、美麗的景觀以及澳洲頂尖大學之

一的沃隆岡大學。

沃隆岡是伊拉瓦拉地區的核心，擁有從雨林到壯觀的斷崖和未遭到破壞的海

灘等，宏偉的自然環境。

沃隆岡擁有溫暖、和煦的沿海氣候，冬季溫度平均為 17 度，海風徐徐的夏

季溫度平均為 27 度。大多數降雨是發生在二月和六月之間。

主要的經濟領域，包括製造、教育、科技、研發、採煤、零售服務、旅遊、

港口活動、衛生和社區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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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學生計畫 
伊拉瓦拉文法學校歡迎希望在澳洲留學的外國學生申請。

伊拉瓦拉文法學校始終擁有良好校譽，是希望為

孩子提供最佳教育之當地和外國家長的首選。

TIGS 世界級教育著重於學術卓越，並採取以視覺

和表演藝術、語言（歐洲及亞洲）與科技為重要

組成部分的多面向文化方法。

每一年 TIGS 的畢業生都能順利進入大學和第三

期課程。

TIGS 鼓勵國際學生參與活躍的學生團體，並居住

在友善、充滿關愛的寄宿家庭環境中，接觸和瞭

解澳洲、其文化與人民。

本校的優點之一是為每一位學生提供個人照顧。

我們盡一切努力確保國際學生成為學校社區的一

部分，並立即融入澳洲學生。

某些人可能難以適應澳洲的生活，因此我們與學

生密切合作，確保盡可能正面、有益地度過他們

的過渡期以及與我們共度的時間。

我們仔細監督學生的福祉，確保安全、愉悅的學

校環境。所有教職員皆已接受訓練，並致力於最

大化每一位學生的個人成長，鼓勵他們為學校和

廣大社區帶來持續的正面貢獻。

本校採取共融的招生政策，歡迎來自任何信仰和

教派的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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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成就

我們的計畫是設計為鼓勵所有人依據個人興趣，

追求最高成就。因考試成績優異而享有悠久校譽

的TIGS，提供一流的教學和最先進的設施，。

伊拉瓦拉文法學校是一所國際文憑 (IB) 世界學

校，在初級小學中提供從幼兒園到 6 年級的小學

課程 (PYP)。中學的7 到 10 年級是修習 NSW 政

府課程，並為 11 和 12 年級提供 NSW 高中證書

課程。

我們的教學人員皆為敬業、關心學生及經驗豐富

的專業人士，可以提供個人化的支持與挑戰，協

助學生在課程中取得明顯進步。我們整體學術理

念的核心為深厚、有效的師生關係。

課堂井然有序、互動良好，全校充滿熱烈參與和

熱衷學習的氛圍。我們盡量將班級規模保持於最

小程度，以確保為個人化、互動、提問和回饋之

課程提供足夠的空間。

在課程中普遍提供探究式學習的機會，因為我們

希望能為學生提供成為終身學習者，並為社區和

整個社會帶來有意義之貢獻需要的學習傾向。

TIGS透過鼓勵學生提出疑問、批判性反思、培養研究技能與制定有效率的學
習策略，以及參與社區服務，培養積極的學習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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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TIGS 學英語
伊拉瓦拉文法學校為高中學齡國際學生提供英語教學。

本校之英語中心提供的高品質英語課程，可以協

助學生為高中做好準備。 

該英語中心位於 TIGS 校園內，學生可以全面使

用所有的 TIGS 設施和支援服務。

高中英語準備課程係教授學生在伊拉瓦拉文法學

校高中順利求學需要的英語與學術技能。

課程結合了密集英語學習與特定之澳洲高中學科

的英語。時間分配著重於澳洲的學習方法和技

巧。

在英語中心學習時，學生與TIGS 學生融為一體，

並同參與學校之學術、文化、體育和社交生活的

活動。在適當的情況下，為學生安排主流數學課

程。此種互動可以增加信心，並協助學生適應學

校生活。

課程亦包括在圖書館學習、電腦和網際網路技

能、專案作業、自我學習和校外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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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課程
ELICOS — 高中準備英語
持續時間：10-30 週

等級：初級至中高級

時數：每週 26.5（課程代碼 059794G）

小學
幼兒園到 6 年級

持續時間：7 年

（課程代碼 041427M）

中學
7 到 10 年級

持續時間：4 年

（課程代碼 041428K）

高中
11 和 12 年級

持續時間：2 年

（課程代碼 041429J）

英語能力要求
國際學生應透過澳洲教育評估服務 (AEAS) 完成英語和
能力測驗。

在有需要時，將可為申請人提供在學校之英語中心修習 ELICOS 的機會，直

至達到學校規定的英語水準。希望進入 7 到 10 年級的學生必須達到至少 

5.0 的 IELTS（學術）成績或同等成績。希望進入 11 和 12 年級的學生必

須達到至少 5.5 的 IELTS（學術）成績或同等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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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外寄宿家庭
寄宿家庭為學生提供在安全、友善及充滿關愛之「另一
個家」環境中，體驗澳洲生活方式與文化的難得機會，
以及在現實生活情況下練習英語的機會。

國際學生是寄宿在經過仔細挑選的 TIGS 家庭或當地的社區家庭。這些家庭

的信譽良好，並提供優質的住宿。

所有家庭都會接受定期保險和警方檢查，為學生提供安全及充滿關愛的環

境。我們在接受所有家庭成為寄宿家庭之前，都會事先與持續拜訪及檢查其

住家，以維持高標準。寄宿家庭協調員可以處理任何可能會發生的問題。所

有寄宿家庭地點都會提供接送服務。

可以為未與父母／監護人或指定親戚同住於澳洲的未滿 18 歲學生提供監

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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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外計畫
伊拉瓦拉文法學校的課外計畫，讓學生有機會在課堂以
外獲得寶貴的經驗，以提高其學術成就，並為未來的成
功奠定基礎。

計畫的範圍與多樣性，已反映出本校為每一個學生的學術、心靈、身體、美

學、文化、社會和情感發展提供全面性方法的宗旨。我們鼓勵學生把握提供

的機會，充分發揮獨特的天賦和才能。

本校提供各種活動，包括體育、社區服務、視覺和表演藝術、學術挑戰、語

言與文化社團、西洋棋、戶外教育及海外旅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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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入學
1.填寫線上申請入學表：  

https://enrol.tigs.nsw.edu.au/enrolment-form/start

在申請時，應一併提交下列文件：

• 兩 (2) 份申請人最近的成績單影本

• 申請人的出生證明或護照影本

• 英語測驗成績的影本

• 申請人目前就讀學校之校長的推薦信（若方便取得）

• 申請費（不可退款）

2.申請成功者將會收到錄取通知書。想要獲得伊拉瓦拉

文法學校錄取，必須寄送下列項目至學校：

• 支付錄取通知書中要求的費用

• 已簽名的錄取接受回函

學校在收到上述項目之後，將會發出電子入學確認書 

(eCoE)。應使用學校的正式錄取通知書以及入學確認書

申請學生簽證。

若有疑問時，請聯絡：

Registrar 
The Illawarra Grammar School 
PO Box 225 
FIGTREE NSW 2525 
AUSTRALIA

T: (612) 4220 0260  
E: international@tigs.nsw.edu.au

若需要更多資訊，請造訪：

tigs.international 
facebook.com/TIGSInternational 
www.tigs.nsw.edu.au

mailto:https://enrol.tigs.nsw.edu.au/enrolment-form/start%0D?subject=
mailto:international%40tigs.nsw.edu.au?subject=
http://www.tigs.nsw.edu.au


PO Box 225, Figtree NSW Australia 2525  
Western Avenue, Wollongong

T: +61 2 4220 0200 | F: +61 2 4220 0201 
E: international@tigs.nsw.edu.au 

tigs.international 
facebook.com/TIGSInternational 
www.tigs.nsw.edu.au

CRICOS Provider Code: 02300E
Scan here  

for more inform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