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Ria Gulshan
我在上10年级时学校推荐我去一所会计师事务所体验工作经
验。那是我第一次接触到会计这一行业。我从中了解到一名会
计居然可以有能力改变公司的经济状况并且也深刻体会到作为
一名会计的重要性。我在VCE时选择了会计之一学科。我甚是
喜欢。我学习到了很多小型企业运作的流程与处理金钱的方
法。通过学习，我个人生活中的理财方面也有了很大的变化。
我会开始了解自己银行账户的利率与收费标准，然后尝试进行
沟通。我在学校学到的知识全部可以用于我平时的生活，我感
到很开心。

Chloe Wakeling-Dole
我个人认为学习生物学是对生命科学的一种探索。把人体视为
一个整体并从细胞的角度去了解它。在学校，我们还会在生物
实验室中做很多有趣的活动与各式各样的实验。很多学习过的
知识与技能我都可以在学校以外的活动与生活中灵活运用。这
是我整个VCE最喜欢的一门课程。我强烈推荐给所有人。

我校VCE学生共享学习经验与感言
Kash Gaitely
我认为化学是人类了解宇宙的必要学习关键。从火箭是如何复杂
错综的推进宇宙？到为什么盐会在水中融化？我特别享受从学习
化学中寻找答案。

Amrit Sekhon
乍看之下经济学并没有和我们的日常生活有很大的关系。但其
实，他对我们的生活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只要开始学习了经济
学，生活中有很多实事你会发现其实都有很多关联。我在学校会
把很多理论概念方面的知识用于去了解真实发生过的案例或者在
目前世界上正在发生的问题。

Joel Laycock
今年的英语课程一直都很繁忙，不过对我来说，我前些年在学校
所学到的技能与正确的学习方法让我能够轻松安排课业进度。在
校所选读的书籍我都很喜欢，而且我身边的导师都很知识渊博并
且总是愿意与我分享他们的看法与观点，让我大开眼界。我建议
每位学习英语课程的学生都不断练习语言写作分析方法并且多加
练习不同文章的创作。我校的老师们会很高兴帮助你达到你英语
水平的最佳状态。

Siahn Fraser
我认为地理学是一个令人兴奋的科目。你可以从中学习并且洞察
整个地球是如何在运作。在日新月异的世界中，地理学可让你研
究宝贵的过去、现在、甚至预测未来。这些知识让我体会到我们
所居住的环境与整个世界是多么的重要。

Zoja Kovacs
法律研究将会是你在整个VCE学习过程中最有价值并且最享受的
科目。它不单锻炼你的口语，还让你的书面沟通技巧准备充分。
你会学习到各种法律规章制度；了解到个国家与英联邦如何运
作；你还会深入的了解维多利亚州的法院层次结构，如何在法庭
上表达你的意见并让你的意见被通过，如何向议会上诉等实际操
作。你还有机会去参观维多利亚时代的最高法院与县法院。

James Hicks
产品设计与科技是我永远也不会忘记的宝贵学习经历。完成一整
部设计作品，从草图、修改、制作到完成成品并且在校内与校外
解说和展出作品是完全不同于其他科目的学习过程。经过一整年
的学习，我已经了解到在高中毕业后自己的未来目标是什么并如
何去努力争取。

Noah Kent
心理学会帮助我们了解自我与他人的想法与感受。这门独特的学
科让我学习到人类的大脑是错综复杂平且与人类自身行动与盘款
有着不可缺少的关联。
Lauren Rankin
工作室艺术使我能够谈岁自己的想法并通过视觉语言明确的表达
出来。每一部作品都是自己私人的写照，需要反复斟酌并用较长
时间来完成，但每次完成的作品都会给我带来无际地满足感与优
越感。在学习工作室艺术的过程中，你会有机会使用不同的材料
并且实践不同的风格与技巧来不断的完善自己的风格。

Dylan Girotto and Marcus Neil
视觉平面设计是我们目前觉得最棒的科目。它不但让我们开始欣
赏身边的设计作品，还让我们更深入的了解设计师是如何得到启
发并完成作品的。如果你是对设计感兴趣的人，我们两个都强烈
向你推荐在VCE时选择视觉平面设计。以后也会有大量的设计工
作，例如设计，排版，营销，广告设计等。

 
高等院校目的地：
2018届的毕业生在各式各
样的一流大学获得了多种多
样的高等教育机会。学习领
域包括会计、航空、工程、
全球研究、医学、音乐、科
学、拍摄和媒体也只是其中
区区几个。这张图表显示我
们的学生将在哪些大学修读
他们的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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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多利亚教育证书（VCE）概述
维多利亚州教育证书（VCE）是给予在维多利亚州圆满完成中等
教育学生的资格证书。要圆满完成中等教育，学生必须认真考虑
在高中选择学习的科目以免无法满足大学本科的录取要求。在维
多利亚州就读的学生必须完成至少16个单元的学习，其中至少包
括3个单元以及英语学习组中的第三与第四单元科目。

VCE中的第一单元与第二单元是为11年级学生所准备，有时因特
殊情况，10年级的学生也可提前选修VCE第一与第二单元。VCE
中的第三单元与第四单元是为12年级学生所准备，有时因特殊情
况，11 年级的学生也可提前选修VCE第三与第四单元。第三与第
四单元的学习必须排在第一与第二单元学习完成之后。在VCE学
习的两到三年中，很多学生也会学到22个至24个单元。以下为
举例说明：

- 10年级选择两个VCE单元

- 11年级选择12个VCE单元

- 2年级选择10个VCE单元

关于每个VCE单元学习详情可在维多利亚州课程安排与评估机构
网站(VCAA)上查询 
www.vcaa.vic.edu.au.

澳大利亚成绩排名（ATAR） 
会按以下方式计算

1. 维多利亚州课程评估机构将会以50分为满分来计算每个第
三与四单元的成绩。

2. 维多利亚州高等教育招生中心（VTAC）将对学生成绩进行比例
调整。英语成绩与另外三项科 目的分数将被称为主成绩并被调整。
其余两科成绩在被调整后，其中十分之一的分数会被加 入到主成绩
中，最后得出合计分数。

3. 全国学生的个人合计分数将会被从高到低进行排列，之后得出
ATAR总分。最高可得ATAR总 分为99.95。这说明学生的总分是占
全国比例的百分之0.05.

分数比例调整：维多利亚州高等教育招生中心 (VTAC) 负责对考试分数
进行调整，以便之后 进行高等教育选拔。这样做将使所有考试分数符
合高等教育入学分数标准并列入澳大利亚高等教育入 
学排名（ATAR）。
 



十年级
主科
英语
地理
历史
健康与体能教育**
数学
体育*
化学

副科
美术*
美术与设计**
中文
商学**
电脑
戏剧**
法语
全球公民权*
健康与饮食研究*
音乐**
产品设计与科技**

VCE学科第一与第二单元
会计
商业管理
电脑
饮食研究*
地理
健康与人类发展
法律研究
文学*
多媒体
音乐演奏
体育**
产品设计与科技**
心理学
工作室艺术*
戏剧研究

十一年级
主科
英语
文学*
英语语言**

VCE选修科目 – 五项
会计
美术*
澳大利亚与全球政治*
生物
商业管理
化学
电脑
经济学**
饮食研究*
地理
健康与人类发展
历史-21世纪
语言：中文
语言：法语
法律研究
文学
数学
- 普通数学
- 数学方法
- 高等数学
多媒体
音乐演奏
体育
物理
产品设计与科技**
心理学
工作室艺术*
戏剧研究
艺术平面设计**

VCE学科第三与第四单元
个别学生满足条件允许学习以下科目：
会计
生物*
商业管理
电脑*
地理*
健康与人类发展
法律研究*
数学方法*
音乐演奏*
体育**
心理学
产品设计与科技**
工作室艺术*
戏剧研究*

十二年级
主科
英语
文学*
英语语言**

VCE选修科目 – 四项
会计
生物
商业管理
化学
电脑 – 信息学
经济学**
地理
健康与人类发展
历史 – 革命
语言：中文第二语言
语言：中文第一语言
语言：法语
法律研究
文学*
数学
- 深入数学
- 数学方法
- 高等数学
多媒体**
音乐演奏
体育
物理
产品设计与科技**
心理学
工作室艺术*
戏剧研究*
艺术平面设计**

 各学科会在女校与男校同时开设，除非标有以下内容
    一颗 ‘*‘ 代表在2019年，此科目在此年级只在女校开设。
    两颗 ‘**‘ 代表在2019年，此科目在此年级只在男校开设。 

 2019年 我校十年级到十二年级课程开设一览

St Margaret’s and Berwick Grammar School

女子高中部 男子高中部

年 VCE状元

CRICOS 00344J

在圣玛格丽特和伯威克文法学校，我们努力做最好的自己，现在和将来，为了让全人类和地球变得更好。2018

届的学生努力在课堂内外都做到最好。他们进行体育运动、乐器演奏、辩论，努力展示自我和他人的领导能力。

最重要的是，我们的高年级学生一直努力成为年轻学生的好榜样和广大社区的好公民。我们为我们所有的学生感

到骄傲，我们祝愿他们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通过锻炼，能拥有做正直的人的勇气、拥有最好的品格和对他人的

尊重，表现出对知识和学习的好奇心，明智而富有同情心地与他人和地球一起生活。

• 22%的学生获得了95分以上的ATAR成绩，排名全国前5%。

• 46%的学生获得了85分以上的ATAR成绩，排名全国前15%

• 54%的学生获得了80分以上的ATAR成绩，排名全国前20%

• 中值ATAR 83分

• 获得了历史革命与计算信息学50分的满分成绩

• 8.6%的年级获得了 95分以上的ATAR成绩，排名全国前5%

• 34.7%的年级获得了 85分以上的ATAR成绩，排名全国前15%

• 52%的学生获得了80分以上的ATAR成绩， 排名全国前20%

• 中值ATAR 80.4分

在伯威克文法学校就读期间，Pamod

表现优秀，这使他在繁忙的日程中茁

壮成长。他对经济学、数学方法十分

感兴趣，对专业数学的研究也十分有

热情。

在我校VCE课程结束后的表彰大会

中，Pamod被评为VCE经济学、数学

Pamod Suriyage
Jayarupi Pahala Vithana是圣玛格

丽特学校成绩最优的学生之一, ATAR

得分99.35分。Jayarupi广泛参与学

校社区和其他活动，其间她担任了

2018年学校的联合学生主席。

同时，她也是积极参与广泛的学院活

动，如学院辩论，游泳，田径，冬季和

Jayarupi Pahala Vithana

方法和专业数学学科的最高分学生。Pamod的老师们对他的表

现十分肯定，同学和家长也为他取得的突出成绩感到骄傲，他

成熟的观点，谦虚的品质，都将对他未来大学和工作的成功有

所帮助。

Pamod积极投身于在学校的活动中，他积极参与学院的体育生

活，他擅长板球、足球和游泳团。Pamod在课外活动中表现出

的热情和努力同样值得大家的学习和肯定。

夏季团队运动和长跑等。Jayarupi是维多利亚辩论队辩手协会

的队员，并从8年级到12年级代表学校参加辩论比赛。

她曾多次获得VCE优秀学术奖和学术色彩奖，莫纳什优秀

奖。2018年，她还获得了Rosanove英语优秀奖和VCE法语、历

史革命和文学学科奖。

Jayarupi在2017年努力完成了她在化学、法语、历史革命、文

学、专业数学和数学方法学科的VCE学习。她的努力和成就值得

祝贺，我们祝愿她今后在所选择的法律领域学习中一切顺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