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micitia 
Et Doctrina

Friendship and
Learning

澳洲沙夫斯頓國際學院



2 3

Choosing the right college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decisions you 
will ever make, because your time 
as a student should be one of the 
most exciting periods of your life.

Shafston was founded in 1996 and 
has continued to make a unique 
and substantial contribution as 
a vibrant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provider with active and 
enthusiastic students and faculty. 
In choosing Shafston you will join 
a celebrated alumni who have 
studied successfully here over the 
past twenty-four years.

In 2019, Shafston was recognised as 
one of the top ten language schools 

in the world. Our dedication to 
teaching and learning, gives you 
the ideal platform to succeed at 
Shafston and beyond.

As one of Australia’s leading ELICOS 
providers, Shafston is renowned 
for delivering quality education to 
international students. Our success 
is driven by our ability to nurture 
students’ individual qualities and 
challenge them to achieve their 
highest standards.

As proud as we are of our ability to 
educate the mind, we are equally 
proud of our ability to nurture 
our student’s individual qualities. 
Preparing students for meaningful 

and purposeful lives is at the core 
of Shafston’s mission.

We believe that all students should 
be challenged to achieve their 
highest standards. This can only 
be attained through our sustained 
focus on the quality of our courses. 
Our dedicated teachers and 
support staff ensure that the 
College is a safe, happy and caring 
environment for all.

We look forward to seeing you 
soon at Shafston.

The Executive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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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選擇
沙夫斯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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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設施 生活開銷

公車
10 分鐘到市區及中國城

渡輪

15 分鐘到市中心

腳踏車

20 分鐘到市中心

公共交通

可容納超過
1000個學生

擁有大草地及河景的校園 2個校內宿舍 空調教室

免費無線網路 圖書館 校內學生餐廳 桌球及液晶大電視

自動販賣機 活動中心 休閒空間

膳食

平均$120 - 200/週

交通

平均$30-$50/週

電話及網路

平均$5-$10/週學習室及電腦室

沙夫斯頓校園



南岸公園

布里斯本市區

袋鼠角

Mowbray Park 
CityCat 渡輪站

Dockside 
免費渡輪站

超市及小型商圈

UniLodge學生宿舍

公車站

中國城

Peninsula學生宿舍

沙夫斯頓國際學院

沙夫斯頓校區的周邊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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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D MORE
See all the Activities Calendar at 
shafston.edu/activities/

沙夫斯頓
學生生活

11

http://shafston.edu/activ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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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事實

“Studying General English at 
Shafston has been an awesome 
experience. The teachers are 

super friendly and supportive 
and I have had the opportunity 

to matke friends from diverse 
nationalities. Shafston campus is incredible and 
it has a beautiful view to the Brisbane River.”

Luis Miguel (Portugal) – General English

沙夫斯頓教師等級

READ MORE
See the full list of teachers at 
shafston.edu/all-instructors/

澳洲政府使用1到12的等級來評
定英語教師的經驗和資格。

1=新教師，12=具有高水平資歷
和/或9000小時的面對面教學經
驗的教師。

51% 女性 

49% 男性

學生英文等級
10% 入門級

20% 初級
25% 初中級
 30% 中級
10% 高中級

 5% 高級

國際比例
52.2% 亞洲及南太平洋 

23.5% 歐洲
23.9% 拉丁美洲 
0.3% 中東及非洲

16 24 1996

“I highly recommend Shafston. The 
teachers and their methodology 
and professionalism makes learning 

a new language so much easier. I 
love the campus and the activities 

that the school offers to the students.”

Floriana (Italy) – General English

“Here at Shafston I split my time 
between helping organise the 
Study Tour Program and teaching 

various levels in General English. 
The most rewarding part of my job is 

meeting so many energetic international 
students while watching them explore Australia and 
develop their language skills and life experience. I 
hope I can continue to help these students with their 
English studies and their lives here in Australia.“

Ben Rooney

“Cambridge is an intensive course 
that has helped me a lot to improve 
my English skills. I decided to study 

at Shafston because I heard excellent 
feedback from my colleagues.”

Claire (Switzerland) – Cambridge, CAE

“I love the IELTS class. All teachers 
are friendly and skillful. They 
have made me feel confident 

with my English skills and also 
have taught me great techniques 

and structure for the exam.”

Suchon (Thailand) – IELTS

“I have been teaching since 
2003 in South Korea and 
Australia. Shafston has a great 

mix of nationalities and a fantastic 
campus that promotes a feeling of 

community. Every day at Shafston brings 
new challenges as each class has a different set of 
characters and learning styles. The students have 
great energy and they give me the inspiration to 
match their energy and to constantly improve. I 
truly couldn’t be happier teaching at Shafston!”

Joseph Rinella

“It’s very rewarding as a teacher 
to see students improve over 
the duration of a course. The 

friendships that develop between 
students from many different 

countries during the course are a positive 
aspect. I think this contributes greatly to their 
English learning and increases their confidence.”

Karl Biggs

“At Shafston, I love being a part 
of the supportive classroom 
atmosphere where students are 

working as a team to achieve a 
common goal. It’s really rewarding to 

see how the students improve and I get to 
share in their excitement as they develop their skills 
and their confidence grows. I also really enjoy getting 
to know the students and learning more about 
their culture and history from their point of view.”

Laura Stock

80%

70%

60%

50%

40%

30%

20%

10%

0%

%
 沙

夫
斯

頓
教

師

2 ~ 4 5 ~ 6 7 ~ 8 9 ~ 10 11 ~ 12

教師簡介我們的學生

最低入學年齡 平均年齡 年成立
教師資歷等級表(1-12)

http://shafston.edu/all-instru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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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ginner 

入門級

Elementary 

初級

Pre- 
Intermediate 

初中級

Intermediate 

中級

Upper 
Intermediate 

高中級

Advanced 

高級

Proficiency 

熟練

1 2 3 4 5 6 7

A1 A2 B1 B2 C1 C2

劍橋英文 
FCE 

劍橋英文 
PET 

劍橋英文 
CAE 

劍橋英文 
CPE 

多益

一般英文課程等級1 – 6

高中預備課程等級1 – 4+

雅思
考試預備課程

雅思
考試預備課程

沙夫斯頓國際學院提供各種英語課程，可針對不同的英文入學水平進行定制。 我們的課程與歐洲共同參考框架(*CEFR)保持一致。 

沙夫斯頓國際學院是註冊的TOEIC考試中心。 TOEIC代表國際交流
英語測驗，是一項國際認可的考試，旨在評估非母語英語使用者的
英語交流能力。
該測試在全球90多個國家/地區進行，每年約有450萬名考生參加測
試。 欲了解更多信息，請訪問：shafston.edu/courses/toeic-
exam-preparation

沙夫斯頓官方英文考試中心

全球對在線考試的需求不斷增長。 劍橋ESOL處於開發和管理電腦考試
的最前沿。 沙夫斯頓劍橋考試中心很榮幸能成為這一全球程序的一部
分。 沙夫斯頓劍橋考試中心（SCEC）與劍橋ESL合作，以反映二十一世
紀市場需求的方式提供這些傳統考試。
沙夫斯頓劍橋考試中心（SCEC）是澳大利亞劍橋ESL的授權考試中心。 
有關更多信息，請訪問：shafston.edu/cambridge-exam-center

READ MORE
Download the Sample Timetable at 

shafston.edu/courses/general-english

課程概述
沙夫斯頓英語水平入學指南

一般英文課程 
CRICOS: 021673G

課程時數:
25小時每週

入學要求：
須參加新生入學測試（可額外參加線上測試）
可接受任何英文水平
（初級–高級）（A1-C1）

課程長度:
2 - 50週

課程內容：
語法，詞彙，閱讀，聽力，口語，寫作

開課日期:
每週一開課

關鍵點：
1 – 6等級（初級[A1] –高級[C1]）
每週課堂進度測試
定期發布進度報告

沙夫斯頓的一般英文課程教導學生日常生活所需的英語。
課程旨在有效地提高溝通技巧、口語、聽力、閱讀、寫作
和語法（核心技能）。我們的教學風格鼓勵學生互動交流
學習，因此學生將有很多機會練習所學的技能。
一般英文課程的早上課集中於核心技能。入門級到初級的
下午課專注於口語，聽力和發音。這些級別的學生將獲得
額外的幫助，以快速有效地提高英文口語和理解能力。初
中級至高級的下午課程包括一系列選修課，使學生能夠專
注於特定的需求領域。在課後時間，學校也有舉辦不同的
課後活動讓學生參加。

時間 一 二 三 四 五

8:30-
10:30 核心技能

10:45 - 
11:45

核心技能

12:45 - 
14:45

下午選修班（週一至週四）

專注於聽和說 

專注於語法和寫作 

專注於劍橋英語

專注於商務英語

每週

進度測試 

http://shafston.edu/courses/toeic-exam-preparation
http://shafston.edu/cambridge-exam-center
http://shafston.edu/courses/general-engl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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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EIC – TEST OF ENGLISH FOR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多益是衡量您的聽力和閱讀技能的標準化考試。 與其他考試不同，多益評估您在商業環境中而不是學術環境中運作的
能力。 測驗包含200個多項選擇題。 一些學生參加多益是因為他們想提高英語水平。 其他學生參加多益是因為他們想
申請需要多益分數的工作。
沙夫斯頓的多益預備課程專門為希望提高多益成績的學生而設計。
在完成多益課程之前，將向學生教授所有策略，並可以參加多益考試。 沙夫斯頓是經過認證的多益考試中心，因此在
沙夫斯頓學習的學生可以享受在校園參加考試的全部好處。

關鍵點：
考試費用（額外）/每週的課堂進度測試/定期
的模擬考試/定期發布進度報告

雅思考試預備班
CRICOS: 070046F
IELTS FOUNDATION & PREPARATION 

沙夫斯頓的雅思考試預備班為計劃參加雅思考試的學生提供介紹和準備。 雅思考試可用於移民和升學目的。
雅思考試準備課程適合中級或以上水平的學生。 
該課程為學生全面準備雅思考試的各個方面–閱讀，寫作，聽力和口語。
基礎課程由十二個單元組成，預備課程由十五個單元組成，每個單元都有特定的功能語法和主題領域。

多益考試預備班
CRICOS: 070042K

READ MORE
Download the Sample Timetable at 

shafston.edu/courses/toeic-exam-preparation

READ MORE
Download the Sample Timetable at 
shafston.edu/courses/ielts-exam-preparation

課程時數:

25小時每週

課程長度
15週

課程內容：
語法，詞彙，閱讀，寫作，聽力，口語
技能發展
雅思考試準備

開課日期:
每週一開課

入學要求：
須參加新生入學測試（可額
外參加線上測試）
中級+（B1 +）

課程時數:

25小時每週

課程長度:

10週

課程內容：
語法，詞彙，閱讀，寫作，聽力，口語
技能發展
官方多益考試準備

開課日期:
特定開課日 - 2月及6月

入學要求：
須參加新生入學測試（可
額外參加線上測試）
中級+（B1 +）

關鍵點：
考試費用（額外）/每週的課堂進度測試/定
期的模擬考試/定期發布進度報告

http://shafston.edu/courses/toeic-exam-preparation/
http://shafston.edu/courses/ielts-exam-prepa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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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D MORE
Download the Sample Timetables at 
shafston.edu/courses/cambridge-exam-preparation

劍橋英文考試預備班
(FCE / CAE / CPE)

沙夫斯頓開辦劍橋英文和劍橋英文考試預備課程。 這些課程可
幫助學生培養現實生活中所需的英語技能。 劍橋課程的範圍從
中級到高級。
*劍橋考試預備課程提供：

PREPARATION FOR CAMBRIDGE 
CERTIFICATE IN ADVANCED ENGLISH 
(C1 ADVANCED) CRICOS: 070045G

• 大學學習學術課程
• 在管理層進行有效溝通
• 有效地參加會議和研討會
• 閱讀速度足夠快，可以應付學術課程
• 發表批評意見或表示不同意見而不會構成犯罪
• 掃描文本以獲取相關信息
• 寫任何作品，其信息可以貫穿始終

PREPARATION FOR CAMBRIDGE 
FIRST CERTIFICATE 
(B2 FIRST) CRICOS: 070043J

• 中高級學習
• 開始在說英語的環境中工作
• 了解複雜作品的主要思想
• 在相當廣泛的熟悉主題上進行對話，表達意見並提出論點
• 撰寫清晰，詳細的文章，解釋不同觀點的優缺點並表達意見
• 在英語國家獨立生活

PREPARATION FOR CAMBRIDGE 
CERTIFICATE OF PROFICIENCY EXAM 
(C2 PROFICIENCY) CRICOS: 038097F

SHAFSTON FLEXI CAMBRIDGE 
CRICOS: 0101846

關鍵點：
• 彈性開課日期（最少報名5週）| （如果報名少於5週，則

需支付至少5週的教材費）
• 無須強制繳納劍橋考試費（如果要報名參加官方劍橋英文

考試，則需付考試費）
• 每週課堂上劍橋考試技能評估
• 定期的模擬考試
• 每週技能和復習課（包括學生和老師的個人反饋和諮詢）
• 定期發布進度報告

課程時數:
25小時每週

入學要求：
須參加新生入學測試（可額外參加線上測試）
中級+（B1 +） 

課程長度：

5-36週

READ MORE
Download the Sample Timetable at 

shafston.edu/shafston-flexi-cambridge

課程時數:
25小時每週

課程長度: 
12週

成功完成FCE證明學生具有語言能力於：

課程內容：
語法，詞彙，閱讀，寫作，聽力，口語技能發展
準備劍橋官方B2高級考試

課程內容：
語法，詞彙，閱讀，寫作，聽力，口語技能發展
準備劍橋官方C1高級考試

成功完成CAE表示該學生具有適合學院、大學和專業工作環
境的英文語言能力，並證明該學生具有語言能力於：

• 在研究生和博士學位水平上研究高要求的科目
• 在高級管理層進行有效的談判和說服
• 您可以期望該級別的學生能夠：
• 了解文件，報告和信函
• 在研討會或會議期間做準確準確的筆記
• 提供建議並談論敏感問題
• 了解口語和文化參考

成功完成CPE證明學生具有語言能力於：

開課日期：
每週一開課（最少報名5週）| （如果報名少於5
週，則需支付至少5週的教材費）

課程長度: 
10週

課程長度: 
12週

課程內容：
語法，詞彙，閱讀，寫作，聽力，口語技能發展
準備劍橋官方C2高級考試

入學要求：
須參加新生入學測試（可額外參加線上測試）

開課日期:
每週一開課及特定開課日 - 1月、3月、7月及9月

關鍵點：
考試費用（額外）/每週的課堂進度測試/定期的模擬考試/定期發布進度報告

http://shafston.edu/courses/cambridge-exam-preparation/
http://shafston.edu/courses/shafston-flexi-cambri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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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教育與培訓課程
及課程銜接

雅思 劍橋英文多益一般英文 

沙夫斯頓語言課程

Bond University CQUniversity Australia

Griffith University Macquarie University

Queensland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QUT) Southern Cross University

Torrens University (Brisbane) University of Canberra

University of Southern Queensland (USQ) University of the Sunshine Coast

大學銜接

CHC30113 幼兒教育與照護三級證書

BSB40215 商業四級證書

BSB50215 商業文憑（創業學）

BSB51918 領導與管理文憑

BSB51415 項目管理文憑

BSB61015 進階領導與管理文憑

幼兒教育配套課程:

CHC30113 幼兒教育與照護三級證書

CHC50113 幼兒教育與照護文憑 

職業教育與培訓課程

Australian College of Sports and Fitness

Aviation Australia

JMC Academy

New Horizons

SITE Institute

Strategix International College

TAFE QLD

英文銜接

正式協議

通過申請抵學分

就業準備課程
沙夫斯頓的就業準備課程主要介紹澳洲的求職技能和知識等。

課後活動 

咖啡課程（3小時）
教導學生如何沖泡咖啡、拉花藝術及操作咖啡機器等。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攀爬故事橋 夜市 龍柏動物園 春溪國家公園

市區導覽 足球比賽 摩天輪 桌遊夜 拜倫灣 拜倫灣拜倫灣

市區導覽 網球

澳洲夜

皮划艇 布里斯本北島 布里斯本北島

市區導覽 桌球比賽鐳射槍遊戲

烹飪班

澳洲會話班 觀鯨遊輪

05 0806

12

19

17

24 25

10

18

23

03 04

市區導覽 普拉提斯 保齡球

26 28

16

11

煙火節

14

27

01 02

21

1513

22

學生BBQ烤肉 工藝課

29 30

市區導覽 電影夜 手工藝

29 3130

20

0907

星期四

快餐車

READ MORE
See Activities Calendar at 

shafston.edu/activities/

為期：28 週

為期：28 週

為期：34 週

為期：42 週

為期：48 週

為期：52 週

為期：28 週

為期：74 週

就業輔導課（1.5小時）
教導學生如何申請澳洲稅號、寫履歷、面試、如何在澳洲找工作及注

意事項等。

服務生培訓課（1.5小時）
教導學生如何在澳洲餐廳當服務生以及一些餐飲工作的英文詞彙等。

http://shafston.edu/student-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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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安排

寄宿家庭

住在寄宿家庭可以深度體驗當地人的生活習慣與文化，也
有機會與寄宿家庭成員練習英文會話技巧，提升語言能
力，讓學生可以更快融入澳洲當地的生活。
所有18歲以上的寄宿家庭成員都會持有昆士蘭政府頒發的
與小孩或青少年工作相關的“藍卡”。每個家庭皆通過
學校的寄宿家庭部門嚴格挑選及審核，確保提供學生安全
及舒適的環境。
沙夫斯頓的特別看護寄宿家庭會為學生提供私人房、每日
三餐、來回學校接送及洗衣服等服務。
學校也為學生提供全天24小時緊急聯絡電話服務，以備不
時之需。

機場接送服務

沙夫斯頓提供來回機場接送服務，並提供24小時
緊急聯絡電話。

食宿交換計劃

在澳洲寄宿家庭工作每週15小時，以換取免費單人房住宿
及每日3餐。工作內容包括簡單的家務、烹飪、打掃清潔及
照顧小孩等。英文要求中級或以上，最少需訂12週英文課
程來搭配食宿交換計劃。 

PENINSULA學生公寓 
PENINSULA是位於學校隔壁的兩房兩衛公寓，每間房有兩張單人床，
每間公寓有廚房及客廳等。每週會有清潔人員更換床單及清洗浴室。 
PENINSULA公寓也設有健身房及游泳池等設施。 

每間房設有
浴室及廚房 

健身房 免費無線網路

學生交誼廳 室外陽台 每週清潔

現場管理 智能卡式進出大廈
管制設備

投幣式洗衣機及
烘乾機 

兩房公寓（每間房
有2張單人床）

兩間衛浴 免費無線網路

空調設備 每週清潔 游泳池及健身房

洗衣機及烘乾機 現場管理 音頻對講系統及安全
芯片進出管制設備

UNILODGE學生宿舍

UNILODGE學校宿舍提供給18歲以上的學生入住。有分私人、雙
人及三人套房，每間房間都設有衛浴設備及廚房，每周也有清潔
人員更換床單及清洗浴室；宿舍房間就在教室及學校餐廳樓上。



46 Thorn Street, Kangaroo Point
Brisbane QLD 4169 Australia

+61 (7) 3249 4111

RTO CODE: 32004  |  CRICOS PROVIDER CODE: 01542F

DOWNLOAD
OUR APP TODAY!
Search for “@Shafston” on the Apple 
or Google Play stores to download our 
App or use the QR code below.

Accurate as of publication date: 27-01-2020.
Visit www.shafston.edu for the latest information.

VISIT OUR CAMPUS

http://www.shafston.edu
https://www.facebook.com/shafston
https://www.youtube.com/c/ShafstonEdu1
https://www.instagram.com/shafstoncolle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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