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寄宿家庭体验

通向澳大利亚
伍伦贡大学



有关寄宿家庭 

伍伦贡大学学院寄宿家庭制让学生们与富有爱心的当地家庭一起
居住，体验澳式生活。 

加入本项目的每个寄宿家庭，都是我们
团队亲自挑选出来的。我们团队会仔细
查阅每位学生的申请，进行最佳配对。

我们登记有超过2000 个寄宿家庭，这意
味着，我们有最佳的成功配对机会，可
以为您寻找最适合您的家庭。

我们的当地寄宿家庭项目始于25 年前。
目前为止，我们用心照料了成千上万的
学生和寄宿家庭。

我们的项目本地化、私人化、专业化，
独具优越性。

自信的说，你的伍伦贡大学学院寄宿家
庭体验将是你可能获得的最佳体验。

如果你想要申请伍伦贡大学学院寄宿家
庭体验，请联系：

澳大利亚境内： 02 4252 8236 
澳大利亚境外： +61 2 4252 8236 
homestay-enquiries@uow.edu.au

寄宿家庭数据统计

2000+
寄宿家庭

827
2016 年游学之旅学生人数

100%
个人服务，以确保最佳 匹配

500+
每年照料的8-17 岁孩子人数

1000+
每年的成人学生、实习生和研究员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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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 95%  
学生满意度
‐ 教师和学术资源

超过 97%  
学生满意度
‐ 校园环境 

* 以上排名基于2016 年i-Graduate 英语语言晴雨表(ELB)年度调查。 
ELB 是一家独立调查机构，提供学生对英语语言学校认知、评价和体验
的初步印象。

伍伦贡大学学院 
满意度排名* 

三十年来，伍伦贡大学学院一直致力于帮助学
生完成学习目标。我们的专业性在于提供英语
语言课程、职 业教育和培训、高等教育文凭资
格和学术衔接课程。
高水平且具奉献精神的教师、专门的管理和学
生支持团队为学生提供支持，是成就我们专业
性的中坚力量。
伍伦贡大学学院位于大学主校区内，是伍伦贡
大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学生们能在此完成成
他们的个人、教育和职业目标。

有关伍伦贡大学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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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个沙滩
均有人巡视 

15 个天然步行街
在伍伦贡区域内 

292,500 人口
伊拉瓦拉地区人口 

2000+ 当地家庭
欢迎你的到来

您的海滨新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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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伦贡距悉尼南部仅90 分钟——
足以使你每天来回悉尼中央商务
区，而无需经历大城市的繁忙和
承担高额费用。 
伍伦贡拥有近 292,500 人口。它具备了一个
大城市应有的所有设施、娱乐和便捷；又保留
了一个海边社区该 有的友好、轻松的氛围。

伍伦贡保留安全友好的社区精神的同时，还是
一个年 轻、多样化并且发展迅速的城市。伍
伦贡大学在该发 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每年，伍伦贡大学和伍伦贡大学学院都能吸引
世界各 地成千上万的学生来此居住和学习。

景点 
有人巡逻的沙滩•跨海大桥(Sea Cliff 
Bridge)和蓝色大洋路（Grand 
Pacific Drive) • Symbio 动物园•跳
伞•冲浪 •壮美林荫路•海滨自行车道
和步行街• 植物园•科学馆和天文馆•
国家公园•伍伦贡市区免费班 车•大
型购物商场•市场和区域性节日

有关伍伦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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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MESTAY 
FAMILIES

我们的寄宿家庭里都是让人赞叹不已的成员，他们
真诚关心他们所招待的学生。他们敞开的不只是他
们的房门，还有他们的心，为学生们提供了一个安
全、关爱的家庭体验，使学生们可以自由地关注学
习和个人成长。

我们的寄宿家庭都是经过严格测试后才被纳入这一
项目的。他们必须成功通过面试、家庭调查、警方
调查、性格检测、与孩子相处，以及我们的培训项
目。

了解部分家庭
VIRGINIA & LUKE (上图)
2015 年2 月开始成为寄宿家庭

伍伦贡大学学院寄宿家庭项目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无穷欢乐，我们欢迎
不同学生入住我们家，不管是短期还是长期住宿。

我们结交了一些很棒的新朋友，还有机会体验不同文 化。我们现在还
通过社交媒体，与曾经寄宿我们家的大部分学生们保持联系，而且，还
在去香港出国度假 时与其中一位学生碰面过。Padh（上图）是一位长
期 寄宿的高中生，现在完全是我们家庭的一员了。

我已经将这一项目推荐给其他家庭，还将继续推荐，对于每个人来说，
这都是一个非常积极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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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RELLE, MATT & JARRYD (上图)
2016 年7 月开始成为寄宿家庭

成为伍伦贡大学学院寄宿家庭，带给我们家庭的只有欢乐。 结识各国
年轻学子，了解各国文化，打开了我们看世 界的双眼。我的儿子们结
交了新朋友，我们现在还通 过Facebook 与他们保持联系。

所有学生们都谦恭有礼，他们对我们为他们做的一切都深表感激。这是
我们家庭最明智的一项决定。

MAUREEN & DAVID
2016 年1 月开始成为寄宿家庭

学生的家人可以信任我们——即使我们是从未谋面
的陌生人，他们把孩子托付给我们照顾，让我们深
感荣幸。我和Dave 都相信，这是学习不同文化和
观念的重要机会，更是尊重不同文化和观念的重要
机会。作为空巢老人，我们的内心仍是年轻的。我
们享受与年轻人一起分享生活，也很兴奋能接待和
了解来自不同文化的人们。

我们接待的第一位学生是Taher，他现在还和我们
在一起。他是一位年轻的穆斯林，会叫我们爸爸和
妈妈（这是出于他的想法）。我们很高兴能了解他
的家庭、他的文化，并寻找相同点。记忆尤为深刻
的是主持他的18 岁生日宴会，他的朋友们都参加
了，所有人都乐在其中。

我们接待的第二位学生是24 岁的Kaidong，他曾
与我们生活了四个月。他非常热衷于学习烘焙任何
含有巧克力的食物！因此，他离开的时候，我们送
给他一个特殊的“烘焙”包，里面装满了各种巧克力
食谱。我们现在还隔三岔五地与Kaidong 保持电邮
联系。我们希望能再见到他。我们所有人都非常
想念他。

现在，与我们同住的还有Kenta，一位19 岁的日本
学生。他教我们日本摇滚音乐，我们非常高兴。

ELVIS & RENEE (下图)
2015 年1 月开始成为寄宿家庭

我们非常幸运地成为寄宿家庭。这是一次非常充实的 经历，我们很荣
幸能照顾学生们。将学生们迎入我们 家不仅扩充了我们家庭，还引导
我们去思考。

我们很高兴能与学生们建立良好的关系，也为他们在寄宿期 间的个人
成就深感自豪。

在他们离开之前，我们喜欢回顾与他们相处的时光， 看看他们成长了
多少，提高了多少。这不仅仅指他们 的英语熟练度，还指他们的成熟
性、思维能力以及文 化适应性/参与性（比如享用不同食物）。

伍伦贡大学学院寄宿家庭项目既有益于学生，也有益于寄宿家庭。这
是一个不可思议的、组织良好的项目。通过本项目，可以结交一生的
挚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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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岁以上 
家庭寄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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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寄宿家庭并不仅仅是住
宿——在我们的家庭
中，我们拥有自己的空
间， 同时也是亲密家庭
中的一员。

这是我们的第一次寄宿体验。从各方面来
感觉，这种居住体验都是非常值得的。当
地家庭使我们了解社区 精神，帮助我们了
解游览城镇的基本要求，还带我们 一起去
蓝山、美丽的沙滩和当地餐馆。

PANDIT, 人文学科学院 在石油大学学习

我的寄宿家庭是我在澳大利亚的最棒的体
验。他们使我有归属感，仿若我就是他们
家庭的一员。我的寄宿家庭给予我如此多
的爱和关心，我为自己是这个家庭的一员
而感到幸福。他们帮助我心理上的健康成
长，给我建议，让我迥异于前。回家后，
我的家人注意到这个变化，说我已长大成
人了。

LI XIAN

伍伦贡大学学院寄宿家庭接
纳那些需要安全、经济的居
住之所的澳大利亚境内外的
学生、游学之旅团队、实习
生和客座研究人员。所有学
生都受益于管理完善的家
庭，他们可以在此专注于学
习。

澳大利亚境外学生可从当地家庭
中获得社交、文化和语言支持；
帮助他们在其学业中快速自信起
来，超越他人。

居住在一个管理完善的家庭，澳
大利亚境内学生可以得到安全、
稳定的居住之所，从而能否全身
心地投入他们的学术课程中。

伍伦贡大学学院寄宿家庭提供了
一个安全的处所，用 于练习课堂
所学，从而提高学生的英语熟练
度和自信。

学生们成为家庭一员，获得安
全、愉快、健康生活的所有必要
支持。伍伦贡大学学院寄宿家庭
与出色的学术和活动项目结合在
一起，完善了体验，是最经济的
住宿选择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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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伦贡大学学院寄宿家庭以照料
8-17 岁孩子为傲，确保孩子们在
非常安全的环境下，被真诚地关
爱着成长。

只有少量的家庭被选定去照顾孩子；那些
家庭是最耐心、最友善、最灵活和最具经
验的。我们会照顾好您的孩子，就像我们
希望您照顾好我们的孩子一样。

招待参加游学之旅的孩子的家庭会提供
特殊服务，如盒装午餐以及来往校园的
每日接送。

我们能帮助那些需要签证协助的人安排监
护服务(CAAW)。7 岁及7 岁以上孩子能
被安排到伍伦贡大学学院寄宿家庭。在寄
宿家庭中，孩子们能成为家庭一员并得到
家庭关爱。

18 岁以下 
家庭寄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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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我的英语很不流利，我的寄宿家庭总
能倾听我说话，并与我交流。对于想要学
习英语的学生来说，寄宿家庭是很棒的。
我很高兴能与他们相处。我希望，在我回
国后仍能与我的寄宿家庭保持联系。

MIYU

初抵澳大利亚时，我非常
焦虑，但我的寄宿家庭非
常友好，给我提供了很多
帮助。

住在寄宿家庭使我感到温暖，我就像这个
家庭的一员。我们一起度过甜蜜的夜晚、
玩纸牌、旅行、拜访爷爷奶奶的农场。所
有这些使我们越来越亲近，就像真正的一
家人。即便有一天，我长大了，要离开这
个家庭了，我也不会忘却这段经历。我永
远不会忘记我寄宿家庭的妈妈和兄弟，因
为他们是我人生的一部 分，是我珍贵的
家人。

ER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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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方式
如你对伍伦贡大学学院寄宿家庭有任何疑问，
请联系： 

澳大利亚境内： 02 4252 8236
澳大利亚境外： +61 2 4252 8236
homestay-enquiries@uow.edu.au

伍伦贡大学学院 (CRICOS 编号：02723D； RTO 编号：91159)。伍伦贡大学学院由UOWC 有限公司 (ABN：14105 312 329) 注册而来。伍伦贡大学学院尽量确保

本册所含信息在印刷时 (2017 年4 月) 准确无误;校方因情况变更或其他原因而修订部分内容，恕不另行通知。请浏览伍伦贡大学学院的网站以获取最新信息

详细信息

uowcollege.edu.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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