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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往 
伍伦贡大学



关于
家庭寄宿 

我们的当地家庭寄宿项目始于25年前，自成立以来，兢兢业
业照顾了成千上万的学生和寄宿家庭。
该项目由UOW澳大利亚学院的员工
现场协调。我们有一支专门的家庭寄
宿管理团队，与250多个当地家庭密切
合作，确保接收我校学生的家庭是善
良和乐于助人的，并愿意向学生展示
澳大利亚和伍伦贡地区的风土人情。
我校的家庭寄宿管理团队定期检查每
个家庭，并与寄宿家庭和学生一直保
持联系。我们根据学生的需求和兴趣
来寻找最合适的寄宿家庭。
如果在和寄宿家庭的相处中有任何
问 题，我 们 的 团 队 随 时 都 能 提 供 帮
助。如果有需要，还有24小时的紧急 
联系人。

请相信，UOW澳大利亚学院家庭寄宿
的经历将是您最棒的人生体验之一。
如果您想申请UOW澳大利亚学院家
庭寄宿体验，联系方式如下：
澳大利亚境内：02 4221 5559 
国际： +61 2 4221 5559 
homestay-enquiries@uow.edu.au 

家庭寄宿
数据

250+
250多个当地寄宿家庭

1000+
2019年游学学生超过1000人

100%
100%个性化服务确保最佳适配

600+
每年600多名未满18岁的学生

1000+
每年1000多名成年学生、实习生和
研究员

UOW澳大利亚学院 
家庭寄宿项目：
在澳大利亚和全球
排名第1

在寄宿家庭的欢迎度方面
学生满意度100%
英语学习晴雨表(ELB) 2017/2018

超过95%  
在学习设施和教职工友好度方面学生满意度超过
95%

超过96%  
学生对校园环境的满意度超过96% 

超过97%  
学生对技术和图书馆设施的满意度超过97%

^英语学习晴雨表(ELB) 2017/2018

我校排名 30多年来，UOW澳大利亚学院坚持致力于
帮助学生实现个人、教育和职业目标。我校的
特长是提供英语语言课程、学术衔接课程、 
高等教育文凭资格以及职业教育和培训。

我们是伍伦贡大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我们的学生在世界一流的校园里勤
奋学习、茁壮成长。

UOW澳大利亚学院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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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伦贡位于悉尼以南仅90分钟 
车程的地方，离悉尼中央商务
区 很 近，每 日 往 返 切 实 可 行， 
并且没有大城市的繁忙和高昂
物价。 
伍伦贡人口30多万，既拥有城市应有的一
切设施、娱乐和便利，又保持了沿海社区
友好、轻松的氛围。
伍伦贡是一个多元、友好和安全的城市，
有着各种各样的语言、美食、宗教和习俗。
文化日历上满满的活动吸引了来自澳大
利亚和世界各地的人们来此安居，居民享
受着健康、积极的生活方式。伍伦贡气候
温和，一年四季都适合学习。每年伍伦贡
大学（UOW）和UOW澳大利亚学院都吸
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万千学子来这个美
丽的地方生活和学习。

游览胜地 
有巡逻的海滩·Sea Cliff大桥和
Grand Pacific Drive·Symbio野生
动物公园·冲浪假期·美丽的丛林步
道·沿海自行车道和步道·植物园·科
学中心和天文馆·国家公园· 
免费的伍伦贡城市穿梭巴士·大型购
物中心·市场和本地区节日·可当天
往返悉尼、蓝山、堪培拉和杰维斯湾。

伍伦贡
简介

5 分钟
可从UOW到伍伦贡市 

90 分钟
可至悉尼CBD 

每天有32班火车
直通悉尼 

免费公车
免费的“城市环线”公车全天运行直至深夜 

17个海滩
有救生员季节性地巡逻  

35个自然步道
在伍伦贡地区由新南威尔士州国家公园 
进行维护 

306,591 人
以伍伦贡地区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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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家园 
在海边



"

“我的英语还不流利，但我的寄宿家
庭总是耐心倾听并和我对话。家庭寄
宿对想学英语的学生来说非常有益，
我很高兴能和他们住在一起。即使在
我回国之后，我也希望和寄宿家庭保
持联系。”

MIYU

当我刚到澳大利亚的 
时候，我非常紧张，但我的
寄宿家庭非常善良， 
为我提供了很多帮助。”

UOW澳大利亚学院家庭寄宿高度
重视确保10至17岁未成年人的安全
与健康。
寄宿家庭中只有一小部分可以向未成年
人提供寄宿，即最有耐心、最善良、最灵
活、最有经验的家庭。我们特别照顾未满
18岁的学生，接收他们的寄宿家庭会像
照顾自己的家庭成员一样照顾他们。

接收未成年游学生的家庭会提供特别服
务，例如为学生准备午餐和提供每天往
返学校的交通。
我们可以为十八岁以下的学生安排适当
的福利安排（CAAW），以满足学生签证
的要求。

家庭寄宿
18岁以下

“寄宿家庭让我感到温暖，觉得自己
是家庭的一份子。我们有奶酪火锅之
夜、我们一起打牌、旅游并去祖父母的
农场探望。这一切都让我们变得更亲
密，就像真正的一家人一样。即使有一
天我长大了，需要离开这个家，我也不
会忘记这段记忆。我永远不会忘记寄
宿家庭的妈妈和哥哥，因为他们是我
生活的一部分，是我宝贵的家人。

ER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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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寄宿
18岁以上

寄宿家庭不仅仅是提供 
住宿——在家庭中为我们
腾出了空间，成为亲密的
家庭成员。

“这是我们第一次家庭寄宿的经历，这
是真正意义上来说，非常有价值的生
活经历。寄宿家庭让我们体验到了社
区精神，满足了我们基本的城市出行
要求，还带我们去了蓝山、美丽的海滩
和当地的餐馆。”

潘迪特，石油大学文学院

“我的寄宿家庭绝对是我在澳大利亚
最大的收获。他们给了我归属感，让我
觉得是家庭的一员。寄宿家庭的成员 
给了我很多的爱和关怀，能成为这个家
庭的一员我真的感到很幸运。他们帮助
我在心理上成长，给我建议，我觉得我
现在已经成长为了一个不同的人。我国
内的家人注意到了这些变化，说我长大
成熟了。”

LI XIAN
UOW澳大利亚学院家庭寄宿为
国内外学生、游学团、实习生和访
问研究院提供安全、经济的住宿环
境。所有学生都能得益于管理良好
的家庭，可以集中精力学习。

国际学生还可以从当地家庭获得社
交、文化和语言方面的支持；帮助他们
迅速变得自信，并在学习中出类拔萃。
国内学生能获得安全且稳定生活环
境，住在管理良好的家庭里，他们就能
完全专注于学业。
UOW澳大利亚学院家庭寄宿项目能
为学生提供安全的环境来练习课堂上
学到的内容，藉此提高学生的英语水
平和自信心。 

学生能成为家庭的一员，并得到所需
的一切支持，确保学生是安全、快乐和
健康的。UOW澳大利亚学院家庭寄
宿体验与UOW澳大利亚学院优秀的
学术和活动项目相辅相成，是最价廉
质优的住宿选择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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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RELLE, MATT & JARRYD （上图）
成为UOW澳大利亚学院家庭寄宿项目的家庭，我们收获了满满
的幸福。

与这些来自不同国家和文化的年轻学生相遇，开阔了我们的眼
界。我的儿子们交了新朋友，我们至今仍在社交媒体上与他们保
持联系。

来我们家寄宿的所有学生都很有礼貌，并且很感激我们为他们所
做的一切，让人心暖。这是我们家做出的最好的决定。

MAUREEN & DAVID

我们感到非常荣幸，因为我们学生的家人信任我们 
（素未谋面的陌生人）来照顾他们的孩子。

戴夫和我都认为学习和尊重不同的文化和思想是很重
要的。作为空巢老人，但由于内心年轻，我们喜欢年轻人
和我们一起生活，我们很高兴接受和了解来自不同文化
的人。

来我们家寄宿的第一个学生（现在还和我们在一起）叫
塔赫，是一个年轻的穆斯林男孩，他叫我们爸爸妈妈（这
可是他的主意）。我们乐于了解他的家庭和文化，并找到
共同点。最精彩的是为他举办了18岁生日餐会，他的朋
友们都来了，大家都玩得很开心。

来我们家寄宿的第二个学生（和我们一起住了四个月）
是24岁的凯东，他非常热衷于学习如何烘焙任何含有
巧克力的美食！因此，在他离开时，我们送给了他一个特
殊的烘焙锦囊，里面装满了不同类型的巧克力食谱。我
们仍然每隔几天通过邮件与凯东保持联系，希望能再次
见到他。大家都非常想念他。

目前，还有一位19岁的日本学生健太和我们住在一起。
他向我们介绍了日本摇滚音乐，我们都很喜欢。

ELVIS & RENEE （下图）
我们非常有幸成为了UOW澳大利亚学院家庭寄宿项目的家庭。
这是一个丰富了我们人生的体验，很荣幸能照顾寄宿的学生。 
欢迎学生来我们家不仅扩大了我们的家庭，也扩展了我们的思维
方式。

我们很高兴能与学生建立友谊，并为他们留学期间取得的个人 
成就感到自豪。

在他们离开之前，我们喜欢回顾大家在一起的时光，看看他们成
长和发展了多少，不仅是在英语熟练程度上，还包括他们的成熟
度、智识和文化适应/参与度（比如吃不同的食物）。

UOW澳大利亚学院家庭寄宿项目对学生和寄宿家庭都是有益
的。这是一个充满趣味的、组织良好的项目，在这里能结交到一生
的良友。

HOMESTAY 
FAMILIES

我们寄宿家庭的人都非常好，他们真诚地关心 
所接待的学生。他们不仅敞开了自己的家门， 
也敞开了自己的心扉，为学生提供安全的环境、
关爱和家的感觉，这样学生就能专注于学业和个
人成长。
寄宿家庭在进入我们的项目前都经过了严格的
测试。他们必须成功通过面试、家居检查、儿童工
作审查并成功通过我们的培训项目。

部分寄宿家庭 
介绍

VIRGINIA & LUKE（上图）

UOW澳大利亚学院家庭寄宿项目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多 
乐趣，我们欢迎不同的学生来我们家短期和长期寄宿。  

我们交到了很好的新朋友，有机会体验不同的文化。我们通过社
交媒体与大多数来我们家寄宿过的学生保持了联系，在香港度假
的时候，我们还和其中一位重逢小聚了。Padh（上图）是长期寄宿
在我们家的高中学生，当然，他现在是我们家的一份子了。

我已经并将继续向其他家庭推荐这个项目，它对每个人来说都是
充满正能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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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方式
如果您有任何关于 
UOW澳大利亚学院家庭寄宿问题，请联系：

澳大利亚境内：02 4221 5559
国际：+61 2 4221 5559
homestay-enquiries@uow.edu.au

了解更多
uowcollege.edu.au

facebook.com/uowcollegeaustralia 
instagram.com/uowcollegeaustralia 
#uowcollegeaustralia

伍伦贡大学（UOW）学院和伍伦贡大学澳大利亚学院（CRICOS: 02723D: RTO: 91159）是UOWC有限公司（ABN: 14 105 312 329）的注册商业名称。UOW学院尽量
确保在制作时（2019年12月）本出版物中包含的信息是正确的；然而，如果情况有变或有其他原因，UOW学院有权修改章节，恕不另行通知。欲了解最新信息，请查看
UOW学院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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