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热烈祝贺2021届毕业生  
取得优异成绩！



廷腾文法学校热烈祝贺2021届
12年级毕业生取得优异成绩，为
学校增光添彩！恭喜大家顺利拿
到国际文凭（IB）和维州教育证书

（VCE）！ 

我们非常高兴地宣布本校2021届12年级毕业生喜获优异成绩。  
多年来，廷腾文法学校在国际文凭（IB）和维多利亚州教育证书

（VCE）领域表现突出，我们的2021届同学也不负众望！ 

这样出色的成绩，既是同学们勤奋学习的结果，也少不了广大家长的默默支
持，还有廷腾文法学校老师们的辛勤培育。 

在祝贺2021届12年级全体同学的同时，我要特别祝贺一下我们的几位状元。我
们的国际文凭（IB）状元和总分状元——Alec Chen、Sarah Chen、Joshua Choong

和Holly Whitfield取得了44分的优异成绩，大学入学分数（ATAR）高达99.75分；
我们的维州教育证书（VCE）状元——Oliver Huang取得了ATAR 99.15分的好成
绩；我们的VCE国际学生状元——Qingyue (Marlin) Ma取得了ATAR 98.65的好成
绩。

2021届12年级的全体同学们，你们是学校的骄傲！学校的每一位老师、同学，都
为你们的优异成绩感到无比自豪！以下是本学年的成绩汇总：

•  廷腾文法学校ATAR 99分以上的学生占全校5%，居全国排名前1%之列。 

•  廷腾文法学校ATAR 95分以上的学生占全校20%，居全国排名前5%之列。 

•  廷腾文法学校ATAR 90分以上的学生占全校30%，居全国排名前10%之列。

2021届12年级的全体同学们，你们是学校的骄傲！学校的每一位老师、同学，都
为你们的优异成绩感到无比自豪！ 

毫无疑问，这些统计数据是我们学校一流学风的反映。然而，廷腾文法学校追
求卓越的教育品质绝不局限于一个数字或者一次排名。 关心、支持每一个孩
子，引导他们养成坚强的性格、树立良好的价值观，活出自己的精彩，甚至为建
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做出贡献——这才是廷腾文法学校的办学宗旨。我们
期望2021届的同学们再接再厉，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Bradley Fry 

校长 

优异成绩

校长致辞

2021届毕业生 VCE和IB成绩

澳洲大学入
学分数

占2021届学
生百分比

占2020届学
生百分比

99+ 5 1

95+ 20 18

90+ 30 35

80+ 48 53

IB和VCE成绩分布

学习成绩
31名学生的学习成绩达到40分及以上

生物学
化学
英语（EAL）
英语
地理
法律研究
数学： 
高级数学
数学： 
数学方法

数学： 
专业数学
音乐表演
体育
物理
产品设计  
与技术
心理学
创意与数字媒体  

（职业教育）

学习成绩
超过40分

廷腾文法 
学校VCE  
状元
Oliver Huang  
ATAR 99.15分

廷腾文法学校IB状元和总分状元
Alec Chen 
ATAR 99.75分

廷腾文 
法学校VCE 
国际学生状元
Qingyue (Marlin) Ma  
ATAR 98.65分 

Holly Whitfield  
ATAR 99.75分

Joshua Choong  
ATAR 99.75分

Sarah Chen 
ATAR 99.75分



ATAR成绩
换算

2021届超过
该分数线的
学生百分比

2020届超过
该分数线的
学生百分比

99+ 19 5

98+ 33 19

95+ 67 57

90+ 86 76

38
IB 成绩  
中位数

44
IB最高分 

99.75 ATAR 分

96.25
IB成绩换算为ATAR 
成绩的中位数

2021届有七名同学将获IB杰出成绩奖 

单科成绩达到6或7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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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B各科目满分为7分 

廷腾文法学校学习IB课程的学生达到6或7分的科目占总数的65% 

IB成绩

IB分数 学  
生百分比

ATAR 
成绩换算

44 19.05 99.75

41 14.29 98.55

39 9.52 97.10

38 14.29 96.25

37 9.52 95.20

36 4.76 93.90

35 9.52 92.60

34 4.76 91.30

33 4.76 89.50

30 9.52 84.10

蒙纳士大学
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
墨尔本大学
迪肯大学
斯威本大学

乐卓博大学
蒙纳士学院
维多利亚大学
SAE墨尔本学院

混合学科双学位课程
创意艺术
医疗保健
信息技术
自然科学与物理学
管理与商务

工程学
社会与文化
建筑与施工
农业、环境  
及相关研究
教育学

目标院校  深造  
领域

单科成绩达到6或7分



认识2021届的优秀学生
2021届同学以出色的成绩毕业了，低年级的同学或许会好奇，如何才能
像学长学姐一样出类拔萃？以下是我们2021届优秀毕业生的现身说法，
希望能够给大家一些启发。 

Sarah主修数学AI、化学、生物学、英语、中文和心理学。 

即便在忙碌的最后一年，Sarah也以饱满的精神担任了
早期教育的数学组和自然科学组组长，为小朋友们举办
趣味活动、辅导数学，筹划圆周率日（Pi Day）的庆祝活
动，还有自然科学实验演示等。Sarah也是辩论队和室内
乐团的一员。  

“我加入音乐合唱团和交响乐团的时间不长，因为课业越
来越重，不得不减少课外活动。” 

接下来的一年，Sarah打算继续追逐她的STEM（科学、技
术、工程和数学）梦想。“我对STEM领域非常感兴趣，希望
明年在墨尔本读大学，学习生物医学。” 

在繁重课业和兴趣爱好之间，Sarah找到了一个平衡点
来给自己减压，“长时间的学习功课肯定很枯燥乏味，所
以必须有一些活动来放松自己，提振精神。另外，安排好
每天的功课，今日事今日毕，也可以避免事情越堆越多。” 

对刚刚升入12年级的学弟学妹，Sarah这样说，“虽然遇
到困难大家的第一反应就是拖，但拖延症真的不是个好
习惯。12年级可能会非常忙，所以最好有一个12年级的
长期计划，没有的话至少现在想想吧，这样才不会完不
成功课——事后徒伤悲。” 

SARAH CHEN 
IB状元和总分状元 

请点击此处链接阅读12年级学生的更多故事：  

www.tintern.vic.edu.au/ 

celebrating-the-class-of-2021

Alec主修英语文学、经济学、历史、中文、数学AA和化学。

在12年级忙碌的课业之余，Alec也利用丰富的课外活动
充实自己，期间还摘得了“爱丁堡公爵银奖”的殊荣。Alec

加入了3个乐队，都是担任第一萨克斯手，“在廷腾文法
学校的这段时间，音乐陪伴我走过了一段重要的旅程，
让我结交了不少好朋友。”

毕业后，Alec打算去剑桥大学攻读法律，或到蒙纳士大
学攻读法律与政治、哲学和经济学（PPE）的双学位课
程。“我将来想进一家顶级律师事务所，成为合伙人，专
门负责并购业务。”

廷腾文法学校的时光给Alec留下了美好的回忆，尤其
是学校的音乐剧制作和营地活动，“校园生活最让我难
忘的是2019年中学音乐剧制作活动，给了我难得的机
会，体验了中音、次中音、中高音和高音的各种萨克斯
管。还有学校的露营活动，特别是9年级的夏季远足，都
是我珍藏的回忆。” 

对刚刚升入12年级的学弟学妹，Alec这样建议：“在12年
级你可能会忙得不可开交，但一定要腾出时间，做做放
松减压的事情。”

ALEC CHEN
IB状元和总分状元

Joshua主修IB文凭课程，学习高级音乐、数学AI、化学、
心理学、法语和英语文学。

12年级这一年，Joshua参加了多项乐团表演，年初学校
音乐剧表演也有他的身影。他还是数学辅导和理论俱
乐部的成员，担任课外小组组长。

Joshua希望明年到其它国家深造，“如果梦想成真，也
许明年我会去牛津大学学医——不过，墨尔本也有很
多一流大学，在这里学医也不错，可以随时得到亲友的
支持。”

问及未来的职业抱负时，Joshua的心态非常开放，“我还
没有确切的人生规划，但我真的很想从事医疗保健工
作——至于具体的专业领域，我还没想好。目前来说，立
足当下，走好眼前的每一步吧！” 

12年级的课外时间，Joshua喜欢刷剧减压，“Netflix网
剧、电影，我让自己沉浸在另一个世界，忘掉功课的疲
惫……12年级之前我就这样，之后也是这样。我觉得，有
时候，尤其是紧要关头，稍微逃避一会儿现实可以让你
更加清醒地回到现实，踏踏实实地学习。”

对刚刚升入12年级的学弟学妹，Joshua说道，“要珍惜和
朋友在一起的每一刻，学海书山的每一天只要有他们
相伴，不知不觉你就走到了终点。” 

JOSHUA CHOONG 
IB状元和总分状元 

Holly主修IB文凭课程的英语文学、数学 AA、法语、生物
学、化学、心理学和认识论。 

她也是音乐会合唱团、高级女子室内合唱团和绿色环
保小队的成员。最神奇的是，她竟然在毕业的这一年加
入了高中女生飞盘队！

在廷腾文法学校期间，Holly参与了多种课外活动，“很
早的时候，我就加入了中级女子合唱团，然后在高年级
进入了音乐会合唱团和高级女子室内合唱团。我还出
演了2017年的音乐剧《发胶》（Hairspray ）和2019年的 
 《中学音乐剧》（High School Musical）。我刚上10年级就
拿到了‘爱丁堡公爵银奖’，在11和12年级一直是绿色环
保小队的成员。”

接下来，Holly计划去墨尔本大学或蒙纳士大学攻读生
物医学/生物医学科学。“当一名医生，在专业上有所建
树，是我最大的梦想，只是我还不确定想学什么专业。” 

Holly对刚刚升入12年级的学弟学妹们说道：“我觉得
要不断给自己加油鼓劲，这样才有足够的信心应对考
试，取得好成绩。另外一点是，这一年会非常累，你会巴
不得赶快过去，但是，一定要珍惜当下的每时每刻，不
要等到一切都结束的时候，才后悔自己什么回忆都没
有留下。” 

HOLLY WHITFIELD 
IB状元和总分状元 

https://www.tintern.vic.edu.au/celebrating-the-class-of-2021/%20%20
https://www.tintern.vic.edu.au/celebrating-the-class-of-2021/%20%20


很多同学都觉得，听学长们讲一讲亲身经历对自己今后的学习生活大有裨益，你是否也得到了些许启迪？ 

OLIVER HUANG 
VCE状元  

校学生会主席 

JONAH FLEMING 
IB学生

2021届学生会主席Oliver主修英语、化学、物理、专业数学和产品设计技术，繁忙的功课之外
还游刃有余地履行着管理学生事务的职责。“担任学生会主席给了我很多锻炼机会，通过学
校开放参观日、导览活动等项目与社区联系，我非常喜欢。” 

在廷腾文法学校期间，Oliver曾任户外教育主管，他说，“10年级和11年级的这段经历非常难忘。
虽然有时压力很大，但能帮助低年级的同学挑战自我，那种成就感还是满满的。”

接下来，Oliver打算在大学学习机械或生物医学工程，对未来的职业方向尚未决定。对刚刚升
入12年级的学弟学妹，他说：“功课和工作要有条不紊地完成，不要堆到最后临时抱佛脚。有人
觉得一学年刚开始就划大纲准备考试有点傻又有点烦，不过如果你能养成边听课边做笔记
的好习惯，那期末的考试真的是轻而易举。此外，要注意自己的精神状态，保持身体健康，这
是最重要的。”

Jonah主修历史、数学、法语、英语文学、戏剧、化学和认识论，在廷腾文法学校的最后一年顺
利拿到了IB文凭。 

12年级的Jonah既是学生领导团队的一员，也担任戏剧小组组长。 

在廷腾文法学校期间，Jonah积极参与“小农人计划”（Young Farmers Program）和校园节目制作，
并获得了“爱丁堡公爵奖”，“对我来说，中学阶段一个很有意义的社团活动就是‘小农人计划’
我参加了很多训练营和节目，大大拓展了自己的兴趣范围，对陌生的领域有了认识，还结交

了不同年级的朋友，至今保持着联系。我也参加了学校的音乐剧创作，留下了美好的高中回忆，
并且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发现，戏剧才是我想要追求的职业方向。本来我就喜欢远足和户外活
动，所以深度参与爱丁堡公爵计划给了我难得的机会，和朋友们一起做喜欢的事情。”

2021年底，Jonah被维多利亚艺术学院（墨尔本大学）录取。他走上了自己憧憬的戏剧之路， 
“表演和导演的艺术让我魂牵梦绕，戏剧对我来说就是理想的事业。我想成为一名戏剧创作者，

同时参与其它创意活动，比如电影和摄影。”

对刚刚升入12年级的学弟学妹，他说：“学校是值得珍惜的人生阶段，这段时期你有最大的自
由最多的机会，而12年级将带你走向终点，所以，享受你的旅程吧。”

QINGYUE (MARLIN) MA
VCE国际  
学生状元

VICTORIA MCKENZIE 
IB学生 

2021届VCE学生Marlin主修数学方法、专业数学、物理和英语（附加语言）。 

在最后一年，他以突出的英语成绩获得了学术奖励。在廷腾文法学校期间，Marlin

喜欢各种学社活动并参加了EISM篮球比赛。

接下来，他打算去墨尔本大学学习商科。 

Victoria主修的科目有：英语文学、经济学、心理学、化学、法语和数学AA。 

Victoria积极参与廷腾文法学校的社团活动，曾任多个领导职务，包括绿色环保小队队长和辩
论队队长，“在绿色环保小队，我的时间基本都用来策划会议、协助筹办各种活动，比如问答
之夜、电影之夜、澳洲清洁日等等。12年级期间我一直担任辩论队队长，对我来说这是提升自
己公开演讲技巧的绝佳机会，最后我也以‘地区最佳辩手’的资格拿到了‘斯旺尼奖’（Swannie 

Award）。”

作为校学生会领导团队的一员，Victoria还在2021年获得了“爱丁堡公爵金奖”。值得一提的是，
她曾是联合国倡议项目——全球社会领袖计划（Global Social Leaders Project）的团队负责人。 

接下来，Victoria准备去墨尔本大学学习数字技术设计，“为自己工作是我的终极职业目标。 
我希望将计算机系统的设计和医疗保健、儿童保育或是环境保护结合起来，我很关心这些领
域。目前，我想先成为一名信息系统架构师，然后在数字技术设计领域一边积累经验，一边调
整职业走向。”

对刚刚升入12年级的学弟学妹，Victoria说道：“做事要有计划，做了计划要坚持。回顾过去这一
年，我最欣慰的就是自己做好了每一场大考的准备，能够一步一步过关斩将。”

LAURA MITCHAM
IB学生  

校学生会主席 

ADAM CHOONG 
VCE学生 

对学生会主席Laura来说，12年级是无比充实的一年。因为在管理学生事务之余，她还顺利拿
下了IB文凭，在英语、法语、化学、心理学、经济学、数学和认识论各科都取得了好成绩。 

在功课繁重的最后一年，Laura反而参加了更多的课外活动，“真的是到了12年级才这样，我是
学校音乐剧团的成员，又是绿色环保小队队长，加入了EISM女子极限飞盘队，结果还拿到了 

‘爱丁堡公爵金奖’。除了完成AMEB 5级音乐剧课程，我还是高级音乐会合唱团和高级女子室
内合唱团的成员！”

廷腾文法学校为学生积极创造丰富的活动，Laura抓住了这些难得的机会，“我拉小提琴，参
加了每一次合唱，参与了节目制作，加入了‘小农人计划’（Young Farmers Program），编排了
很多节目，还有动物工作也非常棒！自从成立起，我就是绿色环保小队的一员。无论是一般事
务管理，户外教育等课堂外教学工作的策划组织，还是节目制作和合唱团的组织工作——我
把握住了每一次机会，这是我的幸运。我拿到爱丁堡公爵银奖之后，就向金奖发起了冲击。我
没有体验过的事情应该非常少，我真的很开心能够参与到那么多的活动当中。”

接下来，Laura打算去大学攻读教育学和理学双学位课程。  

“成为一名教育与发展心理学家，这是我的心愿。” 

在廷腾文法学校的最后一年，Adam主修了专业数学、化学、英语和法语。

参在12年级，Adam参加了音乐会合唱团和管乐交响乐团，同时也是自然科学小组组长。 

在廷腾文法学校期间，Adam是EISM乒乓球队队员，加入了多个合唱团和合奏团，包括音乐会
合唱团、室内男子合唱团、管乐交响乐团、音乐会乐队、中级合唱团和联合合唱团。 

接下来，Adam准备去墨尔本大学攻读理学学士学位，主修数学与统计学，或者计算机科学，
并且做好了继续攻读数据科学硕士学位的打算。 

对于廷腾文法学校的美好回忆，Adam这样说，“我难以忘怀的包括和两个好兄弟Joshua和
Gavin一起演奏音乐，还有和朋友参加合奏、在合唱团唱歌。此外，在学校期间，两次参加
World’s Greatest Shave筹款活动也是难忘的经历。我结识了很多良师益友，尤其是在高年级阶
段，他们已经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VCE出成绩之前，我们组织了一次正式的社交活动，这可
能是我在高年级最美好的一段回忆，毕竟这个阶段课业非常繁重，加上疫情限制，大家开心一
场让人畅快不少。” 

对刚刚升入12年级的学弟学妹，Adam 说：“无论疫情如何，都要珍惜眼前的生活，把握手上的
机会。对于大多数人来说12年级只有一次，这段特别的旅程值得我们一步步走踏实。”





如需了解更多信息或申请入学，请访问我校网站 tintern.vic.edu.au，也可通过电话 +61 3 9845 7878 或电邮 admissions@tintern.vic.edu.au 联系招生处。
廷腾文法学校招生处通信地址：PO Box 26 90 Alexandra Road RINGWOOD EAST VIC 3135 AUSTRA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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