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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理工职业学院国际教育学院

2019 年暑假致家长一封信（18 级中澳）

尊敬的学生家长：

您好！

2018-2019 学年第二学期即将结束，衷心感谢您对山东理工

职业学院国际教育学院各方面工作的理解、支持和配合，同时，

诚挚地祝贺您的孩子在过去一学期里取得的进步！您的孩子在您

和我们共同的关注中，不知不觉又长大了许多，时间记载着孩子

们前进的脚步，也记载着家长和学校共同的期望和艰辛的付出。

在您的关心和大力支持下，我院已顺利完成了本学年的各项教育

教学工作，这一学年里，国际教育学院在各位家长的积极配合下，

取得了快速的发展。

一．2018～2019 学年国际教育学院大事记

（1）2018 年 1 月 16 日至 19 日，由我院与山东省高职高专

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与传承研究会院联合举办第二届来华留学生

孔孟文化节顺利举行，本届文化节吸引了来自德国、英国、美国、

加拿大、蒙古国、印度尼西亚等 23 个国家的留学生和院校负责

人参加，学院与 14 所海外院校就合作办学、师资培训等签署了

合作协议。文化节期间，学院组织海外院校长、留学生们进行中

华传统文化课程学习、孔孟故里游学、传统艺术体验、中医药文

化体验等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以外，还举办了“一带一路”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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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学术报告会和“一带一路”国家院校长职业教育培训。此次

文化节的举办搭建了各国文化和教育交流的平台，探索了中国职

业教育和传统文化协同输出模式，为促进中国与“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教育交流合作和文化互通共融贡献力量。

（2）2018 年 1 月 15 日至 26 日，德国梅泽堡应用技术大学

继续教育学院院长安得利亚斯·科恩纳教授对我院教师开展为期

10 天应用技术大学管理培训，提升学院师资队伍国际化水平。

学院已累计组织教师赴德国、澳大利亚培训 100 余人次。学院拥

有毕业于自英、美、加、澳等国名校的海归博士、硕士和外籍教

师共 47 名，澳大利亚国际课程认证教师 6名。

（3）2018 年 3 月，我院录取的 36 个国家 185 名留学生正

式开学。留学生将在我院学习一年汉语相关课程后，转入学院计

算机应用、会计、空中乘务、旅游管理等专业进行为期三年的专

业课程学习。本批次留学生的入读，无论在国别还是在数量上，

都翻开了山东理工职业学院、济宁市乃至山东省职业类院校海外

留学生招生的新篇章。在这些留学生当中，大部分学生来自“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我院将为“一带一路”建设切实提供人才支

撑和智力支持。

（4）2018 年 5 月，全国 40 余家重点网络媒体山东高校采

风活动采访我院国际化发展成果；2018 年 6 月，中央电视台记

者走进我院，对学院国际化办学进行专访。2018 年校外媒体报

道数量 100 余篇，其中包括人民网、大众网、山东省教育厅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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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省级以上媒体 50 余篇。

（5）2018 年 7 月，山东理工职业学院国际教育学院首批统

招专升硕项目班级顺利毕业，该班级所有学生均获取澳大利亚名

校录取通知书，赴澳留学，其中 6 人获取全球四大会计事务所之

首的普华永道实习资格。截至 2018 年底，我院共 55 名学生被澳

大利亚精英高等教育学院、阿德莱德大学、纽卡斯尔大学等名校

录取，顺利赴澳攻读硕士学位。2018 年 7 月，学院招生情况良

好，共招收各层次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在校生 300 余名（不含中德），

截止 2018 年 9月，学院共有中澳、中英、中新、中韩、中德等

5 个中外合作办学项目 1200 余名在校生。

（6）2018 年 8 月，2018 济宁市—黄金海岸市友好城市教育

交流活动完美收官，此次活动共组织选拔 66 名国际文化大使，

在为期 14 天的访问行程中，他们入读当地学校、参访友好高校、

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与当地青年进行深入交流。大使团在澳期间

受到澳方政府及高校广泛关注，黄金海岸市市长亲自接见国际大

使团并颁发文化大使证书，黄金海岸市教育局举办官方欢迎会，

欢迎大使团的到来。截至目前，学院共组织两届济宁市-黄金海

岸市教育交流活动，共有 150 余名师生远赴澳洲，开展系列文化、

教育交流活动，为增进两市青年的友谊，深化两市友城关系，推

动两市在教育、文化等方面的合作起到积极作用。

（7）2018 年 9 月学院荣获“亚太职业教育影响力 50 强”、

2018 年 12 月获颁“高等职业院校国际影响力 50 强”。一年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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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国际化发展典型院校，我院受邀参加了由全国高职高专校长

联席会议、“第三届发展中国家职业教育国际研讨会”、“山东省

国际学生招生与管理工作会议”、“第二届中英教育连线——山东

站”、“中澳学校合作交流会”等会议，学院领导在各项会议上做

了典型发言，分享学院在国际交流合作方面的经验和做法，受到

了省教育厅、与会领导、专家和企业家的充分肯定。

（8）2018 年 9 月 1 日，山东理工职业学院澳大利亚分校揭

牌仪式于澳大利亚布里斯班市隆重举行。澳大利亚国会议员罗伯

特·莫浩克、布里斯班市市长代表斯蒂文·黄、山东省教育厅副

厅长关延平、山东理工职业学院党委书记许可共同为分校成立揭

牌。山东理工职业学院澳大利亚分校将开设空中乘务、飞机机电

设备维修、无人机应用技术等航空类专业，将主要面向中国、澳

大利亚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招生。学生先在山东理工职业学

院完成专业理论学习，之后赴澳洲分校开展相关专业的实习实训，

强化专业英语，培训并考取无人机飞行员、澳洲空乘人员、航空

技师文凭、商务飞行员执照等国际职业资格证书。成绩合格的学

生将获得山东理工职业学院颁发的专科毕业证书，有升学意向的

学生可继续攻读本科或硕士学位。

（9）2018 年 10 月 17 日，山东理工职业学院泰国分校-孔

子六艺学堂揭牌仪式顺利举行。该分校与泰国曼谷职业教育中心、

泰国皇家制金学院、泰国廊曼技术学院、唐风汉语教育科技有限

公司合作共建，以孔子六艺学堂为载体，按照“汉语+文化+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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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模式设计，以“互联网+国际职业教育”方式开展学历教

育与职业培训，把中国优秀职业教育成果输出到泰国，服务走出

去的中资企业，助力中泰产能合作，培养适合“一带一路”建设

需要的技术技能型人才。

一年来，学院国际化合作空间不断拓宽，先后有日本足利市

青少年友好交流访华团、德国手工业协会副会长欧拉夫·奥兰德

教授、美国伊利诺伊州春田市市长朗菲尔德、澳大利亚南十字星

大学凯特·班尼茨教授、尼泊尔托卡市市长帕拉卡什·阿德希卡

里先生、托卡市国际事务协调委员会成员莱姆巴布·苏贝迪先生

等领导带领的代表团到访我院，并与我院就文化交流、合作办学、

师资培训等事项达成一致。截止目前，学院已与 65 所海外院校

建立友好合作关系。

二、让孩子过一个健康有益的假期

1.要求孩子合理安排作息时间，养成早睡早起，积极参加体

育锻炼的好习惯。

2.督促孩子在家做些力所能及的家务劳动，培养孩子的独立

生活能力和意识。避免沉迷于电视、网络，促进孩子健康成长。

3.密切与辅导员（班主任）联系，共同做好孩子的思想工作，

使孩子养成自尊自爱、自强自立的好习惯。

4.教育引导孩子养成良好的的生活习惯。不参与“黄、赌、

毒”、邪教、传销等非法组织的活动。不抽烟、不酗酒、不看不

健康的书籍和录像，不参加封建迷信活动，自觉抵制各种不良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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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影响。

5.对孩子进行安全教育，注意各类安全事项，增强安全防范

意识。注意网络安全，不参与网络炒作、起哄，不信谣不传谣，

网上交友要慎重。注意饮食安全，讲究饮食卫生，养成良好的卫

生习惯，不购买和食用“三无”食品，防止暴饮暴食。注意防骗

防火防盗防雷电，不到江河、水库等地玩耍、不私自下河游泳。

严防伤害事故的发生。不参加非法集会，远离拥挤、人群密集之

地，以防意外事故发生。

6.假期是各类交通安全事故多发期，请教育孩子外出时不乘

坐无牌无证及有安全隐患的车辆，自觉遵守交通法规，严禁在路

上骑车追逐打闹，防止交通意外事故的发生。

7.教育孩子遵守社会公德和公共秩序。外出时要讲文明礼貌，

守秩序、不拥挤，爱护公共设施和财产，时刻体现国际教育学院

学生的精神风貌。

8.结合学生学习进度和特点，老师们精心准备了暑假作业，

帮助学生巩固本学期的学习和知识，预习下学期内容，且具有较

强的实践性和开放性，可以很好地锻炼学生能力，请家长督促学

生保质保量的完成。

三、请及时缴纳学费

根据学院统一要求，请您务必于 8 月 15 日前缴纳学费，以

免影响学生下学期返校报到及学习。

1.缴费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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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住校生：9500 元/生/学年（包括学费 8000 元、

住宿费 1000 元、书费 500 元）；

（2）走读生：8500 元/生/学年（包括学费 8000 元、

书费 500 元）

2．缴费方式：请于 8月 15 日前转账至以下账户：

账户名称：山东理工致远教育交流有限公司

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宁古槐路支行

账 号：37001683 8080 5016 0777

（请务必在转账信息中备注学生班级和姓名。手机电子银行

转账、网银转账、银行网点转账均可。）

3.不方便转账的家长，可来校刷卡缴费，请于 8月 11 日前

联系学校收费人员，联系电话：0537-3617598。

四、请及时了解有关信息

1.请关注我院官方网站和微信公众号，及时了解学院有关活

动和学生情况。

学院网址：http://gjjy.sdlgzy.com

2.微信请搜索并添加“山东理工职业学院国际教育学院”微

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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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家长建议

国际教育学院 2018～2019 学年度第二学期

2018 级中澳班学生暑期作业

【英语】

1.结合本学期所学语法内容完成手抄报一份

要求：8 开纸、知识点全面、版面设计合理且美观

2.完成绿皮词汇书练习册 1 — 9单元练习题

3.自行购买一本英文字帖，每天练 1 张

4.预习基英 9–10 单元单词和课文，开学第一周听写单词

【语文】

请您对学院提出宝贵意见：

家长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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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手抄报 3 份，要求主题积极向上。

2.观看 2019 年第四季诗词大会，将自己喜欢的选手和其参赛表

现总结提炼，写 3 篇不少于 600 字的作文。

3.帮助家长做一星期家务，并将自己所做内容和想法写出来。不

少于 600 字。

【数学】

P95, T2; P97,习题 3.4; P100,练习;P101,T3；P108-109 练习

1-3;P113,习题 3.8;P116,T1-T6；P127,习题 4.2,T1-4;P131,练

习 T1-3;

P152-153,习题 5.1;P159,习题 5.3;P161,T1-3

要求:

1.做题之前应先抄一遍本节的公式或定理定义;

2.所有作业应先抄题再解答。

【暑假阅读推荐书目】

1.《十四堂人生创意课》，李欣频，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推荐：作者李欣频以电影、旅行、观察、阅读，让每位读者从书

影看到新的人生哲学，从创意生活中获得新能量；吸纳经典与新

知，用阅读、旅行、观影，伸出触角与世界相连。

2.《考拉小巫的英语学习日记》，考拉小巫，武汉出版社

推荐：中国新生代英语学习偶像，英语学习的人物，开启中国英

语学习一代新风。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WUSTL）硕士毕业，

本书被无数英语学习者称为“英语学习之必备神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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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新概念英语 2》，路易·亚历山大；何其莘，外语教学与研

究出版社

推荐：《新概念英语》经典教材通过完整的英语学习体系，帮助

学生掌握英语的 4 项基本技能——听、说、读、写，使学生能在

学习中发挥自己的潜能。

4.《新东方剑桥雅思官方指南精讲》，俞敏洪，北京语言大学出

版社

推荐：本书针对中国雅思考生的特点及需求，对《剑桥雅思官方

指南》中的 8套雅思学术类题目和 2套雅思培训类阅读、写作题

目进行了详细的剖析和讲解。

5.《 The Little Prince》，(法)Antoine de Saint-Exupéry（安

东尼.德.圣埃克苏佩里），世界知识出版社（英文原版）

推荐：《小王子》是法国乃至世界著名的童话小说。作者以小王

子的孩子式的眼光，用浅显天真的语言写出了对人类及人类文明

深邃的思索。

6.《世界上最简单的会计书》，(美)穆利斯，机械工业出版社。

推荐：本书带你了解分辨权责发生制和收付实现制之间的差别，

了解并编制资产负债表、利润表，了解存货盘点方法—先进先出

法和后进先出法，编制现金流量表，了解现金的流动性，学会在

日常生活中运用会计原理。

7.《我在哈佛上大学》，林蕾,石榴花,刘鹏飞等，北京时代华文

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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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语: 《我在哈佛上大学》是 11 位哈佛中国学子他们奋斗与

成长的故事，讲述他们是如何走过那些坎，同时又是什么在激励

着他们一直向前，如何让梦想落地生根。

8.《二十五岁的世界》，马克•塞雷纳 Marc Serena ，上海译文

出版社。

推荐：国内首本纪实当代全球年轻人生活的人文旅游书，记录

25 个国家 25 个 25 岁当代年轻人。Lonely Plant 孤独星球全球

评审图年度创意大奖，西班牙旅游图书奖

9.《向前一步(珍藏版)》，Sheryl Sandberg，中信出版社。

推荐：在全新升级的《向前一步》珍藏版中，谢丽尔·桑德伯格

不仅为即将毕业的大学生提供了非常实用的职场技巧，同时也增

加了很多真实案例，真诚地鼓励所有年龄段的女性勇敢地面对生

活的挑战，体验真正的幸福。

10. 双语译林系列， 译林出版社

推荐语：名著名译，中文及英文配套，体验原汁原味的经典杰作。

竞选深入人心的西方经典文学名著，依托译林出版社出版资源，

打造英汉双语图书经典。现已出版 145 余种类，可供挑选。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3=%D6%D0%D0%C5%B3%F6%B0%E6%C9%E7&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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