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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以不到世界 0.5％的人口，贡献
了全世界 3％的科研成果。这个以探索和创新
精神闻名于世的国家每年吸引了世界各地来澳
求学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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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 英联邦成员，以英语为母语的世界发达
国家之一

•• 综合竞争力全世界排名第17位（《2016
世界竞争力年鉴》）

•• 一个拥有成熟技术和专业知识的国家，
服务业总价值占澳大利亚国民经济的

80%（澳大利亚统计局）

•• 经济自由度指数在全球177个经济体排
名第三(美国传统基金会与《华尔街日

报》，2014)

•• 世界经济与合作发展组织(OECD)成员
国中平均失业率一直保持低水平

地理

世界上唯一占据整片大陆的国家。

地处南半球的太平洋西南地区，国土面

积 769万平方公里。拥有得天独厚的自
然环境：全世界 10%的生物种类（100

万种不同自然物种）、500多座国家公园、
2700多个保护区，19处世界遗产。

气候比欧洲或美洲温和，与东南亚

及南太平洋地区相近。请访问澳大利亚

气象局网站，了解不同州及地区的天气

情况：www.bom.gov.au 。

被誉为花园城市国家。2015年度经
济学家集团下的经济学人智库全球最适

宜城市榜单中，澳大利亚 4座城市位于
前 10位，包括墨尔本（第 1位），阿德

莱德（第 5位），悉尼（第 7位），珀
斯（第 9位）。

与中国时差很小，澳大利亚时间与

北京时间仅差 0-3个小时；澳大利亚西部
与中国 0时差。

人口与社会

人口约 2400万，大多聚居于东部的
太平洋沿岸城市。来自 200多个国家的
移民构成了澳大利亚友善、和谐的多元

社会。超过 260种语言在澳大利亚使用，
其中英语为官方语言。澳大利亚有严格的

枪支管理法案，环境安全，2011年，澳
大利亚在经合组织优质生活指数（OECD•
Better Life Index）有关安全方面的评定中
获得 9.3分（满分•10•分），名列所有评
定国家中的第一名。

州与地区

澳大利亚采取联邦制，共有六

个州和两个地区，各有特点。六个州

分别是：新南威尔士州•(New South 
Wales)、维多利亚州•(Victoria)、昆• 士•
兰•州•(Queensland)、西澳•大•利•亚•州•
(Western Australia)、南澳大利亚州•(South 
Australia) 和•塔•斯马尼亚州•(Tasmania)。
两个地区分别为首都地区 (Australian 
Capital Territory) 和 北 部地区•(Northern 
Territory)。联邦政府首府设于首都堪培拉
（首都地区），实行总理制。各州分设州长，

负责管理州内事务。

新南威尔士州

www.visitnsw.com.au
首府•悉尼

人口•约 738万
气候•一月：66-80华氏度 (19-27摄氏度）

七月：46-60华氏度 (8-16摄氏度 )

维多利亚州

www.visitvictoria.com
首府•墨尔本

人口•约 571万
气候•一月：58-80华氏度 (14-27摄氏度）

七月：46-60华氏度 (8-16摄氏度 )

昆士兰州

www.queensland.com
首府•布里斯班

人口•约 464万
气候•一月：70-87华氏度 (21-31摄氏度）

七月：50-70华氏度 (10-21摄氏度 )

西澳大利亚州

www.westernaustralia.com
首府•珀斯

人口•约 250万
气候•一月：64-88华氏度 (18-31摄氏度）

七月：48-64华氏度 (9-18摄氏度 )

南澳大利亚州

www.southaustralia.com
首府•阿德莱德

人口•约 167万
气候•一月：62-89华氏度 (17-32摄氏度）

七月：47-60华氏度 (8-16摄氏度 )

塔斯马尼亚州

www.discovertasmania.com.au
首府•霍巴特

人口•约 51万
气候•一月：52-72华氏度 (11-22摄氏度）

七月：38-52华氏度 (3-11摄氏度 )

首都地区

www.visitcanberra.com.au
首府•堪培拉

人口•约 38万
气候•一月：56-84华氏度 (13-52摄氏度）

七月：31-52华氏度 (-1-11摄氏度 )

北部地区

www.travelnt.com
首府•达尔文

人口•约 24万
气候•一月：78-93华氏度 (26-34摄氏度）

七月：70-90华氏度 (21-32摄氏度 )

注：澳大利亚简略地图，请参见第 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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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澳大利亚有 60余年培养国际学生的

历史。其中许多人已在世界各地担任政

府部长、商界领袖、研究人员、科学家、

医生或社区领导者。

澳大利亚拥有世界领先的教育机构、

学者与研究人员。他们正在从事各种研

究。这些研究具有世界级的最高标准并

得到全球范围内的广泛认可。

我们世界领先的学术领域包括医学

与健康科学、物理、化学、信息技术、

亚太地区研究、生物技术和天文学。同时，

来自工程、商务、艺术与社会科学方面

的澳大利亚毕业生也在国际上广受好评。

来自 200多个国家的 40多万国际学
生在澳大利亚学习，无论他们就读小学

或是博士学位课程，都能畅享世界一流

的教育并获得世界公认的学历学位，从

这里启程，开创无限的未来。

探索与创新——国家的精神

澳大利亚引以为傲的是探索和创新

的国家精神，贡献了众多改变世界的发

明创造。许多世界的第一都源自澳大利

亚：飞行数据记录仪（俗称“黑匣子”）、

仿生耳、子宫颈癌疫苗、塑料镜片、塑料

钞票、盲人阅读机、生物杀虫剂、能效

为 20%的太阳能电池、可生物降解的船
用去污剂、水下计算机、纳米机、千万

亿字节数据存储技术、Wi-Fi 无线网络、

谷歌地图背后的技术……正因此，澳大

利亚吸引了一批批学者、人才来到澳大

利亚，汲取创新文化与卓越学术的营养。

这里成为了全世界睿智思想者的热土。

世界一流的教育质量

澳大利亚迄今为止有 15位诺贝尔奖
得主，获奖领域涵盖物理学、医学、化学

和文学。其中，11位来自澳大利亚教育
的培养。历年培养的数量众多的国际毕业

生在各自国家也已成就斐然，这进一步提

升了澳大利亚在国际教育界原有的声誉。

国际公认的学历学位

澳大利亚的教育体系享有极高的国

际声誉，许多希望改善本国教育体系的

国家都向澳大利亚借鉴经验。澳大利亚

的学历资格证书获得了全球各大专业协

会的广泛认可。

留学澳大利亚为国际学生的未来提

供了无限的可能。独立学习工作的能力、

创新的思维，这些都是未来雇主最看重

的品质。

独一无二的权益保障

澳大利亚是全球唯一以国家立法

的形式保障国际学生享有世界一流教育

的国家。一系列的相关法律和法规统称

为海外学生教育服务体系（Education 
Services for Overseas Students，英文简
称 ESOS）。

它严格规定了澳大利亚学校招收国

际学生的职能和职责，切实保护持学生

2.0 理想的留学目的地

课程可以衔接大学的学位课程。

澳大利亚国旗

签证在澳大利亚留学的国际学生的权益。

此外，政府、教育机构和专业团体持续

开展的检查和监督活动有力保障了优质

的教育水准。

科学灵活的课程设置

澳大利亚院校不仅开设种类齐全的

课程供学生选择，而且提供多种学习方

式。澳大利亚教育体系的卓越之处在于

其“殊途同归”的学历框架设计，国际

学生就读不同的课程路径均能实现终极

学业目标。该学历框架称之为澳大利亚

学历资格框架•(Australian Qualifications 
Framework, 简称 AQF），是由澳大利亚
政•府批准的全国性的学历资格框架。它

使•学生可以在不同层次的学习和院校间

方•便地转换，以往学习所获学分得到承

认。•例如，职业教育和培训的专科文凭

澳大利亚国旗于 1901年•9
月 3日首次在墨尔本上空飘扬。
有关国旗的设计竞赛吸引了 32823
名设计者参赛。国旗上的南十字星座•
代表了澳大利亚在南半球的地理位
置，而那颗大型联邦之星则象征•
了各州和地区组成的联邦；国旗
上角的“联合旗帜”标志（“米
字”）则反映了澳大利亚与
英国的历史纽带联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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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富多样的奖学金

政府、院校、企业和机构提供各类

奖学金。“澳大利亚政府奖学金”（www.
australiaawards.gov.au）包括了不同种
类由政府提供的资金支持。（详见“4.2

国际学生奖学金”一节）

完善全面的学生支持

澳大利亚院校在帮助国际学生适应

在澳大利亚的学习和生活方面责无旁贷。

从学生抵达到离开澳大利亚，学校所提

供的各类学习及福利支持服务能协助他

们实现学习目标，取得优异的学习成绩。

成熟健全的社会公共服务体系

澳大利亚环境舒适、安宁，学生可

以安心学习并可自由旅行。作为享有世界

最高生活水平的国家之一，澳大利亚拥有

现代化的交通运输系统，便捷的通讯以及

公认的世界级医疗卫生体系。专为国际

学生而设的海外学生医疗保险 (Overseas 
Student Health Cover,•英文简称OSHC)，
确保了国际学生在澳学习期间同样能享

受优质医疗。请访问“留学澳大利亚”

中文版官方网站的“资料下载”页面浏览

《澳大利亚留学生活指南》(Pre-departure 

guide to studying in Australia)了解详情。

获益匪浅的留学经历

在澳大利亚，国际学生体验的是与

众不同的教育方式，锻炼了创新创造、独

立思考的能力。学习之外，澳大利亚赋

予国际学生合法工作的权利，鼓励他们

通过实践获得工作经验，丰富社会体验。

毕业后，跨越国界的强大校友网络使国

际学生终生受益于澳大利亚的留学生涯。

澳大利亚绮丽的自然风光令世人欣然向

往。假期之余，国际学生可尽情一探澳

大利亚独特多样的地貌。从洒满阳光的

海滩到银装素裹的滑雪场，从植被茂密

的热带雨林到远古的内陆石阵，可为留

学生活增添色彩。

友好紧密的澳中关系

中国是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

澳大利亚是中国的第五大贸易伙伴。两

个经济体具有高度互补性，贸易和投资

关系十分牢固。

中国是最早一批与澳大利亚签署科

技合作协定的国家之一，两国科研合作紧

密。教育是两国双边关系的核心领域之

一。澳中根据《关于教育与培训的合作谅

解备忘录》，从政府到院校开展多层次

多领域的教育与培训合作。两国于 2011

年 4月又续签了《关于相互承认高等教
育学历和学位的协议》，共同推动学生、

教师和专业人员之间的交流，加强两国

大学间的合作。

2015年 12月，澳中自由贸易协定
正式生效，两国的教育交流得到更进一

步的发展。澳大利亚政府每年将给予年

满 18至 31周岁的中国年轻人最多 5000

个打工度假签证的名额。

澳大利亚是受中国学生欢迎的留学

目的地国家。约 14万的中国学生在澳求
学，名列各国国际学生人数首位。同时，

约 6万中国学生在中国国内学习澳大利
亚的课程。澳中合作办学的项目及机构

（职业教育及以上层次）的数量名列各

国合作办学项目及机构数量的首位。

3.0
海外学生教育服务 (ESOS) 体系

澳大利亚政府通过其制定的海外学
生教育服务法律体系 ,•为国际学生提供世
界上最为严格的消费者权益保障措施。

该体系对有权招收并教授国际学生
的澳大利亚院校设定了资格标准和必须
承担的责任与义务，同时也建立了一套
学费和学籍保护制度以确保万一院校因
故无法授课，国际学生能获得退款或就

读其它替代课程。

该体系的法律框架包括《2000年
海外学生教育服务法案》（Education 
Services for Overseas Students Act 2000，英
文简称 ESOS Act）、《2007年招收海
外学生的教育与培训机构及注册审批机
构的国家行业规范》，简称《2007年国
家规范》（The National Code of Practice 
for Registration Authorities and Providers 
of Education and Training to Overseas 
Students 2007，英文简称 National Code 
2007）等一系列法案法规。

目前所有提供国际教育的澳大利亚院
校已根据 2010年通过的《ESOS Act修正
案》的规定，于当年年底前重新在澳大利
亚联邦政府的“CRICOS系统”（详见下
节介绍）注册，以保证继续提供高质量教育。

请访问以下网站了解 ESOS 详细
信息、最新政策及国际学生作为消费者
所享有的权利与义务：www.education.
gov.au/qualifications-recognition-esos-
framework-tuition-protection-service 。

ESOS咨询热线：+61 1300 615 262

在线咨询：
internationaleducation.gov.au/
Regulatory-Information/Education-
Services-for-Overseas-Students-
ESOS-Legislative-Framework/
ESOSenquiries/Pages/Default.aspx。

澳大利亚联邦政府招收海外学生院校及
课程注册登记（CRICOS）系统

澳大利亚联邦政府招收海外学生院
校及课程注册登记（The Commonwealth 
Register of Institutions and Courses for 
Overseas Student, 英文简称 CRICOS）系
统列出了所有符合注册要求的院校及课
程名单。任何一家招收、录取或教授国
际学生的教育机构都应在 CRICOS注册
登记，并且注册登记他们为国际学生开
设的每一门课程。如果院校不符合市场
营销活动、授课、教学设施、学生支持
服务等方面的严格标准并没有注册，就
无权招收国际学生。

在 CRICOS注册登记的每个教育机
构和其每门注册的课程都有一个 CRICOS
代码。每个教育机构的海外招生宣传资料
上必须注明该机构及课程的 CRICOS代
码。

需确认某教育机构或课程是否已在
CRICOS注册登记，请登录官方网站查询：
cricos.education.gov.au。

3.1 保障优质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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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学生支持服务的质量

各院校必须帮助国际学生适应在澳

的学习和生活，包括在学生抵澳后向其

提供如下信息：

•• 面向国际学生的学生支持服

务，帮助其平稳过渡到在澳的

学习生活；

•• 法律服务；

•• 紧急事件和健康医疗服务；

•• 各种设施和资源；

•• 投诉和上诉程序；

•• 任何与课程和出勤率相关的签

证条件。

欲查询更多信息，请登录“留

学澳大利亚”中文官方网站：www.
studyinaustralia.gov.au/china/live-
in-australia/support-services  。

澳大利亚的中小学除了向学生传授

知识，更致力于培养其沟通技巧、自律

意识，学会尊重自我、尊重他人以及尊

重社会，使之成为面向 21世纪的人才。

所有澳大利亚中小学均由政府监察，

3.0 澳大利亚教育

确保学校保持高水准的教育。诸如经济合

作与发展组织 (OECD) 国际学生评估项目
(PISA) 等在内的全球性独立评审结果，均
表明澳大利亚中小学在阅读、科学和数学

等特定科目中的教育水平名列世界前茅。

中小学教育概况

澳大利亚的中小学教育为十三年，

从学前教育至高中。大部分州的中学由

七年级 (Year 7) 开始，但一些州如昆士兰
州、西澳大利亚州、北部地区及南澳大

利亚州的中学则是八年级 (Year 8) 至十二
年级 (Year 12)。

学生完成十年级 (Year 10) 课程后，
可获得州政府颁发的中学证书 ( 相当于

初中毕业证书 )。学生可选择就业或继续

学业，如继续就读十一年级 (Year 11)、
十二年级 (Year 12)，或职教院校的证书
课程。读完十二年级的学生可获得澳大利

亚政府认可的高中毕业证书。该证书受

全澳所有大学和职业教育与培训学院的

认可，同时也得到海外大学的广泛承认。

学年

大多数中小学是全日制学校。每星

期周一至周五，上五天课。每天上课时

间各校略有不同，一般从上午九点至下

午三点半左右。

中小学多在一月底或二月初开课，

十二月中旬结业，为期约四十周，除塔斯

马尼亚州的中小学学年分为三个学期外，

其它州与地区则分为四个学期。学期之

间有短假期，十二月至翌年一月间则有

长假期。

3.2 中小学教育

澳大利亚的国色

自 1984 年 4 月 19 日起，

绿色和金黄色被定为澳大利亚国

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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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院校注册和海外学生管理系统 
（PRISMS）

澳大利亚院校注册和海外学生管

理 系 统（The Provider Registration and 
International Students Management 
System，英文简称 PRISMS）是收录各教
育机构及其课程信息以及持学生签证赴

澳留学的每位学生相关信息的计算机系

统。

当国际学生违反了澳大利亚学生签

证的相关条例，如持续旷课，澳大利亚

教育机构会通过 PRISMS将情况通报给澳
大利亚移民与边境保卫部（DIBP）。

该系统降低了签证申请中欺骗行为

的发生并确保了教育机构随时掌握在校

国际学生的情况。

保障课程信息的准确性

ESOS规定澳大利亚院校必须向国际
学生提供最新、最准确的求学资讯，包括：

•• 入读课程的要求，其中包括英
语熟练水平、先前工作经验、
入学必须的学位学历证明；

•• 课程内容、期限和将获得的学
位学历；

•• 学习方式和评分方法；

•• 学校设施、设备、学习以及图
书馆资源；

•• 可供参考的相关课程费用，包
括课程学习过程中潜在的学费
变动等；

•• 在澳大利亚生活的相关信息，
包括生活花费和住宿信息等。



导老师、健康咨询顾问、就业辅导老师和

英语语言强化课程教师。学校为国际学

生安排入住澳大利亚人家庭(homestay)，
向学生发放 24小时紧急联系电话号码。
关心照顾好学生是澳大利亚中小学的重

要职责。

升学途径

•• 国际学生在获得澳大利亚政府颁发的高
中毕业证书后，可进入澳大利亚的大学

或职教学院继续深造，不需要重新就读

面向国际学生的大学预备课程。国际学

生也可申请直接就读其它国家的大学。

•• 有些澳大利亚学校颁发国际高中毕业证
书（IB），国际学生也可选择IB证书课
程，或与当地高中课程相结合的课程。

虽然IB证书课程高级学科(如数学和语
言等）的要求高于大多数州和地区的

12年级课程，但IB证书被等同为12年
级高中毕业证书，可用于申请澳大利亚

大学。

公立学校与非公立学校

在澳大利亚，国际学生可以选择进

入两类学校：公立学校和非公立学校。多

数公立小学及中学实行男女同校。非公

立学校通常为教会学校，实行男女分校。

两类学校都接受政府拨款。

公立学校由政府拥有及管理，一

般安排国际学生入住澳大利亚人家庭

(Homestay)。

非公立学校由私人拥有及管理。一

般非公立学校均有教会参予管理，其它则

隶属独立机构。大多是寄宿学校，另一

些则安排国际学生入住澳大利亚人家庭。

课程设置

学校课程依据全国统一的课程大纲

而设定，所有科目大致可划分为八个主要

学习范畴，包括英语、数学、社会及环境、

科学、艺术、第二外语、技术、体育及健康。

此外，还有一系列其它科目可供选

读并因校而异。有些学校开设法律、心理

学、计算机、平面设计、航空学、戏剧

等科目。所有科目均由合格的教师授课。

师资

澳大利亚的中小学教师均接受过高

等教育和专门培训，不但拥有教育方面的

经验，还接受过教学实习培训。高中教

师更是需要在特定科目上具有一定资历。

另外，学校还配有专业导师，为学

生提供读书技巧、科目和职业选择及其

它生活能力的指导。

教学风格与考评方法

中小学的教学方法丰富多样，包括

教师课堂教学、学生研究项目、集体项目

与演示、多媒体课件、在线学习等。学校

通过校际交流和竞赛，加强学生在戏剧、

音乐、艺术等其它方面的技能。

学校采取多种考评方法评估学生的

学习成果，包括个人研究项目、集体作业、

讲演与多媒体演示以及更为传统的课堂

测试与作业。全国及州的统一学业测试

同时确保了学生达到并保持较高的学业

标准。

支持服务与学生福利

为确保每一位学生能够获得足够的

支持服务和福利保障，澳大利亚中小学都

拥有强大的支持服务体系。相关安排包括

每所学校均配有国际学生协调员、年级指
3.0 澳大利亚教育

参考学费（国际学生）

8,000 - 32,000澳元 /年。

生活费用（国际学生）

1,500 – 2,000澳元/月（包括住宿、
膳食及当地交通）

学校申请和学生签证申请要求

学校申请：请直接向澳大利亚学校

的国际学生办公室咨询，了解申请条件

及所需提交的文件。

学生签证申请：请浏览“4.4学生签
证”一节。

更多澳大利亚中小学教育详情，请

浏览“留学澳大利亚”中文版官方网站

www.studyinaustralia.gov.au/china。

澳大利亚为职业教育与培训学历资

格制定了国际通用的标准并因此享誉世

界。澳大利亚完善的全国性职业教育与培

训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 英
文简称 VET)•体系为学生提供统一完整的
培训，不但为他们进一步接受高等教育

打下基础，也使他们能学以致用，顺利

步入职场，深受雇主的青睐。

领先世界的职教培养模式

由行业主导的澳大利亚职业教育与

培训体系已成为全世界效仿的标杆和典

范。澳大利亚职业教育与培训体系注重满

足产业发展的需要，提供高质量的培训，

确保所用即所学。这三方面的优势已获

得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以及国际劳工组织的高度认可。

3.3 职业教育与培训

JOURNA
LIST

13



普遍认可的资格认可

在澳大利亚本土，无论是职业教育
证书还是高级专科文凭，均得到各行业、
雇主及大学的广泛认可。澳大利亚的职教
院校通过与其它国家的教育部门、院校、
机构及专业团体的广泛接触，使澳大利
亚职教毕业的国际学生所取得的学历资
格亦在世界各地受到青睐。

严格的教育质量保障

澳大利亚政府于 2011 年成立了
全新的全国性机构——国家职业教育
与培训规范局 (Australian Skills Quality 
Authority，英文简称 ASQA)，以确保为求
学者提供高质量的职业教育。目前，共
有超过 120万学生就读于各类职业教育
与培训课程，包括约 23万名国际学生。

优秀师资与行业实践

澳大利亚的职教教师不仅具备行业
知识，还有其专业领域的实战经验。他们
拥有最前沿的知识并不断改进课程设置，
以适应瞬息万变的行业发展方向和需求。
职教课程为小班授课，每位学员都有机
会得到教师的个别指导；课程安排上通
常会有一段时间供学生实习，学生不仅
能掌握理论知识，还拥有从真实工作环
境中获得的宝贵行业经验。

门类齐全的职教课程

澳大利亚的职教课程涵盖众多行业，
不少专业的职教课程居世界领先水平。
从创意产业到生物医学，从旅游到矿业
等等。不管未来从事何种行业，你都可
以在澳大利亚入门。

灵活选择并为升读大学做好准备

学生可根据自身水平选择入学程度，

就读相应的职教证书或文凭课程。澳大
利亚的职教院校与各大学有着紧密的联
系，为学生提供升学机会。越来越多的职
教毕业生，通过学校与大学的联系协议，
获得了学历资格的认可，在升读相关大
学学位课程时获得了学分减免或特定科
目的免修。

选择先就读职教专科文凭课程再升
读大学本科课程这种途径，所费时间可
能会比先读预科再读本科要少些。然而，
前者深造的课程选择面较小。建议中国
学生在选择不同的衔接课程时，尽可能
向职教院校了解全面的信息，包括专科
文凭课程的授课内容、签订联系协议的
大学有哪些以及其与合作大学之间的学
分匹配情况等。

职教院校概况

澳大利亚的职业教育与培训学院分
为公立的技术与继续教育 (Technical and 
Further Education，英文简称 TAFE) 学院
和非公立的职业教育与培训学院两种。
TAFE学院一般由政府拥有及管理并由政
府资助。而非公立的职业教育与培训学
院，如企业公司、私立学院和专业组织等，
则由私人拥有及管理。

课程包括四个级别的证书课程、专
科文凭课程、高级专科文凭课程、研究
生证书以及研究生文凭。

学年

职教院校每学年通常于一月底开学，
十二月中旬结业。一些州及地区的学年为
两个学期，其它州及地区则为三个学期。

一筹。

澳大利亚大学的教授、讲师均来自

世界各地，使澳大利亚的大学成为创新者

和思想家的乐园。通过密切的科研合作、

遍布世界的校友网络以及广泛的校际师

生交流，澳大利亚各大学与世界各地尤

其是亚洲地区的院校建立了紧密的联系。

全球认可的学历资格

澳大利亚的大学提供最高质量的课

程。本科及研究生层次的学历证书包括：

准学士学位、学士学位、荣誉学士学位、

研究生证书、研究生文凭、授课式硕士

学位、研究式硕士学位、博士学位。澳

大利亚的学历证书获得了全球各大专业

协会的广泛认可。你毕业时收获的绝不

仅是一纸文凭，而是现实世界急需的才

智与技能，助你在激烈的国际职场竞争

中立于不败之地。

3.0 澳大利亚教育

参考学费（国际学生）

4,000 - 22,000澳元 /年（某些专业
性较强的课程学费可能更高）

生活费用（国际学生）

1,500 – 2,000澳元/月（包括住宿、
膳食及当地交通）

学校申请和学生签证申请要求

学校申请：请直接向澳大利亚学校

的国际学生办公室咨询，了解申请条件

及所需提交的文件。

学生签证申请：请浏览“4.4学生签
证”一节。

更多澳大利亚职业教育与培训详情，

请浏览“留学澳大利亚”中文版官方网

站 www.studyinaustralia.gov.au/china。

澳大利亚的大学致力于培养未来的

领导人。学校鼓励创新、创造与独立思考，

亦培养驰骋国际职场的毕业生。目前，

在澳留学的国际学生中，近一半学生入

读高等教育院校。

世界一流的国际化求学体验

澳大利亚的高等教育质量与学术

水平在国际上享有盛誉。在 2015-2016

年度英国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

（Times Higher Education,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s）中，40% 的澳大利亚大学跻身
世界大学 300强，40%进入英国泰晤士
报 2015年度“世界百大新生代”排名。相
比不少人口超过澳大利亚的发达国家，澳

大利亚在大学整体质量和表现方面更胜

3.4 高等教育 ( 含大学预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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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的教育质量保障体系

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已设立了高等

教育质量和标准署 (Tertiary Education 
Quality and Standards Agency，英文简称
TEQSA)。这一全新的全国性高等教育质
量监管机构有权监管大学及其它高等院

校，监督其教学质量，并订立教育质量

标准。

位于世界前沿的科研能力

澳大利亚拥有世界一流的研究和学

术水平、众多位居世界前列的研究团队和

先进的科研设施，并在许多科研领域处

于领先地位，包括与农业和环境相关的

生物科学、矿产资源加工、感官知觉领域、

遥感、药物设计、电讯、能源科学与技

术等。澳大利亚的科研成果对全球人类

生活产生了深远影响，获得了众多国内

外重要奖项，包括表彰澳大利亚在医学、

科学和文学等领域所作贡献的诺贝尔奖。

澳大利亚大学与全球其它学府和研

究机构建立了相当多的战略合作关系，

如合作研究、学生和教师交换项目。研

究生和研究小组在澳大利亚以及其它国

家从事着不同学科领域的尖端项目研究。

ARCHIT
ECT

3.0 澳大利亚教育

众多的课程选择

澳大利亚大学或其它高等教育机构

开设的课程门类齐全，包括科学、管理、

商务、人文、工程、法律与健康科学等，

既有传统的学习和研究型的学术课程，

也有注重实用性的职业教育课程，为学

生未来的职业生涯奠定坚实基础。

大学概况

澳大利亚的高等教育体系由 43所大
学，数量众多的其它高等教育院校，以

及提供政府认可的高等教育特定课程的

100多个教育中心所组成。第一所大学于
1850年创立。

每所澳大利亚大学和高等教育机构

都具有其优势和专长领域。例如位于边远

地区的大学与研究机构联系紧密，在农

学、兽医学、环境研究、生物技术、纳米

技术、运动医学、南极研究、海洋生物学、

水资源管理等领域有着公认的优势。

澳大利亚的大学教育注重对理论知

识的理解及应用，培养学生对不同观点

论据进行批判思考。很多大学提倡学术

研究国际化，积极鼓励教师及学生参与

国际交流和科研计划。

一些澳大利亚大学在海外设有分校，

通过远程教育或海外合作院校进行教学。

就读澳大利亚高校的海外学生中有三分

之一注册于此类高等教育海外办学课程。

学年

大学的大多数课程在二月底或三月

初开学，一些课程也在七月开学。大多

数大学每学年通常分为两个学期，每学

期约为十三周。六月和十一月中旬为考

试时间，十二月至翌年二月为暑假。

参考学费（国际学生）

本科课程：18,000 - 33,000澳元 /年

研究生课程：20,000 - 37,000澳元/年
（某些专业性较强的课程学费可能更高）

生活费用（国际学生）

1,500 – 2,000澳元/月（包括住宿、
膳食及当地交通）

学校申请和学生签证申请要求

学校申请：请直接向澳大利亚学校

的国际学生办公室咨询，了解申请条件

及所需提交的文件。

学生签证申请：请浏览“4.4学生签
证”一节。

更多澳大利亚高等教育详情，请

浏览“留学澳大利亚”中文版官方网站

www.studyinaustralia.gov.au/china。

你知道吗？

澳大利亚最常说的语言包

括英语、意大利语、希腊语、

广东话、阿拉伯语、越南语和

普通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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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首都地区（ACT）

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www.anu.edu.au
University of Canberra www.canberra.edu.au

新南威尔士州（NSW）

Australian Catholic University www.acu.edu.au
Charles Sturt University www.csu.edu.au
Macquarie University www.mq.edu.au
Southern Cross University www.scu.edu.au
The 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 www.unsw.edu.au
The University of Newcastle www.newcastle.edu.au
The University of Sydney www.usyd.edu.au
University of New England www.une.edu.a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Sydney www.uts.edu.au
Western Sydney University www.uws.edu.au
University of Wollongong www.uow.edu.au

北部地区（NT）

Charles Darwin University www.cdu.edu.au

昆士兰州（QLD）

Bond University www.bond.edu.au
Central Queensland University www.cqu.edu.au
Griffith University www.gu.edu.au
James Cook University www.jcu.edu.au
Queensland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www.qut.edu.au
The 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www.uq.edu.au
University of Southern Queensland www.usq.edu.au
University of the Sunshine Coast www.usc.edu.au

南澳大利亚州（SA）

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 Australia www.australia.cmu.edu
Flinders University www.flinders.edu.au
The University of Adelaide www.adelaide.edu.au
Torrens University Australia www.torrens.edu.au
University of South Australia www.unisa.edu.au

澳大利亚大学网址

Univerity College London www.ucl.ac.uk/australia/about_
us/about_ucl

塔斯马尼亚州 (TAS)

University of Tasmania www.utas.edu.au

维多利亚州（VIC）

Deakin University www.deakin.edu.au
La Trobe University                  www.latrobe.edu.au
Monash University www.monash.edu.au
RMIT University www.rmit.edu.au
Swinburne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www.swin.edu.au
Federation University www.federation.edu.au
The University of Melbourne www.unimelb.edu.au
University of Divinity www.divinity.edu.au
Victoria University www.vu.edu.au

西澳大利亚州（WA）

Curtin University www.curtin.edu.au
Edith Cowan University www.cowan.edu.au
Murdoch University www.murdoch.edu.au
The University of Western Australia www.uwa.edu.au
The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Australia www.nd.edu.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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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大学分布图

你知道吗？

•• 澳大利亚拥有全世界10%的生物种类；•••

•• 澳大利亚发现的2万种维管植物中有17000种为全世界绝无仅有；

•• 澳大利亚发现的268种哺乳动物中有80%以上为澳大利亚独家特有；

•• 澳大利亚发现的770种爬行动物中有685种在其他任何地方难觅踪迹；

•• 澳大利亚80-90%的昆虫和蛛形纲动物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

澳大利亚首都地区
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University of Canberra

新南威尔士州
Australian Catholic University
Charles Sturt University

Macquarie University

Southern Cross University

The University of New England
The 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
The University of Newcastle
The University of Sydney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Sydney
Western Sydney University
University of Wollongong

北部地区
Charles Darwin University

昆士兰州
Bond University
Central Queensland University

Griffith University
James Cook University
Queensland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The 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University of Southern Queensland
University of the Sunshine Coast

南澳大利亚州
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 Australia
The University of Adelaide
Flinders University
Torrens University Australia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University of South Australia

塔斯马尼亚州
University of Tasmania

维多利亚州
Deakin University
La Trobe University

Monash University
RMIT University
Swinburne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The University of Melbourne

Federation University
University of Divinity
Victoria University

西澳大利亚州
Curtin University
Edith Cowan University
Murdoch University
The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Australia
The University of Western Australia

主校区
Canberra(ACT)
Canberra(ACT)

Sydney(NSW)
Bathurst(NSW)

Sydney(NSW)

Lismore(NSW)

Armidale(NSW)
Sydney(NSW)
Newcastle(NSW)
Sydney(NSW)
Sydney(NSW)
Sydney(NSW)
Wollongong(NSW)

Darwin(NT)

Gold Coast(QLD)
Rockhampton(QLD)

Brisbane(QLD)
Townsville(QLD)
Brisbane(QLD)
Brisbane(QLD)
Toowoomba(QLD)
Maroochydore(QLD)

Adelaide(SA)
Adelaide(SA)
Adelaide(SA)
Adelaide(SA)
Adelaide(SA)
Adelaide(SA)

Hobart(TAS)

Melbourne(VIC)
Melbourne(VIC)

Melbourne(VIC)
Melbourne(VIC)
Melbourne(VIC)
Melbourne(VIC)

Ballarat(VIC)
Melbourne(VIC)
Melbourne(VIC)

Perth(WA)
Perth(WA)
Perth(WA)
Fremantle(WA)
Perth(WA)

分校区

Ballarat, Brisbane, Canberra, Melbourne
Albury-Wodonga, Dubbo, Goulburn, Orange,
Sydney, Wagga Wagga

Coffs Harbour, Melbourne, Port Macquarie,
Sydney, Tweed Heads

Canberra (Australian Defence Force Academy)
Ourimbah, Port Macquarie
Camden

Campbelltown
Nowra, Sydney

Alice Springs, Palmerston, Sydney

Brisbane, Bundaberg, Emerald, Gladstone,
Gold Coast, Mackay, Melbourne, Sydney
Gold Coast, Logan
Cairns, Mackay, Mt Isa

Gatton, Ipswich
Hervey Bay, Springfield

Roseworthy

Sydney, Melbourne, Brisbane

Mount Gambia, Whyalla

Burnie, Launceston

Geelong, Warrnambool
Albury-Wodonga, Beechworth, Bendigo,
Mildura, Mt Buller, Shepparton
Churchill, Frankston
Bairnsdale
Lilydale
Creswick, Dookie, Horsham, Shepparton,
Terang, Warragul, Werribee

Ararat, Horsham, Stawell
Adelaide, Sydney
Melton, Sunbury

Kalgoorlie, Northam, Sydney
Broome, Bunbury
Mandurah, Rockingham
Broome, Sydney
Alb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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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预科

大学预科，也可称作基础学习或大

学预备课程（Foundation Studies），专
为国际学生而设。课程内容针对大学学

科而设计，帮助学生尽快打好基础，为

入读大学做好准备。

通常澳大利亚大学不直接录取中国

高中毕业生。学生可以选择在进入澳大利

亚大学攻读学士学位课程之前，先就读

该大学认可的预科项目。根据澳大利亚

移民和边境保卫部 (DIBP) 的规定，只要
中国学生在中国完成高中二年级的学习，

即可选择“大学预科•+•学士学位课程”

的途径赴澳留学。学生也可在完成高三

学习后选读大学预科课程。

大学预科由澳大利亚不同教育类别

的院校，如中学、职业教育与培训、高

等教育院校以及其它教育机构提供。通

常大学预科不颁发正式学历资格证书，

也就是非学历课程。但也有些大学预科

颁发四级证书。

大学预科通常有以下特点：

•• 相当于澳大利亚12年级高中学历水平
•• 以英语语言学习为重。此外，学生可根
据个人将来本科希望就读的专业意愿，

选修三至四门学术类专业科目

•• 帮助学生养成独立自主的学习习惯，以
适应大学的学习模式

•• 学业考核方式包括平时作业、考试成
绩、出勤率等

•• 如果学生结业时达到所要求的标准，可
保证其就读某特定的大学课程

•• 学生在直接入读时必须要求达到至少
11年级学习水平（或相当水平），且
签证申请要求的雅思成绩不低于5.5分

•• 通常学时一年，称为标准课程(Standard 
Program)。有些不到一年的预科，通
常称为“快速”或“加速”课程(Fast 
Track / Accelerated Program)•，特点是
上课时间较长，以密集形式授课，适合

英语水平较好的学生。还有些预科超

过一年，此为“延长”课程(Extended 
Program)，面向英语水平较低的学生。

请注意：各大学认可预科的规定各

有不同。许多大学保证录取修读该校所

认可的预科课程的国际学生，对于其它

预科的毕业生则逐情考虑。请向具体院

校查询有关规定。

学年

大学预科的入学时间一般是在二、

三月或七、八月。不少学校也提供多个

入学时间，请向具体院校查询。

参考学费（国际学生）

18,000 - 24,000澳元 /年

生活费用（国际学生）

1,500 – 2,000澳元/月（包括住宿、
膳食及当地交通）

预科课程申请和学生签证申请要求

课程申请：请直接向提供预科课程

的澳大利亚学校的国际学生办公室咨询，

了解申请条件及所需提交的文件。

学生签证申请：请浏览“4.4学生签
证”一节。

更多澳大利亚大学预科的详情，请

浏览“留学澳大利亚”中文版官方网站

www.studyinaustralia.gov.au/china 。

作为以英语为母语的国家，澳大利

亚是世界上唯一对英语语言教学建立全

国性教学质量认证标准并定期开展质量

评估和绩效审核的国家，一直向国际学

生提供高质量的英语语言环境和教育。

每年都有来自全球 50多个国家的学生为
了升学、就业、个人发展等原因来到澳

大利亚学习英语。

澳大利亚的 ELICOS

英 语 语 言 强 化 课 程•（English 
Language Intensive Courses for Overseas 
Students，英文简称 ELICOS) 即专门面
向国际学生的英语教育。

澳大利亚提供 ELICOS课程的院校
包括大学、职业教育与培训学院、中学

3.0 澳大利亚教育

以及单独的公立及私立 ELICOS机构。全
国大部分提供 ELICOS课程的院校及其课
程都经过澳大利亚国家英语语言教学评

审计划署 (NEAS Australia) 认证注册，受
NEAS Australia监管，均在班级规模、教
师资质、教学大纲、教学方法和教材等各

方面符合 NEAS Australia规定的标准。未
经 NEAS Australia认证的院校 , 也会在其
所在州或地区政府机构注册认证，保证其

课程及教育设施的质量。此外，凡持学

生签证在澳学习的国际学生均受到 ESOS

的权益保障。

ELICOS的院校配备了高质量的语言
学习设备。所有教师都具备英语作为外

语教学的专业资格。

3.5 英语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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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获的不仅仅是语言

在澳大利亚学习英语远不止在教室

里背单词。英语教学内容全部取材于现

实生活，注重在批判性思维和团队设计

作业两方面的训练。如果你持学生签证

在澳大利亚学习一段时间，你可获得每

周一定时间的工作许可。

一种语言，多种课程

澳大利亚种类繁多的英语课程可以

满足学生的不同需求：

 • 通用英语（General English）：侧重教
授正式和非正式的英语口语及常规沟通

技巧。

 • 中学/高中预备课程(S/HSP)、学术应用
英语(EAP)、高阶英语(EFS)：着重培养
学生进入高一级学校必备的英语口语及

笔头能力。

 • 考试准备课程(Examination Preparation):
培养一般语言技能、增加英语知识，

同时针对考试进行有效练习，包括

雅思（ IELTS）、剑桥英语技能证书
(Cambridge Certificates)和托福(TOEFL)。

 • 专门用途英语(ESP)，如商务英语、医

疗保健人员英语、旅游酒店英语等：教

授特定工作环境所需的英语口语和书面

语。

 • 教师专业英语：相关课程包括TESOL 
(培养国际英语教师的英语教学课程)和

EFTC(儿童英语教学课程)。

 • 游学课程 ( Study Tour ) ：这些课程将通

用英语学习、社交、文体及旅游活动等

合为一体。短期游学灵活多变，有为个

人和团体量身定做的不同课程安排。

随报随学，灵活方便

你随时可以报名就读上述英语课程。

大多数英语课程的入学日期灵活多样，

从每周一次到每月一次，根据你的英语

程度自由选择。

升学途径

在澳大利亚学习英语，可帮助学生

在澳大利亚或其它国家继续完成以英语

授课的学业。学生可通过英语培训达到

规定的入学英语水平要求，就读大学或

职业院校的主课课程，或提升自身的职

场竞争力。

参考学费（国际学生）

约 300 澳元 /周（具体学费取决于
课时长度）

生活费用（国际学生）

1,500 – 2,000澳元/月（包括住宿、
膳食及当地交通）

ELICOS 课程申请和学生签证申请要求

中国学生在申请澳大利亚的学历课

程时（如高中课程），学校会根据申请

人的英语水平，配套相应的 ELICOS课程。
学生在顺利完成 ELICOS课程后，再进入
主课的学习。此种情况下，学生无须申

请单独的 ELICOS课程。

你知道吗？

每年 3月 21日是澳大利亚

和谐日。和谐日为全体澳大利亚

人反思澳大利亚的多元文化社会

提供了机会。

资格所对应的知识及能力在全国的统一

性。该框架注重各学历资格及层次之间

的紧密联系，支持并保障学生不论继续

高一级学习还是直接就业，均已达标并

拥有灵活的选择。该框架也是澳大利亚

实施国家的教育质量监督措施的基础，

规范了学历认证所应达到的要求。同时，

该框架支持并不断推动澳大利亚学历持

有者在澳大利亚国内及国际上施展才能，

令澳大利亚学历资格在国际上获得普遍

认可。

图示所显示的崭新框架不再限制哪

一教育类别能够颁发何种学历资格证书。

它所关注的是学生获得的每一学历资格

所对应的学习成果——即知识和技能所

达到的层次以及对这些知识和技能进行

运用的能力。

高中毕业证书代表了个人进一步深

造或就业以及有效参与社会生活所需具

备的基本知识、技能及价值。各类学历

资格不再完全以相应的教育类别来划分，

而是根据相应的学习成果，被归入不同

层次。10个层次则体现了与渐进的学历
资格相对应的知识和能力所达到的复杂

程度。

澳大利亚学历资格框架委员会（AQF 
Council）负责提供 AQF方面的政策性
建议，维护、监督和推广 AQF并为授予
AQF框架内学历资格的院校提供支持。
请登录委员会网站 www.aqf.edu.au，获
得有关 AQF以及每一层次、学历资格的
具体介绍。

单独课程的申请（即仅赴澳学习英

语）：请直接向提供 ELICOS的澳大利亚
学校的国际学生办公室咨询，了解申请

条件及所需提交的文件。

学生签证申请：请浏览“4.4学生签
证”一节。

更多澳大利亚英语学习详情，请

浏览“留学澳大利亚”中文版官方网站

www.studyinaustralia.gov.au/china或“英
语澳大利亚”网站 www.englishaustralia.
com.au。

“理想的留学目的地”一章中提

及的澳大利亚学历资格框架•(Australian 
Qualifications Framework， 英 文 简 称

AQF）是澳大利亚的一项国策以及澳大利
亚教育体系和人力资源发展不可分割的

部分。它不仅服务于澳大利亚本国学生，

也使留澳的国际学生同样受益。澳大利亚

是世界首批建立此类学历资格系统的国

家之一，该框架居世界领先水平，对于保

障国际学生获得高品质的澳大利亚教育、

其澳大利亚学历更易与海外学历进行比

较并获得国际认可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最新的 AQF 涵盖了 14 种国家认
可的学历资格，包含 10个层次（如图
示），衔接了全国的高等教育（Higher 
Education）、职业教育与培训（VET）
以 及 高 中 教 育（Senior Secondary 
Schooling，即11和12年级的中学教育）。
该框架设定了每一学历资格相对应的知

识及能力所应达到的标准，既体现了不

同学历资格间的区别，又确保同一学历

3.0 澳大利亚教育

3.6 全国性学历资格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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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活多样的升学途径

灵活多样的升学途径和学业选择是

AQF的一大特色。

AQF为学生以往学习资历的认可
Recognition•of•Prior•Learning•(RPL)

或学分转换提供了政策支持。授予 AQF

框架内学历资格证书的澳大利亚院校通

过 RPL对个人过去的正式及非正式学习
经历进行评估，以审核其以往的技能与

知识是否足以达到学历资格的入学或学

分转换的要求。根据 AQF的规定，以往
资历认可与学分转换由各院校自主安排，

可转换的学分数量，视具体的课程与教

育背景情况而定。

这方便了学生在不同学习层次、课

程与院校间的转换。所有学生仍需达到

所学课程的入学要求，国际学生还需满

足相关的学生签证要求。

中国学生在澳大利亚跨教育类别情

况下的学习，通常有以下几种最常见的

学习途径：

1.中学课程→学士学位课程•
（适合于中国已获得初中毕业证书

的中学生）

2.大学预科→学士学位课程•
（适合于中国已完成高二学习或高

中毕业生）

3.专科文凭课程→学士学位课程
（适合于中国高中及同等学历毕业生）

4.中国高考→学士学位课程
（以高考成绩直接申请）

此外，还有其他多种升学途径，例如：

中学课程•-•专科文凭课程•-•学士学位课

程；中学课程•-•大学预科课程•-•学士学

位课程；研究生证书课程•-•研究生文凭

课程•-•硕士学位课程；学士学位课程•-•

硕士学位课程。海外学生英语强化课程

也是被广为选择的升学途径课程之一。

澳大利亚学历资格框架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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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duate Diploma
研究生文凭

  高

中毕
业证书

AQF

澳大利亚院校对申请就读的国际学生，有一定的英语水平要求。院校在接受入学

申请时，可能需要学生提供以下其中一门英语测试的成绩作为英语能力的证明。不同

院校和专业认可的英语测试不同、作为入学录取标准的测试成绩也各异。请直接与申

请院校确认具体规定。

澳大利亚移民和边境保卫部（DIBP）同时规定了国际学生申请特定类别的学生签
证时也必须提交英语能力的证明。请访问 www.border.gov.au 查询 DIBP设定的符合
签证申请条件的最低英语测试成绩。

除雅思（IELTS）成绩之外，DIBP同时接受职业英语考试•Occupational English Test 
(OET)、托福•TOEFL iBT、培生学术英语•Pearson Test of English (PTE) Academic，和剑
桥高级英语•Cambridge English: Advanced (CAE)的测试成绩作为学生签证申请时的英语
能力证明。详细信息，请浏览 www.border.gov.au/Lega/Lega/Form/Immi-FAQs/aelt。

4.0
4.1 英语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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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奋进奖学金(Endeavour Awards)
作为一项国际性的奖学金计划将根据申

请者的综合素质择优选拔。奋进奖学金提

供赴澳大利亚从事学习、研究和职业发

展的机会。澳大利亚国民也可通过该奖

学金项目赴海外学习深造。该奖学金接

受申请的时间为每年的 4月初至 6月底。

如欲了解“澳大利亚奖学金计划”的

更多详情，请访问 www.australiaawards.
gov.au 查询。

除澳大利亚政府提供的奖学金以外，

澳大利亚各大学也设立了不同种类的奖

学金，由各院校直接发给学习成绩优异的

学生。有意申请这些奖学金的学生，请

在向大学提出入学申请时，向校方提出

申请，校方会邮寄相关奖学金申请表格。

国际学生可申请澳大利亚政府、教

育机构和其它许多组织提供的一系列奖

学金。无论赴澳攻读职业与技术教育课

程、学士、硕士、博士学位，还是开展

学生交流项目或是研究工作，你都有可

能获得不同种类的奖学金资助。

澳大利亚奖学金计划(Australia Awards)
由澳大利亚政府推出，为未来的国际化精英

提供赴澳从事学习、研究及职业发展的机会，

同时也为澳大利亚的优秀人才走出国门提

供同等机会。该计划由三部分组成：澳大利

亚外交及贸易部（DFAT）的奖学金及助学金
项目、澳大利亚教育与培训部（DoET）的奋
进奖学金（Endeavour Awards）项目和澳大
利亚国际农业研究中心（ACIAR）的助学金
项目。

4.2 国际学生奖学金 此外，你可以访问联合学术奖学金

在线网络（Joint Academic Scholarships 
On-line Network， 英 文 简 称 JASON)•
www.jason.edu.au 查询更多澳大利亚院
校及其它组织提供的奖学金信息。该网

络是一个澳大利亚研究生奖学金的数据

库及搜索引擎。它由澳大利亚大学联盟

出资建立并获得了澳大利亚大学研究院

院长委员会（英文简称 DDOGS）的支持。
该网络旨在帮助有意在研究生层次继续

深造并寻求资助的学生提供各大学、慈

善基金会、政府部门和私立机构的奖学

金信息。

你也可以访问“留学澳大利亚”中

文版官方网站 www.studyinaustralia.gov.
au/china，通过搜索引擎来查询奖学金
信息

留学澳大利亚有 5 个主要步骤：

1. 选择学校及课程：申请赴澳留学

前，先了解各院校的具体情况，如学校

概况、入学要求、课程设置、开学日期

及学费等。如欲了解哪些院校开设你感

兴趣的某一特定课程（专业），请访问

“留学澳大利亚”中文版官方网站 www.
studyinaustralia.gov.au/china，通过课程
搜索引擎进行查询。

2. 申请入学：确定一所或几所你希

望就读的学校，直接与学校联系申请入

学。通常需要提供的申请材料包括 :•

•• 入学申请表

•• 证明过往学历或目前所受最高

教育程度的文件的清晰复印件

或公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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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方学校出具的在读证明和成

绩单的清晰复印件或公证书(适

用于在校学生)

•• 英语成绩证明

•• 申请研究生课程的学生如有工

作经验，需提供有关工作经历

的证明

请注意：每所学校要求提供的申请

材料略有不同，请直接与学校确认。•

3. 获得录取：学校最终发放的“电子

注册录取确认书”(Electronic Confirmation 
of Enrolment，英文简称 eCoE) 意味着你
被正式录取。请直接与学校确认在获得

eCoE之前需要完成哪些手续。

4. 申请及获得签证：请浏览“4.4学
生签证”一节。

5. 行前准备及赴澳留学：请访问

“留学澳大利亚”中文版官方网站，阅

读《澳大利亚留学生活指南》以帮助你

做好准备 www.studyinaustralia.gov.au/
downloads。

请访问澳大利亚移民和边境保卫部•

(DIBP) 网站 www.border.gov.au 了解
最新的签证措施。

自 2016年 7月 1日起，澳大利亚
移民和边境保卫部引进了简化学生签证

框架（SSVF），根据 SSVF：

•• 不管选择哪一类课程，所有的国际学生
都将申请同一种学生签证（子类500）。

•• 所有国际学生皆需在线上申请学生
签证。

•• 申请学生签证时需要提供的英语语言
和财力证明将以新的移民风险框架为

指导。

学生签证（子类 500）的主要要求

真正短期入境（GTE）要求

GTE要求适用于所有学生签证的申
请人，并且考虑该学生的各自情况是否

表明他们的意图为短期逗留在澳大利亚。

4.4 学生签证

移民局将考虑学生的各种个人因素、他

们的移民史、鼓励学生回到他们国家的

情况，以及鼓励他们继续留在澳大利亚

的条件等，以作出真实性评估。

注册课程入学

在提交学生签证申请时，国际学生

一般必须入读注册课程，并提供入学确

认书。

外交事务和国防部赞助的学生（持

外交事务和国防部赞助信）、中学交换

生（持《中学交换生接受通知书》）和

必需逗留在澳大利亚接受论文评分的研

究生可豁免此要求。

财力和英语语言能力

所有的国际学生都必须有足够的资

金来支付他们在澳大利亚的学费和生活

费用。虽然学生签证持有者可以在澳大

利亚工作一定的时数，但他们不应依赖

工作来支付他们的学费和生活费。

作为签证申请过程的一部分，移民

局可能要求学生提供其财务能力和英语

水平的证据。这将根据学生的国籍和预

期的教育机构的移民风险结果而定。

当移民局的在线客服工具表示需要

提供财务能力和英语语言能力证明文件

时，请务必在递交签证申请之前上载这

些文件，否则可能会导致拒签。

健康和品行要求

国际学生必须有良好的品格，且其

学生签证申请通常需要进行一次体检。

在学生签证获批以前，学生也必须购买

海外学生医疗保险（OSHC）。

如何递交学生签证申请

学生签证（子类 500）申请一般应
在线提交。更多信息请见：www.border.
gov.au/Trav/Stud。

办理学生签证申请需要多长时间

移民局的目标是在学生签证申请递

交后一个月内对 75%的申请完成审批。

为了缩短签证审批时间，我们大力

鼓励学生在签证申请递交时附上所有所

需文件。若未能提交所有文件，可能会

导致审批延迟或拒签。

SSVF 对现有学生签证持有人的影响

SSVF只适用于 2016年 7月 1日起
递交学生签证的申请人，不会影响此日

期之前已取得学生签证的持有者。

现有学生签证持有人（子类 570-
576）的家人如果目前不持有学生签证，
但以后想到要澳大利亚与家人一起，则

需申请子类 500签证。

对毕业生短期签证（子类 485）的影响

毕业生短期签证（子类485）签证的
资格标准将不会改变。更多信息请参阅信

息页毕业生短期签证（子类485），网址
为www.border.gov.au/Trav/Visa-1/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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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问题：

*•该留学中介是否具有中国教育部颁
发的“自费出国留学中介机构资格认
定书”？请访问教育部教育涉外监管
网，查询已领取资格认定书的自费留
学中介服务机构名单：www.jsj.edu.
cn/n3/12075/147.shtml。•

*•该留学中介已运营多久？

*•你认识任何曾委托此中介机构办理
留学的人吗？

*•该留学中介是否与你希望入读的澳
大利亚院校签有书面合作协议？

*•该留学中介是否确切清楚你想入读
的课程所要求的申请条件？

■• 你所选的院校是否告知你需要提供
哪种英语水平测试成绩？

留学澳大利亚的学生，除非是

学习特定的英语课程，否则都要掌
握一定的英语语言技能。你所申请
入读的澳大利亚院校应在你申请入
学之前，告知你你所申请课程的英
语水平要求。

你同时需要满足申请学生签证
所要求达到的英语水平。详见“4.1
英语测试”一节的介绍。如果你的
英语测试成绩被发现作假，将会被
取消签证并遣返回国。

■• 你是否收到申请院校提供的学费清
单？

你申请的院校必须在你确认接
受录取并向校方交纳任何费用之前
向你提供一份详细的学费清单。这
份清单将帮助你规划在澳学习生活
的预算。如果你未曾收到这样一份
清单，请务必在决定接受学校录取
之前向校方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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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你申请入学前：

■• 你是否已登录拟申请院校的网站进
行详细了解？

各院校网站都应显示该院
校的澳大利亚联邦政府招收海外
学生院校及课程注册登记（The 
Commonwealth Register of Institutions 
and Courses for Overseas Student，英
文简称 CRICOS）代码，以便学生明
确该院校及其课程是否具备招收国际
学生并授课的资格。请访问 CRICOS
网站 cricos.education.gov.au输入院
校名称，核对 CRICOS代码。

澳大利亚很多院校在不只一个
州或地区内注册登记来招收国际学
生。有时，一个院校在不同的授课
地点开设同一门课程，有时仅在其
中一个授课地点开设此门课程。因
此，你必须通过 CRICOS网站确认
你所申请的课程注册有CRICOS代码。

提示：

1．在院校网站上查询课程、学费、退
款政策及设施设备等信息；

2．查询 CRICOS代码（五位数字后跟一
个字母组成），此代码应显示于包括
网站在内的一切院校宣传资料上。

■• 你是否知道未来学习生活的环境？

澳大利亚院校可在多个州或地
区内注册登记来提供课程，也可在
同一个州或地区内拥有多个校园。

关键问题：

•• 留学地点离其所在州或地区的首府
有多远？位于大城市的市中心还是
相对偏远的地区？

•• 你是否已足够了解所选留学地区(城
镇或城市)的规模、设施、气候、住
宿、公共交通设施和社会活动等信息。

■• 你就读的院校是否与别的院校合作
提供课程？

院校与院校之间可以联合提供
课程，但这种合作必须得到院校所
在州认证机构的批准。在你注册入
学之前，你的院校应阐明是否与其
它院校联合教授你将学习的部分课
程，以及合作院校准确的地理位置。
你入读的院校有责任确保你获得的
教育质量并协助你解决在澳期间遇
到的任何问题。

■• 你是否确定你所选择的中介机构与
你申请的院校之间建立了代理关
系？

你应确保所委托的留学中介既
是你希望入读的澳大利亚院校授权
的代理，也得到了中国教育部的资
格认证。中介机构必须如实向你介
绍所代理的院校，包括课程和地理
位置等信息。你可向澳方院校咨询
该留学中介是否为其代理机构，校
方是否曾招收此中介所推选的学生。

无论你向留学中介还是澳大利
亚院校支付任何费用都务必索取收
据并妥善保存。

独一无二的环境

澳大利亚大陆与世界其它

地方迥然不同，有着 100万种不

同的自然物种。这块国土上 80%以

上的开花植物、哺乳动物、爬行动

物和蛙类动物以及大部分的鱼类

和接近一半的鸟类都是澳大利

亚所特有的。

4.5 留学温馨提示



学费清单上通常列有：

*•学费

*•注册及 /或管理费

*•机场转乘费

*•住宿费

*•海外学生医疗保险费（OSHC）
* 课程所需的教材、设备或其它资料

的费用

校方清单上应列全完成课程所需交纳

的一切费用。请以收到的清单为准。

提示：如果你到校注册时，所需交纳的

费用有变更的可能，你的学校应在

学费清单或录取信上将此注明。如

果你无法确定是否会发生费用变更，

请在接受录取之前与学校确认。

■• 你是否看到并理解将就读院校的退

款政策及退款的书面协议？

根据《2007年国家规范》，学
校在收取学费的同时或之前，必须

与学生（或其父母或法定监护人）

签订书面协议。协议中应明确列出

学生拟就读的课程名称、应向学校

缴纳的费用、申请退款的时间和方

式等详细内容。如果你不确定协议

中某项具体条款的含义，应在向学

校交纳任何费用之前，联系校方，

请其做出解释。

协议还应明确规定你放弃学业

或自行中止课程时的退款权利。这

种情况被称作学生违约（student 
default）。海外学生教育服务（ESOS）
法律法规并未具体规定学生违约时

学校应退还的费用金额。因此，你

有责任在签署协议前仔细阅读并理

解协议的各项条款。

有关书面协议中的退款政策，校方应阐明：

*•如果你不能在指定日期入读课程，

后果如何？

*•在哪些情况下校方应为学生退出课

程而返还学费以及返还的金额和时

间。这些情况可包括如果你没能获

得签证，你在课程开始前 / 入读课

程后决定退出，或者你被停学或劝

退等。

*•你应在何时、如何申请退款。

*•“此退款协议不干涉国际学生依据

澳大利亚消费者保护法采取进一步

维权行动的权利。”

*•“该注册院校的争议解决机制并不

限制国际学生寻求其它法律补救措

施的权利。”

*•协议若阐明了学校应遵守的还款期

限，则此期限的设定应遵守澳大利

亚法律的相关条款。

提示：•

1、务必先仔细阅读并理解所有条款，
再签署书面协议。如有疑问，务必

向校方确认清楚；

2、保存好你与学校签订的书面协议的
复印件、向学校缴纳的所有费用的

收据、与学校间关于课程或入学方

面的所有信件或电子邮件记录。

欲知《•2007年国家规范•》详情，
请访问 internationaleducation.gov.au/
Regulatory-Information/Education-
Serv ices- for -Overseas-Students-
E S O S - Le g i s l a t i v e - F r a m e w o r k /
National-Code/Documents/National_
Code_2007_pdf.pdf。

更多退款方面的信息，请继续浏览

本章内稍后的内容。

■• 你将就读的院校是否告知你课程内
容及评估方法？

院校需要向你提供课程内容以
及有关成功完成学业并获得相应学
历资格的规定，包括：

*•课程概述以及顺利完成课程所
能获得的学历资格；•
*•课程长度；
*•教学方法；
*•学业评估方式。

提示：

1、如果不清楚课程的具体内容或其评
估方式，应在注册入学前向校方咨
询。

2、请记住，学校会记录并评测你的学
业进展，若你不能达到相关学术标
准，你的学生签证将有可能被取消。
你应确保所注册入读的课程与自己

的学术水平相符。（参见如下有关“学
业进展”的内容）

■• 你是否看过将就读院校提供的有关
该校学生支持服务的书面材料？

你所就读的院校应为你提供学
生支持服务，帮助你适应在澳的学
习生活。校方应给你发放《入学指南》
并安排新生入学教育。

校方应向你介绍：

*•校内的生活及学习状况；
*•可使用的资源，如图书馆、电子邮
件系统和互联网设施等；
*•当你遇到困难时应向哪里求助以及
能获得哪类咨询或援助服务；
*•校方的管理规定及学生违反规定的
后果；
*•住宿选择。

4.0 赴澳留学须知 35



有些院校可代缴 OSHC费用。
如果是这样，学校应在你注册入学
之前发给你的学费清单上注明此项
费用。有些院校代缴你第一学年的
OSHC费用。如果你的学业长于一年，
你要和校方确认是否以后每年继续
代缴，如果不是，你必须从第二年
开始直接向保险公司交付保费。

如果你自己安排并支付医疗保
险费用，需将付款凭证直接提供给
DIBP。如果你有意携家庭成员赴澳
陪读，需另向 DIBP提供已为陪读亲
属支付医疗保险的证明。

你应向院校咨询：

*•该院校是否有首选的医疗保险机
构？
*•该院校是否每年代缴 OSHC费用？
*•你所选择的医疗保险是否支付你在
澳生病期间的全部医疗费用？如果
不是，它能支付哪部分费用？还有
哪些需自己承担？

■• 你是否了解在澳留学期间的打工
权利？

获得澳大利亚学生签证的申请
人每两周可工作 40小时。志愿者或
者无报酬的工作如符合一定条件则
不受这一时间限制。就读研究型高等
学位（HDR）的国际学生可以在开课
后不限时地工作。在澳打工权利及
最新政策，请访问 DIBP网站：www.
border.gov.au。

你在澳从事任何工作都要从澳
大利亚税务局申请个人税务档案号码
（Tax File Number，简称 TFN）。请
访问税务局官方网站：www.ato.gov.
au ，查询具体的申请条件和程序。

■• 如果你学生签证申请被拒，但你已
向学校缴纳了学费，你的合法权益
如何得到保护？

根据 ESOS的相关规定，你有
权获得相应退款。同时，ESOS允许
学校在退款时扣除已产生的相应合
理费用，包括行政开支。

DIBP将以书面形式告知你签证
被拒。你必须凭该书面通知的复印
件，向学校要求退款。

当你获得签证，赴澳留学后：

■• 你是否了解学生签证的相关规定？

国际学生留澳时必须遵守学生
签证的有关规定，主要包括：

•• 有关主课开始后对于兼职工作时间
上的规定；

•• 在澳期间始终就读于在CRICOS注册
的课程；

•• 持续缴纳国际学生医疗保险(OSHC)；

•• 必须保证合格的出勤率，取得合格
的学业成绩；

•• 必须在抵澳后七天内将居住地址通
知就读院校。如地址有任何变化，
也必须于七日内通知校方；

•• 如转校，必须在取得新的eCoE后七
天内通知原先就读的学校；

•• 确保在澳逗留期间持有效的学生签
证。如学生在澳期间所持学生签证
有效期逾期二十八天且未办理新签
证，将被禁止在三年内再次入境。

•• 如决定终止留澳，与DIBP联系。

上述条款在 DIBP签发的签证批准通
知函里会详细列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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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方还可能向你介绍；

*•校园附近的公共交通设施；
*•可以参加的社会活动；
*•兼职打工的信息；
*•海外学生健康保险及你生病后该怎
么做

■• 你是否知道如果你未满十八周岁，
可得到特别福利条款的保护？

请参考“4.4学生签证”一节。

■• 你所就读的院校是否告知你该校解
决争议的程序，包括可以安排独立
的第三方帮助你解决任何与在澳学
习有关的争议？

澳大利亚院校一般都有两类解
决争议的政策。一类用于解决与学
术有关的争议，另一类则用于解决
学术领域以外的任何争议。

院校必须在你注册入学之前向
你阐明该校解决争议的机制。

大多数澳大利亚院校都有一个
内部申诉机制，以解决校内争议。
此外，在 CRICOS注册招收国际学
生的院校还必须提供独立的第三方
争议解决方案。这意味着，如果你
认为内部解决争议的程序不公平或
校方未按既定程序解决内部争议，
某一中立的个人或机构将会听取双

方的陈述以促使争议得到解决。法
律规定，你有权在独立的争议解决
过程中聘请代理人。校方需要确保
争议得到尽快解决并避免为你带来
过高花费。

提示：与校方确认其申诉政策是否包括
独立的第三方争议解决方案。如果
未包括，请向院校咨询具体的争议
解决程序。

当你申请学生签证时：

■• 你申请的院校是否已给你签发电子
注册录取确认书？

当你正式接受澳大利亚院校的
录取并交纳相关费用后，院校会给
你签发一封“电子注册录取确认书”
（eCoE），你在申请学生签证的过
程中必须提交此录取确认书。请参
见 DIBP网站。

■• 你了解申请签证所需提供的材料吗？

2016年 7月 1日之后，DIBP
进一步简化了学生签证的申请程
序和要求，虽然大部分学生在申请
学生签证时将不再需要提供语言
成绩和财力状况，但 DIBP仍保有
向申请者索取更多证明的权利。请
参见 DIBP网站。

■• 你是否知道国际学生需要办理保期
覆盖整个留学期间的海外学生医疗
保险（OSHC）？

赴澳留学必须办理保期覆盖整
个留学期间的 OSHC（参见“2.0
理想的留学目的地”一章）。如果
在澳留学期间你未购买 OSHC或保
险过期都将被视为违反学生签证的
规定。

澳大利亚国徽于 1912

年获英王乔治五世批准。它含

有一个由澳大利亚六个州的徽章

组成的盾形徽章，象征着澳大利亚

联邦。国徽图案还包括金合欢树、袋

鼠和鸸鹋等澳大利亚的象征。1988

年 8月，金合欢树和深海橡胶被

宣布为澳大利亚官方植物标志。



■• 你是否了解如果你未能达到合格的

出勤率或未能达到学校的学术评估

标准，你的签证将有被取消的可能？

出勤率

你注册入学时，校方会给你一份关

于出勤要求的说明。你应参加学业计划

中所规定的全部课程。

《2007 年 国 家 规 范》（National 
Code 2007）规定教育机构将负责监控学
生的出勤情况（高等教育机构和某些已

实施经澳大利亚教育部及移民和边境保

卫部共同批准的《课程进度政策》（Course 
Progress Policy）的职教院校除外）以及
课程进度。也就是说，你的院校将负责监

督你的出勤情况。如果你的出勤率不达

标，院校应对你提出警告并为你提供咨询

和帮助以确保你保持出勤率，同时必须为

你提供内部和外部的上诉程序。院校在警

告和帮助无效的情况下，会最终向 DIBP

汇报。

如果你确不能保证合格的出勤率，

DIBP将决定是否取消你的签证。如果你
的签证被取消，今后三年内都不能再入

境澳大利亚，除非你能够证明该违规情

况是由于无法控制的因素造成的。•

学业进展

院校对学生学业进展方面有明确的

要求和规定，包括如何评估学业表现以

及继续学业所应通过的各科考试等。学

生必须达到校方规定的学业成绩。

当你成功完成学业有困难，院校应

对你提出警告并向你提供建议。如果你

成绩不达标，无法取得学校规定的学业

进展，校方会尽量帮助你，但仍要按规

定向 DIBP汇报你的情况。

■• 在你入学后，如果你所就读的学校

无法继续授课，你该怎么办？

持学生签证在澳学习的国际学
生所缴纳的学费依法受到 ESOS的
保护。

如果学校倒闭，或者该校或
其所授课程的 CRICOS 号码被注
销，这些情况统称为“学校违约”
（provider default）。学校必须依法
退款或为你安排合适的替代课程。
你可以就读该校或其它学校提供的
替代课程，无需支付任何额外费用。

无论您选择接受退款还是就读
替代课程，学校都必须向你提供有
关这两种安排的说明。如果你选择
就读替代课程，你必须以书面形式
予以确认。

如果学校既无法返还学费，也
无法为你找到合适的替代课程，你
可通过学费学籍保护制度（Tuition 
Protection Service，简称 TPS），寻
求替代课程或退款。

欲知更多 ESOS 关于国际学
生权益保障及 TPS的详情，请点
击 internationaleducation.gov.au/
Regulatory-Information/Pages/
Information-for-Students.aspx。

■• 如果你想中途转学，ESOS有何规定？

根据《2007年国家规范》规定，
如果你需要在主课学习未满六个月

的情况下转学，必须联系目前就读

的学校，获得学校的转学许可。大

多数情况下，你在完成原注册学校

的六个月主课学习后，新的学校才

能接受你的转学申请。

中途转学能否获得退款，你需

要参照入学前你与校方签订的书面

协议。

提示：

如果你认为学校没有履行书面

协议中双方达成的退款条件，你有

权根据《2007年国家规范》第八
条的规定，启动对学校的投诉和上

诉程序。第八条的详细内容，请浏

览 internationaleducation.gov.au/
Regulatory-Information/Education-
Services-for-Overseas-Students-
ESOS-Legislat ive-Framework/
n a t i o n a l - c o d e / d o c u m e n t s /
national_code_2007_pdf.pdf。

■• 如果你感到你的权益受到侵害，你

该怎么办？

如果你对课程的教学质量感到

不满，首先应尝试与学校协商解决

问题。如果问题未能得到解决，你

可以尝试向相关机构进行投诉，如：

-• 澳大利亚技术质量管理局•

Australian Skills Quality Authority 
(ASQA)•www.asqa.gov.au

-•澳大利亚高等教育质量和标

准机构•Tertiary Education Quality 
and Standards Agency (TEQSA) 
www.teqsa.gov.au

-•联邦申诉专员•Commonwealth 
Ombudsman www.ombudsman.gov.
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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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

海外学生教育服务 (ESOS）法律体系 internationaleducation.gov.au/Regulatory-
Information/Pages/Regulatoryinformation.
aspx

澳大利亚联邦政府招收海外学生院校及 cricos.education.gov.au
课程注册登记 (CRICOS)

澳大利亚学历资格框架委员会 (AQF Council) www.aqf.edu.au

海外资格认证 internationaleducation.gov.au/services-
and-resources/pages/qualifications-
recognition.aspx

澳大利亚联邦政府 www.australia.gov.au

澳大利亚教育与培训部•-•国际教育 www.internationaleducation.gov.au

澳大利亚外交和贸易部 (DFAT) www.dfat.gov.au 
(获取澳大利亚驻各国大使馆的联系方式 ) 

澳大利亚移民和边境保卫部 (DIBP) www.border.gov.au
(获取移民和签证相关信息 )

澳大利亚驻华大使馆 www.china.embassy.gov.au 

澳大利亚海关 www.customs.gov.au
(了解澳大利亚入境时可携带的物品 )

澳大利亚税务局 (ATO) www.ato.gov.au

澳大利亚旅游局 (TA) www.australia.com 

澳大利亚政府工资和工作条件信息网站 www.fairwork.gov.au

澳大利亚大学协会 (UA) www.universitiesaustralia.edu.au

澳大利亚私立教育和培训委员会 (ACPET) www.acpet.edu.au

澳大利亚国家英语语言教学评审计划署 www.neas.org.au
(NEAS Australia)

英语澳大利亚 (EA) www.englishaustralia.com.au

国家联络委员会 (NLC) nlc.student.org.au
(为在澳的国际学生提供学业和福利事务方面的信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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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责声明：本手册文字内容仅提供概述性介绍，而非全面诠释所述话题。任何机构和个人参考这些资料时，
应充分认识到澳大利亚贸易投资委员会 (澳贸委 ) 并非通过此概述文字提供专业建议。尽管澳贸委在编制这些
信息时已尽量采取合理谨慎措施，但对过于依赖文中相关信息，或因相关内容有误或遗漏而导致任何人遭受
的任何损失，澳贸委恕不承担责任。依赖本文相关信息的人士，应审慎考虑相关因素，澳贸委强烈建议读者
在根据这些信息做出举动前征询独立的专业人士意见。

本手册版权所有，凡未通过澳贸委取得澳大利亚联邦政府事先书面许可者，不得以任何方式翻印本文任何内容。
相关咨询，请通过电邮 china@austrade.gov.au，联系澳贸委中国教育团队。

澳大利亚贸易投资委员会•Australian Trade and Investment 
Commission•简称 Austrade，即澳大利亚驻外使领馆商务处，
简称澳贸委，是澳大利亚联邦政府驻海外的贸易、投资和教育

推广机构。

通过全球的办事处网络，澳贸委协助澳大利亚企业发展跨

国业务，吸引海外资本到澳大利亚投资，并在全球推广澳大利

亚教育。

澳贸委协助澳大利亚院校向世界展示并宣传澳大利亚教育

的优势，包括通过“未来无限•机遇无限”（Future Unlimited）
的品牌，树立澳大利亚国际教育的良好形象。“未来无限•机

遇无限”体现了澳大利亚高质量教育的国际化、实用性、创新

以及着眼于未来的特质。

澳贸委同时也为澳大利亚院校提供信息、建议与服务，协

助其实施院校的国际推广与交流计划，包括设立在线市场信息

服务窗口，为注册院校把握准确及时的市场动态及机遇。

感谢你关注澳大利亚留学。最新留学信息，请访问“留学

澳大利亚”中文版官方网站 www.studyinaustralia.gov.au/china。

澳大利亚驻华使领馆商务处印制••••更新日期：2016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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