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

桥梁课程

2020年国际学生指南
南澳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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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的学习之城

连续入选 

世界十大 
宜居城市
2019年经济学人智库全球宜居指数

阿德莱德
发现

图片版权归南澳旅游局所有：阿德莱德，阿德莱德

借助免费公共
交通和中心商
务区无线网络
畅游城市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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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澳大利亚州
首府和澳大利
亚第五大城市

国际机场距离 
市区仅有15分 
钟车程，可直 
飞多哈、迪拜、 
广州、香港、 
吉隆坡和新加坡

全球最清洁
且最安全的
城市之一

澳大利亚物价最 
便宜的城市之一； 
比其他澳大利亚 
主要城市的房价 
低14％

阿德莱德

2019年经济学人智库生活成本调查



欢迎来到安斯伯利学院。我们
热诚邀请世界各地的学生到南
澳大利亚州阿德莱德就学。我
们的教育风格非常独特。实际
上，正是安斯伯利在全球大学
领域率先采用了这种极其专业
的大学预科教学模式。我们开
设一系列课程，让学生在完成英
语语言学习之后，可以继续就读
高中、预科或文凭课程。大学入
学和教育桥梁课程始终是我们
的关注重点。

我们的教师不仅仅是各自领域
的专家；他们在课堂上能为学
生提供出色的教学活动，在课外
又能为学生提供广泛的个人支
持。灵活的时间安排、小班授课
和全面的福利计划将为学生的
学习提供全方位支持，确保学生
发挥出自己的最大潜力。

年复一年，我们始终为自己的学
生感到无比自豪。安斯伯利的毕
业生经常取得优异成绩，随后
前往澳大利亚和全球各地的大
学继续深造。

我们期待能有机会迎接你到阿
德莱德和安斯伯利学院就学。

Peter  
Millen 
学院院长



3

成功之路
自1989年以来，安斯伯利学院一直坚持为学生提供出 
色的桥梁课程，帮助学生为大学学习做好准备。我们 
提供10、11和12年级高中、预科、文凭和学术英语语言
课程。

   安斯伯利高中，
预科学习课程

学士学位课程2年级 学士学位课程3年级

学士学位课程3年级

学士学位课程1年级

学士学位课程
1年级或2年级

安斯伯利学院文凭课程

第1阶段文凭课程

2nd Year 
Bachelor Program

3rd Year 
Bachelor Program

3rd Year 
Bachelor Program

1st Year 
Bachelor Program 

2nd Year 
Bachelor Program

Eynesbury Diploma
Stage 2 Diploma

Stage 1 Diploma

Pre-university pathway Undergraduate pathway

学士学位课程3年级学士学位课程
1年级或2年级第2阶段文凭课程

安斯伯利学院 
的优势
安斯伯利学院提供南澳大利亚州
最全面的一系列桥梁课程，为学生
提供最大的灵活性，助学生入读自
己心仪的南澳大学（UniSA）学位课
程。我校有近30年的丰富经验，是行
业领先的桥梁课程提供者，多年来，
我们已经成功帮助数千名学生顺利
入读澳大利亚大学。我们的专业方
法充分结合小班授课、经验丰富的
教师和严密的学术指导等特点，支
持学生为大学学习做好学术准备。

因此，安斯伯利高中的学生得以连
续入选南澳大利亚州排名前1％的优
秀学生，超过99％的学生被心仪的
大学顺利录取。

这种同等水平的学术支持可以帮助
预科学习课程学生做好准备，直接
升入南澳大学或澳大利亚任何其他
大学。

文凭课程学生也能享受到相同的小
班授课优势，授课教师都是各个领
域的专家。课程毕业后，大部分文凭
课程学生都可以选择快速通道，升
入南澳大学二年级就读。

安斯伯利学院有两个校区，都位于阿
德莱德市中心，靠近唐人街和中央
市场，距离南澳大学则仅有几步之
遥。我们的Coglin大街校区非常现代
化，经过专门的设计建造，预科学习
课程、文凭课程和英语语言课程的
学生就在这里学习，而富兰克林大
街校区则是高中教学所在地。

本指南提供下列信息：

• 美丽的阿德莱德，以及该城市一 
直被列入“世界上最宜居的十大 
城市”的原因*

• 南澳大学及其卓越的教育和成 
就成果概览

• 安斯伯利学院开设的各种桥梁课 
程，以及这些桥梁课程如何帮助 
学生顺利入读大学

• 高中课程，以及学生如何连续多 
年取得优异成绩

• 住宿选择，包括专门建造的学生 
宿舍

*2019年经济学人智库全球宜居指数

澳大利亚教育企业有限公司（CRICOS提供商代码00561M）的挂牌名称是安斯伯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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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季 
12月至2月

25̊ C-35̊ C 
主要为干燥炎热天气

秋季 
3月至5月

20̊ C-25̊ C 
主要为干燥天气

冬季 
6月至8月

10̊ C-15̊ C 
天气凉爽湿润

春季 
9月至11月

20̊ C-25̊ C 
少雨

澳大利亚最安 
全的首府城市， 
居民人口130万

气候宜人

交通便利

图片版权归南澳旅游局所有，从左上角开始按顺时针顺序： 
阿德莱德码头路（Jetty Road）上的电车；考拉-阿德莱德Cleland野生动物园；阿德莱德Rundle Street；阿德莱德Brighton码头；阿德莱德中央市场



5

8

River Torrens

Currie Street

Waymouth Street

Franklin Street

Grote Street

Wright  Street

Sturt Street

Gilbert Street

South                     Terrace

Gilles Street

Halifax Street

Carrington  Street

Angas Street

 Wakefield  Street

Flinders Street

Pirie Street

Grenfell Street

Rundle Street

Bartels Road

Botanic Road

K
in

g 
   

   
W

ill
ia

m

Pu
lt

en
ey

   
 S

tr
ee

t

Fr
om

e 
   

   
St

re
et

Te
rr

ac
e

E
tsa

Glen Osmond Road

H
ut

t 
Ro

ad

Si
r 

Le
w

is
 C

oh
en

Av
en

ue

G
oo

dw
oo

d 
Ro

ad
    

W
es

t 
Te

rr
ac

e

W
ar

Memorial

Drive

M
on

te
fio

re
 R

oa
d

Pennington T errace

Strangways
Terrace

Ward

Street

Brougham

Kermode    Street

Place

K
in

g 
W

ill
ia

m
 R

oa
d

From
e

R
oad

K
in

to
re

 A
ve

nu
e

Barnard Street

P
alm

er Pl
ac

e

Molesworth Str eet

Buxton Street

M
ills

Terrace

H
ill S

treet

Childers       Street

Barton        Te
rrace

Barton Terrace

Tynte

Street

Archer 
Street

Par
k T

er
ra

ce

Jeffcott

Street

Jeffcott Road

Fitzroy Terrace

Pr
os

pe
ct

Ro
ad

M
ai

n 
No

rth
 R

oa
d

Lefevre

Roa
d

Lefevre Te
rrace

Kingston

 Te
rra

ce

Stanley

Stre
et

Finniss Stre
et

Mackinnon

Parade

Robe Terrace

Park Terrace

H
ackney R

oad

Si
r 

Ed
w

in
 S

m
ith

 A
ve

nu
e

Victoria Drive

Bundeys Road

Plane Tree Drive

Med
ind

ie 
Roa

d

Hurtle
Square

Whitmore
Square

Light
Square

Wellington

Square

Rundle Mall

G
aw

le
r 

Pl
ac

e Hindmarsh
Square

Brougham
Gardens

Glover
Playground

Soldiers'
Memorial
Garden

Playground

Botanic Park

Rundle
Park

Glover PlaygroundVeale GardensPrincess Elizabeth Playground

West Terrace
Playground

Ellis
Park

Bonython
Park

Elder
Park

M
ann Terrace

Pennington
Gardens

Victoria
Park

Racecourse

West Terrace
Cemetery

eT
arr

ec

Rundle Road Dequetteville Terrace

Wakefield Road

E
tsa

Victoria
Square

North                           Terrace

St
re

et

Gover

Street

Adelaide
Aquatic
Centre

Rymill
Park

SA Visitor &
Travel Centre

Town
Hall

Franklin Street
Bus Terminal

Tram
Stop

Popeye
Landing

Memorial Drive
Tennis Courts

RAA

 
Ro

ya
l A

de
la

id
e

Sh
ow

gr
ou

nd
s

To
North
East
Road

M
or

ph
et

t 
  S

tr
ee

t

O
'C

onnell    Str eet

Melbourne 

Stre
et

Hindley Street

Gouger Street

LEGEND

Visitor Information Centres
Passenger Transport Info Centre

Train
Adelaide - Glenelg Tram
O'Bahn Busway

Free Bus Services
99b Beeline Bus
City Loop

Linear Park Track
Restaurant & Shopping Precincts

Emergency Entrance

Adelaide
Railway
Station

Adelaide
Convention

Centre

2500

m

ad

Rundle Mall Visitor 
Information Centre

Beach
20 minutes

Homeaway 1
3km

Adelaide Hills
20 minutes

Homeaway 2

UniLodge urbanest

Greenhill Road

Royal Adelaide
Hospital

1

7

2

83

9

45 1011

6

	阿德莱德植物园
	阿德莱德中央市场
	阿德莱德节日中心
	南澳大利亚美术馆

	布雷曼收藏馆
	移民博物馆
		国家原住民文化研究所 –  

塔达亚

	澳大利亚国家葡萄酒中心
	唐人街
	南澳大利亚博物馆
	南澳大利亚州立图书馆

  免费市区环线巴士
  免费市内电车服务

  体验阿德莱德

阿德莱德

富兰克林大街校区： 
高中

Coglin大街校区：预科学习课程、 
文凭课程和学术英语语言课程

南澳大学
城西校区

南澳大学
城东校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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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南澳大学开启 
事业发展之路
南澳大学是一所与全球各地联系紧密的参与型高等学府，其教学和研究活动充分吸
取行业内的丰富知识，并开拓进取，大胆创新。

南澳大学在澳大利亚的优质教育排
行榜中名列第一^，且校内100％的研
究项目经评估均达到或超过世界一
流水平*，南澳大学充满活力，立意创
新，为学生提供宝贵机会获取真实的
行业体验

大学非常重视学生的课外生活，为教
与学两方面提供实用方法。学位课程 
 

的设计具有很强的专业着眼点，并充
分结合行业实务，为学生提供宝贵机
会，获取实践技能的同时也为毕业之
后的职业发展做好准备。

大学与全球2500多家公司保持密切
合作，为学生提供重要的人际交往
和工作机会，包括带薪实习、普通实
习和项目工作。大学毕业后，你将成

为全新的专业人士、世界公民，能够
轻松融入全球工作环境，立意创新并
从容应对各种变化。

CRICOS供应商编号：00121B A2019

^泰晤士报高等教育世界影响力大学排行榜

* 2018年澳大利亚卓越研究（ERA）， 
4位数字研究领域

 

澳大利亚学生服
务质量排名第2

2018年国际学生满意度调查（澳大利亚国内调查

对象共计32家教育机构）校园中心学生指导服务

全球校龄50年内大学50强

排名第30位
2020年QS校龄50年内大学50强排名

2019年QS星级评定总体卓越水平五星评定

行业联系坚实牢固
与全球2500多家公司密切合作

QILT：2016-18年毕业生成就调查 – 全职工作指数 
 （本科）。仅限南澳州公立院校。

南澳州毕业生 
成就排名第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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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东校区

城东校区位于市中心，临近购物区、咖啡馆、 
餐厅和酒吧。在这里，你将学习护理学和药 
剂学等一系列健康科学课程以及建筑工程 
管理课程等。

位于市中心

• 步行2分钟即可搭乘免费电车

• 步行11分钟即可到达火车站

莫森湖（Mawson Lakes）校区

莫森湖校区位于阿德莱德正在着力发展的郊区 
之一，这里遍布草坪和湿地，还有咖啡馆及休闲 
设施。在这里，你将学习航空、信息技术、教育、 
工程、环境、科学和数学。

距阿德莱德市16.7公里

• 乘火车17分钟

• 乘车25分钟

城西校区

城西校区位于阿德莱德主要的艺术、文化和娱乐
区，是商业和医疗领域新的发展中心。在这里， 
你将学习艺术、建筑与设计、规划以及一系列商 
学课程。

位于市中心

• 步行2分钟即可搭乘免费电车

• 步行8分钟即可到达火车站

麦吉尔（Magill）校区

麦吉尔校区空间开阔，是一处美丽的花园 
式校区，此处环境宜人，风景如画。在这里，
你将学习通讯、新闻、传媒艺术、教育、心理
学和社会工作学。

距阿德莱德市8.2公里

• 乘车15分钟

• 骑车30分钟

• 乘公交20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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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斯伯利学院是你通往 
南澳大学的光明坦途
自1994年以来，安斯伯利学院一直致力于开设一系列 
经过充分认可的南澳大学桥梁课程。我们致力于帮助 
学生找到理想的课程，并将一路支持学生实现自己的 
学术梦想。

南澳大学名列全球校龄50年内大学50强排名第30位。* 

QS世界大学排名对全球85个国家的1000多所大学进行评估。

始于

1994年

*2020年QS校龄50年内大学50强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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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高中10、 
11和12年级
Franklin St校区

• 安斯伯利学院建立于1989年，是澳大 
利亚的高中教育专业院校

• 专注学术教育，为学生入读澳大利亚 
任何大学做好准备

• 小班授课，时间安排灵活

• 学生导师计划提供强大的学术支持

• 优异的学习成绩使安斯伯利的学生
跻身南澳大利亚州最优秀学生之列

• 2018年，我校19%的学生ATAR成绩 
超过大学录取分数线达到97分以上， 
跻身澳大利亚最优秀的3%学生之列

• 学生在11年级毕业之后，可以转入
预科学习课程和文凭课程学习

请翻到第10页了解详细信息

安斯伯利学院预科 
学习课程
Coglin大街校区

• 预科学习课程（FSP）是为期9-10个
月的课程，相当于澳大利亚12年级
水平，可以帮助学生做好准备，入读
大学一年级或安斯伯利文凭课程

• 可以与南澳大学的大部分本科课程打 
包申请

• 学生还可以将11年级与预科学习课程 
进行打包

• 安斯伯利的预科学习课程受到其他澳
大利亚院校，包括八校联盟的高度认可

• 广泛的课程选择帮助学生满足学位课 
程先决条件

• 入读我校预科学习课程的学生持续取 
得优异成绩

• 英语水平较低的学生，可以选择扩展 
选项

请翻到第14页了解详细信息

安斯伯利学院文凭课程

Coglin大街校区

• 安斯伯利的文凭课程专门针对商学、
工程、计算机和信息技术专业方向

• 每年多次入学，让学生可以在短短8个
月之内完成文凭课程，并根据课程和学
术要求直接升入南澳大学二年级学习

• 大多数课程的学习内容与大学学位课 
程一年级授课内容相同

• 小班授课让学生得到最佳学术支持

• 安斯伯利的教师都是各自领域的专家， 
并且在教授英语第二语言学生方面具 
备丰富的经验。

• 2018年，我校98.5％的毕业生符合大学 
录取资格

请翻到第16页了解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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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斯伯利高中学院 
10、11和12年级
安斯伯利学院是澳大利亚第一所专为10、11和12年级 
学生设立的高等中学。

所有学生的学术重点都是为大学学
习做好准备。学生应该是独立的学
习者，但同时也能在导师计划范围内
享受到强大的学术支持。

除导师计划之外，我们还将指派两
名专业合格的学生辅导员，为学生 
提供福利支持。学生可以在保密前
提下就任何学术或私人事务寻求 
帮助。

我们的教师都是课题专家，并且会
定期参与课程开发、成绩审核和考
试监督。教师以周为单位制定时间
安排，以便在课外为学生提供一对一
支持服务。

安斯伯利12年级学生的成绩始终在
本州名列前茅；每年都有学生获得
优异成绩奖学金。

安斯伯利学院的学生若希望开展特
定领域的专门研究，也有资格参加我
们的预科或文凭课程学习。学生还
可以直接将11年级高中课程与安斯
伯利预科学习课程进行打包。

始于

1989年

安斯伯利的优势何在？

安斯伯利学院的学生成绩表现较其
他院校更为出色，其原因在于，我们
通过学生导师计划提供出色的支持
服务。

一经入学，学院就会为学生分配一
名导师，这名导师将在学生于安斯
伯利学院就学的整个过程中提供相
应支持。导师也是大学教职员工的
成员。

从第一学期开始，这名导师就会在
入学指导过程中提供帮助，以便学
生登录门户网站并制定适合自己学
术兴趣的时间安排。

学生每周都会与导师见一次面，讨论
以下议题：

• 学习和时间管理技能

• 课程作业和演示文稿的相关指导

• 有关大学申请的建议和帮助

• 团队建设和活动

• 技术的适当运用

学生

   国际学生 
   协调员

专业协调员

导师 校长助理

辅导员

年级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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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科目

10年
通常从以下核心科目中选择6个科
目，而且每个学期都有选修科目

核心科目

• 英语或EAL（英语为附加语言）
• 历史
• 数学或基础数学
• 个人学习计划
• 研究实践
• 科学
• SOSE（社会与环境研究）

选修科目

• ASX证券交易挑战
• 商业研究（财经素养）
• 创意写作
• 戏剧
• 法语（中级）
• 营养学
• 社会与文化
• 视觉艺术

入学时间
1月和7月

CRICOS代码：021348J

级个人学习计划

12

从以下核心科目中选择5个科目 
 （共计90学分）

• 会计学
• 商业与企业
• 经济学
• 普通数学
• 数学方法
• 专业数学
• 生物
• 化学
• 物理
• 澳大利亚政治
• 古代研究

• 戏剧
• 英语为附加语言
• 英语
• 英语文学研究
• 法语（初级）
• 法语（中级）
• 法律研究
• 近代史
• 心理学
• 视觉艺术（艺术）
• 视觉艺术（设计）

入学时间
1月
CRICOS代码：094085A

从以下核心科目中选择学习6个科目 
 （共计120学分），而且每个学期都有
选修科目

核心科目

• 英语或EAL（英语为附加语言）
• 个人学习计划
• 研究项目

选择1门数学科目

• 基础数学
• 普通数学
• 数学方法

选修科目

• 会计学
• 商业与企业
• 经济学

• 生物
• 化学
• 物理
• 古代研究
• 澳大利亚与国际政治
• 戏剧
• 法语（初级）
• 法语（中级）
• 法律研究
• 近代史
• 心理学
• 社会与文化
• 视觉艺术（艺术）
• 视觉艺术（设计）

入学时间
1月和7月
CRICOS代码：094084B

安斯伯利导师计划对所有年级学生开放，包括健康和体育教育。安斯伯利可以帮助学生报名参加校外课程，例如舞蹈、
音乐以及英语以外的其他语言课程，包括中文、韩语和越南语等。请联系我校了解更多信息。高中入学费用为200澳元。

入学南澳高中课程的学生，应向南澳高考局委员会支付相应费用。这笔费用的具体金额将取决于学生报名入学的年级
以及学分数量。费用金额将列于录取通知书中。

11年级
南澳高中

12年级
南澳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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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年级课程时间安表示例

以下列出的是一份标准时间表。在没有安排课程的时间段，教师可以提供一对一和小组学习支持。如需了解有关科目
选择的更多信息，请访问www.esc.sa.edu.au

时间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上午8:35至
上午10:25

生物 教师可提供一对一和 
小组学习支持

教师可提供一对一和 
小组学习支持

研究项目 数学方法

休息

上午10:40到
中午12:30

安斯伯利导师计划 近代史 英语 澳大利亚政治 教师可提供一对一和
小组学习支持

午餐

下午1:15至
下午3:05

研究项目 数学方法 生物 教师可提供一对一和 
小组学习支持

英语

休息

下午3:20至
下午5:10

教师可提供一对一和 
小组学习支持

澳大利亚政治 小组学习活动 近代史 自习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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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预科
标准预科学习课程专为国际学生设计

学制：9-10个月
学费：28,000澳元
入学要求：修完相当于澳大利亚11年级
的课程 
雅思5.5，单项不低于5.0 
入学时间1月、4月和10月

核心课程：
• 语言与交流（100分）
• 清晰思维与逻辑（50分）
• 国际研究（50分）

任选3门选修课程：（每门课程100分）

商学

• 会计
• 经济学
• 数学基本原理
• 信息技术研究
• 数学
• 心理学

工程学

• 化学
• 数学
• 高等数学
• 物理

健康科学

• 生物
• 化学
• 数学
• 数学基本原理
• 心理学

人文科学

• 政治*
• 环境研究
• 英语；媒体与传播
• 近代史*
• 心理学
• 设计研究
• 戏剧†

科学

• 生物
• 化学
• 环境研究
• 信息技术研究
• 数学
• 高等数学
• 数学基本原理
• 物理
• 心理学

就大多数课程而言，4月入学我校预科学习课程

的学生可在次年2月升学进入大学。入读南澳大

学要求学生在总分500分中取得特定的分数（请

参阅第15页）。标准和扩展预科学习课程均符合

预科要求，该项课程已在CRICOS系统中完成注

册，允许我校在澳大利亚境内为海外学生提供

学术预科课程，以期帮助学生入读大学本科一

年级或同等学历课程。

课程名额有限。 
* 这些课程仅供1月入学学生选择 
†  实地考察是此类课程的部分内容，考察可能会产

生额外费用
CRICOS代码：074931M

扩展预科
扩展预科学习课程专为国际学生设计

13-14个月
35800澳元
入学要求：修完相当于澳大利亚11年级
的课程 
雅思5.0，单项不低于5.0 
入学时间1月和10月

扩展预科学习课程适合那些需要培养英语语 

言技能或在关键学术领域需要进一步提高的 

学生。

核心课程：
• 学术写作
• 研究和批判探究
• 数学

任选两门选修课程：
• 会计
• 高等数学
• 生物
• 化学
• 设计研究
• 经济学
• 英语；媒体与传播
• 环境研究
• 信息技术研究
• 物理
• 心理学

课程名额有限 
CRICOS代码：074933J

安斯伯利学院预科

预科学习课程可以帮助学生做好准备入读

大学1年级

入学先决条件
在这里达到

安斯伯利预科学习课程成绩受到

全面认可

澳大利亚各地院校的

学制
1月入学 – 10个月 
4月入学 – 10个月 
10月入学 – 9个月

适应学生需求

开学时间
1月 

4月 

10月

选择课程

28000澳元
预科学习课程费用

35800澳元
扩展预科学习课程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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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澳大学对安斯伯利预科学习
课程毕业生的入学要求：

• 建筑研究学学士 350
• 文学学士（所有方向）310
• 航空学学士（两个方向）330
• 商学学士（所有方向）330
• 商学学士（会计）330
• 传播与媒体学士 310
• 建筑工程管理学士 330
• 建筑工程管理学士（荣誉）370
• 当代艺术学学士 310
• 临床运动生理学学士（荣誉）415
• 设计学学士（所有方向）310
• 早教教育学学士（荣誉）330
• 工程学士（荣誉）（所有方向）350
• 环境科学学士 330
• 运动与体育科学学士 370
• 健康科学学士（公共健康）350
• 人类运动学学士 350
• 信息技术学士（所有方向）330
• 室内建筑学学士 310
• 新闻与专业写作学士 330
• 检验医学学士（荣誉）370
• 法学学士（荣誉）410
• 市场营销和传媒学学士 330
• 数学学士（两个方向）350
• 媒体艺术学士 310
• 医学放射科学学士（所有方向）415
• 医学学士 370
• 助产学学士 410
• 护理学学士 320
• 营养与食品科学学士 350
• 职业理疗学士（荣誉）410
• 制药科学学士 350
• 药剂学学士（荣誉）370
• 物理治疗学士（荣誉）415
• 足病学学士 410
• 小学教育学学士（荣誉）330
• 心理科学学士 330
• 心理科学学士（认知神经科学）370
• 心理科学学士（咨询和人际交往技能）330
• 心理学学士（荣誉）415
• 心理学学士（荣誉）（认知神经科学） 415
• 理学学士 330
• 社会科学学士（老龄化与残疾问题）310
• 社会科学学士（公共事业）310
• 社会工作学学士 310
• 社会工作学学士（荣誉）370
• 软件工程学士（荣誉）350

录取通知书中将根据你所选择的学位课程注明入学分
数要求。

其中一些学位课程，包括教育学学士、护理学学士和
助产学学士可能会有额外的英语要求。一些大学学位
课程设有先决条件和/或名额，相关条件随时可能发生
变化。

南澳大学还提供一系列双学位课程，学生可以在完成安
斯伯利预科学习课程之后选择入读。

....../500
总成绩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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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斯伯利学院文凭课程

商学
一年制商学文凭课程

8个月或12个月
31000澳元
入学要求：修完相当于澳大利亚12年
级的课程
雅思5.5，单项不低于5.0 
入学时间2月、6月和10月

核心课程：
学生从以下列表中选择8门课程。安斯伯利教职

员工将为学生提供建议，确保学生选择的选修

课程符合大学要求。

• 商业会计
• 商业与社会
• 商业财务1
• 商法
• 专业人士职业发展
• 金融市场与机构
• 管理与组织
• 营销原则：贸易与交易
• 数学1A
• 数学1B
• 经济学原理
• 商业量化方法

升学进入南澳大学要求学生成功完成商学文凭

课程。

CRICOS代码：072820A

两阶段商学文凭学习课程

阶段1
8个月或12个月
24400澳元
入学要求：修完相当于澳大利亚11年级
的课程
雅思5.5，单项不低于5.0 
入学时间2月、6月和10月

核心课程：
• 学术研究和批判探究
• 服务业会计
• 传媒：人物、地点和文化
• 信息和新媒体技术
• 商业研究1
• 商业研究2
• 数学与统计学

任选一门选修课程：
• 设计
• 编程

阶段2
8个月或12个月
31000澳元
要求完成文凭课程阶段1方可入学
入学时间2月、6月和10月

核心课程：
学生从以下列表中选择8门课程。安斯伯利教职

员工将为学生提供建议，确保学生选择的选修

课程符合大学要求。

• 商业会计
• 商业与社会
• 商业财务1
• 商法
• 专业人士职业发展
• 金融市场与机构
• 管理与组织
• 营销原则：贸易与交易
• 数学1A
• 数学1B
• 经济学原理
• 商业量化方法

升学进入南澳大学要求学生成功完成商学文凭

课程。

CRICOS代码：088633F

节省时间
在安斯伯利学习 
8个月

= 在大学学习 
1年

31000澳元
商学文凭课程费用

在南澳大学 
校园就读
 

升学进入学位课程2年级。  
8个南澳大学课程学分。 
在南澳大学学习两年。

• 商学学士
• 商学学士（经济、金融和贸易）
• 商学学士（金融）
• 商学学士（财务规划）
• 商学学士（人力资源管理）
• 商学学士（信息策略与管理）
• 商学学士（创新与创业）
• 商学学士（国际商务）
• 商学学士（物流和供应链管理）
• 商学学士（管理）
• 商学学士（市场营销）
• 商学学士（房地产）
• 商学学士（房地产实务）
• 商学学士（体育与娱乐管理）
• 商学学士（旅游与会展管理）
• 商学学士（会计）

升学进入学位课程2年级。 
8个南澳大学课程学分。 
在南澳大学学习3年。
• 商学学士（会计）和商学学士（金融）双学位

升学进入学位课程1年级。 
两个南澳大学课程学分。 
在南澳大学学习3年。
• 航空学学士（飞行）

升学进入学位课程1年级。 
4个南澳大学课程学分。 
在南澳大学学习3年（2月入学） 
或两年半（7月入学）
• 航空学学士（管理）

升学进入学位课程1年级 
3个南澳大学课程学分 
在南澳大学学习两年半。
• 商学学士（设计与市场营销）

升学进入学位课程1年级 
3个南澳大学课程学分* 
在南澳大学学习3年。
• 市场营销和传媒学学士

* 成功完成专业人士职业发展课程的学生将有资

格获得4个南澳大学课程学分

升学进入学位课程1年级 
4个南澳大学课程学分。 
在南澳大学学习3年半。
• 法学学士（荣誉）

需要学生GPA成绩达到4.5（满分7.0分）。2月和

8月入学；学生开始南澳大学课程学习后，有机

会转入法学双学位课程。

的毕业生符合大学入学资格

我校98.5%  

南澳大学商学院 

名列全球1%
优秀院校之列*

*南澳大学商学院是澳大利亚仅有的9所教育机构之

一，也是全球仅有的183所经过欧洲质量发展认证

体系认证的院校之一（全球共有16500多所院校）。 

 （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2019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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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与信息技术
一年制计算与信息 
技术文凭课程

8个月或12个月 
32,200澳元 
入学要求：修完相当于澳大利亚12年
级的课程 
雅思5.5，单项不低于5.0 
入学时间2月、6月和10月

核心课程
• 信息技术基础
• 设计思维与数字创新
• 问题解决与程序设计
• 网络基础
• 编程基础
• 数据库基础
• 信息技术项目管理
• 系统分析

升学进入南澳大学要求学生成功完成计算与信

息技术文凭课程。

CRICOS代码：072821M

两阶段计算与信息 
技术文凭学习课程

阶段1
8个月或12个月
24400澳元
入学要求：修完相当于澳大利亚11年级
的课程 
雅思5.5，单项不低于5.0 
入学时间2月、6月和10月

核心课程：

• 学术研究和批判探究
• 服务业会计
• 商业研究1
• 传媒：人物、地点和文化
• 信息和新媒体技术
• 编程
• 数学与统计学
• 设计

阶段2
8个月或12个月
32200澳元
要求完成文凭课程阶段1方可入学 
入学时间2月、6月和10月

核心课程：
• 信息技术基础
• 设计思维与数字创新
• 问题解决与程序设计
• 网络基础
• 编程基础
• 数据库基础
• 信息技术项目管理
• 系统分析

升学进入南澳大学要求学生成功完成计算与信

息技术文凭课程。

CRICOS代码：088634E

在南澳大学 
校园就读

升学进入学位课程2年级。 
8个南澳大学课程学分。 
在南澳大学学习两年。

• 信息技术学士
• 信息技术学士（游戏与娱乐设计）
• 信息技术学士（移动应用程序开发）
• 信息技术学士（网络与网络安全）
• 信息技术学士（软件开发）

升学进入学位课程2年级。 
8个南澳大学课程学分。 
在南澳大学学习3年。

• 软件工程学士（荣誉）

2月 

6月 

10月

直接升入

大学2年级
*视课程和学术要求而定

32,200澳元
计算与信息技术文凭课程费用

适应学生需求

开学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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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斯伯利学院文凭课程

工程学

一年制工程学文凭课程

8个月或12个月
35700澳元
入学要求：修完相当于澳大利亚12年
级的课程
雅思5.5，单项不低于5.0 
入学时间2月、6月和10月

核心课程：
• 数学1A
• 数学1B
• 工程通讯EAL
• 工程师编程导论

选修课程：
学生从以下列表中选择4门课程。安斯伯利教

职员工将为学生提供建议，确保学生选择的选

修课程符合大学要求。

• 工程力学 – 静力学
• 工程力学 – 动力学
• 材料学1
• 设计制图与通讯
• 模拟电子
• 数字电子
• 面向对象编程

升学进入南澳大学要求学生成功完成工程学

文凭课程。

CRICOS代码：076172G

在南澳大学 
校园就读 

升学进入学位课程2年级。 
8个南澳大学课程学分。 
在南澳大学学习3年。

• 工程学士（荣誉）（机械）
• 工程学士（荣誉）（机械与先进制造）
• 工程学士（荣誉）（机械与机电）
• 工程学士（荣誉）（土木）
• 工程学士（荣誉）（土木和建筑工程管理）
• 工程学士（荣誉）（电气与机电）

升学进入学位课程2年级。 
8个南澳大学课程学分。 
在南澳大学学习3年（2月入学） 
或3年半（7月入学）。

• 工程学士（荣誉）（土木与结构）

升学进入学位课程1年级。 
两个南澳大学课程学分。 
在南澳大学学习3年。

• 航空学学士（飞行）
• 航空学学士（管理）'

35,700澳元
工程学文凭课程费用

的毕业生符合大学入学资格

我校98.5%

直接升入

大学2年级
*视课程和学术要求而定

南澳大学工程专业

跻身全球150
强之列*
*2019年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学科排名

工程学文凭课程时间安排范例

以下列出的是一份工程学文凭课程标准时间表。（平均）每小时教学之间有10分钟休息时间。课程时间选择和总体面
谈接触时间每个学期各有不同。

时间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上午9:00至上午10:50 工程师编程导论 数学1A 数学1A 工程力学：静力学

休息

上午11:00至下午1:00
工程通讯EAL 
 （英语第二语言）

工程师编程导论 数学1A 数学1A 工程力学：静力学

午餐

下午1:30至下午3:20 工程师编程导论
工程通讯EAL 
 （英语第二语言）

工程力学：静力学

休息

下午3:30至下午5:30

适应学生需求

开学时间
2月 

6月 

10月



Quan Hoang Tran，越南

安斯伯利学院， 
预科学习课程， 
南澳大学， 
市场营销和传媒学学士

 “我得到了老师们无微不至的照
顾，不仅是在安斯伯利就学期间，
甚至现在也让我受益匪浅。”

Asila，阿曼

安斯伯利学院， 
预科学习课程， 
南澳大学， 
商学学士

 “到目前为止，我最美好的
体验就是这里的友善氛围
和出色的教学技巧。”

Kenneth，香港

安斯伯利学院， 
预科学习课程， 
南澳大学， 
航空学学士 

 “阿德莱德是学习的理想场所，
这里环境安全，恬淡宁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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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安斯伯利
学生支持服务 

安斯伯利致力于为学生提供全面 
的学生支持服务，借此帮助学生实
现自己的目标。安斯伯利拥有一支
专门的学生支持团队，他们在学生
于安斯伯利就学的整个过程中提供
一系列服务、信息、个人支持和意见
咨询。入学后，安斯伯利将为所有新
生提供强制性入学指导，学生将在
此时：

• 选择并注册课程

• 与教职工和在校生见面

• 认识新同学

• 领取学生证

• 参观校园设施

学生体验计划

安斯伯利将一系列广泛的社会和娱
乐活动融入教学之中，鼓励当地学生
和国际学生相互交流，努力营造出
色的学习体验，并为此深感自豪。这
些活动非常有利于学生建立友谊、
搭建人脉和创造难忘记忆。活动内
容包括：

• 烧烤

• 丛林徒步旅行

• 体育活动

• 文化活动

• 学生领导力计划及论坛

• 求职支持与志愿服务

• 面试技巧研习会

每月学生体验活动标准安排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求职 
 讲习会

 学生 
 领导 
 力计划

 求职 
 讲习会

 志愿者 
 服务

 面试 
 技巧 
 研习会

学生寄语

 “安斯伯利帮助我顺利考入大学， 
也帮我平稳过渡到新的外国环境 
而没有感受到巨大的落差。”

- Iris，中国

 “我得到了老师们无微不至的照顾，
不仅是在安斯伯利就学期间，甚至
现在也让我受益匪浅。”

- Quan Hoang Tran，越南

 “安斯伯利学院在学生社交方面采取
了平衡而又明智的做法，并且非常
重视学术发展。”

- Sunit，印度

 “安斯伯利学院帮助你建立自信， 
提升自我。”

- Jane，韩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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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
寻找合适的居住地点对学生而言非常重要。以下指南可以帮助你确认最适合自己
的住宿类型。在不知不觉中，你将把它作为自己异乡的新家！如果这是你第一次
来阿德莱德就学，我们随时可以帮助你安排住宿。

安斯伯利Homeaway 
结交新朋友！安斯伯利拥有自己专门的学生宿舍，称为
Homeaway。两处宿舍与市中心距离为1.5公里至3公里。 
我们的厨师可以为你烹制美味佳肴，所有的卧室均设备 
齐全，包括空调，而且可以使用冰箱。

每周330-350澳元

供应全餐

单人卧室设备齐全

共用浴室/套间浴室（数量有限）

不含公共交通和电话费用。

家庭寄宿 
融入当地人的生活！家庭寄宿让学生有机会与当地家庭共同生活。
你将在日常生活中使用英语，亲身体验澳大利亚的生活方式。所有
寄宿家庭均符合安全和福利要求。

290澳元每周（含餐）

200澳元每周（自行烹饪餐食）*

单人卧室设备齐全

共用浴室

不含公共交通和电话。 
含互联网。

* 18岁以下的学生必须选择内含所有餐食的选项

如果你未满18岁，或在我校高中
10或11年级就读，我们需要对你
多加照顾。你的适用选项都标有
这个标记

生活成本低  
阿德莱德的生活成本比
墨尔本或悉尼低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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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公寓和宿舍

地理位置优越！学生宿舍通常位于郊区，在那里你可以了解到
真正的阿德莱德生活方式，而且购物中心和公园只有咫尺之
遥。学生公寓位于市中心，价格通常稍高一些，但是距离大学
非常近，步行即可到达。

学生宿舍145-230澳元每周

学生公寓220-450澳元每周

自己做饭

单人卧室设备齐全

共享浴室145-335澳元

套间浴室200-450澳元

不含电话和餐食费用。请向管理员咨询住宿费
是否包含电费、保险费和互联网费用。若选择
学生宿舍，你还需要预留公共交通费用。

www.urbanest.com.au 
www.unilodge.com.au 
www.atira.com

www.tvir.biz 
www.aiv.com.au 

所有住宿类型均需支付保证金。通常等同于2到4周的租金数额。保证金需单独支

付，与预付租金不同。若选择独立租房，保证金将交由州政府保管，在你搬离房屋

时，若财产没有损坏且没有未结清的租金或账单，则将予以返还。如果你决定搬离

住宿地点，还需要提前一定时间发出通知。*所列价格为印刷时的市场价格，随时

可能发生变动。

独立住宿 
了解阿德莱德周边的出行方式之后，独立租房将成为一个不错的选
择。这种方式的成本更低，若你与其他人合租则更为经济。

请访问www.realestate.com.au并选择‘租房’，然后输入阿德莱德或
你心仪的郊区名称。这些都是普通的出租房屋。其中至少会有一间
卧室、厨房和浴室。较大的房屋可能有3到4间卧室和两间浴室。

请注意，你要确保仔细阅读自己所签署的任何独立租赁合同，了解
其中的条款规定。安斯伯利不负责安排此类住宿。除非你已经在阿
德莱德长期生活，并且对自行寻找住所充满信心，否则我们不建议
学生独立租房。你将需要签订为期6个月或12个月的租约，并在合同
期限内承担相应租金。所有协议都必须以英文签署。

一室一卫房屋每周200+澳元。 
更大房屋需要400+澳元

多数出租房屋都没有家具。你将需要自行购买家具、 
餐具、厨房用品、床单、毛巾和电气设备。你还需要自 
行支付房屋的电费、燃气费和水费，以及自己的伙食 
费和公共交通费用（若选择郊区）。

年满18岁的学生有更多选择。可以选择
Homeaway或家庭寄宿，或选择其他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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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入学要求
文凭课程

国家/地区
两阶段文凭课程（阶段1）/ 
ICHM高等教育预科课程 一年制文凭课程和两阶段文凭课程（阶段2）

所有国家 计算与信息技术文凭课程入学先决条件： 
11年级数学

工程学文凭课程入学先决条件：12年级数学（包括专业数学或同等科目）和物理（或一门科
学科目，视大学课程要求而定）。计算与信息技术文凭课程入学先决条件：12年级数学
先决条件科目成绩不合格的学生必须选择：预科学习课程（工程方向）；跳级条件为50％的
阶段1文凭课程（计算与信息技术文凭课程）。

澳大利亚 完成11年级 商学文凭和计算与信息技术文凭课程：
ATAR成绩达到50，南澳高中成绩达到54，国际文凭成绩达到24，预科学习课程成绩达到250
或同等水平（商学文凭和计算与信息技术方向）

工程学文凭：
ATAR成绩达到60*或同等水平（*先决条件 – 12年级数学方法、专业数学和物理（或一个科
学课目，视大学课程要求而定）

孟加拉国 取得11年级高中毕业证书（HSC） 取得12年级高中毕业证书（HSC），平均成绩达到50%以上。 
工程学文凭课程要求数学和物理/化学科目成绩最低达到60%。

文莱 GCE O level且3门学术科目成绩合格 GCE A level，2门A Level成绩合格或1门A Level成绩合格且2门AS Level成绩合格

柬埔寨 12年级，平均成绩达到C 一年大专及以上院校学习，平均成绩达到C。

中国 高二 高三，4门学术科目平均成绩达到70%，或成功取得全球评估证书，GPA达到1.0，或平均成绩
达到60%或以上

哥伦比亚 高中学历 – 平均成绩达到64% 高中学历 – 平均成绩达到70-75%以上

法国 中学毕业 – 11年级 中学毕业 – 12年级，平均成绩达到10以上

香港 中五最低成绩达到40%合格 中七2门A Level成绩合格或1门A Level成绩合格且2门AS Level成绩合格。香港中学文凭，商学和
计算与信息技术文凭课程最低要求8分；工程学文凭课程最低要求12分。请联系招生部门获
取详细信息。



国家/地区
两阶段文凭课程（阶段1）/ 
ICHM高等教育预科课程 一年制文凭课程和两阶段文凭课程（阶段2）

印度 11年级 – 获得全印度高中证书、印度学校证书、
高中证书

12年级 – 获得全印度高中证书、印度学校证书、高中证书且平均成绩达到55%或以上。工程
学文凭课程要求数学和物理/化学科目成绩最低达到60%。

印度尼西亚 SMA II，成绩最低达到70% SMA III，商学和计算与信息技术文凭课程最低要求70%；工程学文凭课程最低要求75%

伊朗 12年级，平均成绩达到D（最低10分） 一年大学预科学习，平均成绩达到B（最低14分）

日本 高中2年级 高中毕业证书且平均成绩达到2.5

哈萨克斯坦 完成哈萨克斯坦高中教育 完成哈萨克斯坦高中教育且GPA达到4.0

肯尼亚 肯尼亚中等教育证书考试平均成绩达到D或GCE O 
Level且3门学术科目成绩合格

肯尼亚中等证书考试平均成绩达到C或GCE A Level且2门A Level成绩合格或1门A Level成绩合格
且2门AS Level成绩合格

韩国 普通高中2年级毕业证书，平均成绩达到D，或4门
学术科目平均成绩达到Rank 7

普通高中3年级毕业证书，平均成绩达到C，或4门学术科目平均成绩达到Rank 6

科威特 普通中学毕业证书，平均成绩达到79% 普通中学毕业证书，商学文凭和计算与信息技术文凭课程要求平均成绩达到80%或以上；工
程学文凭课程要求数学和物理/化学科目成绩最低达到80%。若成绩低于80%，那么学生需要
选择预科学习课程。

黎巴嫩 黎巴嫩中学毕业证书11年级 黎巴嫩中学毕业证书 - 12年级且平均成绩达到10以上

澳门 高中文凭 – 11年级，或中五4门科目平均成绩最低
达到60%

高中文凭 – 12年级，或中六，商学和计算与信息技术文凭课程要求4门科目平均成绩最低达
到65%；工程学文凭课程要求4门科目平均成绩最低达到70%

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教育文凭、高二或安大略省11年级 获得马来西亚教育文凭且2门成绩合格最低达到E，统一考试证书 – 高三且5门成绩达到C7。
安大略省12年级，6门最优秀的科目平均成绩达到50%以上或GCE A Level且2门A Level合格或1
门A Level合格且2门AS Level合格

缅甸 高中基础教育（BEHS）考试（大学入学考试）12年
级，成绩达到65%

高中基础教育（BEHS）考试（大学入学考试）平均成绩达到50%以上，且有一年高等教育学
习经历。

尼泊尔 高中证书 – 11年级且平均成绩达到50% 高中证书 – 12年级且平均成绩达到55%或以上。工程学文凭课程要求数学和物理/化学科目成
绩最低达到60%。

新西兰 新西兰中六成绩合格，或获得国家教育评鉴证书，
最低达到Level 2成绩80分

新西兰国家教育评鉴证书最低达到Level 3成绩42分

尼日利亚 高中考试（WAEC或NECO）5门成绩达到D7水平 高中考试（WAEC或NECO）5门成绩达到C6水平

阿曼 普通中学毕业证书，或5门美国高中文凭课程平均
成绩达到79%

普通中学毕业证书，或美国高中文凭，商学和计算与信息技术文凭课程要求平均成绩达到
80%或以上；工程学文凭课程要求数学和物理/化学科目成绩最低达到80%。若成绩低于80%，
那么学生需要选择预科学习课程。

巴基斯坦 高中毕业证书/11年级中级考试证书 高中毕业证书/12年级中级考试证书，平均成绩达到55%或以上。工程学文凭课程要求数学和
物理/化学科目成绩最低达到60%。

菲律宾 11年级平均成绩达到80% 12年级平均成绩达到85%

俄罗斯 完成中等教育 完成中等教育且GPA达到4.0

沙特阿拉伯 普通中学教育证书且平均成绩达到79% 普通中学教育证书，商学文凭和计算与信息技术文凭课程要求4门学术科目平均成绩达到 
80%；工程学文凭课程要求数学和物理/化学科目成绩最低达到80%。若成绩低于80%，那么 
学生需要选择预科学习课程。

新加坡 成功完成中四（GCE O level）且3门学术科目成绩
合格

GCE A level且2门H2成绩合格或1门H2成绩合格且2门H1 Level成绩合格

南非 成功完成11年级 成功完成12年级且平均成绩达到50%以上

斯里兰卡 成功完成11年级（GCE O level）且3门学术科目成
绩合格

GCE A level且2门A Level合格或1门A Level合格且2门AS Level合格。工程学文凭课程要求数学和
物理/化学科目最低达到及格成绩。

台湾 11年级高中文凭 12年级高中文凭，4门科目平均成绩达到70%以上

坦桑尼亚 GCE O Level且3门学术科目成绩合格 GCE A Level且2门A Level成绩合格或1门A Level成绩合格且2门AS Level成绩合格

泰国 成功完成Matayom 5且GPA达到2.5 成功完成Matayom 6且GPA达到2.0

土耳其 成功完成Lise Diploma，11年级或同等水平 Devlet Lise Diplomesi – 12年级且平均成绩达到50%以上

乌干达 GCE O level且3门学术科目成绩合格 GCE A Level且2门A Level成绩合格或1门A Level成绩合格且2门AS Level成绩合格

阿拉伯联合 
酋长国

普通中学毕业证书且平均成绩达到79% 普通中学毕业证书，商学文凭和计算与信息技术文凭课程要求平均成绩达到80%或以上；工
程学文凭课程要求数学和物理/化学科目成绩最低达到80%。若成绩低于80%，那么学生需要
选择预科学习课程。

英国 GCE O level且3门学术科目成绩合格 GCE A level且2门A Level成绩合格或1门A Level成绩合格且2门AS Level成绩合格

美国 11年级 高中文凭且平均成绩达到D或SAT成绩达到（旧制1250分/新制930分）/ACT成绩达到28。

越南 成功完成11年级 成功完成12年级且平均成绩达到5.5

赞比亚 GCE O level且3门学术科目成绩合格 GCE A level且2门A Level成绩合格或1门A Level成绩合格且2门AS Level成绩合格

津巴布韦 GCE O level且3门学术科目成绩合格 普通教育文凭 – 12年级且平均成绩达到5.5

其他国家 申请将单独审核

能否入学取决于最近的学习成绩，也可能使用其它标准。入学要求随时可能发生变动，恕不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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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入学要求
高中和预科学习课程

国家/地区 10年级 11年级 12年级 标准和扩展预科学习课程 备注

所有国家 预科学习课程与工程学文凭课程打包录取所需先决条件或基础知识：
成功完成11年级或同等学历（具备1门数学科目和物理或化学科目的 
基础知识，具体条件视大学课程要求而定）。
预科学习课程与计算与信息技术文凭课程打包录取所需先决条件： 
11年级数学

澳大利亚 9年级 10年级 11年级 完成11年级且平均成绩达到C 国际和本地入学

孟加拉国 – – 11年级 11年级 平均成绩60%（第一类）

文莱 中三 中四 中五/GCEO 中五（11年级）/GCSE O Level 平均成绩C（5门科目）

柬埔寨 10年级 11年级 12年级 12年级 平均成绩C+

中国 初三 高一 高二 高二 平均成绩70%

哥伦比亚 – – – 高中学历 平均成绩 > 65%

法国 – – 中学毕业 – 
成功完成11
年级

中学毕业 – 成功完成11年级

海合会国家（巴林、
科威特、阿曼、阿拉
伯联合酋长国、沙特
阿拉伯、卡塔尔）

阿拉伯语课程：完成12年级且成绩满足要求

英国系统：O Level同等学历，平均成绩C
美国系统：高中文凭且11年级成绩满足要求

香港 中三 中四 中五/香港中
学文凭

中五香港中学文凭 5门科目成绩合格

印度 – – – 11年级印度学校证书 平均成绩达到55%

印度尼西亚 SMP3/ 
SMA 1

SMA1 SMA2 SMA 2/SMU3 平均成绩75%

伊朗 10年级 11年级 12年级 12年级 平均成绩C（最低12）

日本 高一 高二 高三/ 
普通高中

高二/普通高中 平均成绩3

哈萨克斯坦 9年级 10年级 11年级 完成哈萨克斯坦高中教育 GPA最低达到3.5

肯尼亚 中三 中四 中五/肯尼
亚中等教育
证书

中五/11年级肯尼亚中等教育证书。 GCSE O Level平均成绩C 
 （5门科目）

韩国 9年级 10年级 11年级 高中毕业证书/高二 平均成绩75%

黎巴嫩 – – – 黎巴嫩中学毕业证书 - 11年级

澳门 中三/9年级 中四/ 
10年级

中五/11年级 完成11年级且4门科目 平均成绩70%
GCSE O Level平均成绩C

马来西亚 中三 中四 中五 高二/中五/5门学术科目SPM综合成绩20或以下（成绩C） 可接受预测成绩

缅甸 9年级 10年级 11年级 高中基础教育（BEHS）考试即大学入学考试 平均成绩 > 65%

新西兰 – – – 新西兰国家教育评鉴证书最低达到Level 2成绩90分

尼泊尔 11年级 平均成绩55%

尼日利亚 9年级 10年级 11年级 高中毕业证书（WAEC或NECO） 5门成绩达到C6水平

阿曼 普通中学毕业证书 平均成绩70%

巴基斯坦 – – – 获得11年级高中毕业证书；O Level 平均成绩C

菲律宾 9年级平均
成绩80%

10年级平
均成绩
80%

11年级平均成
绩80%

11年级高中文凭 平均成绩85%

俄罗斯 9年级 10年级 11年级 完成中等教育 GPA最低达到3.5

新加坡 S2E S3E/4N S4E/5N 中四快捷班/GCE O Level – 预测成绩 平均成绩C

南非 9年级 10年级 11年级 11年级国家高中毕业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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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地区 10年级 11年级 12年级 标准和扩展预科学习课程 备注

斯里兰卡 – – – 11年级GCSE O Level 平均成绩C（5门科目）

台湾 9年级 10年级 11年级 高中2年级 平均成绩C

坦桑尼亚 – – – 11年级GCSE O Level 平均成绩C（5门科目）

泰国 Mat 3 Mat 4 Mat 5 Mathayom 5 GPA > 2.5

土耳其 – – – Devlet Lise Diplomasi- 11年级 相关科目成绩达到4或以上

乌干达 – – – 11年级GCSE O Level 平均成绩B（5门科目）

英国 – – – 11年级GCSE O Level 平均成绩B（5门科目）

美国 – – – 成功完成11年级 GPA 2.0-2.4

越南 G9 G10 G11* G11 *平均成绩7

赞比亚 – – – 11年级GCSE O Level 平均成绩C（5门科目）

津巴布韦 – – – 11年级GCSE O Level 平均成绩C（5门科目）

其他国家 申请时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若预科学习课程开始之时无法获得最终考试成绩，也有可能考虑认证预测/临时考试成绩。

校历
课程 入学时间 开学典礼/课程开始日期 课程结束日期

预科学习课程 2019年10月 2019年10月9日 2020年6月19日

2020年1月 2020年1月22日 2020年11月27日

2020年4月 2020年4月22日 2021年2月5日

2020年10月 2020年10月7日 2021年6月25日

扩展预科学习课程 2019年10月 2019年10月9日 2020年11月27日

2020年1月 2020年1月22日 2021年2月5日

2020年10月 2020年10月7日 2021年11月26日

文凭课程 2019年第3学期 2019年10月9日 2020年2月1日

2020年第1学期 2020年2月19日 2020年5月29日

2020年第2学期 2020年6月17日 2020年9月25日

2020年第3学期 2020年10月7日 2021年1月29日

中学10、11和12年级 2020年第1学期 2020年1月28日 2020年4月9日

2020年第2学期 2020年4月27日 2020年6月26日

2020年第3学期 2020年7月20日 2020年9月25日

2020年第4学期 2020年10月12日 2020年12月4日

学术和通用英语 2019年第8单元 2019年10月14日 2019年11月15日

2019年第9单元 2019年11月18日 2019年12月20日

2020年第1单元 2020年1月6日 2020年2月7日

2020年第2单元 2020年2月10日 2020年3月13日

2020年第3单元 2020年3月16日 2020年4月17日

2020年第4单元 2020年4月27日 2020年5月29日

2020年第5单元 2020年6月1日 2020年7月3日

2020年第6单元 2020年7月20日 2020年8月21日

2020年第7单元 2020年8月24日 2020年9月25日

2020年第8单元 2020年10月12日 2020年11月13日

2020年第9单元 2020年11月16日 2020年12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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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语言预备课程
安斯伯利学院学术英语课程可以帮助学生顺利过渡到安斯伯利和其他院校的各种
就学选项。

通用英语课程（EGP）

通用英语课程专为英语初学水平学
生设计。EGP入学要求：雅思3.5或同
等水平。

学术英语预备课程 
 （EAPP）

学术英语预备课程可以帮助学生过
渡到中级英语水平学习。EAPP入学
要求：雅思4.0或同等水平。

学术英语课程EAP 
 （纳维英语课程）

学术英语课程着力培养学生的英语
技能，旨在帮助学生未来取得优异
学习成绩。

其中三个级别的入学要求分别为：
• EAP 1：雅思4.5或同等水平，

写作和口语不低于4.5。
• EAP 2：雅思5.0或同等水平，

写作和口语不低于5.0。
• EAP 3：雅思5.5或同等水平，

写作和口语不低于5.5。

每个级别都要学习两个为期5周的单
元。每个级别的总计学习时间为10
周。预计每经过10周的学习，学生雅
思成绩可以提高0.5分。评估结果根
据课程作业、考试和最低出勤率要
求确定。

关键能力
• 听力
• 阅读
• 写作
• 口语
• 学习技巧

CRICOS代码：082985G

皮尔森英语测试PTE学术
英语

PTE学术英语是以留学或移民为目
的，在计算机上完成的英语考试。 
安斯伯利是南澳大利亚州仅有的几
个PTE学术英语考试中心之一。学
生可以在线预约考试，并在我们的
Coglin大街校区静待考试来临。

皮尔森PTE学术预备课程

安斯伯利提供时长9小时的课程 
 （3 x 3小时课程安排），帮助学生 
为参加PTE学术英语考试做好准备。 
学生可以访问以下地址在线预订 
考试席位： 
www.eynesbury.navitas.com/PTE-
academic-preparatory-courses 
或致电+61（8）8216 9000。



雅思入学分数及升读安斯伯利学院和南澳大学课程分数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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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语言要求

课程 扩展预科学习课程、10年级 标准预科学习课程、文凭课程、11和12年级

雅思（学术） 总分5.0，单项不低于5.0 总分5.5，单项不低于5.0

托福 500分（纸考） 525分（纸考）

45分IBT（10年级） 50分IBT（11年级和12年级）

45分IBT（南澳大学） 50分IBT（南澳大学）

173分（机考）且托福写作考试2分 195分（机考）且托福写作考试3分

GCE O Level /IGCSE D C

GCE A Level D C

SPM D C

英语1119 D C

香港 香港中学文凭Level 2 香港中学文凭Level 3

肯尼亚 肯尼亚中等教育证书11年级英语成绩C 预科学习课程要求肯尼亚中等教育证书11年级英语成绩
C，文凭课程要求肯尼亚中等教育证书英语成绩C

皮尔森英语测试（PTE学术英语） 36 42 

安斯伯利 EAP 1（且满足最低出勤要求） EAP 2 

CELUSA AE2 AE3

南澳高中12年级 8 10

EIKEN Grade pre-1 A Grade 1 

AEAS（仅限高中） 46 - 56 57 - 66

PVT 46 50

在安斯伯利完成预备语言课程并达到满意的通过率，或得到安斯伯利ELICOS教务长推荐的学生，将有资格入学相应课程。

EGP

3.
5

10周

EAPP EAP1 EAP2 EAP3

4.
0

4.
5

5.
0

5.
5

6.
0

10周 10周 10周

标准预科学习课程、
文凭课程、11和12年级

10周

南澳大学

扩展预科学习
课程和10年级

EAP3可以帮助
学生做好准备
直接升入大学，
具体结果取决
于学生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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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用
课程 2020年费用*

高中 – 10、11和12年级 24,600澳元每年

标准预科学习课程 28,000澳元

扩展预科学习课程 35,800澳元

商学文凭学习（阶段1） 24,400澳元

商学文凭 31,000澳元

计算与信息技术文凭（阶段1） 24,400澳元

计算与信息技术文凭 32,200澳元

工程学文凭 35,700澳元

通用英语/学术英语 400澳元每周

其他费用和收费

海外学生健康保险（要求签证有效时间 – 相近） 609澳元每年

学生住宿和福利费用（适用于18岁以下学生） 35澳元每年

住宿安排费用（若适用） 400澳元

* 费用每年重新审核一次，随时可能发生变动。除非另有说明，否则所有费用均不征收商品及服务税。

每个学期开始之前可支付所有费用，实际费用根据此学期选取课程的数量而定。

奖学金 
请访问此网站了解我校目前奖学金
的详细信息：  
eynesbury.navitas.com/scholarships



Please print in BLOCK LETTERS
Application form

Student details

Title:    Mr      Mrs    Miss    Ms    Other

Family name:

Given names:

Preferred name:

Date of birth:     DAY / MONTH /  YEAR Gender:    Male    Female

Country of birth:

Nationality (on passport)/Citizenship:

Passport number: Expiry date    DAY / MONTH /  YEAR

Are you a permanent resident of Australia?     Yes     No

Are you an Australian citizen?     Yes     No

Have you previously studied at Eynesbury?     Yes     No

If yes, please provide your Eynesbury student number

Are you currently in Australia?     Yes     No

Applicant’s contact details

Address in Australia (if known):

Address overseas:

Tel (home): Country, Area Code, Telephone WeChat:

Mobile: Country, Area Code, Telephone

Email address:

WhatsApp number:

Parent/Guardian contact details/Home country address
Do you grant Eynesbury permission to provide your parent or guardian listed 
below with information regarding your application to study, ongoing academic 
progress, results and attendance?     Yes     No

Family name:

Given names:

Relationship to applicant:

Address:

Country: Postcode:

Tel (home): Country, Area Code, Telephone Tel (work): Country, Area Code, Telephone

Mobile: Country, Area Code, Telephone

Email:

Agent contact details

Agency name:

Agent office code:

Counsellor name:

Address:

Country: Postcode:

Tel: Country, Area Code, Telephone Mobile: Country, Area Code, Telephone

Agency email:

Counsellor email:

Previous studies/current studies
Secondary education: highest level achieved

Name of qualification (e.g. Year 12, HKDSE or A Levels):
Name of school:
Country/State:

Completed:     Yes     No Year completed:

Proposed date of completion:
Language of instruction:

Post secondary/tertiary education: highest level achieved

Name of qualification (e.g. Diploma, Degree):
Name of school:
Country/State:

Completed:     Yes     No Year completed:

Proposed date of completion:
Language of instruction:

Would you like to apply for credit / recognition of prior learning?   Yes     No 
If yes, please complete the Eynesbury Application for credit and provide your 
academic transcripts. 

Employment history
If you have employment experience that is relevant to your program please 
attach a CV and references.

Program selection
Please indicate ( ) which programs (s) you would like to apply for and your 
preferred intake. 

  English program 
Do you think you will need to study English with us before you start your 
program? We will assess your English proficiency and recommend the 
appropriate English program for you. 

High School program 
 Year 10                  Year 11        Year 12  

Intake        January        July (not available for Year 12)     

  Foundation Studies Program
Year:  January      April      October

 Standard      Extended (January and October)

Diploma programs
  One year Diploma of Business
  One year Diploma of Computing & IT
  One year Diploma of Engineering
  Two Stage Diploma of Business Studies
  Two Stage Diploma of Computing & IT Studies

Year:  February      June      October

Further studies preference
 The University of Adelaide  UniSA   ICHM

1. 

2. 

3. 

English proficiency
Please tick and attach documentary evidence where applicable

 English is my first language 
 I have taken an IELTS or TOEFL test (results attached)

IELTS (Academic) or TOEFL score:

Other English test: Score:

EYNE160108-1321 App Form_AW.indd   1 17/10/19   3:58 pm



Request for disability support
Do you have a disability that may affect your studies?    Yes     No
If yes:     Hearing     Vision    Mobility     Medical    Learning 

    Other (please specify):

Please attach relevant information so that Eynesbury can arrange assistance 
if possible. 

Accommodation
Do you want accommodation arranged for you?    Yes    No 
Will you be under 18 at the time you arrive in Australia?    Yes    No

 Homeaway (under 18)    Homestay under 18 
 International Student Residence    Student apartments

Airport reception

Do you require Airport reception?    Yes    No 
This is a free service for students who arrange their accommodation 
through Eynesbury.

Overseas Student Health Cover (OSHC)

OSHC required:       Single      Dual Family      Multi Family 
 Please tick if you do not want your email address given to Worldcare. 
  Please tick if you have existing OSHC and attach evidence of 
membership with your OSHC provider.

Visa

What visa will you apply for?    Student     Working Holiday     Visitor

Current visa status: 

Please note: Students on a Working Holiday or  Visitor visa should make their 
own health insurance arrangements.
Have you ever had a visa for any country refused or cancelled, overstayed 
your visa or been issued a non-compliance notice?    Yes    No
If yes, please provide the decision record or notification correspondence.

If you are currently studying in Australia please complete the following fields

Name of institution:

Visa type: Expiry date: DAY / MONTH /  YEAR

OSHC provider name:

OSHC membership number:

OSHC expiry date: DAY / MONTH /  YEAR

Have you ever been expelled or your study terminated by a college or 
university in Australia?       Yes    No 
If yes, please provide the name of the college or university 

Sponsored students only

Name of sponsoring organisation:

Type of sponsorship (e.g. tuition fees, living expenses):

Application checklist
 Completed all sections of the Application form 
  Read and understood the Conditions of Enrolment and Fee Refund Policy 
available at www.eynesbury.navitas.com/conditions-of-enrolment and www.
eynesbury.navitas.com/policies

Check that you have attached:

 Your academic qualifications 
 Your English language test 
 Your passport, visa or birth certificate 
 Your employment documentation (if required)

For documents not in English, please provide certified translations.

Declaration
I declare the information I have supplied on this form is, to the best of my understanding 
and belief, complete and correct. I understand that giving false or incomplete information 
may lead to my application being refused or my enrolment cancelled. I have read and 
understood the relevant program information and I have sufficient information about 
Eynesbury to enrol. I understand that the pathway may lead to future studies at the 
University of Adelaide or the University of South Australia, subject to the universities’ entry 
requirements. I understand that it is my responsibility to maintain valid Overseas Student 
Health Cover (OSHC). I also understand that if I am no longer enrolled at Eynesbury, my 
OSHC membership can be transferred. I understand that if I have applied through an 
approved Eynesbury agent, all correspondence relating to my application will be forwarded 
to that agent. I understand that Eynesbury fees may increase. I accept liability for payment 
of all fees as explained in the Eynesbury brochure, and I agree to abide by the Fee Refund 

Policy. I have read the cost-of-living information and I understand that living expenses in 
Australia may be higher than in my own country. I confirm that I am able to meet these 
expenses. I have understood and I accept the Conditions of Enrolment. I understand that 
Eynesbury may, by written notice, vary its conditions as may be necessary to comply with 
any law or regulation, or amendment of any law or regulation, of the Commonwealth of 
Australia or the State of South Australia. I give permission for Eynesbury, the University 
of Adelaide and the University of South Australia to obtain official records from any 
educational institution attended by me, and to supply my contact details and any relevant 
official records to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I am eligible to gain admission to. I authorise 
Eynesbury to provide my personal information, including my contact details and enrolment 
details, to third parties in accordance with Eynesbury’s Privacy policy and I authorise 
those third parties to provide my personal information to Eynesbury.  These third parties 
include Eynesbury representatives (agents) acting on my behalf: The University of Adelaide 
or the University of South Australia (to facilitate progression from Eynesbury to the next 
stage of my studies); and Navitas Pty Limited and its affiliate (to communicate regarding 
pathways and services offered by Navitas Pty Limited and its related companies). In the 
event of any suspected breach of my student visa conditions, I authorise Eynesbury and 
the aforementioned third parties to provide my personal information, including my contact 
details and enrolment details, to the Australian Government’s designated authorities, the 
Tuition Assurance Scheme and the ESOS Assurance Fund Manager. I give permission for 
Eynesbury to obtain records and information from my current OSHC provider (if applicable). 
I also agree that Eynesbury is able to exchange information with my OSHC provider with 
respect to meeting my visa requirements and maintaining my OSHC cover. I understand 
that any conditions concerning an offer of admission will be contained in my letter of offer 
from Eynesbury, which I will be required to read, sign and meet prior to CoEs being issued. 

Privacy Declaration
1. Our Privacy Policy, (eynesbury.navitas.com/privacy) outlines how the information 

you provide us, will allow us to deal with your enquiry; to assess your application and, 
provide you with an outcome.

2. We will also be able to provide you with the information about the course you have 
applied for; the College; the Partner University and, our local community. It is really 
important that you read and understand the Privacy Policy (eynesbury.navitas.com/
privacy). 

3. If you have questions about the Privacy Policy or how your personal information will 
be managed, please email: privacy@navitas.com and ask your question/s.

Applicant Declaration
If you agree to how we intend managing your personal information, by ticking the boxes 
below, we may contact you to provide you with relevant information on other courses 
that we offer, as well as other services offered by the College, University Partner or 
Navitas Group. It is important for you to know and understand that if you choose NOT TO 
CONSENT to us contacting you in this way, that we will be unable to provide you with 
information about some of the services we offer such as the type of accommodation we 
offer, or our Airport Meet and Greet service. 
• I have read and understood the college’s Privacy Policy       Yes     No
• I consent to the college sending me marketing information by e-mail       Yes     No
• I consent to the college sending me marketing information by mail       Yes     No
• I consent to the college contacting me by telephone for marketing purposes  

  Yes     No
• I understand that the College will be collecting, processing and storing my personal 

information as part of this enquiry and/or application process       Yes     No
• I understand that the College may need to share my personal information with a third 

party in order to provide your services to me (eynesbury.navitas.com/privacy) and I 
agree to this       Yes     No

As the applicant named on this application 

   I confirm that I have understood the questions above and that my answers 
represent how I want my personal information used.

Applicant’s signature: 
(Must be the same signature as in your passport)

Date:     DAY / MONTH /  YEAR

If you are under 18 years of age, your parent or guardian must also sign this 
application form. I understand that should we accept any offer of admission 
there may be field trips and excursions and hereby grant permission for my 
daughter/son to attend.

Parent’s/guardian’s signature:

Family name: Given name:

Relationship to applicant:

Date:     DAY / MONTH /  YEAR

Unsigned applications cannot be processed. Agents cannot sign on an 
applicant’s behalf.

Postal address for applications
16-20 Coglin St, Adelaide SA 5000 Australia

T +61 8 8216 9165 
T +61 8 8216 9000 
E admissions@eynesbury.sa.edu.au 
W eynesbury.navita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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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stralian College of Business and Technology (ACBT) are affiliated organisations and are not owned by Navitas Pty Limited. NAVITAS USA: These schools are authorised under federal law to enrol non-immigrant alien students.
Registered Company names and CRICOS provider codes: SAE Institute Pty Ltd 00312F; Navitas Bundoora Pty Ltd trading as La Trobe Melbourne 03312D; La Trobe University 00115M; Colleges of Business and Technology (WA) Pty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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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ucation for your world
Navitas provides you with the education you 
need, to get where you want to be in life. From 
English language skills and courses to help you 
enter university, to training for the workplace, 
Navitas colleges and campuses in 28 countries 
will support you every step of the way. 

With over 120 Navitas and SAE Institution 
locations across the globe, and over 70,000 
students currently studying with us, we 
understand the world’s learning needs. 
We’ve become one of the most trusted 
providers of education and training in 
the world. 

Navitas offers to students, professionals 
and migrants from around the world, the 
following opportunities:

• English language training 
• High school studies 
• University preparation and programs
• Post-secondary education for creative 

media technology
• Career advancement programs 
• Student recruitment 
• Internship programs
• Migrant settlement services 

We also offer customised workplace training 
for companies, and a range of training 
and settlement services for the Australian 
Government. Wherever you are, and wherever 
you want to be, the knowledge and resources 
of our staff around the world will ensure 
your success.

Africa
• SAE Institute, South Africa

Asia
• ACBT — Edith Cowan University, Sri Lanka 
• Curtin Singapore (The Singapore  

Campus of Curtin University)
• SAE Institutions — Indonesia, 

Malaysia, Thailand

Australia
• ACAP (Australian College of 

Applied Psychology) 
• CELUSA (Centre for English Language  

in the University of South Australia) 
• Curtin College — Curtin University, Perth 
• Deakin College — Deakin University, 

Melbourne
• ECC — Edith Cowan University, Perth 
• Eynesbury College — The University of 

Adelaide and University of South Australia
• Griffith College — Griffith University, 

Brisbane, Gold Coast
• Hawthorn-Melbourne
• JCU College  — James Cook University, 

Cairns, Townsville
• La Trobe College Australia — La Trobe 

University
• La Trobe University Sydney Campus
• Navitas English 
• NIC — The University of Newcastle
• SAE Institutions — Adelaide, Brisbane, Byron 

Bay, Melbourne, Perth, Sydney
• SAIBT — University of South 

Australia, Adelaide
• SIBT, Sydney
• Western Sydney University  

Sydney City Campus
• Western Sydney University  

International College
• UC College - University of Canberra 

Canada
• FIC — Simon Fraser University, Vancouver 
• ICM — the University of Manitoba, Winnipeg

Central America
• SAE Institute, Mexico

Europe
• SAE Institutions — Austria, Belgium, France, 

Germany, Greece, Italy, Netherlands, 
Romania, Serbia, Slovenia, Spain, Sweden, 
Switzerland, Turkey

• Twente Pathway College, University of 
Twente, Netherlands

• The Hague Pathway College, The Hague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 Netherlands

• Lancaster University, Leipzig Germany

Middle East
• SAE Institutions — Jordan, Saudi Arabia, UAE
• Murdoch University Dubai

New Zealand
• SAE Institute, Auckland
• UC International College — University of 

Canterbury, Christchurch

United Kingdom 
• BCUIC — Birmingham City University 
• CRIC — Anglia Ruskin University, 

Cambridge 
• HIC — University of Hertfordshire, Hatfield
• ICP — University of Portsmouth
• ICRGU — Robert Gordon University, 

Aberdeen 
• LBIC — Brunel University London
• SAE Institutions — Glasgow, Liverpool, 

London, Oxford
• The College, Swansea University
• UNIC - The University of Northampton
• University of Leicester Global Study 

Centre, University of Leicester
• UPIC — University of Plymouth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 Florida Atlantic University  

Global Student Success Program
• Richard Bland College of William & Mary 

Global Student Success Program
• SAE Institutions — Atlanta, Chicago, 

Los Angeles, Miami, Nashville, New York, 
San Francisco

• University of Idaho  
Global Student Success Program

•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Boston 
International Student Success Program

•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Dartmouth 
Global Student Program

•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Lowell 
Global Student Success Program

• University of New Hampshire  
Global Student Success Program

• Virginia Commonwealth University 
Global Student Success Pro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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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成就精彩世界

16–20 Coglin Street  
Adelaide SA 5000 Australia

电话：+61 8 8216 9165 
电话：+61 8 8216 9000 
邮箱：eynesbury@navitas.com 
邮箱：admissions@eynesbury.sa.edu.au 
邮箱：accommodation@eynesbury.sa.edu.au

澳大利亚教育企业有限公司（提供商代码
00561M）以安斯伯利的名义开展业务。 
阿德莱德大学CRICOS提供商编号00121B。

安斯伯利包括以下所有院校提供的课程： 
安斯伯利学院、安斯伯利学术英语学院和 
安斯伯利商业技术学院。

本指南所列信息在出版时准确无误；但阿 
德莱德大学和安斯伯利保留随时修改、更 
正或删除相关细节的权利，恕不另行通知。

本指南所选图片： 
版权所有© Josie Withers 2016 
版权所有© Chao Wang 2017 
版权所有© Che Chorley 2018

本指南免费提供。 
2019年10月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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