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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当地的人还是节日
文化，自然美景还是建筑
设计，都使我深深地爱上
了这座城。”

MUHAMMED REEFATH, 孟加拉国

商学专业		
南澳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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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澳大利亚州欢迎您南澳大利亚州欢迎您

体验澳洲生活 
的首选之地

南澳大利亚州以其卓越的教育、休闲的都市生活方式、 南澳大利亚州以其卓越的教育、休闲的都市生活方式、 

创新的商业文化及令人流连忘返的自然美景而闻名于世。创新的商业文化及令人流连忘返的自然美景而闻名于世。

南澳大利亚州和阿德莱德市必定能满足您的所有期待。南澳大利亚州和阿德莱德市必定能满足您的所有期待。

卓越的教育质量卓越的教育质量

阿德莱德是世界领先的教育之城。从国际高中到排名全球前
2%的知名大学，各种教育机构涵盖所有教育领域。

身心健康身心健康

阿德莱德是全球十大最宜居城市之一，诠释了学习和生活的完
美平衡。

职业成功职业成功

凭借全面均衡的教育背景，阿德莱德高校的毕业生能够在全球
各地开启成功的职业生涯。

南澳大利亚州简介南澳大利亚州简介

首府城市 阿德莱德

全州人口 170万	

阿德莱德市人口 136万

语言	 英语

主要出口物	 葡萄酒、教育、金属制品、小麦和旅游

主要产业	 		卫生、工程、食品与葡萄酒、创意技术与
高科技、先进制造业、太空、矿物与能源

时区   澳大利亚中部标准时间 (ACST)	
为UTC +9:30

气候 阿德莱德冬暖夏凉，四季分明。夏季平	
	 均温度是29°C，冬季平均气温是16°C

季节 夏季 17 – 29°C  
 (12月–2月)

 秋季 13 – 23°C  
 (3月–5月)

 冬季 8 – 16°C  
  (6月–8月)

 春季 12 – 22°C  
  (9月–11月)

经济 凭借创新、高新技术劳动力、尖端研究	
	 以及政府、企业和学术界的积极合作，	
	 南澳大利亚州的经济持续增长

南澳州教育推广署南澳州教育推广署

欢迎您

政府及教育合作伙伴的大力支持政府及教育合作伙伴的大力支持

南澳州教育推广署得到南澳大利亚州政府	(Government of 
South Australia) 及50多个教育和行业合作伙伴的大力支
持，包括阿德莱德市政府	(City of Adelaide)、弗林德斯大
学	(Flinders	University)、阿德莱德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Adelaide)、南澳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South Australia)、南澳
州公立学校	(SA Government Schools)和南澳大利亚州立技术
与继续教育学院	(TAFE SA)。

活动和赛事活动和赛事

通过参与我们的各种社交活动、研讨会、体育赛事等，您将有
机会获得精美赠品，结交新朋友，收获宝贵的人脉资源。您还
有机会在众多莘莘学子中脱颖而出，赢得我们的“优秀国际学
生奖” (International Student Awards)——为表彰在阿德莱德
及其他地区取得杰出成就并作出突出贡献的国际学生而专门
设立的奖项。

目前，有目前，有		130 130 多个国家的多个国家的		40000 40000 名学生选择到南澳大利名学生选择到南澳大利

亚州的阿德莱德市学习和生活。南澳州教育推广署亚州的阿德莱德市学习和生活。南澳州教育推广署		
((StudyAdelaide) StudyAdelaide) 诚挚邀请您的加入。在您抵达阿德莱德诚挚邀请您的加入。在您抵达阿德莱德

前后，我们将为您提供各类信息和支持服务，让您拥有最前后，我们将为您提供各类信息和支持服务，让您拥有最

佳的留学体验。佳的留学体验。

安家帮助安家帮助

在您抵达阿德莱德前，我们就已在此恭候您的到来，并已准备
好为您提供服务，帮助您顺利安顿下来。通过我们的学生导师
项目	(Mentor Program)，您将获得一位学生导师，为您答疑解
惑。我们免费提供的学生指南应用程序也将为您提供各种基
本信息，如开设银行账户、找兼职工作、最佳餐饮和学习场所
等。

就业优势就业优势

我们的就业技能项目将帮助您更好地胜任阿德莱德或其他任
何地方的工作。我们还提供大量研讨会、讲习班和在线资源，
包括就业服务台	(Get Work Help Desk)，为您提供一对一专业
咨询服务，如简历与求职信撰写、社交与面试技巧等。不仅如
此，我们屡获殊荣的雇主门户网站通过将南澳州的企业与国际
学生紧密结合，为学生实习和毕业后就业提供了诸多便利。

南澳大利亚州

北领地

阿德莱德

西澳大利亚州

昆士兰州

新南威尔士州

维多利亚州

塔斯马尼亚州

澳大利亚首
都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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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赞誉的卓越教育 
质量
阿德莱德拥有排名全球前2%的知名大学，并且教育质量得到澳大利亚教育
质量保障体系的保证。无论您从事何种职业，您的学历一定能得到认可。

开启全球职业生涯

170 170 多年来，阿德莱德因卓越的教育水平而闻名，是澳大多年来，阿德莱德因卓越的教育水平而闻名，是澳大

利亚最负盛名和最具创新力的一些大学所在地。每年都利亚最负盛名和最具创新力的一些大学所在地。每年都

有成千上万的学生和您一样来到这里，亲切地将这里称有成千上万的学生和您一样来到这里，亲切地将这里称

之为家，并凭借在阿德莱德接受的教育顺利开启了全球之为家，并凭借在阿德莱德接受的教育顺利开启了全球

职业生涯。职业生涯。

培养辩证思维培养辩证思维

阿德莱德的教育不仅注重知识的传授，而且注重辩证思维能
力的培养，强调对事物的深刻理解和激发学生的求知欲。	
正是基于这一理念，南澳大利亚州培养出了五位诺贝尔奖得主
(Nobel Laureates)、众多罗德学者	(Rhodes Scholars) 及各个
领域的伟大思想家。

开拓创新开拓创新

阿德莱德是世界著名的顶尖研究中心，科研水平已达到或超过
世界平均水平。在这里，您将拥有诸多机会与世界一流的研究
人员合作，在历史长河中留下自己的独特烙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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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园和中小学  

(南澳大利亚州)

• 早教中心 (ELC) 
3–4 岁

• 幼儿园 / 托儿所	
4 岁

• 小学 

学前班到7年级	
约	5–12 岁

• 高中 

8–12 年级	
约	13–17 岁	
学生可以在高中学习一	
些大学和	VET	科目。顺	
利完成11和12年级学习	
的学生将获得南澳大利	
亚教育证书	(SACE)。

注意：有些学校提供从学前班到12年级的
教育，有些只提供11和12年级的教育。

英语学习

许多学校开设英语作为第 

二语言 (ESL) 这类课程。

海外学生英语强化课程

(ELICOS)

•	 用于学习、商业或娱乐
目的

•	 要么独立开设，要么作为
任何级别的	VET或高等
教育课程的一部分或者在
此之前开设

•	 由大学、高等教育机
构、VET	机构和专业语言
学校开设

高等教育

由大学及其他注册培训机构
提供。

•	 高级文凭		
Advanced Diploma

•	 副学士学位		
Associate Degree

本科

•	 学士学位
研究生

•	 荣誉学士学位
•	 研究生证书
•	 研究生文凭
•	 硕士学位
•	 博士学位	(PhD)

世界一流的教育质量

澳大利亚拥有全球首屈一指的教育体系，致力于提供优质教育和满足个体需求的多种澳大利亚拥有全球首屈一指的教育体系，致力于提供优质教育和满足个体需求的多种

教育选择。从早教中心到职业教育和培训 教育选择。从早教中心到职业教育和培训 (VET)  机构以及大学，阿德莱德各个阶段的机构以及大学，阿德莱德各个阶段的

教育机构均达到了澳大利亚教育质量保障体系规定的最高标准。教育机构均达到了澳大利亚教育质量保障体系规定的最高标准。

阿德莱德为刚到澳大利亚的国际学生营造了一个温馨、阿德莱德为刚到澳大利亚的国际学生营造了一个温馨、

安全的英语学习环境。专为国际学生开设的英语强化课安全的英语学习环境。专为国际学生开设的英语强化课

程 程 (ELICOS) (ELICOS) 旨在帮助您迅速提升英语技能，更好地适应旨在帮助您迅速提升英语技能，更好地适应

当地的生活和学习环境。此外，友好的社会环境对于您学当地的生活和学习环境。此外，友好的社会环境对于您学

习英语也大有裨益。习英语也大有裨益。

中小学英语课程中小学英语课程

南澳大利亚州的所有中小学都开设英语作为第二语言课程南澳大利亚州的所有中小学都开设英语作为第二语言课程
(ESL)(ESL)，为阿德莱德的学龄儿童培养英语技能提供支持。，为阿德莱德的学龄儿童培养英语技能提供支持。

英语强化课程英语强化课程

阿德莱德著名的英语学校有:

•	 南澳大学英语语言中心	(CELUSA)

•	 阿德莱德英语学院	(English College of Adelaide)

•	 南澳大利亚州立技术与继续教育学院英语语言中心	
(English Language Centre)

•	 阿德莱德大学英语语言中心	(English Language Centre)

•	 安斯伯利英语学院	(ECAE)

•	 弗林德斯大学英语语言强化中心	(IELI)

•	 南澳大利亚英语学院	(South Australian College of English)

欲知详情，请访问: studyadelaide.com/english

提升英语技能, 
增加成功机会

澳大利亚的教育体系澳大利亚的教育体系

注意:

• VET	和高等教育课程（从证书一直到博士
学位）属于澳大利亚学历资格框架	(AQF) 
范畴。

•	 完成某些文凭课程衔接项目的学生将获得特
定大学的入学资格，允许学生进入所选学士
学位的第二年	-	各院校之间可能有所差异。

大学快捷课程

职业教育和培训 (VET)

•	 一级证书	Certificate I

•	 二级证书	Certificate II

•	 三级证书	Certificate III

•	 四级证书	Certificate IV

•	 文凭	Diploma

•	 高级文凭	
					Advanced Diplom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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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2019年全球生活成本指数年全球生活成本指数

以指数为100	的纽约为基准

来源:	经济学人智库 (The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2019	年全球生活成本调查报告

享受世界之最

“这是一个美丽的城市，	
大家都很热情友好、乐于
助人。”
TAM, 越南

化学工程 
阿德莱德大学

健康和生活方式
集独特文化、自然美景和勃勃生机于一体，阿德莱德一直是全球十大最宜居城
市之一。走出课堂，您将拥有无穷无尽的机会体验丰富多彩的生活，包括美味
佳肴、节庆活动、国际体育赛事以及澳大利亚特有的自然奇观。

阿德莱德热烈欢迎每一个人的到来。作为一个国际大都阿德莱德热烈欢迎每一个人的到来。作为一个国际大都

会中心，阿德莱德拥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以及轻松友好的会中心，阿德莱德拥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以及轻松友好的

文化氛围。在阿德莱德居住期间，您将成为这一多元文化文化氛围。在阿德莱德居住期间，您将成为这一多元文化

社区的新成员，得到充分的重视与支持。社区的新成员，得到充分的重视与支持。

生活与学习二者平衡生活与学习二者平衡

阿德莱德是一座理想生活之城。它面积宽广，足以满足您的探
索需求。同时，它又非常紧凑，出行安全、方便。阿德莱德还为
全日制国际学生提供多达	50%	的公交车乘车优惠，大大降低
了学生的交通成本。

学习生活充满活力学习生活充满活力

阿德莱德是一座充满活力、人人称赞的城市。阿德莱德也是澳
大利亚最安全的城市之一，从热闹非凡的市区生活到宁静悠闲
的郊区生活，您定能找到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

生活成本经济适中生活成本经济适中

阿德莱德是澳大利亚生活成本最低的城市之一，生活成本比澳
大利亚其他大城市最多低	14%，平均租金全澳最低。生活开支
越少，可用于享受城市生活的资金就越充足。因此在这里，您可
以更好地体验顶级的美味佳肴，参加世界一流的节庆活动，参
观美术馆等。

新加坡	 107
香港特别行政区	 107
纽约	 100
洛杉矶	 99
悉尼	 89
墨尔本	 86
上海	 85
阿德莱德	 75
河内	 71

9阿德莱德——理想生活之城8 阿德莱德——理想生活之城



学生住宿学生住宿

宾至如归的住宿体验

从充满活力的市中心到原生态的纯净海滩，从景色优美的远从充满活力的市中心到原生态的纯净海滩，从景色优美的远

足路径到风光绮丽的内陆地区，南澳大利亚州将带给您前有足路径到风光绮丽的内陆地区，南澳大利亚州将带给您前有

所有的非凡体验。所有的非凡体验。

探索南澳大利亚州探索南澳大利亚州

南澳大利亚州幅员辽阔壮丽风光近在咫尺，在距离市中心仅	20 分
钟车程的地方，您可以在柔软的海滩上悠然自得地欣赏波光粼粼
的海面，也可以在原生灌木丛中漫步，还可以到风景如画的酒庄品
尝顶级的美食美酒。

阿德莱德因其令人赞叹不已的美食、美酒和文化节而闻名遐迩。此
外，作为地标性建筑——阿德莱德椭圆形体育场（Adelaide Oval）
的所在地，阿德莱德全年赛事不断，是体育爱好者们的天堂。

交通交通

阿德莱德交通十分便利。机场有国际直达定期航班和飞抵澳大利
亚所有首府城市以及主要旅游景点（如袋鼠岛）的国内航班。机场
距离市中心仅7公里车程，搭乘公交车或出租车即可轻松抵达。

阿德莱德一直致力于提供价格适中的学生住宿服务，阿德莱德一直致力于提供价格适中的学生住宿服务，

提升学生的教育体验。澳大利亚学生住宿协会提升学生的教育体验。澳大利亚学生住宿协会(SAA) (SAA) 
成立于阿德莱德，旨在为学生提供安全舒适、价格亲成立于阿德莱德，旨在为学生提供安全舒适、价格亲

民的住宿选择。目前，民的住宿选择。目前，SAA 的所有会员机构都有仅提 的所有会员机构都有仅提

供给学生的安全舒适、设施齐全的住宿。供给学生的安全舒适、设施齐全的住宿。

详情请点击详情请点击：studentaccassoc.com.au

住宿选择住宿选择

在阿德莱德留学期间，您将拥有多种质优价廉的住宿选择：

• 学生住宿公寓	
专为学生建造的宿舍，由经验丰富的住房供应商管理

• 由大学/教育机构管理的住宿公寓	
校内或校园附近的住宿，由教育机构管理，仅面向本校学生

• 校内学院式宿舍	
社区式住宿环境，通常供应一日三餐并提供健康和学业帮
助。学生拥有丰富的机会参加文体活动，发挥领导才能

• 学生旅舍	
一般是中短期住宿，费用较低

• 个人出租房	
可以自己单独租住或与朋友合租，自行负责所有相关费用

• 寄宿家庭	
在当地家庭寄宿，体验温馨的家庭生活	(青少年学生的不二
之选)

详情请点击: adelaidestudenthousing.com.au 

直飞阿德莱德的国际航班飞行时间直飞阿德莱德的国际航班飞行时间

印度尼西亚登巴萨  印度尼西亚登巴萨  
5 小时	10 分钟
马来西亚吉隆坡 马来西亚吉隆坡 
7 小时
新加坡新加坡		
7 小时
中国广州中国广州		
8 小时	10 分钟
香港特别行政区香港特别行政区		
8 小时	50 分钟
阿联酋迪拜阿联酋迪拜		
13 小时	10 分钟
卡塔尔多哈卡塔尔多哈		
14 小时	15 分钟

原汁原味的澳大利亚体验

“阿德莱德文化的精华在于人
们珍惜彼此相处的时间，重
视彼此关系的发展。从一个
国家和一种制度过渡到另一
个国家和另一种制度，这一
过程比我预期得简单。”
SHEELA KUMARAN, 印度

眼科视光学博士 
弗林德斯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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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启成功职业生涯
阿德莱德的教育将使您受益匪浅。在这里，教育与行业紧密结合，学生
得以拥有诸多机会亲身参与行业实践，收获宝贵的人脉资源和全面均
衡的教育。我们的毕业生在当地乃至世界各地的职场都格外抢手。

“我们坚信在澳大利亚留学
过程中收获的知识与专业
技能，定能帮助我们的儿
子取得辉煌的职业成就。”
BORDOLOI 夫妇

印度留学生 Anupol 的家长

为开启全球职业生
涯作好准备

阿德莱德的毕业生有许多已经成为各行各业的佼佼者。阿德莱德的毕业生有许多已经成为各行各业的佼佼者。

著名校友包括新加坡前总统陈庆炎 著名校友包括新加坡前总统陈庆炎 (Tony Tan Keng (Tony Tan Keng 
Yam) Yam) 博士、马来西亚国家石油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兼总裁 博士、马来西亚国家石油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兼总裁 

Tan Sri Datuk Wan ZulkifleeTan Sri Datuk Wan Zulkiflee 以及中国版《 以及中国版《VogueVogue》杂志》杂志

的首席编辑张宇。的首席编辑张宇。

留学期间和毕业后的工作机会留学期间和毕业后的工作机会

到阿德莱德留学将是您提升就业技能，进行理想职业规划的
一个绝佳机会。教育推广署的各种就业能力培养计划与大学及
其他主要机构的就业中心所提供的服务相得益彰，形成一个完
整的就业服务体系，从简历与求职信撰写到澳大利亚的职场文
化和面试技巧，各种服务应有尽有。不管是职业生涯规划还是
就业能力培养，教育推广署都可以助您一臂之力，帮助您在留
学期间和毕业后顺利找到实习和工作岗位。

毕业后额外一年的工作签证毕业后额外一年的工作签证

毕业后您将获得额外一年的工作签证，这是您开启职业生涯的
大好时机。已经持有毕业生临时工作签证 (485类) 并一直在南
澳州居住的南澳各大高校毕业生有资格获得这一签证。

详情请点击：migration.sa.gov.au

毕业生工作权利 

(485 签证–学士学位和授课型
硕士学位)

在南澳大利亚州居住 

(485	签证)

+2
年

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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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澳州教育推广署屡获殊南澳州教育推广署屡获殊
荣的就业门户网站将国际荣的就业门户网站将国际
毕业生与南澳企业紧密结毕业生与南澳企业紧密结
合。请扫描右方二维码， 合。请扫描右方二维码， 
了解 了解 Yuan Yuan Yuan Yuan 的故事。的故事。

与全球顶尖企业的密切合作与全球顶尖企业的密切合作

阿德莱德经济的蓬勃发展离不开世界上一些最成功的全球
顶尖企业，如微软	(Microsoft)、必和必拓	(BHP)、四大会计
师事务所、万豪	(Marriott) 和索菲特	(Sofitel) 酒店	、	索尼
互动娱乐公司	(Sony Interactive	Entertainment) 及特艺集团	
(Technicolor) 。这一庞大的商业集群为学生创造了有利条件，
因为他们可以更好、更直接地参与行业实践活动，积累宝贵的
人脉资源。

世界领先的本地产业世界领先的本地产业

阿德莱德教育的产学紧密结合，为培养学生就业技能、提升毕
业生就业前景创造了许多机遇。阿德莱德拥有众多当地引以为
傲的世界领先产业，包括健康与医疗、旅游、食品、葡萄酒与农
业经济、能源与矿产、国防与航天、高科技与创意产业。

南澳大利亚州教育产学结合的典范：

•	 汤斯利 (Tonsley)——澳大利亚首个创新园区，也是弗林德
斯大学和南澳大利亚州立技术与继续教育学院	(TAFE SA)
汤斯利校区以及	TAFE SA 陆上石油开采培训中心	(Onshore 
Petroleum Centre of Excellence) 所在地

•	 阿德莱德大学怀特校区是世界一流的食品与葡萄酒研究	
中心

•	 耗资	38	亿澳元的阿德莱德生物医学城	(Adelaide  
BioMed City) 综合了南澳大利亚卫生与医学研究院	
(SAMRHI，拥有	600	多名科学家)、阿德莱德皇家医院	
(Royal Adelaide Hospital)、阿德莱德大学健康与医学科
学大楼	(the University of Adelaide Health and Medical 
Sciences) 和南澳大学健康创新大楼	(the University of	
South Australia Health Innovation Building) 等机构

创新意识和企业家精神创新意识和企业家精神

阿德莱德拥有许多创新中心、交流论坛和协作场所，为初创企
业提供有力支持。在汤斯利日益成功的基础上，位于市中心的
14号创新园区	(Lot Fourteen) 将会成为全澳最大的培育企业
家、学生、科技企业与顶尖研究人员的摇篮。不仅如此，阿德
莱德还将成为澳大利亚航天局	(the Australian Space Agency) 
和新的国际食品、酒店与旅游中心	(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Food, Hospitality and Tourism) 所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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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德莱德是一座完美的城市，美丽
安宁，趣味无穷。”
THIEN KHOI TRAN, 越南

法学与人文专业 
南澳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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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公认的卓越 
教育质量
从世界一流的大学到一系列备受赞誉的职业和高等教育机构，阿德莱
德以卓越的教育质量在教育的各个方面赢得了当之无愧的声誉。

弗林德斯大学

弗林德斯大学是一所与时俱进的高等教育机构，坚持以弗林德斯大学是一所与时俱进的高等教育机构，坚持以

学生为中心，助力学生职业成才，世界排名前 学生为中心，助力学生职业成才，世界排名前 300300。在这。在这

里，您可以体验先进一流的设施，有机会与志同道合者交里，您可以体验先进一流的设施，有机会与志同道合者交

流，迸发出智慧的火花，激励自己不断探索新知，开拓创流，迸发出智慧的火花，激励自己不断探索新知，开拓创

新，锐意进取。新，锐意进取。

全球影响力全球影响力

弗林德斯大学与全球众多知名高校及科研院所保持着密切的
合作关系。弗林德斯大学不仅是国际大学联络组织(INU)	的成
员，还是创新研究大学联盟 (IRU)	的创始成员。在国际研究生
教育方面，弗林德斯大学是亚洲最受推崇的大学之一，在中国
大陆、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吉隆坡和新加坡等地均开设授课
项目。

教育教育

弗林德斯大学的学位课程突破了单纯的书本学习，注重工学结
合。在校学习期间，学生有机会参与对口专业实习、项目实践和
导师项目，为毕业后顺利从校园过渡到职场奠定坚实基础。弗
林德斯大学堪称教育与科研结合的桥梁，科研水平世界一流，
科研影响力举世瞩目。

排名排名

•	 全球第	271	名	(2019	年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
•	 亚太地区第	43 名(2019	年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
•	 在教学质量、学生服务、师生比例和毕业生起薪方面，排名

南澳第一（2020	年优秀大学指南）

校区校区

弗林德斯大学拥有三个校区，分别位于贝德福德公园	(Bedford 
Park)、阿德莱德中央商务区	(CBD) 和耗资1.25亿澳元的创新
工业园区汤斯利	(Tonsley）。主校区位于贝德福德公园，因美
丽的海景和自然灌木丛林而闻名，校内现代化教学楼林立，配
套设施先进一流，无论是到市区还是附近海滩，交通都极为便
利。

在南澳大利亚州的所有大学中，弗林德斯大学是唯一一所提供
校内住宿的大学，住宿环境安全便利，价格亲民。

专业领域专业领域

•	 商学、商务、法学和政府
•	 工程、设计、计算机与数学
•	 创意与媒体艺术
•	 教育、人文、社会工作
•	 医学、健康、护理和心理学
•	 理学与环境

学校简介学校简介

学生总数：26000	以上	
澳大利亚境内国际学生总数（澳大利亚各校区）:	3000 以上	
教职工总数：2600	以上

flinders.edu.au/international	
CRICOS 代码:	00114A

“能够来阿德莱德留学，我感到很
自豪，这是我一生中做过的最佳
决定之一。”
YUANZHUO, 中国

社工专业 
弗林德斯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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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德莱德大学

阿德莱德大学是世界一流的教育和科研机构，位于全球 阿德莱德大学是世界一流的教育和科研机构，位于全球 

最宜居城市之一的阿德莱德（来源：经济学人智库公布的 最宜居城市之一的阿德莱德（来源：经济学人智库公布的 

2018 2018 年全球宜居城市指数报告）。年全球宜居城市指数报告）。

阿德莱德大学成立于	1874	年，是澳大利亚历史上的第三所大学，
世界排名稳居前	1%，在南澳大利亚州排名第一。

通过源源不断地培养出优秀人才，阿德莱德大学在全球赢得了
追求卓越、开拓创新的美誉。杰出校友包括	5 位诺贝尔奖得主	
(Nobel Laureates) 和	100	多位罗德学者	(Rhodes Scholars)。

学校充满活力的文化氛围不断吸引着全球各地的学术领军人物以
及	100 多个国家的学生慕名而来。

科研的全球影响力科研的全球影响力

阿德莱德大学致力于开展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世界级研究。作为澳
大利亚八大研究型名校	(Group of Eight) 之一，阿德莱德大学勇
于应对全球最严峻的挑战，不断提升并维系人类与地球的长远发
展。

教育教育

阿德莱德大学的学生师从全球各界精英，毕业生博学多才，深受
名企雇主的认可，是市场青睐的对象。

排名排名

•	 	2020 年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第	120 名
•	 	2020 年	QS 世界大学排名第	106 名
•	 	2019 年世界大学学术排名第	137 名
•	 所有研究均已达到或超过世界级科研水平	(2018	年澳大利

亚卓越科研报告)

校区校区

阿德莱德大学共有三大校区：北台地 (North Terrace) 校区、罗
斯沃斯	(Roseworthy) 校区和怀特	(Waite) 校区。

“	阿德莱德是一座充满发展机
遇的城市。能够在座城市的
这样一所世界知名高等学府
学习，我感到无比幸运。”
CHRISTINA, 中国

会计专业 
阿德莱德大学

专业领域专业领域

•	 理学
•	 教育、人文、音乐和社会科学
•	 健康和医药科学
•	 商科、经济学和法律
•	 工程、建筑学、计算机和数学

学校简介学校简介

学生总数：27000	
国际学生总数：7000	
教职工总数：3800

adelaide.edu.au 
CRICOS 代码:	00123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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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澳大学

南澳大学是一所与全球各行业保持密切合作关系的高等南澳大学是一所与全球各行业保持密切合作关系的高等

学府。学校采用以实践为导向的教学模式，科研成果富有学府。学校采用以实践为导向的教学模式，科研成果富有

创造性与开拓性。创造性与开拓性。

南澳大学是一所年轻的创新实用型大学，为学生提供各种机会
获得实际工作经验。教育质量排名全澳第一 ，̂所有科研均已
达到或超过世界级科研水平*。

全球影响力全球影响力

南澳大学与全球	2500 多家企业密切合作，为广大学生提供宝
贵的职业交流与就业机会，包括实习、项目实践和工作机会。
南澳大学毕业生属于具有全球眼光的新型专业人才，可轻松胜
任全球各地的工作，具备开拓创新和应对时代挑战的能力。作
为南澳大学的学生，您可以充分利用学校提供的全球校友及合
作伙伴资源网络，为毕业后开启成功的职业生涯打好基础。

教育教育

南澳大学凭借其出色的教学成果在	2019 年	QS 世界大学排名
中荣获五星级排名。学校教职工的国际多样性全澳排名第一#
。在教学方法上，南澳大学非常注重课外实践。学位课程以行
业为导向，课程内容与行业需求紧密结合，注重与全球各大企
业合作，为学生创造有利条件培养各种实用技能，做好开启成
功职业生涯的准备。

排名排名

•	 世界年轻大学（建校50年以内）排名前50（2019年泰晤士
高等教育世界年轻大学排名第26名，2020年QS世界年轻大
学排名第30名）	

•	 教育质量全澳排名第一	(2019 年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
影响力排名)

•	 雇主满意度全澳排名前十	(QILT：2018 年雇主满意度调查，
总体满意度指标——全国报告)

•	 所有科研均已达到或高于世界级科研水平	(2018 年澳大利
亚科研质量评估报告	(ERA) 四位数代码级别研究领域)

•	 综合评定为五星级	(2019 年	QS 星级评定)

•	 大学综合影响力排名全球第22名	(2019 年泰晤士高等教育
世界大学影响力排名)

校区校区

南澳大学拥有多个校区，近期还斥资	4亿澳元以上用于新大楼
和校园设施建设，确保学生能够在激动人心的创新环境中学
习。在校期间，学生可以利用先进的学习设施和最新的技术设

“我认为南澳大学是一所朝气
蓬勃、富有创造力的大学，对
企业家精神、团队协作和创
新意识颇为推崇。”
HOANG, 越南

商学（市场营销）专业 
南澳大学

备，与科研人员、产业界及社会各界建立紧密联系。

专业领域专业领域

•	 商学、法律、会计、管理、市场营销
•	 工程、项目管理、数据科学和信息技术
•	 健康和医药科学、护理和辅助医疗
•	 设计、建筑、艺术、传播和创意产业
•	 教育和教学
•	 航空、理学和数学

学校简介学校简介

在校生总数：33000 以上	
国际学生总数：6000 以上	
教职工总数：1100 以上

unisa.edu.au/international 	
CRICOS 代码：00121B

^2019 年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影响力排名
*2018 年澳大利亚科研质量评估报告	(ERA),	四位数研究领域
# 2019 年	QS 世界大学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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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立大学 大学衔接课程

卡耐基梅隆大学澳大利亚分校  卡耐基梅隆大学澳大利亚分校  
(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 in Australia)(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 in Australia)

卡耐基梅隆大学澳大利亚分校（CMU -A）是世界一流的高等
学府，也是引领市场、开拓创新，造就全球成功新创企业的典
范。卡耐基梅隆大学的教学研究足迹遍布全球各地，拥有庞大
的人才、专家和校友网络。学校颁发的学位得到美国和澳大利
亚两个国家的认可。

主要专业领域：公共政策、信息技术、商务智能、数据分析

australia.cmu.edu 
CRICOS	代码：02696B

澳大利亚托伦斯大学  澳大利亚托伦斯大学  
(Torrens University Australia)(Torrens University Australia)

澳大利亚托伦斯大学 (TUA) 是一所具有影响力的私立大学，
注重培养学生的就业能力和全球竞争力。劳瑞德国际大学联盟 
(Laureate International Universities) 由	70	多所大学组成，遍
布全球	25	个国家，学生总数超过	100	万，澳大利亚托伦斯大
学便是其中之一。在这里，您不仅可以享受国际化教育资源，
还可以体验小班精英教学，拥有更多机会与授课老师——来自
各行各业的精英人士交流。	

主要专业领域：商科、设计、酒店管理、医疗、教育、技术

torrens.edu.au 
CRICOS 代码：03389E

大学衔接课程旨在为您进入阿德莱德众多知大学衔接课程旨在为您进入阿德莱德众多知

名大学深造提供便捷途径。这类课程将帮助名大学深造提供便捷途径。这类课程将帮助

您更加全面地了解阿德莱德，提高自身英语水您更加全面地了解阿德莱德，提高自身英语水

平，在进入大学之前就能对澳大利亚的大学生平，在进入大学之前就能对澳大利亚的大学生

活有所了解。大学衔接课程种类繁多，有些衔活有所了解。大学衔接课程种类繁多，有些衔

接课程为学生提供特定大学的入学资格，有些接课程为学生提供特定大学的入学资格，有些

甚至提供直接进入大学学位课程二年级学习甚至提供直接进入大学学位课程二年级学习

的资格。的资格。

阿德莱德大学学院  阿德莱德大学学院  
(The University of Adelaide College)(The University of Adelaide College)

阿德莱德大学学院是专门开设大学衔接课程的学
校，也是有意进入阿德莱德大学深造的学生首选的
教育机构。学校热忱欢迎您的加入，并为您提供各
种设施与资源，包括学生会、学生俱乐部和各种协
会，帮助您轻松适应今后的大学学习。

college.adelaide.edu.au 
CRICOS	代码：00123M

安斯伯利学院安斯伯利学院    
(Eynesbury College)(Eynesbury College)

安斯伯利学院是一所专门开设各类大学预科课程
和英语课程的学校，包括高中、预科和文凭课程，
所开设的衔接课程面向有意进入阿德莱德大学和
南澳大学本科阶段学习的学生。安斯伯利学院培养
出了众多成绩优异的毕业生。在这里，您将体验到
温馨灵活、具备人文关怀的学习环境，为进入大学
学习做好充分准备。

eynesbury.navitas.com 
CRICOS	代码：00561M	
阿德莱德大学 CRICOS 代码：00123M 
南澳大学	CRICOS	代码：00121B

弗林德斯国际学习中心  弗林德斯国际学习中心  
(Flinders International Study Centre)(Flinders International Study Centre)

弗林德斯国际学习中心 (FISC) 为您进入弗林德斯
大学学习提供衔接课程，旨在提升您的学术理解
力、学习能力和英语技能。作为	FISC 的学生，您有
权使用弗林德斯大学贝德福德公园校区和维多利亚
广场 (Victoria Square) 校区的所有设施与服务。

isc.flinders.edu.au	
CRICOS 代码：“弗林德斯国际学习中心”为“学习
集团有限公司”的商业名称,	01682E	
弗林德斯大学	CRICOS	代码：00114A

南澳大学国际学院  南澳大学国际学院  
(South Australian Institute of Business and (South Australian Institute of Business and 
Technology)Technology)

南澳大学国际学院 (SAIBT) 为准备进入南澳大学就
读的学生提供最快捷的途径，并且可以颁发全国认
可的各类文凭，使学生具备直接进入南澳大学本科
阶段学习的资格	。	作为	SAIBT	的学生，您将体验
由大学老师授课的小班精英教学，并有权使用南澳
大学的所有设施。

saibt.sa.edu.au 
CRICOS	代码：SAIBT 02193C	
南澳大学	CRICOS	代码：00121B

注意：许多职业教育和培训机构，例如	TAFE SA 以
及本指南第26和27页所列机构，也开设大学衔接
课程。

除了三所公立大学，阿德莱德也是其他世界一除了三所公立大学，阿德莱德也是其他世界一

流大学的所在地。流大学的所在地。

“我所攻读的学位包含实习课
程。这段实习经历实在是太
棒了！它不仅提升了我的专业
技能，还使我培养了许多新
技能，真正促进了我的全面发
展，最终使我成功进入阿德
莱德一家新创企业，开始了全
职工作。”
JAMES TAN, 中国

卡耐基梅隆大学澳大利亚分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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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德莱德拥有众多备受推崇的高等教育机构，为您开阿德莱德拥有众多备受推崇的高等教育机构，为您开

启振奋人心的职业生涯之旅。启振奋人心的职业生涯之旅。

高等教育高等教育

实现您的雄心壮志

阿德莱德工商科技学院  阿德莱德工商科技学院  
(Adelaide Institute of Business and Technology)(Adelaide Institute of Business and Technology)

阿德莱德工商科技学院 (AIBT) 致力于提供现代化的卓越教
育，为您开启职业成功之门。AIBT	的课程覆盖面广，从四级证
书课程到研究生文凭课程，应有尽有。所修学分可获得阿德莱
德几所重点大学的认可。AIBT	的课程注重工学结合，并为学生
提供到本市周边企业观摩学习的机会，确保所学内容具有价值
和实用性。

主要专业领域：商科、信息技术和英语

aibt.sa.edu.au 
CRICOS	代码：03133G

阿德莱德高等教育学院  阿德莱德高等教育学院  
(Adelaide Institute of Higher Education)(Adelaide Institute of Higher Education)

阿德莱德高等教育学院(AIHE)深信，教育应助力学生个人成长
和职业成才，不仅应使学生个人受益，还应使学生家庭和所在
社区受益。AIHE	具有国际化视野，致力于帮助学生开启成功职
业生涯的大门。

主要专业领域：商业

aihe.sa.edu.au	
CRICOS 代码：03763K

澳大利亚联邦大学国际商业与信息技术学院  澳大利亚联邦大学国际商业与信息技术学院  
(IIBIT in association with Federation University, (IIBIT in association with Federation University, 
Australia)Australia)

澳大利亚联邦大学国际商业与信息技术学院 (IIBIT) 开设各类
以就业为导向的优质课程，包括国际认可的澳大利亚联邦大学
学士学位课程和硕士学位课程。作为IIBIT的学生，您将体验小
班精英教学、一对一辅导和私人定制课程。

主要专业领域：商科、信息技术和英语

iibit.edu.au 
CRICOS	代码：00103D

国际酒店管理学院  国际酒店管理学院  
(International College of Hotel Management)(International College of Hotel Management)

国际酒店管理学院是查尔斯达尔文大学	(CDU) 旗下的全球知
名酒店商务管理院校之一，同时也是澳大利亚唯一一所瑞士酒
店协会 (Swiss Hotel Association) 附属院校。ICHM课程学习
包括	6 个月的在校学习和总计	6 个月的最多4次行业实习，	
实习单位均选自全澳最具标志性的酒店	(超出其他同类院校)。	
学校毕业生能力出众，有能力胜任国际酒店行业各个级别的管
理工作。此外，ICHM 的学生享有现代化校内住宿条件，一日三
餐由学校提供。

主要专业领域：款待管理和酒店管理

ichm.edu.au 
CRICOS	代码：02914G

卡普兰商学院 卡普兰商学院 
(Kaplan Business School)(Kaplan Business School)

在卡普兰商学院 (KBS)，您将感受理论与实践的完美结合，为
今后在全球各地开启成功的职业生涯奠定基础。卡普兰商学院
竭力为学生营造温馨舒适的学习环境，提供一对一辅导，并进
行小班精英授课。毕业时，学生将获得与卡普兰集团	(Kaplan 
Inc.) 有关的学历证书。卡普兰集团成立于	1938 年，是提供终
身教育的全球领先机构之一。

主要专业领域：商学和会计

kbs.edu.au 
CRICOS	代码：02426B

蓝带国际学院澳大利亚校区  蓝带国际学院澳大利亚校区  
(Le Cordon Bleu Australia)(Le Cordon Bleu Australia)

凭借在款待业管理和烹饪这两大领域的优质教育，蓝带国际
学院在国际上享有盛誉。作为蓝带国际学院澳大利亚校区的学
生，您将有机会与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一起学习专业知识，在
行业实习中掌握实用的酒店管理技能。学校毕业生深受名企雇
主的青睐，有能力在全球的顶级酒店、餐厅和度假胜地开启激
动人心的职业生涯。

主要专业领域：料理、款待业管理和甜点与糖果

cordonbleu.edu/adelaide 
CRICOS 代码：02380M

注意：本指南第21页列出了专门开设大学衔接课程的高等教育
机构。

请扫描右方二维码，了解请扫描右方二维码，了解
巴西留学生 巴西留学生 Patricia  分享分享
的个人经历的个人经历

“阿德莱德酒店业欣欣向荣，
使我有幸结识并师从业界精
英，成就了最好的自己。”
JORDAN LIM, 新加坡

蓝带国际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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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技能英语技能

TAFE SA 英语语言中心	(English Language Centre)	位于阿德
莱德市中心，为学生开设量身定制且价格亲民的英语语言课
程，特色如下：

•	 小班精英授课，个性化辅导
•	 集中强化教学，优质教育资源
•	 开课时间灵活，课程时长	5 至	40 周不等
•	 高素质资深教师，具备丰富的行业经验

大学衔接课程大学衔接课程

TAFE SA 与南澳州众多大学保持着密切的合作关系，开设清
晰明确的大学衔接课程，所修学分可获得相关大学认可。TAFE 
SA 颁发的各类文凭、高级文凭和副学士学位还可用于大学入
学申请。另外，TAFE SA	还提供大学课程打包录取，即在	TAFE 
SA	完成学业的学生可直接进入相应大学深造（受适用条款限
制），并且在	TAFE SA	所修的学分可以得到相关大学认可。

教学设施教学设施

TAFE SA 的各个校区和英才中心均配备专业先进的设施设备，
包括餐厅、厨房、兽医诊所、行业模拟设备、实验室、美容美发

中心、阶梯式讲堂、工作室、工作坊、护理病房和牙科诊所。

主要专业领域主要专业领域

•	 艺术和设计
•	 建筑和建造
•	 商学和市场营销
•	 社区服务
•	 教育和语言
•	 政府、房产和法律
•	 美容美发
•	 健康和生活方式
•	 酒店管理和旅游
•	 信息技术
•	 采矿、工程和汽车
•	 第一产业和科学

tafesa.edu.au 
CRICOS 代码：00092B

职业教育和培训 职业教育和培训 (VET)(VET)

培养实用技能 
适应全球市场

阿德莱德拥有众多职业教育和培训阿德莱德拥有众多职业教育和培训  (VET) 机构，开设 机构，开设 115115 种以上涵盖各个行业及专业 种以上涵盖各个行业及专业

领域的高质量 领域的高质量 VET 课程，颁发国际认可的资格证书，并为学生创造有利条件，获得职 课程，颁发国际认可的资格证书，并为学生创造有利条件，获得职

场经验和必备技能，取得职业成功。场经验和必备技能，取得职业成功。

阿德莱德的所有职业教育和培训机构都是注册培训机构 (RTO) 并受澳大利亚政府监管，从而
确保您的资格证书满足澳大利亚资格证书框架 (Australia Qualifications Framework) 规定的严
格要求	。

南澳大利亚州立技
术与继续教育学院 
(TAFE SA)
南澳大利亚州立技术与继续教育学院 南澳大利亚州立技术与继续教育学院 (TAFE SA)(TAFE SA) 是一所 是一所

值得信赖的公立学校，开设 值得信赖的公立学校，开设 100100 多种实用性强、性价比 多种实用性强、性价比

高的课程，注重培养学生从事各个行业所需的实用技能高的课程，注重培养学生从事各个行业所需的实用技能

TAFE SA	与各行各业保持密切的合作关系。作为	TAFE SA 的
学生，您将从中获益，比如通过学校提供的行业实习机会，获得
一手工作经验，积累宝贵的行业人脉资源。

TAFE SA	的老师拥有丰富的行业实践经验，并积极活跃于各自
所在的专业领域，确保所教课程的价值与实用性。TAFE SA		
采用小班精英教学模式	(班级人数一般为15-20)，所有老师尽
心尽职，为您提供充分的帮助与辅导，带给您意义非凡的学习
体验。

请扫描右方二维码，了解请扫描右方二维码，了解
越南留学生 越南留学生 BaTrungBaTrung    
分享的个人经历分享的个人经历

2928 南澳州教育推广署南澳州教育推广署



职业教育和培训机构

除了 除了 TAFE SATAFE SA，阿德莱德还有其他一些备受推崇的职业，阿德莱德还有其他一些备受推崇的职业

教育和培训机构。教育和培训机构。

阿德莱德酒店与工商管理学校  阿德莱德酒店与工商管理学校  
(AHTS) (AHTS) 

阿德莱德酒店与工商管理学校 (AHTS) 1981	年成立于阿德莱
德，是澳大利亚最著名的酒店管理类学校之一，也是澳大利亚
首个全国认可的酒店管理院校。迄今为止，AHTS 已帮助14000 
多人在澳大利亚及海外的酒店和旅游行业开启成功的职业生
涯。在这里，您将体验现代化的学习环境和专业一流的设备设
施，包括由学生自主经营的咖啡厅、培训专用厨房和活动中心，
掌握现代职场所需的各种实用技能。

主要专业领域：酒店管理、烹饪、商学

ahts.sa.edu.au 
CRICOS	代码：01774A

伊科斯国际学校  伊科斯国际学校  
(EQUALS International)(EQUALS International)

伊科斯国际学校是澳大利亚最著名的私立教育机构之一，拥有
25	年上的丰富经验。一直以来，学校致力于为世界各地的学生
提供以行业需求为导向的优质创新课程。在这里，您将拥有个
性化且温馨的学习环境，宽广的就业渠道，以及由学校创造的
各种发展机遇。

主要专业领域：健康、教育、英语、管理和酒店管理

equals.edu.au 
CRICOS 代码：02804C

澳洲国际学院  澳洲国际学院  
(International Australian Academy)(International Australian Academy)

澳洲国际学院 (IAA)	是全国首屈一指的国际学生教育服务机
构，不仅注重为学生营造激励人心、兼容并蓄的课堂氛围，还
注重为学生提供个性化辅导，确保学生做好步入职场或进入大
学深造的准备。

主要专业领域：商学、英语

iaa.sa.edu.au 
CRICOS	代码：03211J

艾恩伍德学院  艾恩伍德学院  
(Ironwood Institute)(Ironwood Institute)

艾恩伍德学院专注于提供全国认可的专业培训，帮助学生提升
学术能力和就业技能。在这里，您将体验灵活舒适的学习环境、
先进的服务设施、一流的师资力量、优质的学生服务以及精品大
学衔接课程。

主要专业领域：农业经济、园艺、商学

ict.edu.au 
CRICOS	代码：03039E

杰宾霍普金斯技术学院  杰宾霍普金斯技术学院  
(Jabin Hopkin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Jabin Hopkin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杰宾霍普金斯技术学院开设各种课程，包括大学衔接课程，为学
生提供大量机会，体验真正的职场生活。凭借充满活力的校园
环境、出色的教育质量、先进一流的设施设备以及灵活、温馨的
学习环境，杰宾霍普金斯技术学院堪称行业佼佼者。

主要专业领域：商学、信息技术、烘焙

jabinhopkins.com.au 
CRICOS 代码：03189B

水星学院  水星学院  
(Mercury Colleges)(Mercury Colleges)

水星学院开设各种互动性强、质量高超的集中强化培训课程，注
重营造充满挑战、激励人心的学习环境，确保学生具备职场所需
的专业技能。在水星学院，学生来自全球各地，课堂氛围积极活
跃，师生互动十足，更有利于学生提升英语水平。

主要专业领域：商学、社区服务、英语

mercurycolleges.edu.au 
CRICOS	代码：00172B

品质酒店管理培训学院  品质酒店管理培训学院  
(QTHC)(QTHC)

品质酒店管理培训学院注重培养国际学生的行业实践能力。学
校为每一位学生提供激动人心的机会，在南澳大利亚州乃至全
澳各地参与行业实习，积累丰富的跨国工作经验。

主要专业领域：烹饪、 酒店管理、管理

qthc.edu.au 
CRICOS	代码：02880B

昆士福德学院  昆士福德学院  
(Queensford College)(Queensford College)

昆士福德学院专注于提供优质教育，运用全新理念指导学生，
传授实现职业目标所需的实用技能与专业知识，助力学生走向
成功。学校拥有专家级培训老师和敬业的学生服务团队，采用
以就业为导向的课程设置，并开设大学衔接课程，致力于帮助
学生实现学业目标和人生目标。

主要专业领域：商学、幼教、健康和酒店管理、信息技术

queensford.edu.au 
CRICOS 代码：03010G

索尔福德学院索尔福德学院    
(Salford College)(Salford College)

索尔福德学院是阿德莱德最受欢迎和最知名的培训机构之一。
在这里，您将体验轻松有趣、温馨舒适的学习环境，获得丰富
的实践经验，拥有更好的就业前景。

主要专业领域：酒店管理、商学和英语

salfordcollege.edu.au 
CRICOS	代码：03076M

谢菲尔德学院  谢菲尔德学院  
(Sheffield College)(Sheffield College)

谢菲尔德学院采用真正的工学结合模式，旨在培养学生开启成
功职业生涯所需的必备技能。所有汽车资质课程均提供实习机
会，并由经验丰富、积极向上、具备相关资质的教师授课，确保
培训和学生服务的质量。

主要专业领域：汽车、酒店管理和商学

sheffield.edu.au 
CRICOS	代码：03034K

澳大利亚技术学院  澳大利亚技术学院  
(Skills Australia Institute)(Skills Australia Institute)

澳大利亚技术学院 (SAI) 开设全国认可的培训课程，注重学生
的学习成绩、专业技能培养和职业发展。SAI为不同背景的学生
提供量身定制的优质教育和培训，旨在创造全方位学习体验。

主要专业领域：商业、酒店管理、幼儿教育

skillsaustralia.edu.au 
CRICOS 代码：03548F

南十字星教育学院  南十字星教育学院  
(Southern Cross Education Institute)(Southern Cross Education Institute)

南十字星教育学院（SCEI	）是一所与时俱进、硕果累累的职业
教育机构，为世界各地成千上万的学生提供优质教育和培训。
多年来，学校在推动企业和社区发展，改善个人就业前景，增加
个人发展机遇方面，声誉与日俱增。所有培训课程均采用一对
一授课模式，满足每个学生的能力水平和需求。

主要专业领域：商业、英语、健康

scei.edu.au 
CRICOS 代码：03034K

“ VET	课程突出实践能力
培养，并采用以职场需求
为导向的评估。学习	VET	
课程是我有生以来做过的
最好的决定。”
VIRROSHAN KUMAR,  
马来西亚

计算机编程四级证书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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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德莱德生机勃勃，人们热情友
好，给我带来了一段激动人心、无
比快乐的留学经历。”
YOUNGMO KOO, 韩国  

布莱克菲诺斯学校

南澳大利亚州的中小学南澳大利亚州的中小学

培养年轻一代

南澳大利亚州的中小学致力于营造温馨友爱的教育环南澳大利亚州的中小学致力于营造温馨友爱的教育环

境，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在提升年轻一代应对未来挑战境，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在提升年轻一代应对未来挑战

的能力方面享有盛誉。的能力方面享有盛誉。

南澳大利亚州的中小学教育体系南澳大利亚州的中小学教育体系

南澳大利亚州拥有优质的公立学校、私立学校和天主教学校，
提供	13	年义务教育，包括小学教育（从5岁左右的学前班到	
6-7 年级）和中学教育（从	7-8 年级到	12	年级）。有些学校只
提供小学或高中教育，有些则提供从学前班到	12 年级的教
育，还有些学校只提供11和	12 年级的教育。

南澳大利亚州教育证书  南澳大利亚州教育证书  
(South Australian Certificate of Education)(South Australian Certificate of Education)

南澳大利亚州教育证书 (SACE) 课程是全球认可的	11	和	12 年
级课程，完成该课程的学生有资格进入全球高校就读。部分学
校还开设面向全球	100	多万名学生的国际课程——国际文凭
课程 (IB) 。

公立学校公立学校

南澳大利亚州的公立学校在为国际学生提供教育服务方面
拥有超过	25	年的丰富经验。从入学服务到住宿和学生支持
服务，您的身心健康、英语技能和学业成功始终是各个学校
的重中之重。120	多所学校有资格承办专业的国际学生项目 
(International Student Program)，包括一系列短期和长期项
目，并且这些项目均由教育部负责管理。	

internationalstudents.sa.edu.au 
CRICOS 代码：00018A

私立学校私立学校

南澳大利亚州拥有近	100 所私立学校，教育理念与多种宗教信
仰及教育价值观一致。其中，有许多私立学校招收国际学生，
包括：

•	 康考迪亚学院	(Concordia College)

•	 伊曼纽尔学校	(Immanuel College)

•	 枫叶学校	(Maple Leaf School)

•	 彭布罗克学校	(Pembroke School)
•	 阿尔弗雷德王子学院	(Prince Alfred College)

•	 普特尼文法学校	(Pulteney Grammar School)

•	 苏格兰学院	(Scotch College)

•	 西摩学校	(Seymour College)

•	 圣约翰文法学校	(St John’s Grammar School)

•	 圣三一学院	(Trinity College)

•	 阿德莱德大学附属中学	(University Senior College)

•	 渥尔福德学校	(Walford School)

•	 威斯敏斯特学校	(Westminster School)

•	 伍德克夫特中学	(Woodcroft College)

ais.sa.edu.au

天主教学校天主教学校

南澳大利亚州的天主教学校欢迎所有信奉天主教教义的学生
前来就读。这些私立学校为国际学生提供广泛支持，包括开	
设英语课程和迎新课程，提供学业帮助、学生辅导和社交技能
培训。

•	 布莱克菲诺斯学校	(Blackfriars Priory School)

•	 梅赛德斯学院	(Mercedes College)

•	 圣母圣心学院	(Our Lady of the Sacred Heart College)

•	 圣弗朗西斯德塞尔斯学院	(St Francis de Sales College)

cesa.catholic.edu.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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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	:	GPO Box 2814, Adelaide SA 5001 Austra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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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址	:	studyadelaide.org.cn

#studyadelaide @studyadela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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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经济学人智库发布的	2019	年全球宜居城市指数报告，阿德莱德
被评为全球十大最宜居城市之一。

大学排名

•	 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是指《英国泰晤士高等教育》	
(THE)	杂志发布的年度大学排名。

•	 世界大学学术排名（ARWU) 是指由上海交通大学世界一流大学研
究中心	(CWCU) 编制与发表的大学排名。

•	 QS	世界大学排名是指英国夸夸雷利·西蒙兹咨询公司	(QS)	发布
的年度大学排名。

•	 澳大利亚卓越研究	(ERA) 倡议由澳大利亚研究委员会	(ARC)	管
理，以国内外研究为基准来对澳大利亚大学所做的研究进行评
估——最新报告发布于2018年。

免责声明：本文档信息由南澳州教育推广署整理汇编，来源广泛。尽管
在汇编过程中采取了一切合理措施，但本文档仅作为一般指南使用。
如需了解最新、最详尽的信息，建议咨询具体的教育机构。
图片来源: Images @StudyAdelaide、南澳大利亚旅游局、阿德莱德市
政府和个体教育机构。
2020年06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