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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留学学澳澳大大利利亚亚的的几几种种途途径径

途径一：

高考成绩直接申请

大家众所周知的澳大利亚
八大名校，基本上国际排名都
位列前一百，这里面除了墨尔
本大学，其他7所大学都接受国
内的高考成绩，而接受的高考
成绩基本上都是当地的高考一
本线，常规商科，文科和工科的
雅思要求基本上都在6 . 5分，各
单项不低于6分，悉尼大学的商
科和文科要求总分7分各单项
不低于6分，申请规则是提供高
中的成绩单和毕业证书及高考
成绩证明，先拿到学校的有条
件录取，然后利用高考结束的
时间学习雅思，考到以后补交
给学校，条件满足后就可以做
签证，雅思考不到各个学校也
都有语言直升班。

优势：学生凭借国内的高
考成绩，只要符合条件，就可以
直接入读大学一年级，较短的
时间即可本科毕业并且获得学
士学位。

缺点：语言要求高。

途径二：

读预科入名校

预科是入读澳大利亚一流
大学的“主干道”，目前澳大利亚

名牌大学一般都要求学生在完
成预科后才可以入读本科一年
级，这是因为读预科可以顺利完
成中、澳高中阶段的对接，缓解
学生因为教学内容差异带来的
学习压力。如果学生高考成绩并
未达到一本也可以通过预科的
途径给学生入读名校的机会。

申请名校预科，然后升读
其本科课程。一般要用四年的
时间完成学业。学生攻读大学
预科的话，一般要求雅思5 . 5

分。如果没有语言成绩，要在今
年10月先读语言班，明年2月再
读预科。

澳大利亚预科一般要读8

个月到1年。目前澳大利亚大学
预科共设自然科学、生命科学、
商学、设计与媒体、艺术和社会
科学5个专业。

优点：学生可以通过预科
为今后的大学学习打下较好的
专业基础；同时，预科入学的语
言要求和学业要求相对较低，
为成绩一般的学生进名校提供
了机会。

缺点：根据学生的学习能
力，预科的时间长度会有所不同。

途径三：

经快捷课程升大二

所谓快捷课程就是澳大利
亚的文凭课程。高三毕业学生

在提供快捷课程的院校学完8

个月或者1年快捷课程以后，凭
合格的专科成绩，直接升入大
学二年级。在大学里，只需要再
完成后两年的课程就可以毕
业，这样最快三年时间就可拿
到学位证书。

如果学生想申请就读医
科、教育、法律、药剂、艺术，最
好选读预科；如果学生想读会
计、保险、计算机、旅游酒店管
理专业，那么快捷课程能够帮
助他达到目的。另外，在报读快
捷课程时，应注意后续大学对
课程的认证性。因为所有接受
此类快捷课程的大学都有入学
要求。一般来说，读完快捷课程
的学生，需要在GPA或课业成
绩等达到一定要求才可转读。

优点：学生完成快捷课程
后可通过考试直接读大二。快
捷课程入学门槛低、节省时间
和学费。

缺点：要求申请人英语好、

成绩优秀、自学能力强，同时还
要具备较好的承受学习压力的
心理素质。

途径四：

转学分读本科

教育部认可的正规大学完
成本科一年级课程的在校生，
澳大利亚院校会根据其大一成
绩，一般要求大学平均成绩在
70分以上，且专业相同，对就读
院校和专业进行综合考评，来
决定能否减免其预科直接读本
科。但是由于国内大学大一学
习的专业课程并不多，转学分
的成功性不高，大部分的学生
是需要已读大二、大三或大专
毕业申请者，如其申请课程与
原就读专业相同，则可申请减
免0 . 5至1 . 5年不等学分。通过
这种方式留学一般要求语言成
绩IELTS在6 . 0或6 . 5分，学制一
般在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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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就业机会

很大一部分人留学动机
是希望能找到更好的工作以
及获得更大的回报。首先要考
虑的是你对何种职业更感兴
趣。其次，由于澳洲与中国对
于不同职业的就业需求以及
就业前景完全不同。

考 虑 到 就 业 机 会 的 时
候，你也应该考虑一下你的
文凭是否具有独特性。在选
择专业时，你当选择一个独
特新颖的领域，这样会让你
与众不同。

二、你的兴趣及强项

在选择专业时，你也应

该多少考虑到未来30年里你
会做什么样的工作。要想拥
有成功的事业，你必须选择
你喜爱的以及擅长的工作。
因此，选择你感兴趣的以及
适合你的专业尤为重要。切
记不可选择一个你根本就不
喜欢的专业。

三、语言环境

赴澳洲留学语言环境是
选择专业时应考虑的重要因
素。大部分中国学生选择在澳
洲学习商科、工科以及 I T领
域。这主要是因为他们认为这
些专业的毕业生需求量大而

且所从事职业大多属于高收
入阶层。对于澳洲留学生来
说，英语差意味着低分，缺乏
和更多学生团体的互动，孤独
感陡增，知识面窄。这些最终
会影响学习效果，使你在留学
中所获不多。

四、薪水水平

未来职业的薪水水平也
是你选择专业时考虑因素之
一。一些职业的需求量极大，
比如采矿工程师、土木工程
师以及教师。此时你就需要
分析自己所学专业的潜在收
入了。

大大三三学学生生留留学学澳澳大大利利亚亚攻攻略略

1 .制订初步方案

留学专家介绍，首先，同学
和家长要结合自己的实际情
况，有选择地、有针对性地制订
方案。所需考虑的方面有：大学
在读成绩、专业特点、自身学习
能力、英语水平、就业方向、职
业规划、留学目的地特点、院校
专业强项、国际学生比例、院校
实习机会、费用等等。大家需从
中挑选认为最重要的几点，结

合各方面因素，制订最合理的
留学方案。

2 .准备IELTS考试

IELTS是赴澳留学必不可
少的，它也决定了学生课程开
始的时间。若IELTS成绩未达
到学校要求，需提前抵达澳洲
进行语言课学习。那么，签证的
递交时间也会因此受到影响。
所以，提前准备IELTS有几点
好处：一是有较充足的时间进

行IELTS学习和培训；二是有
充足的时间进行二次或三次考
试以取最好的成绩作为申请依
据；三是签证顾问可以更好安
排签证时间并指导相应的签证
申请材料。

对于大三在读的同学来
说，暑假就是个最佳时机。同学
们可以参加IELTS培训中心摸
底考试了解现有水平，并在老
师的指导下确定学时长度。基
础较弱的学生，可以利用大四
上学期继续努力，并在大四寒
假期间再次参加IELTS考试。
一般来说，2至3次的考试，可以
帮助学生取得一个较好的考试
结果。

3 .准备资金

为了签证顺利通过，留学
专家建议同学们要提早进行规
划和准备，结合目前汇率变化、
担保金数量以及学生家庭经济
实力做出适合的资金方案。提
早进行资金准备计划，也可以
有效应对突来的政策变化或特
殊情况，以此帮助学生的签证
可以顺利进行。

4 .签证递交

基于以上三步的准备，绝
大部分同学都可以在临近大四
毕业前正式递交签证。已经满
足澳洲大学IELTS录取要求的
同学，将可以提前获得院校最
终确认，并衔接应届澳洲硕士
课程(即7月份入学)，将比其他
同学提前半年毕业。

各国留学省钱方式

美国

巧用商家促销

网购二手教材
作为留学的热门国家，美国的

高消费让人吃不消。不过商家经常
有促销活动，价格非常便宜。留学生
如果能根据商家的各种促销活动，
来合理安排自己的购物，将会省下
数目可观的一笔钱。如圣诞节、感恩
节等主要节日，都有“吐血大甩卖”。
至于超市购物，大多数超市晚上都
会比早上便宜。

而话费方面，美国大多数电话
公司的包月计划在每天21时到第二
天早上7时之间及周末是免费通话
时间，通话应尽量选择在晚上和周
末。另外，在美国，教材相当昂贵，建
议留学生在网上购买二手书。

英国

学费一次付清

奖学金要力争
近年来，留学英国的学费越来

越贵。为此，本报给出几条省钱建
议：一是有条件的学生可以将学费
一次性付清，二是要大胆申请入学
奖学金，三是在学有余力的情况下
做兼职。

英国大学允许学生按照一次性
付款、分期付款和按月度付款三种
主要方式来缴付学费，为鼓励学生
注册时一次性付清学费，通常会给
予2%-5%的学费折扣。此外，英国的
大学对通过奖学金申请的学生，会
给予1000-3000英镑/年。

在英国留学，NUS学生卡可在
全英国联网使用，而且能获商店折
扣。另外，留学生到英国首先须加入
英国国民医疗保健体制(NHS)，有了
NHS并提前预约，可享受优惠甚至
免费服务。

加拿大

自己做饭省钱

多多打工赚钱
除了要自己做饭省钱外，在加拿

大这样的税务世界里生活，打工实习
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加拿大留学生
打工分为校内打工(Work on Cam-
pus)、校外打工(Work off Campus)和带
薪实习(Co-op)三种形式。加拿大颁布
新的留学生打工政策后，留学生打工
的待遇将享受加拿大最低工资保障。
目前加拿大各省的最低平均工资为
每小时7～8加元左右。

在加拿大，交通也可以省钱，如
提前预订铁路票，就可能买到特价
票，学生还可以凭学生卡购买巴士
车票享受打折，如每月搭乘的次数
比较多，建议购买月票。

澳大利亚

衣服在国内买

房子最好合租

澳大利亚的服装主要是从中国
进口，在本地买就要贵上好几倍。在
饮食方面，澳洲的华人食品店很多，
超市有卖亚洲食品和蔬菜，比如在皇
家墨尔本理工大学旁边，拥有150年
历史的维多利亚女王市场，周六下午
2时以后，水果和蔬菜超级便宜。

此外，在澳洲留学要省钱，可以
选择和其他留学生合租。以墨尔本
举例，在离市区不远的郊区，2室一
厅的房子一周租金要150澳元，2人合
租的话，一人75澳元。

对于计划出国留学的同
学们来说，留学费用问题是家
长和同学们较为关心的一个
话题。那么，各国出国留学如
何省钱呢？这里有些小技巧，
下面为同学们进行介绍。

悉尼大学校园风景

近两年澳大利亚各类名校接受国内高考成绩的
政策吸引了很多国内学生留澳，新一届高三学生入
学后，很多家长开始咨询了解留学澳大利亚的途径，
为将来孩子留学做准备。为此，本报给学生和家长推
荐了几种留学澳大利亚的途径。

面对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留学，一开始就有人问
留学为了什么，去留学能学到哪些东西。其实，留学
本身就是昂贵的投资，每一个留学生都应该慎重对
待，而留学，最重要的就是选好专业。为此，本报归
纳了几个赴澳洲留学选择专业需要考虑的因素。

IELTS是赴澳留学必不可少的，它也决定了学生
课程开始的时间。若IELTS成绩未达到学校要求，需提
前抵达澳洲进行语言课学习，签证的递交时间也会
因此受到影响。那么准备赴澳留学的大三生该如何
为申请澳洲留学做准备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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