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拉筹伯墨尔本开始您的
大学生活 
拉筹伯大学是公认的在教学研究方面最活跃的澳大利亚大学之一，也是政府投入研究基金最多的大学
之一。故此，大学在生物科学、健康科学、人类学以及法律等多个学科在澳洲均处于领先地位。

拉筹伯墨尔本的语言，预科和文凭课程为学生提供了一个优质的学习平台，帮助您顺利的进入拉筹伯大
学进行学习。

校园特色

•	 2016/17 年被评为《QS最佳50 
所创校未满50年大学》前十名

•	 优美的自然环境无与伦比

•	 校园宿舍快捷便利易申请

•	 多元且完善的体育设施

•	 中西餐融合的学生中心

•	 中国学生语言服务支持

•	 免费课外辅导班



英语课程简介
这个课程是为想要在拉筹伯墨尔本以及

拉筹伯大学学习预科，文凭，本科以及研

究生的学生打造的。

EFS课程（English	for	Further	Studies）是

英语技能教学课程，帮助学生在大学学习

中更具有学术性。学生会学习到论文写

作，口语以及报告演讲技巧。

2017语言课程费用

$440	澳元/周

英语语言学习通道

等同于雅思
5.5分

可进阶至预科
和文凭课程

课程名称

学期时间

雅思要求

TOEFL IBT

* 雅思要求基于总分与写作成绩。

EFS6

10 周

6.0

75

EFS5

10 周

5.5

55

等同于雅思
6.0分

可进阶至本科
和研究生课程

等同于雅思
6.5分

本科和研究生

EFS3

10 周

4.5

34

GE2

10 周

3.5 - 4.0

30

EFS4

10 周

5.0

40

2017 语言课程时间表

学期 注册时间 开课时间 学期结束 公共假期/休息日
1 1月5日 1月9日 2月10日 1月26日: 澳大利亚国庆日

2 2月9日 2月13日 3月17日 -

3 3月16日 3月20日 4月28日 4月14-20日: Easter 复活节； 
4月25日: Anzac	Day 澳新军团日

4 4月27日 5月1日 6月2日 -

5 6月8日 6月13日 7月14日 6月12日: Queen’s	Birthday 女王诞辰日

6 7月13日 7月17日 8月18日 -

7 8月24日 8月28日 9月29日 -

8 9月28日 10月2日 11月3日 -

9 11月9日 11月13日 12月15日 -

入学要求 基础学习项目 文凭学习项目
中国 顺利完成高二课程， 且平均分不低于70% 顺利完成高三课程, 且平均分不低于60%, 工程学

单科要求70% 

澳大利亚 完成十一年级 (Year 11) 或与之相当的学业，此
外，针对国际留学生 (3门核心科目，且英语需达
到及格线)

完成十二年级(Year 12)学习，且大学入学排名的
名 次 (ATAR)达到标准; 或完成在墨尔本校区的基
础学习项目 

英语要求:EAL 20-25



预科及文凭课程介绍 

预科学习 Foundation Studies

预科学习项目是一个过渡课程，旨在帮

助国际留学生顺利进入拉筹伯大学的

一年级本科学习阶段，或者进入拉筹伯

墨尔本校区的一年级文凭学习阶段。

学习时间
两个学期

录取时间
2月27日/6月26日/10月16日（十月录取
时段只针对商科，人文以及IT专业学
生）

CRICOS code 
017041G

2017项目费用
$19,800 澳元

项目分类:       
•	 商科、人文与IT专业类预科学习课程     

•	 工程学、计算机科学专业类预科学习课
程     

•	 健康与科学专业预科学习课程  

生物科学文凭课程 Diploma of Bioscience

生物科学文凭介绍了生物学、生理学和

生态学的课程，让学生学以致用，以解

决世界性国际问题。

您将学习并了解到生物体之间的结构、

功能和相互之间的作用，并着手探讨一

些如气候变化、保护濒危动物和癌症

治疗的大问题。	

学习时间
两或三个学期

录取时间
2月27日/6月26日

CRICOS code 
075636K

2017项目费用
$29,920 澳元

大二学习课程
•	 生物科学学士学位

•	 生物医药科学学士学位

•	 动物和兽医生物学学士学位

•	 理科学士学位 (主课可选：化学，遗传
学，微生物学，心理学，统计学）

商业文凭课程 Diploma of Business

在进入拉筹伯墨尔本之后，文凭课程

会提供一系列前沿的与主修专业相关

的商业介绍，并为您建立职场所需的相

关技能，以便更好地在应用于广泛的业

务领域中。

您将学习并接触到一些全球范围内，相

关企业案例、贸易障碍、可持续性发展

和环境方面的重大问题，同时获得创新

的解决方案技能，使得用于未来的商业

评估与筹划中。

学习时间
两或三个学期

录取时间
2月27日/6月26日/10月16日

CRICOS code 
076108D

2017项目费用
$26,400 澳元

大二学习课程
•	 会计学士学位

•	 商学士学位

•	 金融学士学位

•	 国际关系学士学位

•	 工商管理学学士学位 

•	 工商管理学学士学位(会计) 

•	 工商管理学学士学位(会计和金融) 

•	 工商管理学学士学位(活动策划) 

•	 工商管理学学士学位(活动策划/营销) 

•	 工商管理学学士学位(人力资源管理) 

•	 工商管理学学士学位(市场营销)

•	 工商管理学学士学位(体育技能开发与
管理) 

•	 工商管理学学士学位(体育技能管理) 

•	 工商管理学学士学位(旅游业和酒店
业)

工程学文凭课程 Diploma of Engineering

这个课程是一个十分实用且拥有多学

科的实践课程，为您准备一系列用于解

决复杂技术问题与可持续创新的解决

方案。

通过这个课程，您将获得关于土木、电

气和机械工程的详细介绍，并开始着

手把创意转变为现实，使其顺利地运用

于商业活动中，助您塑造美好未来。

学习时间
两或三个学期

录取时间
2月27日/6月26日

CRICOS code 
088419A

2017项目费用
$27,200 澳元

大二学习课程
•	 工程学士学位 （荣誉学位）

•	 理科学士学位

* 本科录取要求根据学科均分以及雅思成绩而定。



La Trobe Melbourne

La	Trobe	University	
Victoria	3086	Australia

T	 +61	3	9479	2417

F	 +61	3	9479	3676	
E	 admissions@latrobemelbourne.edu.au

latrobemelbourne.edu.au

La	Trobe	Melbourne	is	part	of	the	Navitas	Group.	CRICOS	provider	codes:	Navitas	Bundoora	Pty	Ltd	trading	as	La	Trobe	Melbourne	03312D;	La	Trobe	University	00115M.		 LTM161004-1101_1216_AW

健康科学文凭课程 Diploma of Health Sciences 

拉筹伯大学是澳大利亚健康教育的领

先机构之一，并提供了一个理想的健康

专业人士的职业通道。这个文凭涵盖了

一系列健康专业的介绍，会帮助您在

飞速发展的健康科学部门发掘理想的

职位。	

学习时间
两或三个学期

录取时间
2月27日/6月26日

CRICOS code 
088419A

2017项目费用
$28,400 澳元

大二学习课程
•	 运动科学学士学位

•	 卫生科学学士学位

•	 人类营养学学士学位

•	 应用科学学士学位和饮食学实务硕士
学位

•	 应用科学学士学位和物理治疗实务硕
士学位

•	 应用科学与足部医疗硕士学士学位

•	 应用科学学士学位及职业治疗实践硕
士学位

•	 健康科学学士学位与言语病理学硕士
学位

•	 健康科学（医学分类）学士学位与健康
信息管理学士学位

•	 应用科学学士学位与临床假肢矫形硕
士学位

•	 应用科学学士学位与视觉矫正硕士学
位

•	 急救、医辅实务学士学位/公共卫生优
化学学士学位

•	 护士学学士学位

信息技术文凭课程 Diploma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信息技术文凭提供了计算机相关的十

分全面的介绍, 您通过深入学习之后, 

会在更加专业的领域有所发展。

专业领域涵盖了基础设施技术、技术

生命周期的计划与管理、软件应用、系

统、网络多媒体资源、软件安装与网络

系统管理以及信息安全的开发。

学习时间
两或三个学期

录取时间
2月27日/6月26日/10月16日

CRICOS code 
076109C

2017项目费用
$26,400 澳元

大二学习课程
•	 信息技术学士学位

•	 商务信息系统学士学位

大众传媒与通信文凭课程 Diploma of Mass Media and Communications

引领您进入一个飞速发展的媒体和通

信领域, 并学习相关工具操作技术。 

2015年，拉筹伯大学在QS世界大学的

媒体通信研究领域，被列为2015学科排

名前100名。

专业领域涵盖了广播媒体、新闻、画面

和声音研究、体育新闻、战略沟通、写

作以及在一系列人文学科领域的进一

步研究。	

学习时间
两或三个学期

录取时间
2月27日/6月26日

CRICOS code 
077121K

2017项目费用
$24,960 澳元

大二学习课程
•	 文学士学位(通讯) 

•	 文学士学位(媒体)

•	 媒体与传播学士学位(新闻业) 

•	 媒体与传播学士学位(媒体产业) 

•	 媒体与传播学士学位(公关)

* 本科录取要求根据学科均分以及雅思成绩而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