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latrobe.edu.au/sydney

中国学生指南 20
17悉尼校区

http://latrobe.edu.au/sydney


拉筹伯大学以拥有实际工作经验和全球视野的毕业生而闻名，是澳大利亚正在发展
中的大学之一。拉筹伯成立于1967年，现有超过18万毕业生正在世界各地工作，并改变 
着人们的生活、专业信息和交流方式。我们的毕业生活跃于各行各业，其中包括公司 
CEO、议员、人权活动家、研究人员和奥运会选手等。

在拉筹伯大学, 我们是雄心勃勃的全球思想家。根据2015 
年澳大利亚政府卓越研究报告(“澳大利亚研究报告”)显
示，我们在排名前十的澳大利亚大学中名列前茅。

拉筹伯的学位证书不仅仅是一纸证明 - 这是用来区别我 
们有技能和经验的人才的标志，并且这些人才将成为时代 
的领导者。

在拉筹伯大学悉尼校区学习将您的潜力最
大化
我们的悉尼校区位于城市充满活力的中央商务区内。俯瞰
迷人的海德公园，距离主要的交通枢纽仅有5分钟步行路
程，且校园靠近世界著名的旅游景点，购物中心和咖啡厅
等休闲区。

拉筹伯大学悉尼校园提供：

 §一个全新的校园，配备最先进的教学和学习设施，旨在
鼓励个性化的学习和协作。

 §小班授课，以最大化实现一对一授课模式。所有课程的
平均班级人数小于30名学生。

 §快速通道或标准通道的学期选项，以加快或延长课程完
成的持续时间。

 §校园配有专门的学术技能顾问，以帮助学生解决他们的
学习需要。

 §我们多元文化的校园拥有来自22个国家的学生，使他们
能够建立一个全球的关系网。

 §国际学习交流的机会 - 本科和硕士生可以在大学的150
个海外合作机构中选择一所进行交换学习，作为在拉筹
伯学习的一部分。

建校50年以下，世界排名前50名大学 
（QS 创建50年以下前50名 - 2016/17）

澳大利亚会计和财务大学
 （QS世界大学2016年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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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的计算机科学 
（CWTS Leiden排名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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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到悉尼校园的学术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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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澳大利亚一流大学学习

放眼全球 
与超过40多个国家超过150个机构有

积极的合作

多元化社区
超过35 000名学生
和4 000名工作人员



完善的学生支持服务
在拉筹伯大学悉尼校区，学生可以免费获得一系列广泛的
辅助计划，以确保他们拥有在大学和其他地方工作所需的
一切成功道路上的支持。

其中包含：

 §所有讲师每周至少分配一小时，为需要额外辅导的学生
提供课外一对一咨询。

 §学校会分配学术导师给在具体学科上有困难的学生，以
帮助他们顺利完成剩余的学业。导师是从在课程中表现
出色的同学中选出的,并且只要学生有学业需要，导师每
周都会与学生见面一次。

 §免费课程研讨会将贯穿整个学期。课题包括考试策略、 
写作和发音、文章写作、如何运用参考文献。此外还有电
脑讲习班，将教授学生高级学习和工作技能。

 §在课程上需要帮助的学生可以提前预约，来获得最适合
他们的职业目标的建议。每个学生都将会收到定制的课
程计划。

成为具有工作经验的毕业生
拉筹伯大学的悉尼校区给学生的职业生涯提供了一个良
好的开, 端我们所有的学生都有机会通过专业实习计划获
得所学行业相关的宝贵经验。

拉筹伯大学持续致力于学生利益最大化，且悉尼校区涵盖
了2000澳元专业实习计划费，以确保学生拥有获得成功
的最佳机会。

实习期为12周，可以兼职（3天/周）或全日制（5天/周）。所
有二年级或三年级学生和所有硕士生都有资格申请。

注明：此实习为无薪工作

助学金和奖学金 
家庭助学金

适用于在拉筹伯大学悉尼校区或另一个Navitas学院学习
的同一家庭的学生。 
价值：10％的课程费用减免

学术类优秀学生奖学金

将授予两个达到整个学期GPA最高的学生。 
价值：一个学期的费用

拉筹伯大学优秀奖学金

拉筹伯大学优秀奖学金计划是面向世界各地成绩优异的学
生开放的，旨在鼓励和认可学术表现优异的学生。奖学金的
授予是根据学习成绩评定的，减免学费相当于课程费用的 
15%、20%或25%。这意味着学生将获得学位范围内科目的部
分学费减免。

要符合资格，学生需满足以下三项条件:
1. 必须满足学术和英语入学要求。

2. 拉筹伯大学本科或研究生课程必须在2017年开始。

3. 获得以下分数：

奖学金 高三成绩 中国大学成绩

15% 从75 至 84.99 75% 至76.99%

20% 从85 至 94.99 77% 至79.99%

25% 95 或以上 80% 或以上

奖学金申请流程

申请很容易！ 只需要遵循标准的申请流程，我们将自动考
虑您进入这个奖学金计划。

如果成功，我们将会在录取通知书上告知您。

我选择在拉筹伯大学悉尼校区学习, 因 
为它良好的声誉, 并为学生提供了优良 
的设施。我爱新的校园。在这里我培养
了良好的学习习惯, 并且我的沟通能力
也得到了提升。校园内多元的文化环境
使我能够交到不同国家的朋友。我会推
荐拉筹伯大学悉尼校区给我的家人和朋
友, 因为我相信它会帮助他们丰富自己, 
得到更良好的教育。在未来, 我希望使
用我在拉筹伯大学本科所学的专业技能
服务于广泛的国际会计工作。

陈硕
商业学士学位（会计）



^La Trobe University Sydney Campus offers the Foundation Studies Program and diplomas, providing an alternative entry point to our degree programs. The foundation and diploma programs are delivered on behalf of 
Navitas Bundoora Pty Ltd, a Higher Education provider, CRICOS 03312D. *Based on 2017 course fees. Tuition fees are subject to change each year. The University reserves the right to vary fees on an annual basis. Fees 
will normally rise above 7 per cent per annum. Should the University decide to increase its fees, that increase will take effect on 1 January of the following year. CRICOS Provider Codes: Navitas Bundoora Pty Ltd ABN 
92143736789 Trading as La Trobe Melbourne 03312D; La Trobe University 00115M. LTUSC161018-1649 1216_AW

课程 学术入学要求 英语入学要求 年度课程费用*

预科学习课程^

CRICOS编号: 085026J
高二 均分70%

雅思总分5.5（单项不低于5.0）或同等水平

A$19 720澳元

商业文凭课程^ 

CRICOS编号:076108D
高三 均分60% A$20 520澳元

信息技术文凭^ 

CRICOS编号：076109C
高三 均分60% A$20 520澳元

会计学士学位 

CRICOS编号: 066343J

从获批的大学完成第一年的学士学
位。完成高考的学生将根据具体情况
进行评估。

雅思总分6.0（单项不低于6.0分）或同等水平

A$27 000澳元

商业学士学位 

CRICOS编号：083528C
A$26 500澳元

信息技术学士学位 

CRICOS编号：049940G
A$28 500澳元

国际商务学士学位 

CRICOS编号：083535D
A$26 500澳元

管理硕士学位 (项目管理)

CRICOS编号:085006B
本科学历相当于澳大利亚本科学位。 雅思总分6.5（单项低于6.0）或同等水平

A$31  000澳元

专业会计硕士学位 

CRICOS编号：079547A
A$31 500澳元

NAVITAS 英语课程
需要额外英语课程的学生可以在位于悉尼校区的拉筹伯大学校
园内的Navitas学习英语。Navitas英语课程提供直接进入拉筹
伯大学悉尼校区的所有课程。每个学术英语课程为期10周。

Navitas学术英语费用：A$480/周

2017 录取时间
英语：除了2月和9月之外的每个月

文凭和预科课程：2月，6月，10月

学士和硕士课程：2月，7月，11月

您的课程选择 

现在申请
联系您信任的教育机构代表或登录我们的网站 
latrobe.edu.au/Sydney/apply-now

电话查询
+61 2 9397 7600

在线聊天
latrobe.edu.au/chat

255 Elizabeth Street 
Sydney NSW 2000 
Australia

咨询问题 
latrobe.edu.au/sydney/
ask-a-question

想了解更多？ 请与我们保持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