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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来到弗林德斯
大学国际学习中心
作为中心校长，我万分期待
在弗林德斯大学国际学习中
心(ISC)迎接你的到来。在这
里，你将能够亲身经历一次
很好的学习体验，并在一个
优美的环境中尽情使用大学
的各种设施。
对于弗林德斯大学国际学习
中心的工作人员而言，我们
的学生能否享受和我们在一
起的时光，并且做好充分准备，顺利升读他们的理想大学这
一点至关重要。弗林德斯大学国际学习中心工作人员的热情
和友善获得了学生们的高度赞扬。他们认为我们的学术工作
人员均非常乐于助人，也很容易沟通。
弗林德斯大学国际学习中心所处的地区气候宜人、空气清
新，在这里，你将能够享受一种学习和娱乐活动相互平衡的
生活方式。
我们保证你在离家时得到最好的照顾和支持，为你创造一个
支持性的学习环境，让你能够学习独立思考并有自信能够顺
利毕业。

JENNIE HAYES
弗林德斯大学国际学习中心中心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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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林德斯贝德福德公园校区
弗林德斯大学国际学习中心
阿德莱德市中心(12km)
运动中心
中央图书馆
Deirdre Jordan Village
学生宿舍
学生中主和广场
Seacliff 海滩 (6km)
城市和维多利亚广场校区(12km)
Tonsley校区 (2.5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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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弗林德斯大学
国际学习中心(ISC)
弗林德斯大学国际学习中心致力于培养学生必备
的技能和知识，使其受益终生。
弗林德斯大学国际学习中心为你提供住在校园内
享受真正的大学生活的机会，为你的学生生涯添
加充满活力的一笔色彩。在这期间，你将体验到
学校生活的众多益处，其中包括乐于助人的教学
人员、现代化设备、学习资源以及有权使用弗林
德斯大学设施等。如果你足够幸运的话，说不定
会在校园内发现并不常见的考拉哦！
弗林德斯大学国际学习中心隶属于学习集团。学
习集团是国际高等教育领域的领导者，旨在帮助
国际学生升读大学做好准备。学习集团澳大利亚
已经与弗林德斯大学建立合作伙伴关系，提供各
种桥梁课程，帮助你为升读弗林德斯大学的学位

课程做好准备。一旦你顺利完成弗林德斯大学国
际学习中心的桥梁课程，你就可以确保升读弗林
德斯大学。
弗林德斯大学国际学习中心的英语、大学预科课
程以及国际大一课程由学习集团澳大利亚所有并
提供，而商科硕士预科课程则由弗林德斯大学所
有，由学习集团澳大利亚以弗林德斯大学国际学
习中心为名义提供。

Study Group Australia Pty Limited, trading as Flinders International Study Centre. CRICOS Provider Code: 01682E

isc.flinders.edu.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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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人的阿德莱德
在一座充满活力的友好城市中体验正宗
的“澳洲”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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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 5

世界宜居城市
2017年全球宜居性报告

$
澳大利亚

最经济实惠的
学生州首府城市
2017年QS最佳学生城市

南澳大利亚名列全
球5大最宜居地区
之一
2017年《孤独星球》

总有适合大家的东西

美食

南澳大利亚的首都城市阿德莱德因其美丽的海
滩、各色美食、不可思议的野生生物以及世界知
名的当地节庆而闻名。

跟澳大利亚其他任何城市相比，阿德莱德的咖啡
厅、餐馆对居民的比例更高。受世界各地多种文
化的熏陶，这里有各种各样的美食可供选择。

安全又好客

热闹节日

阿德莱德是一个安全、友好且放松的城市，你大
可放心探索。

国际知名的艺术和音乐节，如阿德莱德艺穗节和
阿德莱德艺术节，全年无休。

阳光和新鲜空气

野生动物园

阿德莱德每年日照时间高达2,500小时，空气清
新，毫无澳大利亚其他城市的潮湿。

与阿德莱德及其附近的动物园和野生动物园内的
各种考拉和袋鼠近距离接触。

出行

袋鼠岛

阿德莱德的公共交通系统十分发达，市中心还提
供免费的公车和电车服务。公车频繁往返于弗林
德斯大学国际学习中心，此外，国际学生还可以
享受交通折扣。

这 一 野 生 动 物 保 护 区 距 离 阿 德 莱德仅咫尺之
遥，是一个深入探讨澳大利亚本土野生动物的
不二之处。

阿德莱德山
为学生而设的活动
Study Adelaide为国际学生提供一系列免费和优惠
活动，涵盖了许多方面如体育比赛门票、艺术展
览门票、就业研讨会、地区旅游等。

阿德莱德山距离市中心仅需20分钟车程，是世界
闻名的葡萄园的发源地。你可以租一辆自行车、
去远足或者就静静地享受美景。

弗林德斯山脉
购物天堂
阿德莱德有多种购物选择，可满足各种不同的品
味和预算。韦斯特菲尔德马里昂购物中心，为阿
德莱德最大的购物中心，距离弗林德斯大学国际
学习中心仅需10分钟的车程。

弗林德斯山脉是南澳大利亚最大的山脉，在这
里，你可尽情探索各种山谷、废墟以及峡谷。

迷人的海滩
从市中心出发，只需很短的车程即可到达格雷尔
海滩和布莱顿海滩。在那里，你可以尽情地享受
各种海滨娱乐、在松树下野餐或者尝试浮潜。

isc.flinders.edu.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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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弗林德斯大学的
理由
在世界上其中一座最宜居的城市*中学习，你所收获的远
不止于一个学位。
建于1966年，弗林德斯大学在充满活力和美丽的
校园里提供世界一流的教育、一流的学生支持以
及真正的校园体验。弗林德斯大学强调学术能力
与行业经验相结合，并一直致力于提供优质教育
和研究，进而提升学生的学习体验，并帮助其做
好准备，踏上成功的职业之旅。

全球链接

学术卓越和研究

全球化学生社区

凭借在研究和创新方面世界一流的国际盛誉，弗
林德斯大学90%的研究在2015年的《澳洲卓越研
究评估报告》中均被列为满足或高于标准。研究
的领域包括以下学科和主题：生物医学和临床科
学；文化、政策和社会；健康和人类行为；分子
科学；与技术，水和环境。我们世界一流的研究
发现将影响着你在课堂上的学习内容。

培养已做好就业准备的毕业生
弗林德斯大学的课程旨在确保你培养职场技能以
及成为雇主所青睐的商业领袖。在弗林德斯大学
学习，我们将鼓励你积极参与工作实习、现场作
业和行业计划，以获取宝贵的工作经验。这些强
大的行业联系将为你提供在课堂以外学习的机
会，而这恰恰正是世界各大企业所青睐的技能。

弗林德斯大学，因其与来自亚洲、欧洲、北美、
南美洲的大学以及研究机构建立了强有力的联
系，而闻名于世。此外，弗林德斯大学不仅在澳
大利亚提供教学课程，亦在其他国家包括中国、
马来西亚、香港以及新加坡等地举办教育项目。

在弗林德斯大学，你将与澳大利亚和来自世界
其他国家的学生一起学习。校园里跳跃着各种
各样的文化，你将有机会认识和结交来自世界
各地的朋友。弗林德斯大学为学生提供全程支
持。根据2016年i-graduate调查表(国际学生晴雨
表)显示，弗林德斯大学在整体学生支持方面位
居澳大利亚第一位，且这里的学生满意度是全
澳大利亚最高的。
在热情、友好又充满乐趣的阿德莱德体验澳大利
亚生活方式的同时，与来自90多个国家25,000名
学生一起在弗林德斯大学获得一流的教育。

培养创业思维
作为澳大利亚唯一一所在各门课程中均植入了创
新和创业主题的大学，弗林德斯大学旨在确保学
生做好充分准备，自信满满地迎接商场上各种不
可避免的变革。大学的毕业生将能够凭借在弗林
德斯所学到的技能挑战日后的工作，在一个风云
变幻的商业环境中脱颖而出。弗林德斯大学的创
新产业孵化器(NVI)成立于2013年，是将近300所
初创企业的所在地，其宗旨是联系教育与行业和
创新，在弗林德斯大学创造一个精明且有创业意
识的行业社区。

*2017年全球宜居性报告

isc.flinders.edu.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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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林德斯大学
令人惊叹的校园
在安全且美丽的校园学习

贝德福德公园校区

TONSLEY校区

弗林德斯大学主校区坐落在阿德莱德山脚下，北
面中央商务区的全景尽收眼底，西面则是一条绵
延不绝的海岸线。公共交通发达，你可以轻松地
去探索阿德莱德。

工程、计算机科学和数学专业的学生将在弗林德
斯大学Tonsley校区学习，这是一座耗资1.2亿澳
元、于2015年1月份开放的尖端科技园区。初创
企业和创新型的企业家齐聚于此，为21世纪乃至
未来创造产品。

贝德福德公园校区绿意嫣然，甚为宽广，是一个
学习和放松的最佳场所。你甚至偶尔可以看见考
拉在树上闲逛。校园的核心是一个湖泊，是享受
午餐或者跟朋友见面的完美选择。

这里有2个现代化的阶梯教室、28间专业实验
室以及一个用于重型工程设备的2000平方米吊
舱，超过150位工作人员和2,000名学生在此工
作和学习。

维多利亚广场
坐落在阿德莱德商务区的核心地区，维多利亚广
场是这座城市的地标，有利于与周围行业建立紧
密合作、培养行业联系。靠近南澳大利亚政府和
企业总部，交通十分便利。步行几分钟即可到达
阿德莱德的中央市场和“美食街”。

弗林德斯大学国际学习中心
弗林德斯大学国际学习中心地理位置优越，位于
贝德福德公园和维多利亚广场。

弗林德斯大学重要
信息
·3
 大校区
·2
 5,500名学生
·4
 ,800名国际学生
·坐
 落在南澳大利亚，

阿德莱德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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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商务区中心
的维多利亚广场

美丽自然的贝
德福德公园

TONSLEY校区最先
进的设施

靠近顶尖雇主

独享阿德莱德的壮丽美景

包括一流的艺术讲座剧院和专门的实验

isc.flinders.edu.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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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妙体验
享受学生生活，拥有一场终生难忘的体验。

在弗林德斯大学国际学习中心学习时，你可以使
用弗林德斯大学的所有设施。

一流设施
 了高质量的学习设施之外，主校区还为国际学
除
生提供他们所需的一切，包括:
·一
 流的图书馆和信息技术实验室
·咖
 啡馆、酒吧和饭店。在那里，你可以放松或
与朋友一起享受美食
·适
 合每个人的现代化健身中心，配有健身、瑜
伽、普拉提、壁球场、体能训练等设施。

学生中心和广场

2,000

校园内2000座阶梯广场和露
天电影院

70+

个学生俱乐部和社团可
供选择

贝德福德公园校区的弗林德斯学生中心，含有一
个2,000座的阶梯式广场和户外电影院。这一惊人
的设施包括:
·安
 静的空间和小组自习室
·一
 个提供多种健康又实惠的美食选择的餐饮区
·用
 于举办音乐会、阿德莱德艺穗节等盛事的
2,000座阶梯广场和露天电影院
·弗
 林德斯大学学生协会、俱乐部和社团

弗林德斯大学的学生是澳
大利亚满意度最高的学生
之一
i-graduate调查
(国际学生晴雨表)

·药
 店、邮局和旅行社。

学生支持
弗林德斯大学在照顾学生方面表现突出，在2017
年教学质量指标调查中的排名远超全国平均水
平。要充分发掘你的潜力、实现职业上的成功，
你可能还需要课堂以外的支持。一旦你开始在弗
林德斯大学攻读学位，你将能够充分享受各种支
持服务。

加入社区
facebook.com/FlindersUniversity
facebook.com/FUSAssociation
twitter.com/Flinders

twitter.com/FUSAssociation
#FISCLife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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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林德斯大学重要
信息
·一
 流的图书馆和信息技术实

验室
·2
 ,000座阶梯广场
·咖
 啡馆、酒吧和饭店
·现
 代化健身中心

isc.flinders.edu.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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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信息
澳大利亚政府允许国际
学生上学期间可工作长
达40个小时(每2周)，放
假期间则可全职工作。
登录border.gov.au了解更
多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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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的职业生涯
一旦你升读弗林德斯大学的学位课程，即可享受一
系列的职业服务与资源。

踏上职业之旅的第一步

校内职业建议

弗林德斯大学为学生提供职业支持，且在校园
里设立了一支专门的职业与雇主联系小组。作
为一名弗林德斯大学学生，你可以获得相关信
息、建议并参加专门为国际学生量身定制的研
讨会和活动。

职业发展顾问还能够帮助你处理以下内容:

辅导
弗林德斯大学的学生可以使用弗林德斯大学辅
导计划。该计划让你有机会与职业导师一起工
作，帮助你扩大交际圈并为你的未来职业做好
准备。

提供的职业资源
弗林德斯大学提供专门的职业资源，帮助你为
你的职业做好准备并让你在学习期间寻求就业:

· 简历
· 面试技巧
· 申请信
· 在线申请
了解更多，请访问 flinders.edu.au/careers

专注于你的成功
弗林德斯大学国际学习中心致力于帮助学生做
好准备，迎接大学生活的各方各面，为此，中
心提供了一门富有活力并且包含职业准备信息
的过渡课程。可查阅第37页了解更多信息。

可上岗计划
在一个专业环境中学习的同时从事无偿工作培
养技能。
视野专业发展奖
提供技能和发展机会，帮助你在人群中脱颖而
出。
日常岗位清单
每周通过各种资源收集并罗列出与你以及你的
学位相关的各种就业机会。
职业发展顾问
享受咨询服务和求职帮助。

isc.flinders.edu.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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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信息
只需在你的App商店中
搜索Flinders ISC，下载
Flinders ISC的，了解抵达
前所需的一切信息。

Flinders I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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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林德斯大学
国际学习中心
在支持性的环境下生活、学习和成长

全程支持你

未满十八周岁学生的支持

在弗林德斯大学国际学习中心，你将学习成功升
读弗林德斯大学学位课程所需的学术和英语语
言技能，毕业时才能获得一个世界一流的资格证
明，从而在所选的职业领域中取得佳绩。

如果你未满18周岁，学校将会为你安排一名监护
人。他们会与弗林德斯大学国际学习中心教职员
工和家长保持联系，确保你在学业上取得进步以
及享受弗林德斯大学国际学习中心的学生生活。

我们将帮助你:

学习材料和实践以学生的年龄与成熟度为背景，
以便满足学习者的个人需求。

· 发展与你所选本科学位课程相关科目领域的学术
知识
· 掌握重要学习和独立学习技能，让你有信心继续
在弗林德斯大学的学习
· 提升你的英语语言技能，让你能够积极参与大学
讲座、免费辅导以及让你的学习效果实现最大化
· 探索你的兴趣、培养你的激情
· 融入你在澳大利亚全新的生活。

经验丰富的教师
你将由训练有素的教职工来为你上课，他们会全
力支持你的学习，确保你在学习的各个方面都能
取得成功。

友好的学生社区

海外学生教育服务(ESOS)框架
弗林德斯大学国际学习中心承诺遵守海外学生教
育服务框架的条款。海外学生教育服务框架规定
了向国际学生提供课程的教育和培训机构应遵循
的立法要求和品质保证标准。详见澳大利亚政府
教育培训部官网。*

专用APP
大学专门设计了Flinders ISC App，旨在在你开始
学习以及学习期间为你提供所有需要的信息。在
你的App商店搜索Flinders ISC，就可以了解关于抵
达阿德莱德、抵达校园、新生培训周活动、时间
表更新以及常用信息等方面的信息，帮助你顺利
适应你的新生活。

从你抵校的第一天起，我们的学生社区会让你有
宾至如归的感觉。你将结识来自19个不同国家的
学生，并很快结交到新朋友。

可使用所有设施
弗林德斯大学国际学习中心学生有权使用弗林
德斯大学校园的设施和服务，包括医疗中心。
同时，你也可以参加很多不同的学生俱乐部和
社团。

延迟入学：已获得学生签证但尚未开始学习的学生可以令人同情或信服的理由向学习集团澳大利亚
申请延迟入学。
暂停学业： 已开始学习的学生可以令人同情或信服的理由暂停学业。
取消注册：如因未能支付学费、违反行为守则、课程进度或出勤要求等不当行为而导致被取消(终
止)学习课程资格，学习集团澳大利亚可取消学生的注册。

*internationaleducation.gov.au/Regulatory-Information/Pages/Regulatoryinformation.aspx

isc.flinders.edu.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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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我们弗林德斯大学
国际学习中心的学生

18

我选择到澳大利亚留学因为这里的优质教育广受全
球认可。阿德莱德是一座优美的城市，到处都洋溢
着大自然的气息，与其他国家和城市大不相同。这
里绿树成荫，不乏自然景观、山脉和海滩，这一切
都是绝无仅有的。

来澳大利亚是我的梦想之一。入读弗林德斯大学国
际学习中心之前，我是一名行政主管。在弗林德斯
大学学习期间，我在珀斯一家采矿公司实习，从事
承包和采购工作。实习是一次非常宝贵的经历，我
很高兴能够拥有这一机会。

Kuiana 来自斯里兰卡
完成大学预科课程

Prisca 来自帝汶岛
完成商科国际大一课程*
目前正在弗林德斯大学攻读商业管理学士学位

International Student Course Guide 2019

弗林德斯大学国际学习中心的老师们非常有耐心，
总是不厌其烦地为我讲解。我们班只有几个学生，
和老师们沟通很方便，他们也能够更深入地了解
你。和来自不同国家的学生一起学习真的很有趣，
我们都有各自的学习方式，可以互相学习。
Yiling 来自中国
完成理科国际大一课程**

弗林德斯大学国际学习中心是我迈向未来道路上地
良师益友。这里的老师们经验丰富，对学生和蔼可
亲。在我的家乡尼泊尔创业经商是我的职业梦想，
弗林德斯大学国际学习中心为我奠定了一个坚实的
基础，使我能够顺利升读弗林德斯大学的商务硕士
学位。
Rosina 来自尼泊尔
完成商科硕士预科课程
目前正在弗林德斯大学攻读商业硕士

*商业国际大一课程现已被命名为商科国际大一课程。
**理科国际大一课程现已被命名为工程国际大一课程。

isc.flinders.edu.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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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信息
弗林德斯大学和阿德莱德

51-100之间

护理学专业在全球大学中荣列

年度SA科学家

2018年QS 大学学科排名

2015年 Craig Simmons
2013年 Graeme Young
2012年 Karen Reynolds

Top
273 家初创企业诞生于弗林德斯
大学创新产业孵化器

5

世界最宜居城市
2017年全球宜居性报告

阿德莱德的生活成本比起墨尔本和悉尼
要低20%
studyadelaide.com

#2

在工作经验方面位居澳大利
亚第二位
2016年国际学生雨晴表调查

Top

5

南澳大利亚是全球最受欢迎的
5大地区之一
2017年《孤独星球》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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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对抵达学生的欢迎在澳大利
亚排名
2016年国际学生雨晴表调查

阿德莱德是澳大利亚第五
大城市

isc.flinders.edu.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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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林德斯大学
国际学习中心课程
帮助你培养在学业乃至职业生涯取得成功所需的
技能。

为大学和职业生涯做好准备

建立自信

现代化学习环境

我们的课程将培养你的学术基础、学习技能以及
英语语言，让你获得在学位取得成功所需的相关
知识和技能。

学校采用小班授课，这里的老师在教育英语为第
二语言的学生方面有着非常丰富的经验。

弗林德斯大学国际学习中心是一个面对面的学习
环境，将最先进的技术与现代化教学方式相结
合。老师们将为你提供基于网络的学习任务以及
专门根据你的需求而设的课程材料。你也可以通
过网络与同学交流和学习。

选择你的课程:
· 大学预科课程

我们的老师将监督你的学习进度，帮助你建立自
信、掌握知识和技能。

大学式教学

· 商科国际大一课程

在弗林德斯大学国际学习中心，你将参与一种学
习体验，为今后在弗林德斯大学接受教育和分级
做好准备。你将通过一系列的讲座、教程、互动
式学习和独立学习汲取知识，并获得为大学做好
准备所需要的一切支持。

· 工程国际大一课程
· 健康科学国际大一课程
· 商科硕士预科课程
· 学术英语准备课程(AEP)

作为一名国际大一课程和大学预科课程的学生，
你将有机会在每个学期参加所选的讲座，这将帮
助你适应大学式的学习。

升读弗林德斯大学的途径

大学预科课程

本科学位课程
(大一)
本科学位课程
商科、工程和健康
科学国际大一课程

开始令人兴奋的职业
生涯或攻读研究生学
位课程

学术英语准备课程

商科硕士预科课程

商业硕士
会计硕士
会计和金融硕士
会计和市场营销硕士
本科学位课程(大一)
或研究生学位课程

弗林德斯大学国际学习中心课程

弗林德斯大学课程

请注意: 并不是所有等级的EAP在每个开学时间都有开设。而你的开学时间将根据你的英语水平由招生中心决定。
对一个或两个单项有突出表现的学生，招生中心可能会为其提供一个更高水平的15周EAP课程。

isc.flinders.edu.au

23

"阿德莱德的生活很舒适；这里的
气候跟我的家乡十分相似。我真
的很喜欢这里，喜欢这里的文化
和地方。自从来到阿德莱德学习
之后，我的英语提高了很多。我
已经结交了很多来自不同国家的
朋友，像日本、韩国和中国。在
弗林德斯大学国际学习中心完成
我的大学预科课程，我想在弗林
德斯大学攻读营养学学士。"
Yan
from Ma来自马来西亚

目前正在攻读大学预科课程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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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预科课程
为你在弗林德斯大学攻读本科学位课程做好准备

专为你而设

标准课程结构

该课程将培养你的英语语言技能和学术基础，确
保你对本科学位的学习做好准备。

课程长度: 2 学期(每学期14 周)，共8个月
学习科目: 9门科目(3门英语科目以及6门专业科目)

一旦你顺利完成大学预科课程并达到所需的入学
要求，你将确保升读弗林德斯大学一系列的本科
学位课程。

延伸课程结构

针对那些未能直接升读弗林德斯大学学位课程但
又有资格的学生，可选择升读弗林德斯大学国际
学习中心的商科国际大一课程、工程国际大一课
程或健康科学国际大一课程。国际大一课程毕业
生之后可升读弗林德斯大学一系列的本科学位课
程。(在此期间可获得至多12个月的学分，直升
本科二年级)。

课程类型

课程长度: 3 学期(每学期14 周)，共12个月
学习科目: 14门科目(5 门英语科目以及9门专业科目)
标准课程
第一学期

第二学期

· 英语A
· 英语B
·3门专业科目从以下科目
中选择:会计、生物、化
学、计算机科学、经济
学、地理、数学、物理*

· 英语C
·3门专业科目从以下科目
中选择:会计、生物、化
学、计算机科学、经济
学、地理、数学、物理*

弗林德斯大学国际学习中心提供两种类型的大学
预科课程 – 标准课程和延伸课程。
延伸课程为那些在开始大学学位学习之前、需要
额外学术和英语语言准备的学生而设。

延伸课程
第一学期

第二学期

第三学期

学习方式

· 英语A
· 英语B
·3门专业科目从以下科目
中选择:基础会计、基础
计算机科学、基础经济
学、基础地理、基础数学*

· 英语A
· 英语B
·3门专业科目从以下科目
中选择:会计、生物、化
学、计算机科学、经济
学、地理、数学、物理*

· 英语C
·3门专业科目从以下科目中
选择:会计、生物、化学、
计算机科学、经济学、地
理、数学、物理*

面授

第1和第2学期结束时，你至少将有2周的规定假期。

评估
在整个学习的过程中，学校会定期评估你的进步和进展，以确保你能跟上
学习。课程的评估方式将通过结合诸如作业、课堂测试、论文、演讲、项
目和期末考试来展现。

学习选择
课程长度

2019年2月

2019年6月

2019年10月

2020年2月

2020年7月

8个月
(2学期)
12个月
(3学期)
弗林德斯大学国际学习中心课程达到联邦政府招收海
外学生院校及课程注册登记(CRICOS)预科课程要求，
为海外学生提供进入本科学习第一学期或相等学历的
学术准备课程。

标准课程

延伸课程

在弗林德斯大学开始你的学位一年级课程

附注：2 月份入读8月制课程以及10月份入读12月制课程的学生将不得申请弗林德斯大学的配套录取通知书。

*不是所有科目在每个学期都有开设。
Flinders International Study Centre Foundation Program (Standard) - CRICOS Code: 079229D. Flinders International Study Centre Foundation Program (Extended) - CRICOS Code: 079230M. Provider:
Study Group Australia Pty Limited. CRICOS Provider Code: 01682E.

isc.flinders.edu.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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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预科课程科目
可供选择的学习科目如下：
高等数学A†

化学A

经济学B†

该科目包含了重要的数学知识，是专门为那些
准备入读需要运用大量的数学推理课程的学生而
设。你将学习复数、矢量、矩阵、联立线性方程
以及三角函数等。

该科目的设立使得意图学习护理学、工程以及包
含健康科学等科学专业的学生受益匪浅。课程通
过理论内容和实际应用内容来介绍并强化化学基
础。你将学习原子论和各种化学反应的类型和速
率、化学计量学、酸碱平衡以及勒夏特列原理。

该科目注重为学生讲解宏观经济学的原理和理
论，鼓励你培养和运用基本的工具进行经济推
理，并能批判性地分析市场以及经济政策。

高等数学B†
该科目建立在高等数学A的基础知识之上，你将
学习反导数、积分及其应用、微分方程和动力
学等。

会计A
该科目提供会计的入门知识，并为后续的会计相
关科目奠定基础。课程设置帮助你学到帮助小企
业准备财务报表的必要技能。

化学B
该科目建立在化学A科目的基础上，你将学习元
素周期表、离子、金属键、共价键、分子晶体及
共价晶格、能源及能源转换、热力学、电化电
池、电解、生物有机化学、碳氢化合物和官能团
化学等。

计算机科学A

该科目涵盖了具体的会计程序，使得学生掌握记
账并分类信息技能，以确保企业管理层能据此及
时作出明智的商业决策。该学科内容帮助你更加
深入的了解会计构架以及制作财务报告的目的。

该科目是为所有参加高等教育学科的学生而设立
的，而非仅仅局限于只想要学习或者从事计算机
领域的学生。你将在课堂中逐渐熟悉基础计算机
术语、组件并使用电脑和电脑系统。具体内容
包括网络的不同组件，利用网页授权工具(比如
Dreamweaver)和电子表格有效解决商业问题。

生物

计算机科学B†

该科目是为那些准备入读具有大量生物学内容的
课程的学生而设立的。你将学习生物体的组成部
分，特别是哺乳类动物、细胞结构及功能和哺乳
类生物系统。此外，你也将了解基本生物原理、
科学研究和实验工作的重要性。同时，你将理解
并运用生物学知识理性地解决校内外遇到的现实
问题。

该科目建立在计算机科学A科目基础上。授课内
容包括计算机硬件、软件、操作系统、运用数据
库管理系统解决商务相关问题以及利用程序语言
(例如Visual Basic)解决编程问题的技巧。

会计B†

经济学A
该科目旨在为学生讲解微观经济学的原理和理
论。它为你入读大学本科经济学以及相关专业
做好准备，并鼓励你培养以及运用基本的工具
进行经济推理，并能批判性地分析市场以及经
济政策。

* 不是所有科目在每个学期都有开设。
† 请注意：这些课程有学生必须满足的先决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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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A
英语A科目涉及到澳式英语以及大学学习所需的
学习技巧，包括做笔记、研究和文本分析技巧。
同时，你也将学习如何在口头和写作上详尽论述
自己的观念；以及如何参与到非正式的讨论和辩
论中。

英语B
该科目主要涵盖在澳式英语环境下的听力、口
语、阅读和写作技巧以及英语A科目所包含的学
习技能。该课程不但注重在口头以及文笔上辩论
的技巧，而且提升批判性思维和写作的能力。你
将有机会进行大量的写作练习(起草、校正)、学
会重视同伴的意见以及进行团队写作。

英语C
该科目建立在英语A和B科目的基础上。该科目特
别注重培养你的研究和批判性技能。同时，你也
将有机会进行大量的写作(起草、校正)，参与讨
论和团队合作。

地理A
该科目旨在为学生提供属于地理学范畴的本科课
程所需的知识和技能。地理学A强调沿海环境、
海洋环境以及淡水环境的知识。

地理B
该科目旨在为学生提供属于地理学范畴的本科课
程所需的知识和技能。地理学A强调沿海环境、
海洋环境以及淡水环境的知识。

数学A**

基础计算机科学

数学A包括两个单元：函数及函数图像；微积
分。通过对函数、图形以及微积分的学习，拓宽
学生的数学知识、验算方法、算术技巧以及数学
应用。

该科目为学生阐述计算机基础在理论与实践上
的应用。通过学习，你在很多计算机领域，包括
PowerPoint，Word文档以及电子表格方面有了极
大的提升。

数学B**

基础经济学

数学B也包括两个单元：数列和级数；概率与统
计。通过对数列和级数、以及概率与统计的学
习，拓宽学生的数学知识、验算方法、算术技巧
以及数学应用。

该科目主要介绍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概念，确保
学生学会运用基本的工具进行经济推理，并能批
判性地分析市场以及经济政策。

基础地理
物理A
该科目专门为那些有意攻读医学、药剂学、工
程、计算机、数学或科学专业的学生而设。你
将学习如何使用本科水平的物理知识和方法，
有能力分析并解决理论和实验中存在的问题。
课程内容包含运动学、静力学和材料的性质以
及动力学。

物理B
该科目主要介绍光学、波动、电力和磁力方面
的经典理论基础。你将有机会将这些理论应用
到真实世界及日常生活中。此外，你将了解一
些近代物理学的理论，并指出经典理论在适用
性上的局限。

该科目旨在为学生介绍地理学的基本概念和原
理。学生将运用各种各样的地理媒介和技能来研
究地理的模式变化；并且能够描述、解释并分析
影响地表作用的模式。

基础数学
该课程是对代数、函数图像、坐标几何以及概率
等数学知识的介绍和回顾。该科目旨在培养你在
这些领域的知识、技巧以及技能，为其他需要数
学背景的学习提供基础。

基础英语A & B
该科目开发学生的语言和学习技巧，以适应大
学程度的学习。这些科目还将培养你在辩论、质
疑、批判性分析以及资源整合方面的相关技能。

基础会计
该科目开发学生的语言和学习技巧，以适应大
学程度的学习。这些科目还将培养你在辩论、质
疑、批判性分析以及资源整合方面的相关技能。

重要信息
· 3 个开学日期

· 标准和延伸课程可供

选择
· 1100多个本科学位可
**工程学位的必修课程。

供选择

isc.flinders.edu.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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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科国际大一课程
备战弗林德斯大学商业或商务学位，并获取12个月学分。

专为你而设

课程结构*

该课程由弗林德斯大学国际学习中心开设，专门
为国际学生和国内学生而设。它将培养你的英语
语言技能和学术基础，确保你为升读所选本科学
位课程做好充分准备并获取12个月学分。

课程长度: 3学期(每学期14周)，共12个月；
或2学期(每学期14周)，共8个月^。
学习科目:
3学期课程: 9门科目(包括英语沟通1科目)
2学期课程: 8门科目

在弗林德斯大学继续学习
随着商业领域的快速发展以及科学技术的不断革
新，当今的商业毕业生必须掌握坚实的基础知识
和深厚的问题解决能力，以便适应全球就业市场
的变化。弗林德斯商学院以培养能够胜任21世纪
岗位的毕业生为宗旨。
一旦你完成商科国际大一课程课程，通过为期12
个月(2学期)的学习获得相应学分，你可以选择升
读下列弗林德斯大学的本科课程:
· Bachelor of Business 商业学士
· BachelorofBusiness(HumanResourceManagement)
商业学士(人力资源管理)
· Bachelor of Business (Innovation and Enterprise)
商业学士(创新和企业)

12个月课程
第一学期

第二学期

第三学期

· 英语沟通1
· 商业沟通
· 商业信息系统

· 会计原理
· 微观经济学
· 计量方法

· 市场营销概论
· 组织行为学
· 管理原理

8个月课程
第一学期

第二学期

· 商业沟通
· 商业信息系统
· 微观经济学
· 计量方法

· 会计原理
· 市场营销概论
· 组织行为学
· 管理原理

· Bachelor of Business (International Business)
商业学士(国际商业)

第1和第2学期结束时，你至少将有2周的规定假期。

· Bachelor of Business (Management)

评估

商业学士(管理)

在整个学习的过程中，学校会定期评估你的进步和进展，以确保你能跟上学习。
课程的评估方式将通过结合诸如作业、课堂测试、论文、演讲、项目和期末考试
来展现。

· BachelorofBusiness(Marketing)商业学士(市场营销)
· BachelorofCommerce(Accounting)商业学士(会计)
· Bachelor of Commerce (Business Economics)
商业学士(商业经济学)
· Bachelor of Commerce (Finance)商业学士(金融)

学习方式
面授

学习选择
课程长度

2019年2月

2019年6月

2019年10月

2020年2月

2020年7月

8个月
(2学期)
12个月
(3学期)
商科国际大一课程
12个月课程

*学习单元授课顺序可能有所改变。
^ 8个月课程仅面向雅思成绩取得6.0(各单项不低于5.5)或以上的学生，这些学生无须完成英语沟通1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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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科国际大一课程
8个月课程

获取12个月学分，开始攻读弗林
德斯大学学位

可供选择的学习科目如下：
英语沟通1*

组织行为学

这一学习单元是商科国际大一课程中的赋能科
目，旨在教育学生批判性理解并掌握英语语言，
进而在多种正式和非正式场合中加以运用，其中
包括培养书面与口语的语法准确性、预测和理解
书面和口语文本的能力以及了解英语学术写作惯
例，包括释义和引用等。

这一学习单元介绍了与职场上个人、团体和组织
之间的相互作用息息相关的众多相互联系的概念
和理论。你将了解组织行为如何影响组织效率。
介绍的概念涉及动机、团体动力、团队建设、组
织结构、文化、办公室政治、决策和冲突。该学
习单元以审查领导层及其在组织中所发挥的重要
作用结尾。你将清楚了解企业如何从组织行为的
理解中获益，并将你的所学付诸实践。

商业沟通
这一学习单元旨在为商业、金融、商务以及会计
领域内的沟通概念和技巧奠定必要基础。你将和
其他学生一起共同培养人际沟通技巧，并了解搭
建积极职业关系的重要性。最终，你将能够以多
类型和多模式的形式根据受众、目的、背景和文
化熟练灵活地解释并传达信息。

会计原理
通过这一学习单元，你将掌握会计原理的理解和
应用，包括为简单企业结构记录和报告会计资料
的技巧；了解财务信息在商业实践中的重要性；
掌握相关的技能和知识，并应用到准备三种标准
财务报表：损益表、资产负债表和现金流量表的
会计资料中。

商业信息系统
这一学习单元将为你介绍如何运用商业信息作为
加强决策和整体效率的手段。课程涉及组织数据
和信息的性质和形式，并着眼于不同类型的信息
管理系统。在商业领域中，数据管理和数据建模
是进行商业决策必不可少的因素。除此之外，与
使用大量数据相关的安全性和道德问题也是本学
习单元的讨论内容之一。

计量方法
这一学习单元介绍了众多商业和研究状况中进行
数据分析所使用的多种概念和技能。其中包括商
业领域中用以协助理性决策的结果沟通。该单元
涵盖了有关收集、显示和汇总数据的主题；离散
和连续随机变量；正态和二项分布；抽样分布；
统计推断和假设检验；置信区间；T检定和F检
定；回归与相关；拟合优度；卡方检验以及方差
分析。学生将学习如何使用适当的统计软件包。

管理原则
通过这一单元的学习，你将了解组织的当代性
思考以及成为经理意味着什么，并有机会通过
探索规划、领导、组织以及控制与基本原则、
理论和实践相关的管理职能，发展自己的管理
风格和技能。

为何选择在弗林德斯大
学攻读商科?
聚焦于未来
弗林德斯大学已经与福克斯商学院建立了合
作伙伴关系，旨在将最先进的创新和企业选
修课嵌入到每一门课程中。福克斯商学院是
一所以网络教学和创业学著称的美国10强
商学院，在培养商业领袖、企业家乃至专业
人士为其未来职业生涯做好准备方面享有盛
誉。学术教学优势包括：技术和创新；银行
业和金融；数字媒体和初创企业。

做好上岗准备
通过弗林德斯大学的行业实习机会，你能够
将理论付诸实践，并开始搭建职业关系网。
截至2017年，弗林德斯大学已与超过200个
主办机构建立合作，许多学生也已通过实习
实现就业。

自己当老板
弗林德斯大学商业创新孵化器(NVI)坐落在现
代化的唐思雷校区，致力于将教育与商业和
创新相结合，在弗林德斯大学创造一个行业
悟性和创业精神兼备的社区。通过NVI的企
业孵化计划，你将学习如何创业。自2014年
建立以来，NVI已：
• 创建了将近300家初创企业
• 培训了3,357人
• 获得$2,925,000 的终身集资

市场营销概论
通过这一学习单元，你将对主要的市场营销概念
及其在商业环境中的应用有所了解。课程涵盖了
营销组合、消费者行为、品牌推广、市场细分、
目标营销，整体营销规划以及战略制定等。

微观经济学
微观经济学旨在研究供求关系及其在不同市场上
的相互作用。在学习过程中，你将着眼于如何通
过分析定价以及垄断、寡头垄断和垄断竞争中的
产出决策使利润得以最大化，并确定市场失灵的
根源。

*核心赋能科目如雅思成绩低于6.0(各单项不低于5.5)
Diploma of Business. CRICOS Course Code: 097408G.
Provider: Study Group Australia Pty Limited.
CRICOS Provider Code: 01682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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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国际大一课程
备战弗林德斯大学所选工程学位，并获取12个月学分。

专为你而设

课程结构*

工程国际大一课程由弗林德斯大学国际学习中心
开设，是一门学术准备的高级课程，为国际学生
和国内学生而设，确保你为升读所选本科学位课
程做好充分准备并获取12个月学分。

课程长度: 3学期(每学期14周)，共12个月；
或2学期(每学期14周)，共8个月^。
学习科目:
3学期课程: 9门科目(包括英语沟通1科目)
2学期课程: 8门科目

确保升读弗林德斯大学
弗林德斯大学是工程学生的圣殿。通过弗林德斯
大学广受全国认可的工作实习计划，你将可获得
备受全球企业青睐的经验和技能，而大学紧密的
行业联系则有助于你掌握有关塑造行业未来的研
究与趋势的宝贵见解。
你将在大学专供理工学院使用的Tonsley校区 - 弗
林德斯大学的创新与创业中心学习。此
外，Tonsley校区还是弗林德斯大学商业创新孵化
器的所在地。自2014年建立至今，弗林德斯大学
商业创新孵化器已创建了将近300家初创企业。
一旦你顺利完成弗林德斯大学国际学习中心的工
程国际大一课程，通过为期12个月(2学期)的学习
获得相应学分，你可以选择升读下列弗林德斯大
学本科学位课程:
· BachelorofEngineering(AgricultureandBiosystems)
(Honours)工程学士(农业和生物系统)(荣誉)
· Bachelor of Engineering (Biomedical) (Honours)
工程学士(生物医学)
· Bachelor of Engineering
工程学士(土木)

(Civil)

(Honours)

12个月课程
第一学期

第二学期

第三学期

· 英语沟通1
· 数学C
· 工程设计

· 工程沟通
· 数学D
· 工程物理A

· 电子学
· 工程计算机
· 工程物理B

8个月课程
第一学期

第二学期

· 工程沟通
· 工程设计
· 工程物理A
· 数学C

· 电子学
· 工程计算机
· 工程物理B
· 数学D

第1和第2学期结束时，你至少将有2周的规定假期。

评估
在整个学习的过程中，学校会定期评估你的进步和进展，以确保你能跟上学习。
课程的评估方式将通过结合诸如作业、课堂测试、论文、演讲、项目和期末考试
来展现。

· Bachelor of Engineering(Computer and Network
Systems) (Honours)工程学士(计算机和网络系统)
· Bachelor of Engineering (Electrical) (Honours)
工程学士(电气)
· Bachelor of Engineering (Electronics) (Honours)
工程学士(电气)
· Bachelor of Engineering (Maritime) (Honours)*
工程学士(海洋)*
· Bachelor of Engineering (Mechanical) (Honours)
工程学士(机械)
· Bachelor of Engineering (Robotics) (Honours)

学习选择
课程长度

2019年2月

2019年10月

2020年2月

2020年7月

8个月
(2学期)
12个月
(3学期)
工程国际大一课程
12个月课程

工程学士(机器人学)

学习方式
面授
*最后两年在塔斯马尼亚大学的澳大利亚海事学院进行。
**学习单元授课顺序可能有所改变。
^8个月课程仅面向雅思成绩取得6.0(各单项不低于5.5)或以上的学生，这些学生无须完成英语沟通1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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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国际大一课程
8个月课程

获取12个月学分，开始攻读弗林
德斯大学学位

可供选择的学习科目如下：
英语沟通1**
这一学习单元是工程国际大一课程中的赋能科目。
这门课程旨在教育学生批判性理解并掌握英语
语言，进而在多种正式和非正式场合中加以运
用，其中包括培养书面与口语的语法准确性、
预测和理解书面和口语文本的能力以及了解英
语学术写作惯例，包括释义和引用等。

工程沟通
这一学习单元介绍了工程作为科学领域的普遍
性以及与工程师有关的核心专业沟通技能。学
生将一起共同培养人际沟通技巧，并了解搭建
积极职业关系的重要性。最终，他们将能够以
多类型和多模式的形式根据受众、目的、背景
和文化熟练灵活地解释并传达信息。

工程数学C

工程计算机

作为数学导论两学科的第一基础学科，工程数
学C提供了工程方面的基本概念和算术技巧，
这是形成科学、工程学以及高阶数学与统计学
的根本和基础。

对于有意主修工程学的学生而言，这一单元是
第一门编程课程，主要向学生介绍编程语言、
软件开发的基本工具和技术以及MATLAB和C++
等工程软件包。

该课程内容主题包括线性代数、微分学、微分
方程式和特征值、数列和级数。

涵盖的主题包括:课程涵盖了程序的结构、序
列、选择、迭代、赋值和表达、数组、操作、输
入和输出以及设计和开发原理、测试与维护等。

工程数学D
工程数学D课程建立在数学C科目学生所学到的
技巧基础上。
该课程内容涵盖的主题有：微积分、线性代数
和傅里叶分析。你可以在辅导课上讨论并实践
运用导师讲座所讲授的概念和计算方法。

电子学

工程物理A

这一学 习单元向学生介绍了 数 字和 模 拟电 子
学，其中包括基本数字电路的分析、规划和构
建以及基础有限状态机和简单微控制器电路的
设计和编程。课程将探索模拟和数字信号之间
的转换需要和过程。作为学习内容的一部分，
学生还将诠释工程任务的要求并撰写清晰的调
查和结果报告。

这是两个学习单元中的第一个单元，主要为学
生了解构成工程基础的物理概念和技术奠定必
要基础。
涵 盖的 主 题包 括 ：工 程 材料 ： 原子 结 构和 键
合、金属结构、陶瓷、聚合物和复合材料、材
料 属性 、 材料 应 用、 经 济和 环 境影 响 和电 磁
学：电荷与电场、电位、电流和电阻、磁力以
及电磁波概论。

工程设计
通过该科目的学习，学生可以在理论基础、相
关知识、以及广泛的实践和个人技能发展练习
上达到统一平衡。
涵盖的主题包括与工程项目有关的社会、经济
和环境影响、机械和电子设备调查、工程设计
的项目阶段以及工程问题的设计参数等。学生
将展示以创造性和分析性解决问题的能力、使
用以计算机为基础的工具收集、分析、评估和
提供技术信息。

工程物理B
这一学习单元与工程物理A一起提供构成工程
基础的物理概念和技术的基本知识，此外还专
注于培养你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涵盖的主题包括：力学：矢量、牛顿三大运动
定律、动量、回转运动，静力学：合成向量，
刚体的平衡；干摩擦动力学：刚体动力学，矩
心，力矩。

为什么选择在弗林德斯
大学攻读工程学?
行业联系紧密
你将通过弗林德斯大学广受全国认可的20周
行业实习计划培养上岗技能，并向老师、导
师和企业学习，他们将帮助你为进入职场做
好准备。

以创新为驱动力
你将师从那些因领导创新解决方案改善人
民生活而享有国际盛誉的研究者。借助工
程学位，你能够通过设计新产品、寻求商
业解决方案或者开发新技术使你的社区变
得与众不同。

合作文化浓厚
你将和其他学生、研究者、老师和行业专家
一起在耗资1.2亿美元建造的教学和研究专
用设施中紧密合作。

TONSLEY校区
工程学生将在Tonsley校区学习，这里是汇聚
研究、创新和创业精神共同孕育工程、医疗
设备等领域的新技术以及纳米技术的殿堂。
弗林德斯大学因其通用和土木工程学而在
2019年《泰晤士高等教育》中荣列前300名。

**核心赋能科目如雅思成绩低于6.0(各单项不低于5.5)
Diploma of Engineering. CRICOS Course Code: 097409F. Provider: Study Group Australia Pty Limited. CRICOS Provider Code: 01682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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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科学国际大一课程
备战顶尖大学的健康科学国际大一课程，培养必备的技能和经验，
对健康科学的未来产生重大影响。

专为你而设

课程结构**

弗林德斯大学国际学习中心的健康科学国际大一 课程长度: 3学期(每学期14周)，共12个月；
课程是一门高级学术准备课程，提供高达12个月 或2学期(每学期14周)，共8个月^。
学习科目:
的学分计入所选的弗林德斯大学健康科学学位。
3学期课程: 9门科目(包括英语沟通1科目)
2学期课程: 8门科目
确保升读弗林德斯大学
弗林德斯大学因其健康研究广受国内外认可，并
在创新和教学领域享誉盛誉。大学旨在为你提供
在世界任何地方从事健康行业的必备技能，你将
和世界著名的研究者共同学习，掌握必备的实践
经验，为投身健康领域拔得头筹。

12个月课程
第一学期

第二学期

第三学期

一旦你顺利完成健康科学国际大一课程，你将获
得以下弗林德斯大学本科学位课程的相应学分:

· 英语沟通1
· 进化和生态系统
· 化学导论

· 专业沟通健康
· 健康从业者实践A
· 生命科学化学

· 解剖学与生理学
· 健康从业者实践B
· 分子和生命

· Bachelor of Health Sciences (Life Sciences Major)

8个月课程^

健康科学学士学位(生命科学专业)-8学分(12个月)
· Bachelor of Health Sciences (Therapy Studies Major)
健康科学学士学位(治疗研究专业) - 8学分(12个月)
· BachelorofHealthSciences(EnvironmentalandPublic
HealthMajor)*健康科学学士学位(环境和公共健康专
业) - 7学分(高达12个月学分)
· Bachelor of Health Sciences (Nutrition Major)*

第一学期

第二学期

· 专业沟通健康
· 健康从业者实践A
· 化学导论
· 进化和生态系统

· 解剖学与生理学
· 健康从业者实践B
· 生命科学化学
· 分子和生命

第1和第2学期结束时，你至少将有2周的规定假期。

健康科学学士学位(营养学专业)*-6学分(高达12个月)
· Bachelor of Health Sciences (Health Management 评估
Major)健康科学学士学位(健康管理专业)-4学分(6个 在整个学习的过程中，学校会定期评估你的进步和进展。课程的评估方式将通
过结合诸如课堂测试、论文、报告、案例研究、口头演讲、文本分析、问题解
月)
决、实践和实验室工作以及期末考试来展现。
· Bachelor of Health Sciences (Health Promotion Major)
健康科学学士学位(健康促进专业) -4学分(6个月)
· Bachelor of Health Sciences (Public Health Major)
健康科学学士学位(公共健康专业) -4学分(6个月)
· BachelorofHealthSciences(DisabilityandCommunity
Rehabilitation Major)*健康科学学士学位(障碍和社
区康复专业) - 3学分(高达6个月)

学习方式
面授

学习选择
课程长度

2019年2月

2019年6月

2019年10月

2020年2月

2020年7月

8个月^
(2学期)
12个月
(3学期)
健康科学国际大一课程
8个月课程

健康科学国际大一课程
12个月课程

开始攻读学位，并获取6-12个月学
分计入已获批准的课程

关于课程的更多信息，包括大学开学时间和学习长度，请访问
isc.flinders.edu.au/our-courses/diploma-of-health-sciences
*8学分等同于12个月的学习，4学分则等同于6个月的学习。环境与公共卫生以及营养学专业的学生将获得少于12个月的学分(即8学分)，因此，学生需要在大学期间学习其它必修科目(由弗林德斯大学自行
决定)；残疾与社区康复专业的学生将获得少于6个月的学分(即4学分)，因此，学生必须在大学期间学习其它必修科目。
**学习单元授课顺序可能有所改变。
^8个月课程仅面向雅思成绩取得6.0(各单项不低于5.5)或以上的学生，这些学生无须完成英语沟通1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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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供选择的学习科目如下：
英语沟通1**

生命科学化学

这一学习单元是健康科学国际大一课程中的赋能
科目。

在这一单元的学习过程中，学生能够应用化学中
的基本概念描述与生物体和系统相关的化学原
理。主题将重点关注生命和生物科学中重要有机
分子的结构、功能、性质和反应。

该课程旨在教育学生批判性理解并掌握英语语
言，进而在多种正式和非正式场合中加以运用，
其中包括培养书面与口语的语法准确性、预测和
理解书面和口语文本的能力以及了解英语学术写
作惯例，包括释义和引用等。

解剖学与生理学
这一学习单元从器官系统层面向学生介绍正常人
体生理学的结构和功能。尽管以系统方法为主，
但仍鼓励学生从细胞和组织层面考虑人体解剖学
和生理学。

进化和生态系统
这一学习单元围绕动物、植物和微生物的多样
性、所选生物群体结构和功能之间的关系、生物
体如何适应其环境及相互作用为中心。此外还涉
及生物体及其生存环境历经数代的变化方式。

分子和生命
该学习单元旨在从细胞层面向学生介绍生物体，
并以单细胞和多细胞生物的发展为重点。课程将
阐明遗传信息的性质、复制与表达。学生将加深
对细胞内和细胞间过程以及与生物体外部环境之
间相互作用的理解。

专业沟通健康
通过该单元的学习，学生将对职业健康领域的沟
通本质以及与健康专业人士相关的核心专业沟通
技能有所了解。学生将一起共同培养人际沟通技
巧，并了解搭建积极职业关系的重要性。最终，
他们将能够以多类型和多模式的形式根据受众、
目的、背景和文化熟练灵活地解释并传达信息。

健康从业者实践 A
这一学习单元主要介绍了澳大利亚的医疗保健系
统，并对一系列健康行业的角色及其运作以及在
多学科医疗保健中的互动方式进行比较。

为何选择在弗林德斯大
学攻读工程学?
健康研究和高级学习的领头羊
弗林德斯大学因其突破性的健康研究、优质
教学、持续创新以及先进的学习技术而举世
闻名，它将帮助你培养必备的知识和批判性
思维，为从事医疗卫生领域的一系列工作做
好准备。
你得益于最优质的教学方式、尖端技术、医
疗设备和设施。你将与世界知名的研究者共
同学习、使用最先进的临床技能和校园模拟
实验室。
弗林德斯大学是南澳大利亚唯一一所拥有校
内教学医院的大学，能够为你提供宝贵的实
践经验，指导你的健康科学事业发展。

加入一个快速发展的刺激行业
弗林德斯大学的健康科学学位有助于你为从
事健康领域职业打下坚实基础，为你带来攻
读一系列专业和科目的自由。
享有灵活的学位选择，以及毕业时已做好准
备投身于世界各地的朝阳领域。

健康从业者实践 B
主题主要围绕人口为中心，探讨医疗保健的实践
背景，并检验在不同人群或疾病类别中组织实践
的方式，如原居民、精神病患者、老年人、农村
保健和性、药物和身体健康等。重点在于通过检
验疾病和实践的生活经验，为学生提供一个可持
续发展自身专业实践理念的框架。

化学导论
这一学习单元向学生介绍了化学的某些基本概
念以及我们在原子和分子层面上对物质的理解
如何使 我们能够描述和预测 相 位的 反 应和 变
化。学习完这一主题后，学生将做好准备把所
培养的思维和工具应用到化学、生物学和健康
学的深入学习中。

**核心赋能科目如雅思成绩低于6.0(各单项不低于5.5)
Diploma of Health Sciences: CRICOS Course Code: 097410B. Study Group Australia Pty Limited. CRICOS Provider Code: 01682E

isc.flinders.edu.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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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科硕士预科课程
为在弗林德斯大学攻读商业硕士学位、在阿德莱德中央商务区学习、近距离
接触顶尖雇主做好准备。

专为你而设

会计硕士

实习机会

专门为国际学生而设，商科硕士预科课程是一门
高级英语语言和学术准备课程。该课程将为你升
读以下硕士学位课程中的其中一门做好准备:

该学位是实践和理论的完美结合，旨在帮助你
成为一名成功的会计和金融专业人士做好准
备。毕业生还有资格成为澳大利亚专业会计机
构的成员。

作为硕士学位课程的一部分，你将有机会参与行业
实习或行业项目，给予你雇主所青睐的额外经验。

课程类型

会计与金融硕士

我们提供两种商科硕士预科课程 – 快捷课程和标准
课程。

· Master of Business商业硕士
· Master of Accounting会计硕士
· Master of Accounting and Finance会计和金融硕士
· Master of Accounting and Marketing会计和市场营
销硕士

确保升读弗林德斯大学
一旦你顺利完成该课程，你将确保升读弗林德斯
大学的商业硕士学位课程、会计硕士学位课程、
会计和金融硕士学位课程或会计和市场营销硕士
学位课程。

商业硕士 (MBUS)

该学位旨在培养你成长为一名成功的会计和金
融专业人士。你将参考道德标准、全球化和可
持续发展事宜，探索会计和金融专业人士在我
们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此外，毕业生还有资
格成为澳大利亚专业会计机构的成员。

快捷课程结构
课程长度: 1学期(14周)，共4个月
学习科目: 4门科目(1门英语和3门与商业相关的科目)

标准课程结构

会计和市场营销硕士
该学位结合了实践和理论知识，强调专业会计技
能和市场营销概念相结合。此外，毕业生还有资
格成为澳大利亚专业会计机构的成员。

课程长度: 1学期(14周)，共4个月
学习科目: 8门科目(2门英语和6门与商业相关的科目)

学习方式
面授

该学位主要为学生培养坚实的商业基础。其目
的在于培养学生必备的技能，进而在不同的行
业大展身手。MBus可以选择专业，也可以不作
选择。专业包括:

第 1和 第 2学 期 结 束 时 ， 你 至 少 将 有 2周 的 规 定 假
期。

· Finance金融
·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人力资源管理
· International Business国际商务
· Marketing市场营销

学习选择
课程长度

2019年2月

2019年6月

2019年10月

2020年2月

4个月
(1学期)
8个月
(2学期)
硕士预科快
捷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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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预科标
准课程

在弗林德斯大学开始你的硕士
学位课程

2020年7月

可供选择的学习科目如下:
英语沟通1

人力资源管理

多元化管理

该科目培养你在正式和非正式场合中对英语的运
用和批判性理解。你将学到写作和口语方面语
法的精确表达、语感以及对书面和口头文字的理
解。此外，你对英语学术文章，如意译和引用的
理解也将得到提高。同时，你还有机会执行你的
阅读计划，研究、选择、综合处理信息，讨论和
发表有关学术主题的内容。

该科目为学生介绍人力资源管理知识。课程内容
包括人力资源管理角色、人力资源规划、法律和
人力资源管理、包括工作生活平衡的岗位分析和
设计、招聘和刷选、绩效管理、薪酬和培训以及
发展空间。该科目同时也为有意向攻读诸如劳动
市场分析和人力资源规划等专业课程的学生打下
基础。

该课程以澳大利亚和亚太地区的企业组织为研究
对象，介绍在这些企业的社会、商业和法律背
景下该如何管理一支多元化的员工队伍，晓以理
论，结合实践。涉及的主题包括多元化的理论和
政治背景、澳大利亚劳动力和工作场所的多元
化、多元化的形式及其包含的内容、方法多元
化、在工作场所推广多元化以及人力资源管理等
内容。

英语沟通2

国际商务

该科目建立在英语沟通目所涵盖的知识和技能
上。你将学习如何评估和批判性地分析文章、筛
选和综合提炼信息及得出结论、撰写和编辑参考
论文、参与团队讨论、做简短讲话或演讲。

该科目教授学生对日益全球化的国际商业的认
识。你会了解到在外国市场进行贸易或投资时，
有哪些交叉的力量会对企业产生影响。另外，你
还可以见识到改革在驱动全球化增长方面所产生
的重大作用，学习批判性地思考这些问题，研究
一个企业应该如何在这个日新月异的商业环境中
持续发展，获得成功。

企业家精神和小型企业
该科目注重企业家精神概念及其在经济体系下
的重要性、成为一名成功的企业家所需的技能
和知识。该课程内容涵盖中小型企业(SMEs)的
角色和重要性、规划建立一个新企业、竞争优
势、市场营销策略和金融选择，以及企业所有
权的不同形式。

澳大利亚经济
该科目将回顾澳大利亚经济结构以及为达成不同
目标所做出的表现，也介绍经济政策相关事宜，
内容包括政府干涉、税收、移民、保护、工资调
企业和社会领导力 整、外商投资和金融体系。

企业和社会领导力
该科目旨在培养学生跟企业和社会相关的领导能
力。课程内容涵盖领导力的属性及其重要性、
领导力和管理的差异、领导力种类以及它们对商
业、社会和追随者的影响。

学习科目可能会有所变化。
Pre-Masters Business Program CRICOS Course Code: 085892M. Pre-Masters Business Program (Accelerated) CRICOS Course Code: 085891A.
These courses will be delivered by Study Group Australia Pty Limited trading as Flinders International Study Centre on behalf of Flinders University.
Study Group Australia Pty Limited, trading as Flinders International Study Centre CRICOS Provider Code: 01682E. Provider: Flinders University. CRICOS Provider Code: 00114A.

isc.flinders.edu.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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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英语准备课程
提高你的英语技能，帮助你实现学业上的成功。

学习必要技能

我们了解你的需求

入学要求

在开始弗林德斯大学国际学习中心或弗林德斯大
学课程之前，如果你需要提高英语语言技能，学
术英语准备(AEP)课程是你理想的选择。

我们高素质的老师在英语作为第二语言(ESL)领域
拥有丰富的经验。他们都了解国际学生的需求，
在小班教学模式下，为学生提供高水准的学生关
怀和支持。

每顺利完成一个级别的英语，就等同于提高0.5的
雅思成绩。

你将用英语学习如何进行团队合作、演讲、进行
研究、有效的听力和做笔记以及进行正式写作。
各个水平的学生都将通过有组织的活动提升其
听、说、读、写技能:
·通
 过一系列对话和学术任务，加强学生鉴别要
点和总体思路、记录笔记以及互动线索的能
力，磨练其听力技能
·借
 助上下文线索、预测、批判性分析以及略读
和查读细节与意义，提高学术文章的阅读技能
·通
 过词汇和句法的发展以及对衔接手段、段
落、论文结构、释义、引用和自我编辑的理解
加强写作技能
·通
 过对话、演讲和短片制作提高发音、流畅和
准确性等口语技能。

学习方式
面授

评估
届时学校将通过一系列正式和非正式评估任务对
学生进行评估，检查课程的教学目标和学习成
果，并制定各个水平的累积评估任务。

课程结构
AEP课程每10周为一学期。根据你目前的英语水
平，你可以选择10周、20周、30周、40周或50周
的AEP课程。

AEP级
别

英语水平
要求

可升读

AEP 1

4.0

AEP 2

AEP 2

4.5

AEP 3 和大学预科延伸课程

AEP 3

5

AEP 4和大学预科标准课程

AEP 4

5.5

AEP 5和国际大一课程、
商科硕士预科快捷课程以
及弗林德斯大学课程(雅
思成绩需为6.0，各单项不
低于6.0)

AEP 5

6

弗林德斯大学课程(雅思
成绩需为6.5，各单项不
低于6.5)

每个为期10周的学习期结束时会有至少1周的规
定假期，之后再进入下一学习期。

学习选择
对学术英语准备课程开学时间 (有效期仅为2019
年):
· 1月7日
· 2月18日
· 3月25日

· 4月29日
· 6月17日
· 7月22日

· 8月26日
· 10月14日
· 11月18日

学习成果
这一课程的某些主要学习成果包括:
英语语言

学术

在日常社交场合自信有效地发起并维持一般性对话

使用各种资源培养研究技能

撰写正确的书面文本，流畅准确地传达不同主题和类型的
意思
理解直接听到的以正常速度播放的文本

使用批判性思维技能评估文本、质疑想法并支持论点

以合理速度理解各种书面文本的含义并识别其结构特征

顺利完成本课程的学生将可获得结业证书

培养一般学习技能

准确恰当地使用所有基本动词时态并展示在明确背景下使
用更高级时态的知识

关于学习成果的详细列表，请访问: isc.flinders.edu.au/our-courses/academic-english-preparation-(aep)
更详细的学习成果将在每个学习模块开学时介绍。
请注意: 并不是所有等级的EAP在每个开学时间都有开设。而你的开学时间将根据你的英语水平由招生中心决定。对一个或两个单项有
突出表现的学生，招生中心可能会为其提供一个更高水平的15周EAP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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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ademic English Preparation (AEP). CRICOS Course Code: 085947A.
Study Group Australia Pty Limited. CRICOS Provider Code: 01682E.

学生培训和过渡课程
为确保你拥有一场无与伦比的学生体验，你将获邀参加弗林
德斯大学国际学习中心的新生培训与过渡课程。

培训课程

职业课程

弗林德斯大学国际学习中心的3日制新生培训课
程旨在为你提供抵达阿德莱德时需要掌握的相关
信息。在上课期间，你将有机会:

以你的未来己任，我们要弗林德斯大学国际学习
中心的所有课程中均植入CAREER计划。

· 认识你的新老师
· 与其他学生联系
· 了解校园
·进
 一步了解弗林德斯大学国际学习中心的科目
和课程。
此外，该课程还包括团队建设活动以及一场阿德
莱德之旅。

过渡课程

职业课程旨在培养你成为一名自信、技艺精湛、
高度称职的毕业生，进而在当今竞争激烈的毕业
生就业市场上拔得头筹。

职业课程将为你提供:
· 职业与求职的相关信息
· 澳大利亚就业条件的相关信息
· 通过志愿者服务获取工作经验的机会
· 简历撰写技能

这一课程旨在帮助你适应阿德莱德的新生活，并
成功过渡到弗林德斯大学。你将学习相关技能，
帮助你成长为一名更优秀的学生，高效学习，为
升读大学和就业做好准备。你将有机会认识弗林
德斯大学的讲师和教学人员。此外，作为弗林德
斯大学国际学习中心的学生，你还将受邀参加各
种社交和团队建设活动，如运动日和前往阿德莱
德及其周边地区的景点旅行等。
借助这一课程，你将有众多机会结交新朋友、适
应新生活，并大大提高你的学习和就业技能。

isc.flinders.edu.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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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宿舍
在弗林德斯大学国际学习中心学习、入住大学校园，充分
体验学生生活。
在校园内生活

校外住宿

弗林德斯大学是南澳大利亚唯一一所你能在校园
内生活和学习的大学。这是体验友谊、支持和社
交机会的好方法，也是弗林德斯大学如此适合生
活和学习的魅力所在。

如果你想住在校外，这里有很多价位适宜的学生
住宿可供选择，从公寓到其他学生合租的宿舍。
不仅如此，2017年弗林德斯大学还因学生住宿的
经济实惠性而被评选为澳大利亚的第一大学校园
(rent.com.au)。

安全热情

更多信息，请浏览网站flinders.edu.au/living

住在校园里，你能够加入一个安全友善的学生社
区，结交新朋友、参加一系列有趣的活动。

DEIRDRE JORDAN 宿舍
学生宿舍地处主校区中心位置，步行5分钟即可
到达弗林德斯大学国际学习中心。该宿舍可容纳
300名学生，是自炊式宿舍，包括起居室、园景
花园、以及可烧烤和停车的户外庭院。所有房间
均为单人房，这意味着你能够尽情享受私人空间
的舒适。

学生卧室配有:
· 单人床
· 大尺寸书桌
· 学习椅
· 衣柜
· 电话和网络接口

联排式住宅配有:
· 公共生活区/餐厅区
· 配备齐全的厨房
· 浴室和卫生间设施
· 卧室
· 安全可上锁的个人储物空间
· 可使用洗衣设施

其他好处包括:
·轻
 松使用校园里的学生服务和设施
·享
 受完整的膳食计划(周一至周五)，含早、
午、晚三餐。你也可以自己煮饭
·雇
 佣高年级和研究生作为宿舍协调员提供建议
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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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当地家庭同住
你也可以选择跟当地家庭同住，即家庭寄
宿。你的寄宿家庭将提供一个安全的支持
性环境，你能够享受一日三餐并拥有自己
的卧室。未满18周岁的学生必须选择家庭
寄宿。
针对未满18周岁学生的住宿、支持与公共
福利安排，弗林德斯大学国际学习中心有
特定的政策与程序。这些安排旨在保护和
支持弗林德斯大学国际学习中心的所有未
成年学生。
欲知更多信息，请前往 isc.flinders.edu.au/
information/fisc-policies-and-procedures
下载SGA18周岁以下学生安全与健康政策
与程序
弗林德斯大学国际学习中心与澳大利亚家
庭寄宿工作联盟(AHN)签订合同，提供安
全、热情的优质住宿。所有AHN寄宿家庭均
需通过严格的注册程序，包括培训、警方
检查、个人访谈和家庭检查等。
AHN寄宿家庭均经过培训，协助国际学生
融入澳大利亚及其新社区。AHN寄宿家庭
的学生可入住当地家庭，拥有一个无微不
至的家庭环境、一个干净整洁带有家具的
房间，并享受每日膳食以及来自寄宿家庭
和AHN的持续支持。
更多信息，请访问homestaynetwork.org。

International Student Course Guide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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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林德斯大学
国际学习中心入学要求
我们课程的英语语言和学术入学要求。

英语语言
课程名称

AEP水
平

雅思学术

托福PB

托福IBT

PTE

CAE

大学预科课程- 延伸

AEP 2

5.0 (所有单项不低于5.0)

500 (TWE 4)

45 (写作不低于21)

42 (写作不低于42)

154

大学预科课程- 标准

AEP 3

5.5 (所有单项不低于5.5)

513 (TWE 4)

59 (写作不低于22)

46 (写作不低于46)

162

商科国际大一课程(12个月)

AEP 3

5.5 (所有单项不低于5.0)

513 (TWE 4)

59 (写作不低于21)

46 (写作不低于42)

162

商科国际大一课程(8个月)
– 仅面向雅思取得 6.0或以上的学生

AEP 4

6.0 (所有单项不低于5.5)

550 (TWE 4)

68 (写作不低于22)

50 (写作不低于46)

169

工程国际大一课程(12个月)

AEP 3

5.5 (所有单项不低于5.0)

513 (TWE 4)

59 (写作不低于21)

46 (写作不低于42)

162

工程国际大一课程(8个月)
– 仅面向雅思取得 6.0或以上的学生

AEP 4

6.0 (所有单项不低于5.5)

550 (TWE 4)

68 (写作不低于22)

50 (写作不低于46)

169

健康科学国际大一课程(12个月)

AEP 3

5.5 (所有单项不低于5.0)

513 (TWE 4)

59 (写作不低于21)

46 (写作不低于42)

162

健康科学国际大一课程(8个月)
– 仅面向雅思取得 6.0或以上的学生

AEP 4

6.0 (所有单项不低于5.5)

550 (TWE 4)

68 (写作不低于22)

50 (写作不低于46)

169

商科硕士预科课程- 标准

AEP 3

5.5 (所有单项不低于5.0)

513 (TWE 4)

59 (写作不低于21)

46 (写作不低于42)

162

商科硕士预科课程- 快捷

AEP 4

6.0 (所有单项不低于5.5)

550 (TWE 4)

68 (写作不低于22)

50 (写作不低于46)

169

关于弗林德斯大学入学要求的最新列表，请浏览网站isc.flinders.edu.au/entry-requir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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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
国家

大学预科课程 – 延伸
课程

大学预科课程 – 标准
课程

商科国际大一课程*

理科国际大一课程**

健康科学国际大一课程^

澳大利亚

11年级(相关科目成绩50% )

11年级(相关科目成绩60% )

12年级 - ATAR 50

12年级 - ATAR 50

12年级 - ATAR 50

中国

完成高二 - 平均成绩为60%

完成高二 - 平均成绩为65%

完成高三 - 平均成绩为70%

完成高三 - 平均成绩为70%

完成高三 - 平均成绩为70%

中国香港

完成Form 5，且4门学术科目
成绩满意

完成Form 5，且4门学术科目
成绩满意

香港中学文凭考试 - 相关3门
学术科目成绩达到2门2分及
1门3分

香港中学文凭考试 - 相关3
门学术科目成绩达到2门2分
及1门3分

香港中学文凭考试 - 相关3门
学术科目成绩达到2门2分及
1门3分

印度

11年级(HSC) - 学术科目平均
成绩40%

11年级(HSC) - 学术科目平均
成绩50%

12年级(HSC) - 平均分50%

12年级(HSC) - 平均分50%

12年级(HSC) - 平均分50%

印度尼西亚

SMA2 - 4门学术科目65%

SMA2 - 4门学术科目70%

SMA3 - 4门学术科目70%

SMA3 - 4门学术科目70%

SMA3 - 4门学术科目70%

伊朗

11年级，学术成绩达到12 / 20

11年级，学术成绩达到14 / 20

大学预备证书
(Peesh Daneshgah) - 最后一年
平均成绩达到10

大学预备证书
(Peesh Daneshgah) - 最后一年
平均成绩达到10

大学预备证书
(Peesh Daneshgah) - 最后一年
平均成绩达到10

日本

Kotogakko / 高中二年级证书 学术科目达到Grade 2 - 3

Kotogakko / 高中二年级证书 学术科目达到Grade 3 - 4

Kotogakko / 高中三年级证书 学术科目达到Grade 3

Kotogakko / 高中三年级证书 学术科目达到Grade 3

Kotogakko / 高中三年级证书 学术科目达到Grade 3

肯尼亚

KCSE四门相关科目达到D

KCSE两门相关科目达到C，两
门相关科目达到D

KCSE平均成绩达到'C'

KCSE平均成绩达到'C'

KCSE平均成绩达到'C'

韩国

高中二年级证书，成绩为6 - 7

高中二年级证书，成绩为5 - 6

高中三年级证书，成绩为5 - 6

高中三年级证书，成绩为5 - 6

高中三年级证书，成绩为5 - 6

科威特

Shahadat-al-thanawia-al-a'ama
/ 普通高中证书(12年级)，平
均学术成绩达到60%

Shahadat-al-thanawia-al-a'ama
/ 普通高中证书(12年级)，平
均学术成绩达到70%

普通高中证书，4门学术科目
平均成绩80%

普通高中证书，4门学术科目
平均成绩80%

普通高中证书，4门学术科目
平均成绩80%

中国澳门

Form 5 / 高中2年级 - 60%

Form 5 / 高中2年级 - 65%

Form 6 / 高中3年级 - 70%

Form 6 / 高中3年级 - 70%

Form 6 / 高中3年级 - 70%

墨西哥

Bachillerato证书 - 4门相关科
目6.0/60%

Bachillerato证书 - 4门相关科
目6.5/65%

完成Bachillerato以及本科/大
专一年级

完成Bachillerato以及本科/大
专一年级

完成Bachillerato以及本科/大
专一年级

尼泊尔

高中证书(10 + 1) - 合格

高中证书(10 + 1) - Second
Division合格

HSC 12年级 - GPA 2.01

HSC 12年级 - GPA 2.01

HSC 12年级 - GPA 2.01

巴基斯坦

高中证书(10 + 1) - 合格

高中证书(10 + 1) - Second
Division合格

HSC 12年级 - 平均分50%

HSC 12年级 - 平均分50%

HSC 12年级 - 平均分50%

沙特阿拉伯

Tawjihiyah / 普通高中教育证
书学术成绩达到60%

Tawjihiyah / 普通高中教育证
书学术成绩达到65%

Tawajiyah 12普年级或美国高
中文凭- 学术科目平均成绩
达到80%

Tawajiyah 12普年级或美国高
中文凭- 学术科目平均成绩
达到80%

Tawajiyah 12普年级或美国高
中文凭- 学术科目平均成绩达
到80%

新加坡

新加坡O Levels (forecast/
prelim/actual) - 五门学术科目
达到35或低于35

新加坡O Levels (forecast/
prelim/actual) - 五门学术科目
达到30或低于30

新加坡A Levels理工学院文凭
课程两门通过 - 平均成绩级1.5

新加坡A Levels理工学院文
凭课程两门通过 - 平均成
绩级1.5

新加坡A Levels理工学院文凭
课程两门通过 - 平均成绩级1.5

斯里兰卡

斯里兰卡 O levels - 4门通过

斯里兰卡 O levels - 4门学术科
目成绩C

完成A Levels且2门通过

完成A Levels且2门通过

完成A Levels且2门通过

台湾地区

高中二年级平均成绩60%

高中二年级平均成绩65%

高中毕业证书(SH3) - 70%

高中毕业证书(SH3) - 70%

高中毕业证书(SH3) - 70%

泰国

Matayom 5，学术科目平均成
绩达到2.0

Matayom 5，学术科目平均成
绩达到2.2

Mathayom 6 - 平均成绩2.3

Mathayom 6 - 平均成绩2.3

Mathayom 6 - 平均成绩2.3

土耳其

Devlet Lise Diplomasi / 州高中
文凭学术科目成绩达到1-2

Devlet Lise Diplomasi / 州高
中文凭学术科目成绩达到2
或以上

Devlet Lise Diplomasi with a
GPA of 4.0

Devlet Lise Diplomasi with a
GPA of 4.0

Devlet Lise Diplomasi with a
GPA of 4.0

英国

GCSE 4门相关科目成绩D

GCSE 4门相关科目2门C，2
门D

A Level 2门通过

A Level 2门通过

A Level 2门通过

越南

11年级 - GPA of 6.5

11年级 - GPA of 7.0

12年级 - GPA 6.0

12年级 - GPA 6.0

12年级 - GPA 6.0

*推荐数学 **数学为必选(建议物理) ^推荐生物和化学

硕士预科课程的学术入学要求
顺利完成3年制(3年全日制)学位课程不等同于获得澳大利亚学历资格框架(AQF)学士学位。

isc.flinders.edu.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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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弗林德斯大学国际学习中心，这里的
教学人员真的很乐于助人、耐心体贴和
敬业。
他们交游广阔，在支持国际学生方面经验
丰富。感谢弗林德斯大学国际学习中心，
我的英语技能有了很大的提升。
我就读于健康科学学士学位，主修生命科
学。之后我希望攻读物理治疗硕士。我渴
望成为一名马匹动物物理治疗师。”
Caroline来自法国
目前正在攻读健康科学学士
曾攻读预科课程

isc.flinders.edu.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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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申请

第二步
第一步
完整填写入学申请表中的所有栏目。
通过isc.flinders.edu.au申请，或与你当地的授
权代理联系。

附上以下文件:

· 经认证的学历复印件(需提供英文翻译件)
· 英语水平证明
· 护照、签证或出生证明复印件

直接申请
将填写完整的申请表连同以下第二步所列文
件一同发送至招生中心邮箱。
Admissions Centre
T:+61 2 8880 5607
E: anziscadmissions@studygroup.com

通过当地教育代理申请
将填写完整的申请表及第二步中所列的支持
文件一并提交至你当地的教育代理。
若需要查询当地已授权的弗林德斯大学国际
学习中心代表，可访问网站：
isc.flinders.edu.au/how-to-apply

第三步
将你的申请提交至当地的教育代理或直接发邮
件到弗林德斯大学国际学习中心的邮箱
anziscadmissions@studygroup.com

第四步
我们会审核你的申请，并以书面形式通知你
录取结果。

关于我们的取消和退款政策的详细信息，请登陆弗林德斯大学国际学习中心网站: isc.flinders.edu.au/
information/terms-and-conditions查阅条款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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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 application for admission
Please print clearly in English and in BLOCK letters. Please tick boxes where appropriate.

Local representative information
Agent name

Agent URN

Student details
Family name

Other names

Figure 4: Horizontal configuration
Mono version—PMS 282

Title

17

Date of birth (dd/mm/yyyy)

Age

Country of birth

Gender: Male

Female

(please tick)

Nationality

Are you a Citizen or Permanent Resident of Australia? Yes

No

(please tick)

Home address
City

State/Province

Country

Postcode

Home telephone number (including country code)

Mobile telephone number (including country code)

Email

Parent/alternative contact details
Name

Relationship to student

Home address (if different from student address)
City

State/Province

Country

Postcode

Home telephone number (including country code)

Mobile telephone number (including country code)

Business telephone number (including country code)

Fax number (including country code)

Email

Visa details
Do you have a current Australian Visa? Yes
Are you applying for a Student Visa?

Yes

No

(please tick)

No

If Yes, please provide a copy of your current visa.

Visa type
Have you had a previous visa rejection?

Visa subclass
Yes

No

Year of arrival

(please tick)

(please tick)

Visa expiry date

From which country?

What type of visa did you apply for?

Passport details
Passport number

Passport expiry date

Please provide a copy of your current passport

English language
All international students must demonstrate an acceptable level of English proficiency to gain admission to the FISC academic programs. Please provide evidence of
your English language proficiency by submitting your English language test results taken in the last two years.

Academic IELTS (Score) Overall

Listening

Reading

Writing

Speaking

Other (please supply)
For all other tests accepted by the Admissions Department, please refer to isc.flinders.edu.au

Previous education
Please attach verified copies of all academic transcripts or reports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Name of qualification

Year awarded

Name of school/college/university
Country/State

Language of instruction

If you are currently completing a qualification, please indicate when you expect to complete this study (mm/yyyy)

Course selection
Start date (dd/mm/yyyy)

Academic English Preparation		
Foundation program (Standard)

February

June

October

Year

Foundation program (Extended)

February

June

October

Year

Diploma of Business

February

June

October

Duration

8 months

12 months

Year

Diploma of Engineering

February

June

October

Duration

8 months

12 months

Year

Diploma of Health Sciences

February

June

October

Duration

8 months

12 months

Year

Pre-Masters Business Program

February

June

October

Duration

4 months

8 months

Year

Package program offer
Do you wish to receive a conditional packaged Letter of Offer from Flinders University Yes
Will you apply for a visa to cover the undergraduate/postgraduate program Yes

No

No

(please tick)

(please tick)

Undergraduate offer – The Undergraduate course I would like to study at Flinders University is: (in order of preference)
Preference 1

Major

Preference 2

Major

Preference 3

Major

Postgraduate offer
Master of Business (Specialisations)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Finance

Master of Accounting

International Business

Master of Accounting and Finance

Marketing

(please tick)

Master of Accounting and Marketing

Caregiver arrangements
If you are under 18 years of age, do you require the College to recommend a Caregiver? Yes

No

(please tick)

Caregivers name
Caregivers address in Australia

Accommodation
Do you require assistance with accommodation? Yes

No

(please tick)

If Yes, please provide details below.

Residence* (for students over 18, subject to availability)

What type of accommodation do you require? Homestay (single)

(please tick)

For Homestay option please arrange directly with homestaynetwork.org

Disability
Do you have a disability, impairment or long-term medical condition which may affect your studies? Yes
Acquired brain impairment

Hearing/Deaf

Intellectual

Learning

Physical

No

(please tick)

If Yes, please indicate the area/s of impairment:

Medical condition

Mental illness

If you have a disability, would you like to receive advice on support services, equipment and facilities which may assist you? Yes

No

Mobility

Vision

(please tick)

Airport transfer For Airport Transfer requests please contact homestaynetwork.org
OSHC details (if applicable)
Do you currently hold an OSHC policy? Yes

No

(please tick)

If Yes, please provide details below.

Name of OSHC provider
OSHC membership number

OSHC expiry date

For your convenience, OSHC will be included automatically on your invoice unless your provide us with details of your alternative policy.

Declaration and signature (This application must be signed; otherwise it will not be accepted)
I wish to be considered for admission to the course(s) I have shown on this application form. I agree that where I do not meet the entry requirements for the selected course or suite of courses, that I will be offered an
alternative Study Group course. I declare that to the best of my knowledge the information supplied within this application and the documentation supporting it is correct and complete. I acknowledge that the provision
of false or misleading information may result in non-acceptance of the application or immediate exclusion from Flinders International Study Centre (FISC). I agree that I have been given the opportunity to be fully informed
of all course and regulatory requirements related to my enrolment. I agree to be bound and abide by all conditions, terms, policies, and procedures applicable to my enrolment as amended from time to time. I authorise
Flinders International Study Centre (FISC), where necessary, to obtain from any other educational institution evidence of my academic records or seek other corroborating evidence with respect to my application. I also
understand that Flinders International Study Centre (FISC) is required under Section 19 of the ESOS Act 2000, to inform the Department of Home Affairs about changes to my course enrolment and any breach of my
student visa conditions relating to satisfactory academic performance. I also understand that under the provisions of the ESOS Act 2000, Flinders International Study Centre (FISC) may release information provided in
this application to Australian Commonwealth and State agencies.
Flinders International Study Centre (FISC) is bound by the Privacy Act 1988 of the Commonwealth of Australia. FISC collects and uses any personal information provided to itself in accordance with the Act. The type of
information and the use and disclosure of that information without any prior approval is set out in the Privacy Policy which can be found at isc.flinders.edu.au. By signing this application I acknowledge that I have read
the Privacy Policy and consent to the use and disclosure of my personal information as set out in the Privacy Policy.

Signed (Student)

Date (dd/mm/yyyy)

Signed (Parent/Legal Guardian*)

Date (dd/mm/yyyy)

* If applicant is under the age of 18
Note

1. Information provided may be made available to Commonwealth and State
agencies and the Director of the Tuition Protection Service, pursuant to
obligations under the ESOS Act 2000 and the National Code.

2. A
 ny school-aged dependants accompanying overseas students to Australia
will be required to pay full fees if they are enrolled in either a government or
non-government school.

Send your application to:
T: +61 2 8263 1888 E: anziscadmissions@studygroup.com or to your local representative
Study Group Australia Pty Limited, trading as Flinders International Study Centre. CRICOS Provider Code: 01682E

ABN 88 070 919 327

弗林德斯大学国际学习中心
开学日期、学费和其他费用
课程

课程长度

学术英语准备课程(AEP)

10周学期

2019课年新生培训日

标准课程
预科课程
延伸课程

12个月
商科国际大一课程
8个月
12个月
工程国际大一课程
8个月
12个月
健康科学国际大一课程
8个月
快速课程
商科硕士预科课程
标准课程

2019年课程开学

学费 (AU$)

详见36页

每周$425

2019年2月18日

2019年2月25日

2019年6月17日

2019年6月24日

2019年10月14日

2019年10月16日

2019年2月18日

2019年2月25日

2019年6月17日

2019年6月24日

2019年10月14日

2019年10月16日

2019年2月18日

2019年2月25日

2019年6月17日

2019年6月24日

2019年6月17日

2019年6月24日

2019年10月14日

2019年10月16日

2019年2月18日

2019年2月25日

2019年6月17日

2019年6月24日

2019年6月17日

2019年6月24日

2019年10月14日

2019年10月16日

2019年2月18日

2019年2月25日

2019年6月17日

2019年6月24日

2019年6月17日

2019年6月24日

2019年10月14日

2019年10月16日

2019年2月18日

2019年2月25日

2019年10月14日

2019年10月16日

2019年6月17日

2019年6月24日

2019年10月14日

2019年10月16日

其他费用

费用 (AU$)

注册费–必须在第一次付款时支付并且不予退还

$335 (一次性支付)

学生设施费

$273 (每年)*

课本费

每门课程$300-$500

*Subject to change

住宿费

每周费用(AU$)

关于校园内Deidre Jordan Village宿舍费用，可浏览网
站flinders.edu.au/living

$250

学生保险
所有国际学生在留学澳洲期间，须购买涵盖‘签证有效期长度’的海外学
生医疗保险(OSHC)。该海外学生医疗保险在你的录取通知书中体现，并与
第一次费用共同支付。更多信息，请浏览网站 isc.flinders.edu.au.
请注意：学费、住宿和其他费用均用澳元(AU$)来计算并可能会有所变动。

$24,300

$33,000

$26,300
$23,800
$30,500
$28,000
$32,000
$29,500
$10,200
$18,800

住宿
• 寄宿家庭: 每周每人$195 - 310
•租房: 每周每人$350 - $450*
其他生活成本*
• 一餐，经济型餐厅: $17.00
• 快餐: $10.00
• Cappuccino咖啡(普通): $4,22
• 生活用品:$70.00(每周)
• 交通(每月): $99.00
• 电影票(学生价): $15.00
• 每月基本公摊费用
(电、暖气、水、垃圾费): $259.17
• 网费(每月): $76.86
*信息来源于生活成本比较网站Numbeo
生活成本仅供参考且可能会有所差异。
更多信息，请访问isc.flinders.edu.au/fees.
关于阿德莱德生活成本的更多信息，请访问numbeo.com/
cost-of-living.

我方保留随时更改课程学费、学费以外费用以及其他课程细节的权利。作为学习内容的一部分，我方可能要求学生参加远足并支
付远足费用。此外，学生还需购买上课所需的教科书。当前费率信息详见我方网站：isc.flinders.edu.au.
欲了解关于开学时间、费用和费用分期付款的更多信息，请访问网站isc.flinders.edu.au或发邮件至anziscadmissions@studygroup.
com

47

Admissions Centre
T +61 2 8880 5607
E anziscqueries@studygroup.com

Flinders International Study Centre
Sturt Drive
Bedford Park SA 5042, Australia

如果你是学生，请浏览网站:
isc.flinders.edu.au
如果你是代理，请浏览网站:
agent.studygroup.com
Follow us on Facebook.com/flindersinternationalstudycentre
#FISCLife

弗林德斯大学国际学习中心隶属于学习集团。学习集团是国际教育领域的领导者，旨在帮
助学生通过接受改变终生的学习体验，为取得国际学术成功和高薪厚职做好准备。2017
年，超过60,000名来自150个国家的学生加入学习集团的遍及英国、欧洲、美国、加拿
大、澳大利亚及新西兰的项目中。
了解更多，请浏览网站studygroup.com

免责声明：本手册为学生提供相关信息而编写。在本手册编写出版时，校方已尽一切可能确保手册所提供全部信息的真实准确。一切因使用本手
册所引致的任何错误行为或后果，学习集团澳洲有限公司均不承担任何形式的责任。本手册的所有内容及图片之版权均属学习集团和弗林德斯大
学国际学习中心(FISC)所有，未经许可不得擅自复制印刷。本手册中的所有信息为2018年12月前最新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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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Group Australia Pty Limited, trading as Flinders International Study Centre. CRICOS Provider Code: 01682E
Flinders University. CRICOS Provider Code: 0011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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