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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筹伯墨尔本

拉筹伯墨尔本在美丽、自然的环境中提供一流的学术和英语语言
课程。拉筹伯墨尔本代表拉筹伯大学开设预科学习课程。作为注
册的高等教育提供者，除了英语语言课程之外，它还开设包括生物
科学、商学、健康科学、信息技术和大众传媒及传播在内的五门高
等教育文凭。

拉筹伯墨尔本位于美丽如画的拉筹伯大学
墨尔本校区。学院提供支持性学习环境，
使用最新的教学技术。

学院以提供高质量的学生服务而闻名于
世。所有拉筹伯墨尔本的学生均可享受校
内咨询服务，获得就业和住宿支持。

拉筹伯墨尔本的设施包括资源丰富的独立
学习中心、计算机实验室和自习室。

除了参加社会和文化活动，拉筹伯墨尔本
的学生还可使用拉筹伯大学的所有设施，
包括医疗中心、大学图书馆、计算机实验
室、自习室、体育中心、俱乐部和协会。

学术快捷径的优势
拉筹伯墨尔本将在校园中心附近斥资4500
万澳元建造大楼，大楼将于2014年开放使
用。

• 校园生活：您将有权使用拉筹伯大学的
所有设施，获得真实的大学体验。

• 三学期制：拉筹伯墨尔本每年有三次开
学时间，分别为2月、6月和10月。这意
味着您可根据自身方便灵活选择开学时
间。

• 个性化关注：我们的班级规模比大学的
小，这意味着您将接受到来自老师的高
度的个性化关注。

• 高质量的大学课程：我们的文凭课程经
过拉筹伯大学的质量认可。该文凭课程
相当于大学学位课程的第一年，但拥有
更高的学术联系。拉筹伯墨尔本的学生
一般能在学位上取得比其他学生更好的
成绩。

• 升读大学：在拉筹伯墨尔本顺利完成预
科学习或文凭课程后，您将可升读拉筹
伯大学相应的学士学位课程。可申请更
多的课程。这种体制使您在攻读学士学
位的同时能够获得一个文凭。

英语语言课程
拉筹伯墨尔本为英语进修（学术英语）、
高级雅思考试准备提供普通英语、英语课
程以及修学旅行。

英语课程的优势

• 体验和多样性：拉筹伯墨尔本延续40年 
的传统提供作为进入拉筹伯大学的英语
衔接课程。在澳大利亚，它是拥有最具
文化多样性学生团体的教育组织之一。

• 灵活的学习选择：我们的英语课程每五
周开设一次，这意味着您可选择最合适
的时间开始学习。

大
学
预
科

大
学
水
平

 

中学 拉筹伯墨尔本

预科课程12年级或同等学历

 11年级或同等学历

拉筹伯大学

第1年文凭

第3年

第2年

您的学士学位

* 具体课程的附加条件可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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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筹伯大学

拉筹伯大学在维多利亚州有6个校区，主校区在墨尔本。主校区
位于邦多拉，占地267公顷（660亩），同时也是澳大利亚最大和
最具吸引力的大学之一。这所国际化大学拥有23700多名学生以
及澳大利亚最多元化的国际学生团体之一。

拉筹伯大学的设施包括校内住宿、体育
中心、医疗中心、野生动物保护区、商
店、银行、电影院、餐馆和咖啡馆。校
区离墨尔本有14公里（公交45分钟车
程），交通设施齐全，包括公共汽车、
火车和电车。欲知有关当地交通的更多
信息，请登录metlinkmelbourne.com.au。

您将在一所优秀的大学中学习
拉筹伯大学是一所国际认可的大学，连
续跻身世界排名前500所大学之列。*

在2013年QS世界大学科目排名中，拉筹
伯大学学科排名世界前100。

拉筹伯大学在健康科学方面拥有悠久的
良好声誉，建立了澳大利亚第一个理疗
学院和维多利亚州第一个护理学院。

拉筹伯大学的课程受到国际认可和
专业认证
许多专业机构与拉筹伯大学的学术课程
相结合。这些机构包括：

• 英国特许公认会计师协会

• 澳大利亚计算机协会（ACS）

• 特许金融分析师协会（美国）

• 澳大利亚工程师协会

• SAP大学联盟计划

世界领先的研究
大 学 与 全 球 领 先 组 织 有 研 究 合 作 关
系，这些组织包括微软、杜邦、NEC公
司、Amgen公司以及Becton Dickinson公
司。拉筹伯大学与国际上100多所大学有
研究联系。在2012年，拉筹伯大学的新
AgriBio设施全面运作；在2013年，拉筹
伯大学分子科学研究所（LIMS）也正式
开放，这些大楼分别耗资2800万和一亿
澳元，使大学成为农业生物科学、分子
科学、生物技术和纳米技术领域的国际
研究领导者，吸引世界领先的科学家，
并让学生接触到这些领域的最先进的科
技。

* 世界大学学术排名。

拉筹伯墨尔本新址位于拉筹伯大学中心附近，将于2014年投入使用。

概
览

http://metlinkmelbourne.com.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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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大纲 

预科学习课程*
预科学习课程是衔接课程，旨在帮助国际
学生升读拉筹伯大学本科学位的第一年或
拉筹伯墨尔本的相应文凭课程。

课程时长
2学期/36周 
每周至少20小时

开学日期
2月、6月和10月†

2014 课程费
17,500澳元

预科学习课程在以下分组中提供：
• 商学和人文科学预科
• 工程学和计算机科学预科‡

• 健康和生命科学预科‡

• IT预科

CRICOS代码：017041G;00115M

* 纳维邦多拉私人有限公司（拉筹伯墨尔本）代表拉
筹伯大学向国际学生提供预科学习课程。 

† 仅限商学和人文科学分组。

‡ 生物和化学课程包括在拉筹伯大学进行的一些实
验课。

文凭课程

拉筹伯墨尔本提供商学、生物科学、健康
科学、信息技术和大众传媒及传播学的文
凭课程。这些课程为学生升读相关学士学
位第二年做好准备。

拉筹伯墨尔本的文凭课程是您之前的学习
和大学学位课程之间的桥梁。我们的课程
旨在提供升读拉筹伯大学学士学位的选
择。

学习模式与 
评估方法
文凭课程包括8个学术单元，每个学术单元至少
包含每周4小时的课堂联系。文凭课程的标准时
长为3学季（12个月）。通常，在第一个学期，

您将学习3个单元，在第2个学期学习3个单元，
在第3个学期学习2个单元。当然，您也可每个
学季学习4个单元，在两个学季（8个月）内加
速完成文凭课程的学习。每个学期包括13个教
学周和1个期末考试周。

所有单元的评估是连续的，包括测试、课堂作
业和案例研究分析。大多数单元有期末考试，
作为评估的一部分。所有的文凭课程都经过拉
筹伯大学相关教师的质量保证。

文凭课程
如果您顺利完成文凭课程，并达到入学要求，
您将获得相当于拉筹伯大学相关学位课程的第
一年的学分。然后，您就有资格升读该学位课
程的第2年。

拉筹伯墨尔本提供下列文凭：

• 生物科学文凭
• 商业文凭
• 信息技术文凭
• 大众传媒及传播文凭
• 健康科学文凭

备注：健康科学文凭和生物科学文凭的实验课
在拉筹伯大学开设。大众传媒及传播使用拉筹
伯大学的电视演播室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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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修学分
如果您已在其它机构顺利完成大学科目，
您可享受学分抵免（最高抵免4个学位单元 
(4门课)）。要想获得免修学分资格，您必须
完成的单元为：

• 在内容和标准上相当于拉筹伯墨尔本提供的
单元

• 与您将来的学习课程相关的单元。

升读拉筹伯大学
为顺利升读您学位的第二年，您必须至少通过
50%）一门课程或更高，如另有说明。

生物科学文凭

课程时长
2或3个学期

开学日期
2月和6月

先决条件
12年级数学（任何）

2014 课程费
25,300澳元

升读拉筹伯大学第2年
• 理学士（专业：生物化学、化学、遗传学、

微生物学、心理学和统计学）
• 生物医疗科学学士*
• 医疗化学学士*
• 畜牧和兽医生物科学学士†

• 生物科学学士†

大众传媒及传播文凭
课程时长
2或3个学期

开学日期
2月、6月和10月

2014 课程费
21,350澳元

升读拉筹伯大学第2年
• 文学士（传媒：屏幕+声音）
• 新闻学学士
• 传媒学学士
• 战略传播学士

商业文凭
课程时长
2或3个学期

开学日期
2月、6月和10月

2014 课程费
22,000澳元

升读拉筹伯大学第2年
• 会计学学士‡

• 金融学学士
• 国际商务学士
• 经济学学士
• 商业学士（专业：金融服务、人力资源管

理、市场营销或会计学）
• 商业学士（庆典会展管理）
• 商业学士（运动管理）
• 商业学士（旅游和酒店）
• 商业学士（旅游管理）
• 商业学士（会展管理/-旅游管理）+

• 商业学士（会展管理/市场营销）
• 商业学士（旅游管理/市场营销）
• 商业学士（领导与管理）
• 会计学/经济学学士§+

• 会计学/金融学学士§+

信息科学文凭
课程时长
2或3个学期

开学日期
2月、6月和10月

2014 课程费
22,250澳元

升读拉筹伯大学第2年
• 信息科学学士
• 商业信息系统学士

健康科学文凭
课程时长
2或3个学期

开学日期
2月和6月

先决条件
12年级生物、化学、数学（任何）、体育或物
理（或同等学历）

2014 课程费
25,000澳元

升读拉筹伯大学第2年
• 护理学学士^ 

• 健康科学学士（专业：环境健康、人体生理
和解剖、公共保健、康复辅导）

有限升读名额：

• 健康信息管理学位^
• 健康科学学士与足疗硕士^
• 健康科学学士和理疗硕士^
• 健康科学学士和言语治疗硕士^
• 健康科学学士和职业治疗硕士^

CRICOS代码：生物科学075636K，大众传媒及传
播075634A，商学076108D，信息技术076109C，
健康科学075635M，拉筹伯墨尔本CRICOS提供者 
03312D。

*加权平均学分（WAM）不低于70的学生才可升读
第2年课程。

‡入学需达到60%的平均分

§入学需达到70%的平均分

†当您转读拉筹伯大学时，这些学位要求您再修
两门附加的第1年科目。您的学位将延期完成。
平均分也适用于入学。

^加权平均分（WAM）适用且服从排名。欲知有
关健康科学每一学位的特别要求，请登录
latrobemelbourne.edu.au/courses/ 
diploma-of-health-sciences.

+学生升读第2年会获得7个学分，这将延长完成学
位的时间。

可
选
课
程
列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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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学成绩要求

中国 顺利完成高2课程，平均分达到70% 顺利完成高3课程，平均分达到B或四门科目平均分达到75%

英语入学要求

/ / / */ 

雅思（学术） 5.5 （单项不低于5.0） 6.0 (单项不低于5.5)

托福—笔试 525 书面表达能力测试（TWE） 4.0 550 TWE 5.0

托福—网考 72 （单项不低于18） 80 (单项不低于20)

拉筹伯墨尔本 英语进修（EFS） 4 EFS 5

PTE学术考试 48 (各项技能不低于46) 50 (各项技能不低于50)

*健康科学文凭与护理学学士文凭打包课程要求雅思7.0 ，单项不低于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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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英语语言预备课程

拉筹伯墨尔本提供广泛的海外学生英语语言强化课程 
ELICOS）。

课程包括：

• 普通英语

• 英语进修（学术英语）

• 高级雅思考试准备

• 特定目的的英语课程，如：

 - 修学旅游

 - 学习支持性课程

普通英语
本课程包含各等级的日常英语，还包含
短途旅行、社交及文娱活动。

完成本课程后，您将：

• 发展核心交流能力（口语、听力、阅
读和写作）

• 增加词汇量

• 提高语法

• 增强计算机技能

英语进修（EFS）
英语进修（EFS）课程专注于关键语言和
学术技能发展。它的目的是帮助学生寻
求直接进入预科学习课程、文凭课程、
本科学位或研究生学位的方法。

在本课程中，您将学习重要的英语语言
和学习技能，培养独立学习技巧，熟悉
澳大利亚学术环境。您也将通过以下
科目，理解学生与讲师之间的关系和期
望：

• 图书馆和项目研究

• 学术阅读、听力和笔记

• 演讲和公开演讲

• 学术文章和报告撰写

• 批判性思维和分析

高级雅思考试准备
本课程旨在为高等级学生参加雅思考试
做好准备，致力于在10周把当前雅思成
绩提高0.5分。学生也可学习5周，但雅
思考试成绩的进步将大大减少。本课程
为雅思考试学术模块和普通模块的学生
做好准备。

本课程将使用广泛的雅思相关的听、
说、读、写任务和技能训练活动，为雅
思考试做好充分的准备。学生将循序渐
进地在10周的课程时长内进行4个实践检
验，来衡量自己在阅读，听力和写作方
面的进步。

英语课程入学要求
将根据学生的雅思、托福或皮尔森考试
成绩来确定学生的英语课程等级。

英语课程日期

2014
T1 1月2号 1月6号 2月7号 1月27号（澳大利亚国庆日假期）

T2 2月13号 2月17号 3月21号 -

T3 3月20号 3月24号 5月2号 4月18号到22号（复活节）

4月25号（澳新军团日）

T4 5月1号 5月5号 6月6号 -

T5 6月5号 6月10号 7月11号 6月9号(女王诞辰)

T6 7月17号 7月21号 8月22号 -

T7 8月21号 8月25号 9月26号 -

T8 10月2号 10月6号 11月7号 11月4号（墨尔本杯赛马日）

T9 11月6号 11月10号 12月12号 -

学生可在上午9：00至下午5：00选课。 时间表

1. 9.00am – 11.00am, 1.00pm – 3.00pm

2. 11.00am – 1.00pm, 3.00pm – 5.00pm

CRICOS代码：普通英语079163F，英语进修079164E和高级雅思考试准备079023G 纳维邦多拉私人有限公司（拉筹伯墨尔本）CRICOS提供者代码03312D。

关
键
信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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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住宿

拉筹伯墨尔本可在您到达澳大利亚之前，为您安排住宿。住宿选
择包括寄宿家庭、校内住宿和校外住宿。

欲知更多有关住宿选择的信息，请登录
latrobe.edu.au/accommodation或拨打 
+61 3 9479 2417联系拉筹伯墨尔本住宿办
公室或发邮件至 
accommodation@latrobemelbourne.edu.au.

校内住宿

住宿学院

拉筹伯大学为拉筹伯墨尔本的学生提供一
系列校内住宿选择。这些学院包括奇泽
姆、孟席斯和格伦住宿学院。每周费用可
包或不包餐费（见下表）。

18岁以下的学生
澳大利亚移民与公民事务部要求18岁以下
的学生有适当的住宿，支持和福利安排。

所有指定墨尔本拉筹伯大学为他们的照顾
者并发出确认适当的住宿和福利 CAAW）
的18岁以下学生要求住在拉筹伯墨尔本批
准的全包寄宿家庭，直到他们年满18岁。
这些学生也将支付照顾费。

住宿费

类型 包含/不包含 保证金 每周费用

寄宿家庭（至少住4周） 每日早餐和晚餐加周末的午餐（额外加
收电话费和上网费）

300澳元 240澳元

18岁以下学生的寄宿家庭 每日早、中、晚餐（额外加收电话费和
上网费）

300澳元 270澳元

校内宿舍*

Chisholm 不包餐 500澳元 182澳元

Menzies 不包餐 500澳元 210澳元

Glenn 每周7天提供早餐和晚餐 500澳元 288澳元

*校内宿舍费用保持变更。请登录latrobe.edu.au/accommodation查看最新费用信息。

accommodation@latrobemelbourne.edu.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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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在线信息

规章和程序： 
latrobemelbourne.edu.au/policies

拉筹伯墨尔本有许多的政策和程序以符合质量，监管和立法要
求。这些过程形成了一个框架，以确保拉筹伯墨尔本为学生提供
高品质服务。重要规章包括：

• 学术诚信政策

• 访问，公平和平等 
教育机会

• 评估政策

• 出勤政策

• 退款政策

• 学生行为守则

• 学分认可政策

• 转学政策

• 入学政策

入学条件： 
latrobemelbourne.edu.au/enrol-today/enrolment-conditions

摘录是指示性的，仅供申请人参考。摘录不构成具有约束力的协
议。成功的申请者将收到入学的要约条款，连同要约书和承诺
书，在拉筹伯墨尔本和拉筹伯墨尔本要约函件收件人之间形成
具有约束力的协议。

关
键
信
息

http://latrobemelbourne.edu.au/policies
http://latrobemelbourne.edu.au/enrol-today/enrolment-condi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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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投资

2014课程费

CRICOS
预科学习 017041G 2学期 $17,500 

生物科学文凭 075636K 2或3 学期 $25,300

商业文凭 076108D 2或3 学期 $22,000

健康科学文凭 075635M 2或3 学期 $25,000

信息科学文凭 076109C 2或3 学期 $22,250

大众传媒及传播文凭 075634A 2或3 学期 $21,350

普通英语 070714G $420/每周

英语进修（EFS） 070715G $420/每周

高级雅思考试准备 079023G $420/每周

预科学习和文凭课程的费用应在学期或学季开始前付清。 
英语语言课程的费用通知书所列的付款时间表支付。 
拉筹伯墨尔本的费用保持变更，恕不通知。欲知最新信息，请登录latrobemelbourne.edu.au/enrol-today/fees.

课程费包括：
• 学费

• 免费学术技能研讨会

• 迎新课程

• 图书馆和计算机设施使用费

• 所需的学生咨询和学术支持

课程费不包括：
• 住宿费

• 餐费和交通费

• 娱乐费

• 书本、文具及打印费

• 健康保险

• 签证处理费

• 机票费

生活成本
您每月大约需要18,610-20,000澳元来支付
住宿费、餐饮费、交通费、书本费、服
装费、医疗服务费和娱乐费。然而，金额
因住宿和生活方式不同而各异。在住宿方
面，一个共享的房子或公寓的房间，不包
括食物和花销，每周可花费在120澳元到
160澳元。

额外费用

( )
入学费 220澳元

住宿安置费 220澳元
如果您享受此项服务，您必须填写申请表中的相应部分。每次使用此项服务变更住宿，您
将需额外支付100澳元。

机场接机服务 120澳元（单程）；160澳元（往返）
欲预订此项服务，请联系admissions@latrobemelbourne.edu.au.  
任何更改或取消必须至少在您抵达的72小时前

特殊组学费 120澳元
这是修学旅行的组调解费。

监护费 150澳元（前4周）；35澳元（其后每周）
对未满18周岁的国际学生签证强制收取此费用

海外学生健康保险 大约每月36澳元（个人）；大约每月83澳元（家庭）。
海外学生健康保险（OSHC）是一个强制性的学生签证的国际学生健康保险计划。安联全球
救援是拉筹伯墨尔本OSHC的提供者每月根据您的入学时长计算价格，在2014年保持变更。

英语语言（ELICOS）书本费 每10周大约60-100澳元

替代拉筹伯墨尔本考试及格证书/成绩单 30澳元

逾期费（仅FSDP课程） 第一周200澳元；开学后每周50澳元

欲知更多入学条件信息，请登录latrobemelbourne.edu.au.

http://latrobemelbourne.edu.au/enrol-today/fees
http://latrobemelbourne.edu.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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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 La Trobe Melbourne: 商务专业 Sabrina Chen, 来自中国

“我准备修读商务
学士课程（管理
学），拿到学位后，
我打算自己经营商
店或者饭店。
这儿的老师
非常专业。
如果你有什么问
题，可以直接问他
们，老师们很乐意
帮助你。”

关
键
信
息



Education for your world

La Trobe University 
Victoria 3086 Australia 

T +61 3 9479 2417 
F +61 3 9479 3676 
E study@latrobemelbourne.edu.au

CRICOS provider codes:  
Navitas Bundoora Pty Ltd trading as  
La Trobe Melbourne 03312D;  
La Trobe University 00115M

The information contained in this brochure  
is correct at the time of publication.  
However, La Trobe Melbourne and  
La Trobe University reserve the right to  
alter, amend or delete details at any time  
without notice.

Selected photographs in this publication are 

Copyright © Paul Foley/Lightmoods 2013

Copyright © Michael Evans, Michelle McFarlane 
and La Trobe University 2010, 2011, 2013.

This brochure is provided free of charge.

Printed August 2013 
LTM1155_0813_AWR

La Trobe Melbourne 

latrobemelbourne.edu.au
navitas.com 

http://latrobemelbourne.edu.au
http://navitas.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