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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内设施 
在联邦大学的巴拉瑞特校区以及吉普斯

兰校区，国际学生可以享受到各种现代

化的教学与运动设施，包括：

• 室内恒温游泳池

• 健身馆

• 篮球馆

• 网球及壁球馆

• 舞蹈室

• 学生俱乐部及社团

• 宗教设施

• 医疗中心

• 无线网络

• 学生学习支持中心

• 大学图书馆

• 书店

• 开放式计算机房

• 咖啡店

• 校内住宿

• 幼儿园设施

吉普斯兰校区，休闲区

联邦大学在国际上享有盛誉 
 
澳大利亚联邦大学（FedUni）简介 
 
始建于1870年的联邦大学，是澳大利亚历史第三悠久的

政府所属公立高等院校。 

联邦大学由巴拉瑞特大学以及莫纳什大学吉普斯兰校区合并而成。其主校区位于澳

大利亚历史名城巴拉瑞特市，其他各校区遍布维多利亚州西部及东部地区。大学凭借

其“渗透全澳、放眼全球”的发展视野，与澳大利亚墨尔本、悉尼、阿德莱德、布里斯

班、珀斯以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众多高等学府，建立了成功且富有成效的合作关系。

联邦大学为澳大利亚本地和国际学生提供高品质的本科、研究生、硕士和博士生高等

教育课程、职业技术课程以及独特的科研机会。坐落在巴拉瑞特市的海伦山校区，距

墨尔本市约110公里。吉普斯兰校区位于墨尔本东南部，距墨尔本中心商业区仅90分
钟车程。从这里步行去丘吉尔镇或乘公交车去莫维尔以及特拉根市都非常方便。目前

这两个校区的国际学生比例仅为10%，非常适合国际学生体验纯正的澳大利亚生活

和学习环境，安心学习，成功毕业并就业。

根据澳大利亚《优秀大学指南》评比，从2010年至2014年，我校连续五年在教学质量

获评最高级别五星级（注#）。并在师生比、就业率、毕业生满意度和文化多样性方面

获评四星级（注*）。毕业生的就业率为80%以上，名列维多利亚州各个评比院校中就

业率最高的大学（注^）。
 
澳大利亚联邦大学排名：

联邦大学的“毕业生获得全职工作的就业率”在维多利亚州众多的大学中最高 ^。
我们的毕业生对大学的综合满意度达到最高的五星级#。

引用来源注解：̂ myuniversity.gov.au
引用来源注解：*《澳大利亚优秀大学指南》（2010/2011/2012/2013/2014版）

引用来源注解：#《澳大利亚优秀大学指南》2014版

我们的毕业生连续五年对联邦大学的

教学质量给出了五星级的最高评价* 

巴拉瑞特市坎普街（艺术学院）

海伦山校区



电话：+61 3 5327 9018 | 英文网站： www.federation.edu.au |中文网站： www.federation-china.cn | 
联系邮件：international@federation.edu.au

为什么选择澳大利亚联邦大学？ 
 
选择联邦大学的几大理由 
 
A 政府办学

澳大利亚联邦大学是一所由澳大利亚政府批准并组建，拥有卓越

教学质量及学术研究的公立大学。

 
符合行业需求的专业课程 

我们会对所开设课程进行定期审查，确保其与国际国内相关领域

的发展同步。学校与大型工业企业之间建立了密切的联系，以行业

需求为导向而设置课程及研究项目，这对应届毕业生的就业大有

裨益。

 
轻松获得老师帮助

学生可以在轻松互助的学习环境中采用适合自己的个性化学习方

法，并且可以随时随地与教师及其他学生沟通交流。与其他大型

院校相比，我们的班级规模较小，因此学生可以直接获得老师或

辅导员一对一的辅导。

 
现代化的教学设施

我们的教学设施与设备均达到了符合行业标准的顶尖水平，确保

了学生能学到工作与研究所需要的专业技能。 

 
多元化的学生群体

联邦大学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澳洲文化与国际文化的兼

容并举将会使你的校园生活更加的丰富多彩。

 
优质的生活方式 

联邦大学校区坐落于巴拉瑞特市与吉普斯兰市，其优美的自然环

境为你潜心研究提供了条件。业余时间，学生可以在附近享受多种

休闲娱乐活动，例如海滩、登山以及国家公园，你还可以参加当地

的文化活动，这些都能让你的留学生活更加多姿多彩。巴拉瑞特

校区及吉普斯兰校区距墨尔本仅90分钟车程。

 
 

宝贵的澳大利亚学习经历

地区性大学浓厚的社区氛围能够让学生有机会与来自世界各国的

人进行更密切的交流，建立友谊，并深入了解澳大利亚文化和历

史。

 
优秀的科研水平

联邦大学汇集了众多具有多学科、跨专业知识背景的研究人员，对

重点项目进行深度专业的研究。我们针对一些重点战略领域所展

开的研究已经获得了国际认可，这些研究与社区、工业企业以及

学校所在区域和其他地区的发展紧密相关，并具有深远的影响。

 
多个校区可供选择

学生可以选择在维多利亚州的不同校区学习多种多样的专业课

程。无论哪个校区都能为你提供良好的学习环境，并亲身感受地

道的澳大利亚教育和生活，这一切都将成为你宝贵的留学经历。

 
较低廉的生活学习费用

由于我们的校区位于维多利亚州的地区性城市，因此生活学习费

用都远低于像墨尔本或悉尼这样的大都市。亲切友好的当地人、

交通便利的商业区以及其他完善的基础设施，这些都能为你的留

学经历增添浓墨重彩的一笔。

海伦山校区

吉普斯兰校区休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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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获取更多有关巴拉瑞特地区的信息，请访问：  
www.visitballarat.com.au 
 
如需获取更多有关吉普斯兰地区的信息，请访问：  
www.visitvictoria.com/Regions/Gippsland

萨尔玛•摩音

正在攻读土木工程博士学位

来自伊朗的在校生

 
在来这里之前，我对澳大利亚和这里的

人知之甚少。我只知道它与我的国家相

距甚远，文化也有很大差异，我觉得我

很快就会想家。不过现在我已经在这里

生活了将近三年，我很少想家，因为这

里的人们友好又善良。我喜欢这里的小

型校园，我所需要的东西在这里应有尽

有，同时环境也很优雅、安静。

丘吉尔镇吉普斯兰校区 

欢迎来到巴拉瑞特市及丘吉尔（吉普斯兰校区）

学习
 
巴拉瑞特市及丘吉尔镇（吉普斯兰校区所在地）地理位置优越，距墨尔本仅90分钟车

程。从巴拉瑞特或吉普斯兰到墨尔本可以乘火车，也可以坐汽车，交通非常便利，此

外，还有直通墨尔本市中心的高速公路。

 
高品质、低成本的生活 
巴拉瑞特市和丘吉尔镇的生活学习成本远低于大都市。衣食住行各方面的花费都较为

低廉，加之优美的自然环境，这里简直就是你在澳大利亚学习、工作和生活的理想之

地。巴拉瑞特及吉普斯兰校区均能提供多种多样的住宿设施，校内及校外住宿均可。

 
亲切友好的小镇居民

巴拉瑞特及丘吉尔都是活力四射、欣欣向荣的小镇型城市，拥有众多高等学府、医疗中

心以及运动设施，而且当地居民亲切友善，非常欢迎国际学生的到来。

 
四季分明的气候

巴拉瑞特市四季分明、气候宜人。夏季(十二月到二月)平均温度为24-35ºC，白天较

热，但夜晚一般很凉爽。秋季（三月到五月）温度在15ºC到26ºC之间，温和适宜。冬

季（六月到八月）潮湿阴冷，平均一年有一到两次降雪，雪量不大。白天温度在8ºC到

15ºC之间，夜晚温度可能降至零度以下。春季（九月到十一月）平均温度在13ºC到

24ºC之间，气候宜人。

 
丘吉尔气候宜人，但是气候多变。夏季平均温度为26ºC，秋季为20ºC，冬季为14ºC，
春季约为21ºC。秋天阳光明媚、风和日丽。其附近的山上在冬天经常会有雨夹雪。春

天多风、降水丰富。夏天日照强烈、气候干燥，夜晚较凉爽。

巴拉瑞特市政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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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拉瑞特校区宿舍

联邦大学校区
 
澳大利亚联邦大学拥有各种现代化的硬件设施，且因能为学生提

供一流的就业机会而享誉全球。为学生提供全面的辅导帮助、采

用新颖的授课方式以及与相关行业的密切联系，这些都是我们引

以为豪的优势。联邦大学在维多利亚州内设立了七所校区，是该州

规模最大的高等院校，其中有三所校区位于巴拉瑞特市，还有一所

位于吉普斯兰。我们的教职工不断追求教学进步，同时学校还为

学生提供各种先进的学习资源，为他们的成功之路添砖加瓦。

 
巴拉瑞特校区

海伦山校区

海伦山校区被密林环绕，距巴拉瑞特市中心10公里，占地面积110
公顷，在校学生约5,000人。该校区配备了各种现代化的教学与研

究设施、信息资源中心、工作室、演讲厅、学生宿舍、学生社团以及

先进的体育设施。联邦大学大部分本科及研究生课程都在该校区

进行。

 
坎普街校区

坎普街校区位于巴拉瑞特市中心，是联邦大学艺术学院所在地。该

校区始建于2003年，其自由独特的校园氛围能够让学习创意艺术

的学生在此充分发挥自己的创造性，施展自己的才华。联邦大学的

视觉与表演艺术课程大都在该校区进行。

 
SMB校区

SMB校区位于巴拉瑞特市中心，始建于1870年，是联邦大学最初

的校区所在地。联邦大学的TAFE以及职业教育与培训（VET）课
程大都在该校区进行。

 
吉普斯兰校区

位于丘吉尔镇的吉普斯兰校区是联邦大学的第二大校区，开设高

等教育课程。距墨尔本仅需90分钟车程。该校区占地面积60公
顷，拥有各种现代化教学、研究及住宿设施，包括自然科学实验室

以及护理与助产实验室。校园内还配备高速无线网络、计算机房

以及大型图书馆，学生们可以在这里进行小组讨论学习。

 

联邦大学住宿服务处
 
我们为国际学生提供多种校内及校外住宿方案供其选择。国

际学生第一年的住宿费用可以享受标准价格25%的优惠。如需

获取更多住宿方案的信息及咨询服务，请与我们联系。也可以

访问我们的网站，查看各种住宿方案的优劣以及相应的费用： 
www.federation.edu.au/feduniliving

 

联邦大学国际领先的教学设施 
及研究中心 
 
联邦大学不断完善其教学、研究及学习设施，竭尽所能确保学生

获得最好的学习体验。例如：

 
幼儿教育中心 
该中心位于SMB校区，集培训、教学、实习及研究功能于一体。此

外，该中心还配备了完善的教学及学习设施，以及教学必备的各种

辅助设备。

 
自然科学与工程学实践区

耗资4,520万澳元新建的自然科学与工程学实践区位于海伦山校

区。工程学领域的学生可以在此进行实践学习，提高自身的实用技

能，以应对该领域关键技术人才短缺这一现象。

 
家庭仿真护理实验室及助产培训设施

海伦山校区设立的全新家庭仿真护理实验室，完全仿照家居环境

按照剧院风格设计。在此可以直接看到剧场内50个座位相互间隔

的每个区域。作为吉普斯兰校区的一名产科学生，你将有机会在

新近建成的专业化培训环境中进行实践练习。该实验室还配备了

最新的专业医院设备，供学生进行模拟操作。

 
南亚工作站

“南亚工作站”位于新南威尔士州西部布罗肯山的西南140公里

处，占地面积28,000公顷，是联邦大学的研究工作站。这里是一

个重要的自然保护区，生长着最优质的澳大利亚小桉树品种，并

拥有干旱林地生态系统以及国家重点保护盐湖。

 
运动与娱乐中心

海伦山校区对校内的卫生与社区中心进行了改进，这样学生、教

职员工以及社区居民可以更方便地使用各个运动及娱乐场馆。

 
环保设计的礼堂

吉普斯兰校区的礼堂设计采用了先进的环保技术，建筑结构符合

声学要求。可以在此举行大型活动，也可以作为小型的多媒体教

室。

 
图书馆学习区 
吉普斯兰校区图书馆的三楼专门设置了学习区，并配备了多媒体设

备，学生可以在此进行团队讨论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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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学生服务支持团队

联邦大学的教职员工将尽力让每一位国际学生都能在良好的校园氛围中快乐地学习和生
活。我们为国际学生提供的服务包括：

•  课程建议以及入学登记帮助 •  社会活动课程

•  文化与福利支援 •  新生迎新活动

•  学术及语言帮助 •  免费接机

吉普斯兰校区礼堂

联邦大学国际学生服务 

英语与学术（EAP）课程

EAP是为希望在联邦大学攻读本科或硕

士学位、母语非英语的国际学生提供的

学术准备课程。

 
自2014年第一学期起，进入联邦大学攻

读学位的学生，雅思总成绩不得低于6.0
，单项成绩不低于6.0（或同等成绩）。部

分课程，如教育学、心理学及护理学，其

语言要求可能更高。

 
欲在联邦大学攻读本科或硕士学位且

雅思成绩为4.0或4.5的国际学生需要参

加通用英语培训课程，待其雅思成绩达

到5.0（或同等）之后，方可参加EAP课

程。EAP课程将为学生进行专业学习打

下良好的语言基础。

 
英语和学术准备课程（20周） 
入学要求： 
雅思总成绩不低于5.0，单项成绩不低于

5.0或同等。 

英语和学术准备课程（15周） 
入学要求： 
雅思总成绩达到5.5，三个单项成绩达到

5.0或同等。 

英语和学术准备课程（10周） 
入学要求： 
雅思总成绩达到5.5，单项成绩不低于

5.5，或总成绩达到6.0，单项成绩不低于

5.0或同等。

 
通用英语培训课程

通用英语培训课程是为希望在联邦大学

攻读本科或硕士学位，同时语言水平没有

达到EAP课程最低入学要求的母语非英

语国际学生所提供的预备与衔接课程。

 
申请条件

持有学生签证、母语非英语、英语水平未

达到EAP课程最低语言要求的国际学生

都可以参加通用英语培训课程。

免费接机

学生需提前预定，届时会有专业工作人员
前往墨尔本机场接机，在电话告知其家人
平安到达后，工作人员会将学生送至巴拉
瑞特或丘吉尔市学生的住处。

多功能运动中心

海伦山校区的多功能运动中心集娱乐、运
动及健身功能于一体。该中心配备了各种
先进设施，并开设了丰富的健身课程。

 
医疗中心

医疗中心配备了专业护士为学生提供医疗
帮助，医生每周工作五天，可提前预约。医
疗中心内还设有一个资源区，在此你可以
查看各种与健康有关的信息。

 
咨询服务

学校还为学生提供免费的咨询服务（保
密），无论遇到何种问题，学生都可在此
获得帮助，例如澳大利亚的生活适应问
题、学习问题、文化差异问题以及压力问
题等。

 
图书馆与信息服务

图书馆提供各种专业的信息与资源，学生
可以在此阅览到各种图书及杂志的电子版
本或印刷版本。

 
大学预备课程

大学预备课程是特别为大一新生制定的
为期四天的免费学习适应项目，旨在帮助
新生培养大学生活所需的技能、知识以
及自信心。在此过程中，学生们将有大量
学习机会参与到实际任务中，并可获得反
馈。学生可以选择在线或面对面指导学
习。课程包括结伴学习、相互合作以及自
我反思。本项目自愿参加，但是相信这会
成为你大学生活顺利开始的起点，值得尝
试。

 
宗教设施

两位分别来自天主教及英国国教的牧师常
驻校内，专门为学生提供心灵辅导、宗教
支持以及实际帮助。此外，校内还设有一
间穆斯林祈祷室以及一间非宗教祈祷室，
学生可以在此获得心灵上的慰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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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邮件：international@federation.edu.au

联邦大学开设的课程 
 
联邦大学为国际学生提供多种学科和专业的本科、硕士以及博士学位
优质课程，并提供独特的研究型课程。涉及学科如下： 

• 商业 •  贸易

• 管理 •  专业会计

• IT（商务系统） •  IT（电脑游戏）

• 计算机信息专业实践（IBM在培养项目） •  软件工程

• 信息技术系统 •  数学

• 土木工程 •  采矿工程

• 机械工程 •  环境管理

• 食品科学与技术 •  生物技术

• 健康学 •  兽医

• 社会福利与咨询 •  心理学

• 护理与助产学 •  国际学研究

• 教育学（幼儿） •  教育学（小学）

• 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 •  农村社会福利

• 人体运动 •  体育学

• 艺术（表演、音乐剧） •  视觉与表演艺术

 
教学方式

联邦大学的教学方式包括：

• 课堂教学

• 研究考证

• 个别辅导

• 行业实习

• 临床实习

• 演讲介绍

• 专题讨论

• 实验室课程

• 工作室课件

 
评估方式

联邦大学的评估方式包括：

•  卷面考试

•  专题作业

•  论文写作

•  口头阐述

•  实习报考

如需获取联邦大学所开设课程的更多信息， 
请访问学校网站的课程检索： http://www.federation.edu.au/programfinder 

或查询我们的《国际学生课程指南》： http://www.federation.edu.au/international

吉普斯兰校区图书馆学习区



申请截止日期

国际学生申请通常于每个学期开课之前一个月（四周）截止。我们建议学生尽早申
请，以便为申请的审查以及签证的办理预留充足的时间。请访问联邦大学官网获取
有关申请截止日期的最新信息： 
www.fedration.edu.au/international

+61 3 5327 9018 |  www.federation.edu.au |
 www.federation-china.cn |
international@federation.edu.au

CRICOS 00103D

如何申请澳大利亚联邦大学
 
申请：本科及硕士学位

1. 确保你符合所要攻读专业对学历及语言的要求；

2. 访问网站www.federation.edu.au/international， 
下载并填写“国际学生申请表”； 申请表；

3. 详细回答申请表末尾处附加信息区的问题；

4. 申请表需附带相关文件经核实的副本（参见申请表中的详细列表）；

5. 将申请表提交（最好以邮件形式）至： 
International Admissions Office, Federation University Australia 
PO Box 663, Mt Helen VIC 3353, Australia 
电子邮箱：internationaladmissions@federation.edu.au

 
申请：研究型高等学位（硕士及博士）

1. 选择一个你感兴趣且具有相关学习背景的研究课程；

2. 访问网站www.federation.edu.au/research-and-innovation， 
并填写研究型学习申请表；

3. 申请表需附带相关文件经核实的副本（参见申请表中的详细列表）；

4. 将申请表及所需文件提交至： 
Research Services, Federation University Australia 
PO Box 663, Mt Helen VIC 3353 Australia 
电子邮箱：research.degrees@federation.edu.au  

如果你在申请表填写方面需要帮助，请与我们的研究型学习服务处联系，或者向澳大利

亚联邦大学在贵国的代理机构进行咨询。 
 
欲了解联邦大学的教育代理机构详情，请查阅大学国际部官方网站所提供的“联邦大学

全球代理机构”详细内容： 
http://www.federation.edu.au/international

联系方式
国际市场与招生处 
 
Marketing & Communications

Federation University Australia

PO Box 663, Ballarat

University Drive, Mt Helen, 

Ballarat, Victoria 3353,

Australia

 
 
电话： +61 3 5327 9018

电子邮箱：international@federation.edu.au 
 
联邦大学国际官网：

www.federation.edu.au/international 
 
联邦大学中文网站： 
http://www.federation-china.cn/ 
 
澳大利亚联邦大学官方微博：  
http://weibo.com/FedUniAustralia 

通过联邦大学官方 
微博与我们联系

访问中文网站请扫描
二维码

吉普斯兰校区工程学学生 
奥斯卡（Oscar） 海伦山校区 图书馆

吉普斯兰校区艺术与 
设计中心环形走廊

海伦山校区学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