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学澳大利亚
用你的剑桥资质证书打开
留学澳大利亚的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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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们
剑桥大学国际考评部的目标是培养学生的好奇心以及终身的学习热
情，使他们为人生做好充分准备。我们隶属于剑桥大学。
我们的剑桥国际课程为 5-19 岁学生提供了走向学业成功的清晰路径。
学校可根据自己的教学目标规划课程，为学生提供丰富的科目选择
和灵活的授课方式。剑桥国际课程帮助学生发掘自身潜力，探索更
广阔的世界，掌握获益终身的技能，从而在学习和工作中取得成功。

通往大学成功的路径
剑桥国际 AS & A Level 资质证书被公认为通往教育、大学和就业成功的通行证。它
们深受澳大利亚大学青睐，被视为具有学术严谨性的资质证书，可帮助学生掌握在
大学阶段乃至今后人生中取得成功所需的技能。
几乎所有提供本科课程的澳大利亚大学都认可我们
的资质证书，其中包括由顶尖学府组成的澳大利亚
八校联盟。每所成员大学在很多不同领域均备受推
崇，这些大学的在校生和毕业生中很多都是剑桥
学子。
我们认为，必须确保持有剑桥资质证书的学生不仅
能够入读澳大利亚的大学，而且还能为取得学业成
功做好充分准备，并扎实掌握了必要的学术技能。
我们提供超过 50 门剑桥国际 AS & A Level 课程，
这样学生能够选择他们喜欢的和有意专修的科目。

你知道吗？
•

尽管总人口只有 2300 万，澳大利亚的国
际学生人数却位居世界第三，仅次于英国
和美国。

•

目前，有超过 50 万国际学生在澳大利亚
攻读不同专业，其中超过 80%的学生来自
亚洲。

请注意：所有信息截至 2018年3月均准确无误。
如需了解关于接受剑桥资质证书的澳大利亚大
学的最新信息和声明，请搜索我们的数据库：
www.cambridgeinternational.org/recognitionsearch

我们热烈欢迎剑桥国际 A Level 课程的学生来我们学校。我们有许多学
生都是在完成 A Level 学习之后进入麦考瑞大学的，这些学生普遍都充满自
信，准备充分，非常适应大学生活。
麦考瑞大学代理副校长（国际事务） Nicole Brigg 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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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选择澳大利亚？
申请赴澳大利亚就读本科课程的原因有很多。澳大利亚拥有许多世界一流大学，
他们也十分欢迎国际学生的入学申请。
澳大利亚的大学特别热衷于国际化，每年都会
迎来大量国际学生。
在2015至2016年度的“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
名”中，有 22 所澳大利亚大学跻身全球前400之列。
所有这些大学均接收持有剑桥国际 A Level资质
证书的学生。
澳大利亚的大学为国际学生提供大力支持，包括
预科课程和桥梁课程、英语语言及学术研究上的
辅导。
据 2018 年 QS 最佳留学城市民意调查显示，在全
球 30 个最佳留学城市中，澳大利亚占据了4个。评
选的依据包括学生多元化程度、费用高低、生活品
质以及用人单位活动——这些均是学生选择留学目
的地时会考虑的重要因素。
澳大利亚作为全球最宜居地之一而闻名于世。这是
一个在文化、人口、气候、地理和历史等各个方面
都独具一格的多元化国家。这些年来，阿德莱德、
墨尔本、珀斯和悉尼等城市屡次当选全球最宜居城
市，并在旅游目的地排行榜上名列前茅。

事实与数据
• 澳大利亚共有 43 所大学（40 所澳大利亚大学、
2 所国际大学和 1 所私立专业大学）。此外，
其他很多院校也提供高等教育课程。
• 在澳大利亚，学生报读双学士或联合学士学位课
程是十分常见的现象，完成学业后他们将可获得
双学士学位。这种方式最常见于艺术、商科、法
律和理科领域。
• 英语是澳大利亚的官方语言，也是教育体系内的
主要授课语言。很多学校开设有双语课程或以其
他语言授课的课程。

你知道吗？
在澳大利亚2300 万人口中，几乎有一半
（47%）澳大利亚人本人或父母一方是在海外
出生的。澳大利亚家庭所使用的语言超过
260 种：除了英语之外，最常用的为中文普通
话、意大利语、阿拉伯语、粤语和希腊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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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知道吗？
澳大利亚有 17 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
遗产地，超过其他任何一个国家，这些
遗产地 包括大堡礁、卡卡杜国家公园、
豪勋爵群岛、塔斯马尼亚荒野、弗雷泽
岛和悉尼歌剧院。

小贴士
你可以在下列网站查找正式认可剑桥
资质证书的院校：
cambridgeinternational.org/recognitionsearch

阿德莱德大学

• 学年通常在2月或3月开始，具体视学生所攻读的
课程类型而定。很多院校的学年也可从年中或第
二学期开始。学年启始日期和学期数依课程和院
校而异，因此请查看各院校官网了解相关详情。
• 澳大利亚的院校开设有各种各样的课程。1200 多
所院校共提供 2 万多种课程，从科学到管理与商
贸、从人文科学到工程学、从法律到健康科学等。
就学科而言，澳大利亚的院校往往跻身世界前列，
尤其是工程与技术、医学、环境科学、会计学和
金融学等学科。
• 澳大利亚的留学费用视院校和所选择的课程阶
段而定。国际学生应在入学之前支付学费。学
生所选的课程可能还会涉及附加费用，包括课
程材料和院校设施使用费。
• 不同类型的资质证书课程费用通常如下：

– 英语语言课程 – 每周约 300澳元，具体视课
程长度而定
– 本科学士学位课程 – 每年 1万5千澳元到3万3
千澳元不等*。
* 注：以上不包含高价值课程，如兽医学和医学等。
请访问各个院校的网站查看此类课程的
费用。

本页信息摘录自以下网站
www.studyinaustralia.gov.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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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子成功故事

Taalib Haniff

留学澳大利亚的通行证

课程：机械工程
中学：斯里兰卡威彻利国际学
校 （ Wycherley International
School）
大学：墨尔本 大学

Gideon Richard Budiono
课程： 医学学士学位课程
中学：印度尼西亚IPH学校
大学：新南威尔士大学
“学习剑桥国际 A Level课程给我带来的最切实的
一个益处是我在进入大学后对课程初期涉及的科
学学科内容毫不陌生。我不仅能够回顾自己在剑
桥国际A Level课程中所学的内容，还能够更深入
地思考和分析各个主题。
剑桥国际A Level课程为我学习化学和生物知识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助我实现了从高中到大学
的顺利过渡。剑桥课程还培养了我对学习和学
以致用的热情。无论大学生各自的兴趣爱好是
什么，这些技能和价值观对任何一个人来说都
是必不可少的，这样他们才能将自己的发现与
所学用于推动社会的发展和福利的改善。”

“剑桥国际 A Level
课程激发了我的好奇心，使我广泛而深入地学
习了所攻读学科的各个方面，尤其是物理。
剑桥国际A Level课程的学习帮助我对所学科目
建立了详细的了解，进而让我详细了解了所学
科目，这从而帮助在大学期间可以游刃有余地
拓展我的知识面。学习剑桥国际 A Level 物理课
程意味着我需要经常做实验，同时还要不断提
高自己的实验室技能。
事实证明这些经历对于我完成大学学业至关
重要，因为它让我学会了批判性思考和如何
运用所学知识解决问题。这个课程为我入读
墨尔本大学这一名校的机械工程专业带来了
极大的帮助。”

Quynh Anh Mai
课程：商科学士学位课程
中学：越南 ABC 国际学校
大学：悉尼大学

Ooi Wenn Lynn
C 课程：生物医学学士学位课程
S 中学：马来西亚泰勒学院
U（Taylor’s College）
大学：墨尔本大学
“起初报读剑桥国际 A Level
课程时，我有点担心，因为听
bec 说这个课程非常具有挑战性。
但现在回过头再看，我很庆幸自己当初的决定，
因为这个课程帮我打下了扎实的基础，为完成大学
学业做好了准备。在大学里，讲师的授课内容通常
基于学生此前应已掌握的知识之上。得益于完成了
剑桥国际 A Level课程，我发现自己从中学阶段的学
习到大学的过渡比其他人更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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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我完成了剑桥国际 A Level 课程，我得
以直接入读悉尼大学，而无需像越南高中的
很多学生一样学习预科课程。此外，我觉得
自己比其他国际学术更有竞争力。我熟悉术
语，尤其是商科学习中的专业概念，这使得
我在大学阶段的学习犹如进入了快车道。在
“管理会计学A单元”的学习中我获得了第
二名，在 “市场调研单元”获得
了第三名，这一事实就是
证明。”

Rebeca Indira

Zhang Xifan

课程：应用科学（心理

课程：早期与小学教育学学
士学位课程

学）学士学位课程

中学：中国广东广雅中学

中学：印度尼西亚SMAK
Penabur 8

大学：莫纳什大学

大学：迪肯大学
“剑桥国际 A Level 课程的学习减轻了海外求学初
始阶段给我带来的压力，因为这个课程所具有的
很多特点已经让我能更好地适应澳大利亚的教育
体系。这个课程不仅促使我加强了英语读写，并
且也提高了我的独立学习能力。这一点对我十分
有利，因为我发现迪肯大学正是期望学生能在处
理学习资料上发挥更多自主权。”

“剑桥国际A Level课程
让我有机会完全沉浸在以英语为中心的学习海洋
中。我所选择的早期教育专业要求我具备出色的
英语语言和学术技能。
剑桥 IGCSE 英语课程不仅生动有趣，而且实用性
强，让我为未来的大学学业做好了充足准备。这
套课程帮助我对自己所学的化学、物理、数学和
生物等剑桥国际A Level科目建立了具体而全面的
了解。这为我理解用以促进儿童的读写和算数能
力、科学认知、身心健康和体育发展的整体策略
奠定了基础。剑桥国际课程让我为日后成为莫纳
什大学的优秀学生做好了充分准备。”

Suit Yin Thing
课程：药学（荣誉）学士学位
课程
中学：马来西亚 Sunway 学院
大学：昆士兰大学
“我非常庆幸自己在进入昆士兰大学攻读学位课
程之前学习了剑桥国际A Level课程。我在 A Level
课程中所学到的知识不仅帮助我应对了大学学
业，还在我个人逻辑思维能力的完善上发挥了至
关重要的作用。例如，A Level 生物课程要求我根
据支持证据进行理性的思考，并将从书本中学到
的知识与现实生活中的情境相结合。
A Level 课程中的实验操作经历帮助我树立了自
信心，培养了我在几乎没有监督的情况下完成
任务的能力。作为药学专业的一名学生，这一
点特别重要，因为我们需要以专业而又易懂的
方式向患者讲解医学知识。总的来说，A Level
课程的深度为我在昆士兰大学攻读学位打下了
坚实的基础，特别是针对大学一年级的学习而
言。在昆士兰大学学习药学可谓趣味横生却也
充满挑战。我相信，通过这四年的学习，我将
成为一名以患者为本、体恤他人感受的专业医
务人员。”

Leon Lazarou
课程：商科（管理）学士学位课程
中学：塞浦路斯 Heritage私立学校
大学：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
“小时候在塞浦路斯
Heritage 私立学校读书时就
接触了剑桥课程，这段经
历给我带来了很大帮助，
使我如今掌握了很多必要
的技能。学习剑桥国际
A Level 计算机、数学和物理课程培养了我的独立学
习能力和开放的心态，这些都是留学澳大利亚所必
要的素质。为期两年的剑桥资质证书课程给我的大
学学习带来了明显优势，让我在心理上轻松适应了
大学生活及更高的学业标准。这为我在皇家墨尔本
理工大学学习管理和市场营销学课程带来了极大的
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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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知事项
澳大利亚几乎拥有所有契合你具体学习兴趣的课程。在选择课程之前，
有几件事情需要先行核实，如学校开设的课程和研究领域。
我能学习什么课程？

研究领域

澳大利亚的大学和学院开设有数千门高品质的课程，
最后颁发的资质证书受到全球众多用人单位和学术
界的推崇。在本科阶段，大多数学生会攻读学士学
位。同时澳大利亚也提供学制较短的课程，包括预
科学位课程和文凭课程。全日制学士或本科学位课
程通常需要三年时间完成（某些情况下需要四年，
如要求在海外学习一年的语言课程或要求有工作经
验的商科课程）。

在澳大利亚，课程按“教育领域”或“研究领域”
分类。这是澳大利亚院校用于描述课程、专业和
学习单元的分类系统。现有12 个领域，包括：

如果你对某个特定的学习领域感兴趣，澳大利亚
的某所院校很有可能就能满足你的需求。在艺术
和人文科学、工程与技术、自然科学、生命科学
与医学以及社会科学和管理学等研究领域，澳大
利亚至少有三所大学名列全球前 50名（根据 QS
世界大学排名）。

1.

自然与物理科学

2.

信息技术

3.

工程与相关技术

4.

建筑学与建造

5.

农业、环境与相关研究

6.

健康

7.

教育

8.

管理与商务

9.

社会与文化

10. 创意艺术
11. 食品、酒店管理与个人服务
12. 综合领域课程

澳大利亚的大学在下列研究领域跻身世界大学排行
榜前50名：

艺术与
人文

临床医学、
临床前医学
与健康

工程与技术
生命科学

生命科学

物理
科学

社会
科学

本页信息摘录自
www.studyinaustralia.gov.au

来源：www.studyinaustralia.gov.au

剑桥国际 A Level 课程确实名副其实。我们相信经过了这样资质证书课程学习
的学生将为接受高等教育做好充足准备。
昆士兰大学药学院教授Nick Sh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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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需要具备什么资质证书才能就读于澳大利亚的大学？
入学要求

如果你被邀请参加面试，相关大学会通知你面试
安排。

入读澳大利亚名校的学术课程通常要求通过三门
A Level 科目考试且成绩达到 C 或以上，不过某
些课程的入学要求可能更低一些。包括莫纳什大
学和昆士兰科技大学在内的一些高校可以把两门
AS Level科目算作一门A Level科目。一些热门课
程要求三门A Level 科目成绩均达到优秀（ABB 或
以上）。

英语语言要求
澳大利亚各大学在英语语言上的要求各不相同，同
时也视你有意攻读的课程而定。例如法律和医学课
程对英语语言的要求通常高于其他课程。雅思考试
是证明你英语语言能力的最常见方式。很多大学要
求在单次雅思考试中，各部分（读、写、听、说）
要达到最低分数线。剑桥高级英语证书 （CAE）也
得到了很多大学的广泛认可。

各高等教育课程均有自己的入学要求。你必须达
到一定的考试分数，可能还需要获得一些特定科
目的资格证书，从而确保自己已掌握顺利完成课
程所需的相关技能和知识。很多大学都在自己的
网站上列出了每门课程的入学要求以及其他相关
要求，如入学考试或面试。务必仔细查看你所选
课程的入学要求，因为即使是同一门课程，各大
学的入学要求也不尽相同。

学生签证
此外，你还需要达到澳大利亚政府对英语语言的要
求。你必须被澳大利亚学校录取为全日制学生才能
申请学生签证。为申请签证，雅思平均分数必须达
到5.5分。162分的剑桥高级英语证书考试成绩被视
为等同于该雅思分数要求。

用剑桥国际 AS & A Level 申请
你需要确保你所选的剑桥国际 AS & A Level 科目与
你有意攻读的学位课程相符，特别是当你心中已有
明确的职业规划（如医学、工程或法律）的情况下，
这些学位课程可能会有具体的学科要求。以医学为
例，通常要求2门科学科目或1门科学科目加1门数
学。许多课程都有特定的科目要求，所以在选择心
仪的大学课程时请务必牢记这一点。提交申请之前，
请在大学网站上仔细查看你所选课程的入学要求。

请务必在澳大利亚移民及边境保护部网站
（www.border.gov.au）和院校网站上仔细查看
学生签证信息中对英语语言的要求。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堪培拉

我需要参加入学考试吗？
作为录取流程的一部分，你可能需要参加入学考
试（特别是医学或法律课程的申请），也可能需
要参加面试或试镜（针对表演艺术课程）。入学
考试通常考核特定的能力，如思维能力和逻辑推
理。大多数入学考试在学年开始时举行。澳大利
亚的标准学年从 2 月或 3 月开始，至 12 月结束，
因此，如果你需要参加此类考试，请确保按时报
名注册。你可能需要在递交申请材料前参加考试。

留学澳大利亚：用你的剑桥资质证书打开留学澳大利亚的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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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申请入读澳大利亚的大学？
选择大学课程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你需要考虑自己最感兴趣的大学类型、
大学开设的课程、大学所在地、所提供的活动选择，以及费用。

申请流程
第1步：选择课程
•

确定澳大利亚为你的首选留学目的地

•

选定课程和院校

•

查看课程的入学要求和签证要求

第2步：申请
•

递交申请1

•

收到录取通知书

•

收到入学确认书

第3步：开始课程学习
•

申请签证 （www.border.gov.au）

•

制定出行计划

1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剑桥学子可以通过所选大学的高等教育录取中心（TAC）递交入
学申请，例如，希望入读墨尔本大学的学生可以通过维多利亚州高等教育录取中心
（VTAC）递交入学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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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剑桥资质证书的认可
全澳大利亚的大学都欢迎剑桥学子的入学申请。剑桥国际 A Level 课程被广泛接
受，可直接入读本科学位课程。目前，有越来越多的大学也接受剑桥 Pre-U 资
质证书。该资质证书课程在英国的学校是 A Level 课程的替代选择。
以下是澳大利亚大学的一些入学要求示例：
墨尔本大学：申请者至少有三门A Level 科目成绩
达到B、B、C的等级。录取要求各不相同，有些
课程要求更高的成绩。取得特定成绩的学生则一
定会被录取。持有剑桥 Pre-U 资质证书的学生可
直接申请入学。墨尔本大学也接受用剑桥Pre-U
和A Level资质证书的组合来满足入学的要求。
昆士兰大学：昆士兰大学欢迎持有剑桥国际 A Level
资质证书或剑桥 AICE 文凭的学生提交申请。成绩
最佳的3门（或2门）A Level 科目，或等同于3门
剑桥国际认可数据库搜索示例：

（或2门）A Level 科目的 A 和/或 AS Level 科目的组
合成绩将按下列换算方式计算出一个总分：A*=5、
A=5、B=4、C=3、D=2、E=1。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欢迎持有剑桥国际 A Level 资质证
书的学生提交申请。按以下换算方式计算分数：
A*/A=5、B=4、C=3 等。成绩最佳的3门科目须总计
达到12分，且必须在一年内完成。

高等教育录取中心
高等教育录取中心为州级机构，负责管理澳大利
亚各州（不包括塔斯马尼亚和北领地）高等教育
院校的高等教育课程名额的申请流程。此服务仅
针对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公民以及澳大利亚永久
居民。
例如，负责新南威尔士州和澳大利亚首都区域的
大学录取中心（UAC）同时认可剑桥国际 A Level
资质证书和剑桥 Pre-U 资质证书。所有加入UAC的
大学均认为A Level资质证书（或同等资质证书）
等同于澳大利亚12年级学历。

认可数据库
我们的认可数据库展示了全球范围内已正式以书面
形式认可剑桥资质证书的院校。最新的认可声明会
定期更新在数据库中，便于学生查看哪些院校接受
他们的剑桥资质证书。
如需了解最新信息，或查找你心仪的院校，请访问
www.cambridgeinternational.org/recognitionsearch

留学澳大利亚：用你的剑桥资质证书打开留学澳大利亚的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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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可剑桥国际 A Level 资质证书的澳大利亚大学
澳大利亚大学联盟 （Universities Australia）旗下的所有大学以及其他澳大利亚
高等教育院校均认可我们的资质证书，包括由澳大利亚顶尖学府组成的
“八校联盟”。
澳大利亚首都区域
•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
www.anu.edu.au/study/information-for/
international-students
• 堪培拉大学
www.canberra.edu.au/international

新南威尔士州
• 澳大利亚天主教大学
www.acu.edu.au/international
• 蓝山国际酒店管理学院
www.bluemountains.edu.au
• 查尔斯特大学
www.csu.edu.au/intern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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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麦考瑞大学
www.mq.edu.au/international.php

北领地Northern Territory

• 南十字星大学
www.scu.edu.au/international

• 查尔斯达尔文大学
www.cdu.edu.au/international

• SP Jain全球管理学院悉尼分校
www.spjain.org

昆士兰州

• 新英格兰大学
www.une.edu.au/study/international

• 邦德大学
https://bond.edu.au/future-students/bond-international

• 新南威尔士大学
www.international.unsw.edu.au

• 中央昆士兰大学
www.cqu.edu.au/international-students

• 纽卡斯尔大学
www.newcastle.edu.au/international

• 格里菲斯大学
www.griffith.edu.au/international

• 悉尼大学
www.sydney.edu.au/future-students

• 詹姆斯库克大学
www.jcu.edu.au/international

• 悉尼科技大学
www.uts.edu.au/future-students/international

• 昆士兰科技大学
www.qut.edu.au/international

• 卧龙岗大学
www.uow.edu.au/future/international/index.html

• 昆士兰大学
www.uq.edu.au/international

• 西悉尼大学
www.uws.edu.au/international

• 南昆士兰大学
www.usq.edu.au/study/intern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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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澳大利亚州

塔斯马尼亚州

• 弗林德斯大学
www.flinders.edu.au/international-students

• 塔斯马尼亚大学
www.utas.edu.au/international

• 阿德莱德大学
www.international.adelaide.edu.au

西澳大利亚州

• 南澳洲大学 www.unisa.edu.au/study-atunisa/international- students

维多利亚州
• 迪肯大学
http://www.deakin.edu.au/international-students
• 澳大利亚联邦大学
www.federation.edu.au/international
• 乐卓博大学
www.latrobe.edu.au/international
• 莫纳什大学
www.monash.edu/study/international

• 科廷大学
www.international.curtin.edu.au
• 埃迪斯科文大学
www.ecu.edu.au/degrees/international
• 莫道克大学
www.murdoch.edu.au/Future-students/
International-students
• 澳大利亚圣母大学 www.nd.edu.au/nav-futurestudents/international- students
• 西澳大学
www.international.uwa.edu.au

• 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
www.rmit.edu.au/study-with-us/internationalstudents
• 斯威本科技大学
www.swinburne.edu.au/study/international
• 墨尔本大学
www.futurestudents.unimelb.edu.au/
info/ international
• 维多利亚大学
www.vu.edu.au/study-with-us/internationalstudents

不管学生带着怎样的求学目标，我们都愿意随时提供帮助。有很多成功
完成剑桥国际 A Level 课程的学生已经加入了我们西澳大学的大家庭。
他们很适应大学生活，学习成果也非常优秀。
西澳大学 、招生部副主任 Zoe Morri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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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可剑桥国际 A Level 资质证书的澳大利亚大学（续）

剑桥资质证书在澳大利亚
的受认可情况
达尔文

汤斯维尔

洛克汉普顿

布里斯班

珀斯

纽卡斯尔
阿德莱德

悉尼
堪培拉

墨尔本

霍巴特

塔斯马尼

认可剑桥国际 A Level 资质证书的大学。

以下信息来源可能对您有用
1. 为计划赴澳留学的国际学生提供的综合信息：
www.studyinaustralia.gov.au

4. 关于澳大利亚“八校联盟”的信息请详
见： www.go8.edu.au

2. 澳大利亚联邦政府招收海外学生院校及课程注
册登记系统（CRICOS）是澳大利亚政府运营的
官方网站，该网站列出了向持有学生签证的在
澳留学生提供课程的所有澳大利亚教育提供商。
请访问： www.cricos.deewr.gov.au

5.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网站所提供的关于
澳大利亚教育体系的信息，请详见：
www.oecd.org/australia

3. 关于学生签证和英语语言要求的信息请

详见： www.border.gov.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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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关于澳大利亚大学排名和校园整体环境的
信息，请详见：
www.timeshighereducation.com/world-universityrank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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