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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纳士大学校长致辞
学习是人类生存必不可少

的部分。无论您选择什么道

路，您的学习都将影响您的

就业机会，您的休闲活动以

及您和您的朋友家人的关

系。因此您所接受的教育的

质量和内容将会对您之后的

人生－以及您的人生对他人

产生直接的影响。我们很高

兴您能把蒙纳士大学预科课

程 (MUFY) 纳入考虑范围，本

课程将为您成功升读蒙纳士

大学搭起极佳的学术桥梁。

通过蒙纳士大学预科课程，

您可以获得绝佳的学习体

验。该预科课程同时配备学

生辅导，使您在已有水平的

基础上更上一层楼，从而能

够入读一流的学位课程。该

课程由蒙纳士大学的专业学

术团队为您精心设计，是您

进入本校的理想途径。

蒙纳士大学的毕业生可获得

国际承认的学位，这是您在

职业生涯中获取成功关键的

第一步。我们期盼您加入到

蒙纳士大学的大家庭中来！

蒙纳士大学让学生获得有用

的学习经历。我们的大学不

但在教育课程方面，而且在

教职员工的尽心尽力方面赢

得杰出的声誉。 

Edward Byrne AO 教授 

蒙纳士大学校长 

 提供方: 泰勒高等学习学院 01160J   提供方: 蒙纳士大学 00008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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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纳士大学预科课程  
泰勒学院
泰勒学院为希望日后攻读蒙纳士大学学位的学生铺设了一条有效的途径。蒙纳士大学预

科课程由泰勒学院独家承办，课程形式灵活，课程长度从二十九周到四十九周。该课程

相当于澳大利亚十二年级水平，您只需达到要求的分数，便能进入蒙纳士大学攻读学士

学位课程。

高中

达到国内要求的水平   
(详见第三十九页) 

泰勒学院

泰勒学院英语语言准备课程 

(TELP) (详见第十八页)

大学预科课程: 标准密集课程，标准课程

及延伸课程

大学学位

在蒙纳士大学或其它澳大利亚大学

开始攻读学位课程

进入蒙纳士大学的专门途径 

蒙纳士大学和泰勒学院联手共同开办了蒙纳

士大学预科课程，这将是最有效升入蒙纳士

大学的捷径。顺利完成该课程后您会具备两

大优势。

首先，您将确保升读蒙纳士大学；其次，该

课程帮助您最大限度地准备好就读蒙纳士大

学学位课程。

成为蒙纳士大学的一员
在您的学习期间，蒙纳士大学将安排各种活

动以丰富您的校园生活，例如：系列讲座、

体育活动和课外辅导等。蒙纳士大学会派代

表定期到泰勒学院进行个人升读高等教育课

程的咨询活动。

泰勒学院教学方法
个性化:灵活、个性化的教学方法确保您的

学习始终处于正确的轨道上。灵活的课程表

使您能接受到个性化的教育以及个人辅导。

我们独特的学习指导体系(见第十二页)专门

为您可能需要针对性帮助和指导的学业领域

提供补充资料而设计。

国际化:我们的员工在满足国际学生的各类

需求方面拥有丰富的经验。他们将会协助您

解决针对学习安排、课程选择以及其他海外

生活中可能遇到的各类问题。

现代化:泰勒学院推崇成熟、智慧以及果断

的个人素质，而这些素质是您在大学中取

得好成绩所必备的。在充满活力的学习环境

里，所有学生都被当作成人对待。

其它课程设置
除了蒙纳士大学预科课程，泰勒学院还提供

一系列其他学术课程，包括高中课程十、十

一和十二年级及英语语言准备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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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纳士大学预科课程的
优势

蒙纳士大学预科课程使您全面受益，并优势明显 － 所有都是为您能够成功入读蒙纳士大学打

下坚实基础。

蒙纳士大学的学位保证

蒙纳士大学预科课程的学生将

保证获得他们所选择的蒙纳士

大学本科课程学位，只要他们

在升读大学的那一年达到必需

的要求。每一年，超过80%申

请蒙纳士大学的预科课程学生

都获得了录取。只要您达到要

求就不需要竞争入学。

成功的历史
每一年，我们几乎所有的学生

都能获得高等院校录取。泰勒

学院的招生制度规定，只有过

往的成绩能证明他们有能力完

成该课程，我们才会接纳这些

学生的申请。到位的学术及个

人支持系统保证每位学生都有

最好的机会达成他/她的目标。

与蒙纳士大学的学术
合作
这一预科课程是结合了蒙纳士

大学和泰勒学院的教育专长而

设，为您提供了理想的学术基

石踏入入大学水平的学习。所

有的考试都由蒙纳士大学设计

和主持，因而保证了学生能获

得最高质量的教育水平。

向大学的顺利过渡
教学方法鼓励学生能很容易地适

应澳大利亚高等教育系统。课程

以小班教学的形式进行，再加上

大学风格的大课堂讲学和按时间

表编排的个人辅导。您将学会

如何独立地学习、与小组成员协

作、成为领导者、开展研究以及

进行讲演 － 所有这些技能都是

在大学里取得成功所必需的。

灵活的学习选择

蒙纳士大学预科课程分不同学

期进行教授，某些科目可作为

独立单元来学习。第一学期之

后，您可以选择重复学习某一

单元，开始另一不同的科目，

或是延长您的课程，减缓学习

进度。在这一过程中，学生都

会得到个别辅导以作出最佳的

学习选择。这样的灵活性让您

可以以最佳机会获得成功的方

式来学习。

课程选择及大学的院系

在全学年里，我们提供多个开

学时间和课程内容以配合您的

时间、学术水平及您对于大学

的雄心 (请参阅第21页)。由于

蒙纳士大学预科课程并不是划

入某一特定的知识领域，学生

可以选择他们感兴趣的预科课

程科目，以及申请蒙纳士大学

相关的学位课程。您可以学习

最适合您的课程，并且为您所

选择的学术领域提供最有效的

途径。

新的学习机会

蒙纳士大学预科课程为学生提

供机会去进入他们以前从来没

有学习过的领域。延长课程为

学生提供他们所需的、而以往

又没有接触过的科目的背景知

识。成功完成这些课程之后，您

就可以申请您所选择的大学课

程，探索无数新的机会。

专家级的师资

我们的教职人员都是教导国际

学生方面的专家。他们的经验

能鼓励您在学习中取得优秀成

绩。我们的老师明白海外学生

的特殊需要，他们有足够的能

力去支持和鼓励您取得成功。

您可以自信地感觉到您的学术

成功就是我们最重要的使命

最好的支持

准备进入大学的学生有着与其

它学生所不同的需要，而泰勒

学院已经为学生提供相关的关

怀服务长达八十八年之久。蒙

纳士大学选择泰勒学院在澳大

利亚独家开展预科课程是因为

相信泰勒学院能为学生准备一

个大学的成人环境。从小组形

式的个别学术辅导和印刷的学

生手册，以至职业咨询、住宿

指导和校内保健－您会知道您

所接受的是最好的照顾。

为攻读医学学位做准备
蒙纳士大学预科课程为那些希

望在蒙纳士大学学习医学的学生

提供广泛的预备。泰勒学院是一

所注册的国际学生入学测试中

心，入学申请都会通过课堂实践

和模拟面试来作好充分的准备。

   蒙纳士 Robert Blackwood 大楼

  艺术图书馆

  蒙纳士大学音乐设备备受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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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纳士预科的优势在于全心全意为学生们提供

各种学习机遇：

•	  选择： 协助每位学生选择兼顾兴趣和职业理

想包括职业导向双学位的课程，让学生在开

学时就明确学习目标。

•	  参与：积极参与校区活动，塑造领导与管理

技能。

•	  调查：通过参与作为学位一部分的研究项

目，作为提高荣誉项目。

•	 发展：充分利用27个国家117个伙伴院校建

  立的丰富学习资源。

•	 巩固：丰富学生的各种学习经历，与杰出的  

  教员交流以提高教学质量和相应教学设备。

蒙纳士预科包含的这些途径、事项和价值流传

于我们的演讲课堂、指导课堂、研究设备和贯

穿于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蒙纳士大学的学

位持有者将具备21世纪的生活所需竞争力，并

能够在竞争中保持优势。

   蒙纳士大学校园 Clayton 校区

蒙纳士大学预科: 世界是我们的校园  

蒙纳士大学预科可以直接升读蒙纳士大学，是一条对每个学员的学习和教学提供最有价

值的学习经历和机会的捷径。蒙纳士大学是澳大利亚顶尖的八大名校之一，并于2008年
被《泰晤士高教增刊》评为世界前50名大学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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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蒙纳士大学的十个理由

“以此作为您终生的信条：不再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努力，而是为了整个社区的利益而

奋斗。” – 约翰 • 蒙纳士爵士

大学饮誉全球
蒙纳士大学拥有强大的国际合作伙伴网

络，超过 58,000 的在校学生和 225,000 的
校友来自世界各地，拥有不同的文化背景。

只要在蒙纳士大学里学习，您就自然成为了

这个国际大家庭的一员。   

蒙纳士大学是八大名校联盟名校成员之一，被

公认为有专业的研究，高质量的教学和优秀的

奖学金计划的大学。 

更多的选择

蒙纳士大学比起其他的澳大利亚大学有更多的

学生、更多的教职员工以及在世界范围内更多

的校区。这意味着您拥有更多的选择和灵活

性。在很多情况下，您能选择您喜欢的校区进

行本科学习。

全球化优势

世界就是我们的校园。 蒙纳士大学已在澳大

利亚建立了六座校区，另外再加上在马来西

亚和南非的校区，总共吸引了来自超过一百

个国家的学生。一共有超过 17000 名国际学

生在我校学习，占学生总人数的百分之三十

多。蒙纳士大学通道意味着在全球范围内开

拓新的学习机遇。它为蒙纳士大学毕业生提

供全球概念，事业发展，学术成功，提高个

人和专业的机会。 

广阔的就业空间

蒙纳士大学在雇主中享有盛誉，许多跨国企业

经常在校园内举行招聘活动。不少蒙纳士大学

的学位课程都提供业界实习，可以让您在毕业

生就业市场中取得先机。蒙纳士大学文凭受全

球认可。

缤纷多彩的生活
所有蒙纳士大学校园均提供设备齐全的设

施，帮助学生平衡学习和社会活动能力。在

文化、气候、生活水平以及其他众多的社会

因素，诸如罪案率和医疗保障等方面，墨尔

本一直在全球最适宜居住的城市的排行中数

一数二。海滩、艺术、音乐、运动和文化活

动等全都触手可及。

优良的教学设施

蒙纳士大学提供优秀的教学和学习设施。图

书馆中有超过二百六十万册藏书，一百二十

个电脑实验室以及超过二千五百台电脑，还

有遍布校园的运动俱乐部和学生中心，让您

的校园经历收获丰富。

学术研究
蒙纳士大学是在学术研究方面处于领军地位

的大学。蒙纳士大学的研究者们在改变人们

生活方面作出了诸多重要贡献，包括领先的 

IVF 技术；在药物方面的发展包括对抗疟疾和

流行性感冒；通过突破性的事故研究帮助减

少通行税征收；以及气候变化。大学 2008 

年的研究收入达到两亿美元。许多本科课程

学生可以及早接触到研究项目。从考古学和

地质学的实地考察旅行，到婆罗洲湿地的多

样性植物和一些世界顶尖的生物科技专家实

验室的医学研究项目，蒙纳士大学拥有很多

令人鼓舞的研究机会。

社区领导地位
蒙纳士大学在多个方面都展示了其作为社区

领导者的地位，为二十一世纪作出成果。蒙

纳士大学已经开始着手从事一项雄心勃勃的

计划，围绕着可持续性，和平和安全，经济

发展，革新，健康与疾病，以及社区和谐

等。我校的法律系毕业生担任了维多利亚司

法系统中四个最高级别的法官职位；我们在

气候变化研究中的领导地位受到认可，八位

蒙纳士大学的科学家的研究成果为美国前副

总统戈尔在2007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也立下

了汗马功劳；蒙纳士大学的工商管理硕士课

程在2007年《经济学人智库》“个人发展及

教育经历”类别的世界排名中名列第二位；

我们的工程学课程居于国际认证的华盛顿协

定标准之列。

雄厚的师资

蒙纳士大学的师生比率高于澳大利亚大学平均

比例，因此您会得到更多的关注和帮助。我们

的教师都是各自领域里的领导者和革新者。他

们都致力于培养学生的优秀品质和增强学生全

面经历的重要性。

志愿者

蒙纳士大学的教职员工和学生以其对改善人

类的生存环境所作的贡献而著称，对人类的

生活质量产生了直接而切实的改变。蒙纳士

大学鼓励学生积极参加志愿活动，以此来改

善自己和他人的生活。通过这些活动，学生

的谈判能力，团队协作能力以及分析能力都

大为提高，而这些将对他们未来的事业成功

起到关键作用。

 蒙纳士大学 Clayton 校区

   蒙纳士大学电脑室 

八大名校联盟成员之一

蒙纳士大学以身为澳大利亚八大名校联盟成员之

一为豪 - 该联盟的成员是澳大利亚八所投身并致

力于高质量的教育,科研及学术成就的澳大利亚顶

级大学。

www.go8.edu.au

monash.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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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成绩回顾

在 2008 年，泰勒学院有 500 名学生完成了

一月开学的蒙纳士大学标准预科课程。100%
的学生获得学士学位课程的录取。

商业和经济类的学位尤为受欢迎 (有 43% 的
学生报读)，其次是药理学 (有 10% 的学生

报读) 。 

学生成功案例
我们诚挚地祝贺蒙纳士大学预科 2008 年的状

元生：来自中国的 Wu Xia Jie 。Wu Xia Jie 毕
业成绩为 393 。目前在蒙纳士大学药理， 护

理和保健系攻读营养及饮食学士学位。 

蒙纳士大学国际杰出学生奖学金
每一年，蒙纳士大学都向成绩杰出的国际申

请人颁发奖学金。2008 年，蒙纳士大学给我

们预科课程中成绩最好的三名学生都颁发了

奖学金，籍此作为对他们成绩优秀和表现出

色的嘉许。   

成功纪录

泰勒学院的蒙纳士大学预科课程在2008年成功地培养了大约700名学生，其

中预科课程一月和四月班的毕业生中有 83% 进入蒙纳士大学攻读学位课程，

其余学生均被其他高等院校录取。他们中有32%的学生毕业成绩达到八十分

或以上。 

taylorscollege.edu.au/mufy_results

蒙纳士大学专业录取比例

  经济与商业 (43%)

  药理学 (10%)

  医学和保健学科 (8%)

  工程学 (8%)

  理学 (8%)

  文学 (7%)

  其他 (6%)

 信息科技学(5%)

  法学(2%)

  教育 (2%)

  艺术与设计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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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U, Derek 

蒙纳士大学预科课程 

中国香港

“在结束了泰勒学院蒙纳士大学预科课程之

后，我升读了蒙纳士大学的市场专业学士学位

课程，并于 2002 年顺利毕业。 

泰勒学院蒙纳士大学预科为我升入蒙纳士大学

提供了很好的准备。泰勒学院的老师们协助我

很快地适应这里的新生活，课堂上他们的授课

速度都不快而且非常清晰，这对于国际学生来

说能够很好地提高他们说英语的信心。 

我目前是香港 AIA 银行机构的高级财务顾

问，我的团队有 11 人，为客户更好地管理他

们的资产投资做风险分析管理和提供建议。

我在泰勒学院和蒙纳士大学的学习经历让我能

够很快地融入和结识行业内的不同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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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泰勒学院的学习和生活
泰勒学院自一九二零年开始起就一直处于教学前沿，凭借其独特的教学方式成为澳大利亚一流

的大学预备教育学院。自一九九零年至今，泰勒学院墨尔本校区有幸承办了蒙纳士大学预科课

程 (MUFY)。

辉煌的历史
泰勒学院于 1920 年在墨尔本开办首个校区，

并在过去九十多年里不断发展壮大，其成功

源于学校的优质教育课程和对学生周到的支

持服务。泰勒学院将使您预科课程的学习经

历充实而有意义，使之成为您进入蒙纳士大

学学习的阶梯。学院专业的教学和辅导将帮

助您准备好迎接激动人心的大学生活。

泰勒学院墨尔本校区
泰勒学院墨尔本校区座落在墨尔本市中央商务区的心脏地带，学院大楼是一栋十层高的现代化

建筑。校内先进的教学和住宿设施包括：

•	  计算机和科学实验室，配有超过三百台计算机

•	 互动白板技术

•	  遍布校园的无线上网接入

•	 设备先进的图书阅览室

•	 宽敞的学生活动室

•	 配备单独练习室的音乐教室

•	 配备有 36 台电脑的美术工作室  

•	  接待处和学生服务区

•	 医务室配备合格的医护人员

•	  男女独立礼拜场所

•	 铁路、有轨电车和公交设施便利，通达城市各个地区，附近有银行、商铺和咖啡馆

   令人难忘的泰勒学院墨尔本校区 泰勒学院图书馆

   休息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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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在墨尔本
多种住宿方式可供选择，比如：旅店、寄宿家

庭或校外租房 (别墅或是公寓房)。未满十八岁

的学生必须居住在经认可的寄宿家庭、旅店或

成年的亲戚家里。我们的员工将很乐意为学生

提供住宿帮助。

学生宿舍
泰勒学院推荐未满18岁的学生入住 Taylors on 
A’Beckett (TOAB) 。这是一栋精心设计的学生

宿舍，离学校仅五分钟步行路程。宿舍内有单人

房和双人房，可容纳一百二十七名学生，并配备

一个地下停车库。住在这里的学生共用洗衣房、

浴室、厨房设施及公共会客室。公用居住区的宿

舍楼全天有专人监管。

已满十八岁的学生：十八周岁以上的学生可在

TOAB 享受较为独立的生活方式。宿舍区内设有

九十间套房，还有一居室或两居室等不同的楼层

单元可供选择。学生居住的楼层单元设施和旅

客居住的地方有不同的安全入口。 

Le Student 是墨尔本 Preston 地区提供高质

量、安全与便利的私人房间的公寓，学生可在国

际化的氛围中生活。宿舍区内还有保安设施齐

全的度假式套房，配有专门学生服务部门、多语

种工作人员以及全天候接待服务。这里的餐馆

供应套餐及到城区的免费班车。

Unilodge 是学生的另一选择。学生可以选择入

住墨尔本市中心七个地点的楼层单元或套房，

宿舍内设备一应俱全，非常靠近泰勒学院。所

有的宿舍都有高标准保安设施，提供很好的学

生照管服务，非常清洁，务求令学生享受到舒

适的海外学习生活。

寄宿家庭
您可以选择借住在澳大利亚当地居民家中，居

住环境相当安全。您每天需要自己准备早餐和

午餐，寄宿家庭将为您提供晚餐。您将居住在

一个以英语为主的环境之中。寄宿家庭一般都

在墨尔本市郊内圈范围之内。根据您实际居住

地点的不同，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到学校所需时

间从十五分钟到一小时不等。

墨尔本生活
更多在墨尔本生活的信息，请访问网站

www.taylorscollege.edu.au/melbourne.

新生机场接送服务
为了您的便利，泰勒学院可以安排墨尔本国际

机场的接机事宜。泰勒学院将给您一个电话号

码以备紧急之需，在紧急的情况下，您都可以

通过这个电话联系泰勒学院的工作人员。如果

需要接机服务，请提前通知泰勒学院。

taylorscollege.edu.au/melbour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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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ylors on A’Beckett 距泰勒学院步行仅需五分钟，是适合所有年龄
段学生的理想住所。

   Taylors on A’Beckett 进餐室  

   UniLodge 公寓的单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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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指南
泰勒学院提供各类学习指南，涵盖课程各种内

容，帮助您解决在学习中碰到的困难。该学习

指南包括科目内容、评估作业、课程的补充材

料、学习帮助、附加练习、模拟考试题和许多

其他细节内容。每门学科都会提供相关的学习

指南，它是学生所需的重要课外学习材料。

课外辅导
学校每周公布每门学科的免费课外辅导时间

表。课外辅导为学生提供单独或与少数同学一

起接触授课老师的机会。其他学校的学生通常

要花钱请私人导师进行课外个人辅导，但是泰

勒学院已经把这项服务包括在课程表内，而且

不收取任何额外费用。

个人咨询服务
校内有合格的心理医生为学生提供个人咨询服

务。此外，校方也提供学习技巧咨询服务。

全日保持联系 
学院会告诉每个学生两个手机号码，所有学生

在遇到紧急情况时都可以通过这两个号码随时

联系泰勒学院的员工。

学院图书馆

泰勒学院提供各种各样的信息资料、期刊以及

历届考试卷供学生参考。这里有一万五千多册

印刷资料和专业计算机设备、两个全面数字化

的研讨室以及大量DVD和光碟收藏。我们经验

丰富的图书管理员将协助您不断提高学习和调

研的技能。

未满十八周岁学生的监护
泰勒学院的监护人在合同规定范围内向学院的

学生及家长提供一系列的服务，包括二十四小

时紧急联系电话及定期联系学生等。监护人与

学院及家长保持联络，并汇报学生的学习进步情

况或任何与学生健康和校外活动有关的问题。 

大学入学咨询
学院有大学入学咨询顾问，专为学生提供有关

大学课程及未来职业方面的建议。仅仅在蒙纳

士大学预科课程中取得好成绩是不够的，您还

需要正确的信息和建议来规划学习生涯中的下

一步。学院的员工会与您共同讨论全部方案并

提供帮助和指导。

泰勒中国家长会

泰勒学院各校区校长每年到中国举行家长会，

与家长直接沟通让家长更进一步了解学生情况

和进度。

辅导援助服务
泰勒学院为全部学生提供个人咨询和援助服务。学院开办一系列服务项目，为学生的学习、保

健、就业及私人生活提供建议和帮助，尽全力为远离家乡的海外学子提供最好的关怀和照顾。

   专业的图书馆员工能帮助你找到所需资源  Pauline Lyall, 学生帮助团队协助员  Margot Tucker, 学习部门主管

  学生帮助团队可以给予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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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学习及 StudySmart
StudySmart 是为教育提供者设计的一个科技

领先，开放式的学习管理系统。此系统使教育

者能够根据具体的需要向学生提供基于网络的

学习活动和课程材料，并可以和学生进行互

动，分享信息。

StudySmart 的课程工具包括公告板，聊天

室，电子白板，电子邮件，学生展示区，成绩

册，测验工具，互动日程，以及合并及链接工

具等。

此外，我们校园中的很多教室都配有互动白

板。我们领先的教育技术确保了学生能够获得

更有效的学习体验。您将从充满活力的学习环

境，先进的技术与现代的教学方法相结合的教

育方式中受益匪浅。

Homeroom 互助小组
我们会安排每一位学生加入到一个大约有二十

名学生的互助小组。每个小组都会配备一位老

师作为导师。我们会确保这名导师每天都与小

组里的学生保持联络。导师对每个学生深入透

切的了解，对建立师生之间彼此的信任尤为重

要，也有助于导师为学生提供更好的帮助。

有了这个基础，导师们才能在学生需要的时候

给每位学生提供最合适的帮助。同学们会利

用Homeroom互助小组作学科间的交流、讨论

大学申请的相关事宜以及促进学习技能，在友

好气氛下进行的小组讨论往往会令大家对论题

了解变得更容易。除互相帮助外，很多互助小

组也会举行有趣好玩的活动或互相之间替对方

庆祝生日,以及在紧张的学习之余互相帮忙减

压、放松。

医疗设施
我们校内的医疗设施完备，有专门的优秀护理

人员值班。如果学生需要更多医疗护理，我们

还可以转介给医生，如有必要还可以替您预约

当地的医生。

海外学生医疗保险 (OSHC)

如果您是在澳大利亚学习的国际学生并持有学

生签证，您必须购买获得批准发售的海外学生

医疗保险，该保险经注册健康基金发售。您必

须在到达澳大利亚之前就要购买海外学生医疗

保险，它能确保当您到澳大利亚时就开始生

效。您在澳大利亚学习期间需要持有该保险。   

泰勒学院海外学生健康保险优先提供者为澳大

利亚健康管理机构。详情请访问:

www.ahm.com.au。

taylorscollege.edu.au/support

中国学生顾问
我们全面周到的学生服务体系就是为帮助学

生适应海外的学习生活而专门设计的。我们

还特别为中国学生配备了中国学生顾问。他们

负责学院、学生和家长之间的沟通和联络。

顾问提供的服务:

•	 	为家长与学院的沟通和来往文件作翻译

•	 	在学生初抵学院时提供专门的新生介绍

•	 	应家长要求，解释学生的成绩报告和在校

表现

•	 	定期与学生会面以确保其适应学习和生

活，及时更新学生的联系方式

•	 	如发生任何问题，马上与家长联络

•	 	接待访校的中国家长

王珮 (Peggie Wang)
校区: 墨尔本
电话: 
+61 3 9935 7955
电子邮件: 
pwang@studygroup.
com       
来自: 上海 
移居澳大利亚: 1990
学历:  

高级应用语言证书 - 日语 (墨尔本皇家理
工学院) 
教育学文凭 (拉筹伯大学)  
文科学士 (上海外国语大学)

工作经验: 曾任私人教师、翻译，在上海交
通大学有五年的英语教学经验。 

Peggie 自身的海外留学经历及多年的教学
经验使其对学生的想法和需求有着深刻
了解。她友善、关爱的个性让学生在有需
要时更易接近。能够作为学生的顾问和家
长与学校之间的联系人，她亦以此为荣为
乐。Peggie 主要负责就读语言课程或 18 岁
以下的学生工作。

仲秀蓉  
(Sherry Zhong)
校区: 墨尔本
电话: 
+61 3 9935 7954
电子邮件: 
szhong@studygroup.com       
来自: 上海
移居澳大利亚: 1993

学历:  
高级翻译文凭 (墨尔本皇家理工学院)  
英语本科学士  (杭州大学)

工作经验: 在泰勒学院墨尔本校区拥有十四
年工作经验，曾经在中国从事了六年的大学
英语教学。

Sherry 从事学生服务工作，并在学院担任翻
译，在协助中国家长与学院沟通交流方面发
挥着重要的桥梁作用。帮助和照顾来自中国
的学生是她的主要职责，在学生遇到困难时
伸出援手是她的首要任务。

   在图书馆学习     电子白板使得课堂成为一个充满乐趣及互动的快乐体验    校内医疗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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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0am 起床时间! 步行去学校，在路边很多不

同咖啡店里喝杯咖啡和吃早餐。 

8.50am 是我非常喜欢的生物课时间，尤其是

试验室课程。今天我们的试验主题是解刨老

鼠，而我解刨的老鼠居然是怀孕的，这太有

趣了!

10.15am 计算机课是我最喜欢的课程之一。我

们学习如何掌握基础程序， 虽然有一些复杂，

但是我也学习到很多东西，我的目标是有一天

能为 i-Phone 设计出一套我自己的程序。 

12.10pm 午餐时间! 我和朋友们的午餐时间非

常轻松也充满欢笑，大家会被彼此的玩笑逗得

大笑不止。这里有很多我以前从未尝试过的食

物，但是现在呢，只要不是辣的我都可以尝试

了，这可是个不小的进步!

1.30pm  和 Spark 女士见面探讨如何选择大学

相关学习课程，她在科目选择，大学入学要求

甚至在如何提高学习技巧上，都给了我极大的

帮助和支持。 

2.20pm 休息一会之后，通常都都会去图书馆

学习，做作业，收发邮件和浏览新闻。 

3.10pm 经济学是最有意思的课程之一，我们

能够理论结合实际的分析很多案例 (每个大洲

都有来自那里的至少一名学生！) 在这里我学

到了很多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 也极大地开拓

了眼界。 

4.20pm 上课时间虽然结束了，可是今天一天

的活动并没有结束！我通常会继续去图书馆

学习，或者和朋友到学校旁边的店里去吃匹

萨， (那里的匹萨下午 5 点之后价格居然只有 

4 美元)，或者到健身房去健身和锻炼 ! 

校园生活的一天
来自委内瑞拉的 Alejandro Vasquez Betancourt 和我们分享他在泰勒学院墨尔本校区学习

和生活的一天.

  繁忙的一天结束了，该回家了!

  在生物课上亲手做试验

 电脑室全天开放，可在此做作业和收发邮件 

  Alex 在计算机课堂上受益匪浅   来自 Spark 女士的学习建议

  Alex 在图书馆做学习调研 

  Alex 住在校区附近步行去学校   和朋友们在休息室共进午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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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活动时间表
一月 

• 新生培训 
• 第一学期第一阶段开始
•	 农历新年庆典

三月

• 家长老师交流夜 
• 校友聚会
四月 
• 复活节假期 
• 第一学期第二阶段开始

五月

• 大学月 
• 多元文化节 

•  在蒙纳士大学内举行九月份预科课程展示

典礼

六月

• 澳大利亚草裙舞表演

七月

• 第二学期第三阶段开始
 八月

• 正式社交晚宴舞会 
• 家长老师交流夜
九月

• 在墨尔本大学举行音乐会
十月

• 第二学期第四阶段开始  

• 体育活动表演晚会

•  在墨尔本城市礼堂里举行应届预科成绩展示

庆典
十一月 

• 期末优秀生晚会

• 学期末互助组聚会
十二月 
• 第二学期第四阶段结束

社交与文化交流活动
学院里的教员为同学们组织了涵盖面很广的社会及文化活动。学院为学生组织了很多激动人心

的短途旅行，同学们都有到墨尔本市内有名的景点参观。大家能加入诸如歌咏、辩论、瑜伽、

公众演讲、象棋和烹饪等等俱乐部。其他的还有领导才能研讨会和一年四季在墨尔本和跨州的

野外露营。 

2007 年，泰勒学院迎来了来自超过四十个不同国家的学生，我们为所有这些文化能共冶一炉而

兴奋不已。校园里有众多的休闲俱乐部和运动队，其中一些还从属于蒙纳士大学里同样的俱乐

部。我们鼓励每一位同学积极去参与这些活动。

爱好音乐的同学会有机会参加众多的独奏会、音乐制作以及每年在墨尔本大学举行的泰勒学院

音乐会。预科课程的音乐学生可以加入蒙纳士大学音乐大师班和蒙纳士大学交响乐及合唱团，

并且能全权使用蒙纳士大学音乐图书馆内的所有资源。

特别的庆典活动由学生会负责组织。这些活动包括为数个澳大利亚慈善团体举行的筹款会，及

年度特别庆典，如每年的农历新年晚会、国际文化日、音乐会、预科学生正式社交舞会以及期

末优秀生晚会。

体育活动
在全学年里，学生们都有机会参与不同的团体和个人体育活动。对抗联赛会经常举行，主要的

体育赛事通常也会有决赛，例如室内外的足球、篮球、羽毛球和乒乓球。您更有机会代表泰勒

学院出席年度锦标赛，与其他墨尔本的学校一较高下，比如大学通路杯就是同其它预科学院举

行的竞赛。我们也会组织小型运动课堂，例如瑜伽、自行车、跑步、体操和室内板球。每年年

末的体育活动表演晚会，校方将会表彰墨尔本校区的同学们在体育运动方面的才能和在多种体

育活动中取得的成绩。

健康有益的校园活动
泰勒学院为学生们安排了一系列各种各样的课间活动。从短途旅行、节日庆典到团队运动、

辩论大赛、舞蹈和棋类，每位学生都有众多的机会参与并发展自己的真实生活技能。

  学生代表协会随时给您帮助!   短途旅行到蒙纳士动物园上生物课    蒙纳士校园足球赛

taylorscollege.edu.au/news

  学生们在蒙纳士大学音乐会上的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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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尔本 – 澳大利亚南岸的   
繁华都市生活圈
墨尔本，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的首府，连续几年被经济学家杂志的经济学人智库评为世界最适宜

居住的城市之一。墨尔本主办了二零零六年的第十八届英联邦运动会，数百万人从中体验到这个

城市的魅力与活力。在这个城市里，历史名胜与现代化建筑相互映衬，成为城内一道亮丽的风景

线。问个墨尔本本地人，你就会知道更多墨尔本的美丽之处。

独特而美丽的城市
墨尔本是澳大利亚第二大城市，人们在这里过

着非常充实的生活。运动、时尚和各种节日庆

祝活动是本地人的最爱。你可以到澳大利亚网

球公开赛或一级方程式赛车的赛场看场比赛，

欣赏一下本地新晋时装设计师的表演或在墨尔

本国际喜剧节世界级的喜剧表演上开怀大笑。

您可漫步景致如画的植物园或在优雅的拱廊下

进餐，其中一些古迹的历史可追溯到一八九一

年。维多利亚国家艺术中心里面有澳大利亚艺

术展览。在开始这里知名的夜生活之前，您可

以到 St Kilda 的海滩上休息放松一下。

家门外不远处别有洞天
驱车离开市区，不远处就能看到维多利亚地区

的多种风貌。沿着大洋路 (Great Ocean Road) 
走来，满眼都是沙滩和令人惊叹的景致。希望

运动一下的人可以沿着大洋路路线徒步。喜欢

冬季运动吗？您可以到维多利亚州为数不少的

滑雪场去，比如 Hotham 和 Buller 。

游客在菲利普岛上可欣赏到企鹅归巢的自然奇

观。您还可以到Healesville野生动物保护区认

识更多澳大利亚野生动物。Grampians 国家公

园是欣赏维多利亚地区美丽的自然景色和探究

当地历史的理想去处，这里保存有大量非常重

要的土著艺术遗址。这所有的一切都在等待您

来探索。

多元化的魅力之城   
墨尔本是世界上国际化程度最高的城市之一，

来自一百四十个国家的人们居住在这个城市，

您在这里可以找到家的感觉。墨尔本也是个文

化大融炉，这反映在墨尔本的餐馆、咖啡厅、

店铺和节日上。您可在 Carlton 品尝意大利

菜，在 Abbotsford 体验越南美食，唐人街的传

统中国菜，当然你不能错过 Yarra 河畔的澳大

利亚烧烤。 

城市特色
• 环境优美的大都市

• 气候怡人

•  铁路、有轨电车和公共交通设施便利

•  合理的生活费

•  城内外丰富的休闲活动

•  安全友好的生活环境

  很少城市会有如此多紧邻市区的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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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人瞩目的联邦广场

western
australia

northern
territory

south
australia

queensland

new south
wales

tasmania

victoria

           

    墨尔本著名的有轨电车

  漫步于历史悠久的拱廊

   在墨尔本琳琅满目的咖啡馆享受悠闲一刻

  凌空俯览墨尔本

 菲利普湾港口

visitmelbourne.com.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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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语言教育是泰勒学院的优势
泰勒学院课程要求有扎实的英语语言能力。

这种能力是您取得好成绩的关键。泰勒学院

专门替您设计了 TELP 课程，培养您在澳大

利亚这个充满挑战的学习环境里有所成就所

必需的技能。泰勒学院的英语老师均为经过

全面培训的语言教授专家，使您能在关爱和

扶持下学习成长。

TELP 课程要点：  
• 营造成功氛围  
• 语言技能培养  
• 小组作业  
• 演讲技能  
• 调研技能  
• 学会用心聆听及主动做笔记 
• 正规写作形式  
• 培养文化意识  
• 接触各种教学形式  
• 满足不同学生需求  
• 提供高水平学生照管服务 
• 每学期四次报告  
• 固定人数的班级

升入大学预科课程
成功完成相应的 TELP 课程，意味着学生无需

参加雅思考试即可升入蒙纳士大学预科课程。 

教授获取成功必需技能
在全球化的大气候下，要在事业上有所成就，

良好的英语语言技能不可或缺。泰勒学院的  
TELP 课程每期十二周，旨在提供攻读学术性

课程所需的语言培训。 

泰勒学院的 TELP 课程拥有优秀的师资。该课

程的老师均为在 ESL 领域教育专家，了解留

学生的需求。另外，通过控制班级人数，老师

能有效地营造信任、关爱和获得成功的环境。

NEAS 认证
泰勒学院被评为具有高教育水平的学府，其教

育水平符合澳大利亚国家英语语言教学评审计

划署 (NEAS) 对海外留学生英语专修课程的

要求。 

二零一零年 TELP 课程起止时间
学校提倡学生在新学期伊始入读，但是也允许

学生从下列开课时间后的每四周入读。

泰勒英语语言准备课程 (TELP)
如果您需要额外的帮助以达到入读学位课程所需的英语语言水平，泰勒学院的英语语言准备课程

(TELP)将是您最好的选择。在TELP课程学习过程中，您将会经常使用英语，每个您碰到的人都用

英语交流，包括您的朋友、老师以及您接触到的家庭和当地人。在这里学到的英语语言技能将使

您受益终身。

taylorscollege.edu.au/telp

2009 学年

21/09/09 - 11/12/09

2009 夏季课程

14/12/09 - 24/12/09

04/01/10 - 08/01/10

2010 学年

11/01/10 - 02/04/10

06/04/10 - 25/06/10

28/06/10 - 17/09/10

20/09/10 - 10/12/10

2010 夏季课程

13/12/10 - 24/12/10

04/01/11 - 07/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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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vnika Ruparelia  
来自肯尼亚 
蒙纳士大学预科 2005 年学生  
蒙纳士大学 2009 年
生物医学专业／理学学生

“我的医学研究之路开始于 4 年前在泰

勒学院的学习，那是我至今最棒的经历

之一。学校里最高质量的教学极大的激

励着我发挥自己最大的能力去学习。老

师们都非常优秀，激发我们从“要”学

习转变到“想”学习的模式。蒙纳士大

学内聚集了来自不同国家不同文化背景

的学生，也让我交到了值得一生珍惜的

友谊。 学校里有更丰富多彩的活动让

我乐在其中－从室内足球， 瑜伽，到

音乐表演到社会活动以及每年的舞会都

让我感到很充实。

泰勒学校的辅导老师给了我极大的帮助

和支持－他们的指导确保了我在大学学

习期间坚持自己的爱好和学习方向。 

目前我正在蒙纳士大学医学专业攻读最

后一年的学习。作为交换生，我的最后

一年课程将在洛杉矶加利福尼亚大学就

读，这真是一次不可思议的机遇。在泰

勒学院学习的经历使我迈向了成功，我

将永远感激那些在我生命中给予过指导

和帮助的人。”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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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种课程选择
根据您的能力和要求，您可以选择合适自己的课程

长度。蒙纳士大学预科课程有多个入学日期和三种

形式可供选择:
•  一月或九月开学的延长课程

•  一月或七月开学的标准课程  ( 33 周)

•  四月或九月开学的标准课程 ( 26 周)  。这一课程仅包

括一段时期对某三个科目的深入学习。学生在这一时

期内针对每一科目有更多的学习时间，在随后的学期

再学习五个科目。

学生们每周大概有 22 至 25 小时的联系学习

时间。

蒙纳士大学预科课程的最后分数
八个单元 = 最多 400 分的预科课程分数

九个单元 = 最多 405 分的预科课程分数 

十个单元 = 最多 410 分的预科课程分数

学术进展评估
在贯穿整个课程里，您的学术成就将被仔细监

督，您也会定期收到关于您的进步情况的反馈。

最终的评估包含了学年作业、测试和考试 (请参阅

24 至 27 页科目内容描述表格) 的综合。所有的考

试都是由蒙纳士大学设计和主持。他们是由蒙纳士

大学预科课程学习董事会批准，而该董事会是由蒙

纳士大学的一位院长所主持。

成功完成蒙纳士大学预科课程
每一个科目均有两个单元 - A部分和B部分。学生

必需通过至少八个不同的单元，包括：

• A部分和B部分的英语科，

  以及

•  至少另外两个其他科目的 A 部分和 B 部分 

学生们可以重读一个学期以提高他们最终的预科课

程成绩*

如果重复以往的一个单元，只有最好的那次分数才

会被算入最终的预科课程分数。

奖励分数

学生可以最多可以学习十个单元 (仅限于一月和七

月入学的标准课程)。

对于每一个取得及格成绩的额外学习单元，5%的

奖励分将会被加入最终的预科课程成绩。*奖励分

将适用于最低分的单元 (重复学习的单元除外)

大学入学评估

为达到他们心仪的大学课程的要求，学生必需通过

首要科目的A部分和B部分。

绝大多数的学位课程都都规定了最低英语等级要

求。但是除非特别说明，您的英语等级无需计入您

成绩最好的四个科目里。

延伸预科课程

延伸的蒙纳士大学预科课程学生可以在标准预科课

程开学的时候更改科目。

为保证升读第二学期 (即标准蒙纳士大学预科课

程)，必需在预备课程里取得四个科目的及格成绩 

(英语+3) 。

*  只有在连续两个学期里通过9或10个单元才能获得奖励分

课程及评估

taylorscollege.edu.au/mufy

这一例子里的学生通过了蒙纳士大学预科课程的英语A和英语B部分，以及另外两个课程的连贯的A和B部分

F = 不及格, P = 及格. 只作为例子描述之用 － 学生获得 % 的分数。

 成绩最高的 8 个单元将计入蒙纳士大学预科课程的最终成绩

课程安排范例: 
标准课程 － 四月／九月 (8 个单元)  
第一学期 第二学期

英语A部分 英语B部分

会计A部分 会计B部分

数学A部分 数学B部分

在第一学期，每天将学习每单元两个课程
高等数学A部分

经济A部分

课程安排范例: 
标准课程 － 一月／七月(10 个单元)  
第一学期 第二学期

英语A部分 英语B部分

数学A部分 数学B部分

物理A部分 物理B部分

化学A部分 化学B部分

生物A部分 经济B部分

课程安排范例 － 重读学期 

第一学期 第二学期 第三学期

英语A部分 P 英语B部分 P 不需要重读

物理A部分 P 物理B部分 P 物理 B 部分 (重读以提高分数) P

生物A部分 P 化学B部分 F 生物 B 部分 P

化学A部分 P 经济B部分 F 计算机科学 B 部分 P

数学A部分 F 数学B部分 F 平面艺术 A 部分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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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学期 第二学期

开
学

日
期

开学日期 课程 雅思^ 新生培训日*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第三阶段 第四阶段 大学开学日期

2009

九月 标准课程 – 27 周 5.5# 9月7日  2009 年 9月 8日 -  
2009 年 11月13日

2010 年 1月 28 日 - 
2010 年 3月 26 日

2010 年 4 月 12 日 -  
2010 年 6 月 4 日

2010年7月

九月 延伸课程 – 46 周 5.0** 9月7日 2009 年 9月 8日 -  
2009 年 12 月2日

2010 年 1月 28 日 - 
2010 年 3月 26 日

 + 衔接 2010 年1
月标准课程 (T2)

2011年3月

2010

一月 标准课程 – 33 周 5.5# 1月25日 2010 年 1月 27 日 - 
2010 年 3月 26 日

2010 年 4 月 12 日 -  
2010 年 6 月 4 日

2010 年 7 月 12 日 - 
2010 年 9 月 17 日

2010 年 10 月 4 日 - 
2010 年 11 月 12 日

2011年3月

一月 延伸课程 – 51 周 5.0** 1月25日 2010 年 1月 27 日 - 
2010 年 3月 26 日

2010 年 4 月 12 日 -  
2010 年 6 月 22 日

+ 衔接 2010 年 7
月标准课程

2011年7月

四月 标准课程 – 26 周 6.0# 3月26日 2010 年 3 月 29 日- 
2010 年 6 月 4 日

2010 年 7 月 12 日 - 
2010 年 9 月 17 日

2010 年 10 月 4 日 - 
2010 年 11 月 12 日

2011年3月

七月 标准课程 – 33 周 5.5# 7月9日 2010 年 7 月 12 日 - 
2010 年 9 月 17 日

2010 年 10 月 4 日 - 
2010 年 11 月 12 日

2011 年 1月 27 日 - 
2011 年 4月 8 日

2011 年 4 月 26 日 -  
2011 年 6 月 3 日

2011年7月

九月份 标准课程 – 28 周 6.0# 9月6日 2010 年 9 月 6 日 -  
2010 年 11 月 12 日

2011 年 1月 27 日 - 
2011 年 4月 8 日

2011 年 4 月 26 日 -  
2011 年 6 月 3 日

2011年7月

九月份 延伸课程 – 45 周 5.0** 9月6日 2010 年 9 月 6 日 -  
2010 年 11 月 23 日

+ 衔接2011年1月
标准课程 (T1)

2012年3月

* 必修课目， 学生必须按时上课
#     每门不少于 5.5 分。

** 雅思要求为 5.0 分，每门不少于 5.0 分。中国学生因为签证原因，须就读泰勒学院的英语语言准备课程
^  适用于 2009 年 9 月 1 日后收到的申请
所有学生在到校后应和学校确认假期时间，以便正确预定回国机票
此信息为本手册印刷时的最新信息，可能会根据实际情况有所变动，将不另行通知。

 蒙
纳

士
大

学
预

科
课

程
科

目
选

择

下表为蒙纳士大学本科课程的必修科目及推荐选修科目。欲了解必修课和推荐选修课的更多信息，请参照本手册第二十八至三十二页的表格。所选科目必

须在申请表中注明。

2010 年开学 必修科目 选修科目 说明

1 月标准课程 
选择 5 门科目 
 
(英语 + 4 门选修科目)

英语 会计，高等数学，生物，化学，计算机科学，经济

学，基础数学，地理，平面艺术，数学，音乐*，物理

这个时间开课的学生将拥有最多的科目选择。要申请蒙纳

士大学，申请人必须在英语和相关科目达到至少中等水

平。 我们强烈建议有意申请蒙纳士大学 MBBS 课程的学生

入读此课程。

1 月延伸课程 
选择 5 门科目 
(英语 + 4 门选修科目)

英语 会计，高等数学，生物，化学，计算机科学，经济

学，地理，数学，物理

这个延伸课程包含一个准备课程，然后衔接2010年7月开始

的标准课程。要申请蒙纳士大学，申请人必须至少通过英

语和其它四门科目。

4 月标准课程 
第一阶段: 选择 3 门科目 
(英语 + 2 门选修科目)
第二及第三阶段: 选择 5 门
科目

英语 会计，化学，基础数学，数学 学生在第一学期深入学习三门科目。该课程将衔接1月份

开学标准课程的第二学期，届时学生将能攻读两门其它科

目。要申请蒙纳士大学，申请人应该在英语和相关科目达

到中等以上水平。

7 月标准课程 
选择 5 门科目 
(英语 + 4 门选修科目)

英语 会计，高等数学，生物，化学，计算机科学，经济

学，基础数学，地理，数学，音乐*，物理

只能报读 7 月开学的部分蒙纳士大学本科课程。要申请

蒙纳士大学，申请人必须在英语和相关科目达到至少中

等水平。

9 月标准密集课程 
第一阶段: 选择 3 门科目 
(英语 + 2  门选修科目)
第二及第三阶段: 选择 5 门
科目

英语 会计，化学，基础数学，数学 只能报读 7 月开学的部分蒙纳士大学本科课程。学生在第

一学期深入学习三门科目。该课程将衔接 7 月份开学标准

课程的第二学期，届时学生将能攻读两门其它科目。要申

请蒙纳士大学，申请人应该在英语和相关科目达到中等以

上水平。

9 月延伸课程 
选择 5 门科目 
(英语 + 4 门选修科目)

英语 会计，高等数学，生物，化学，计算机科学，经济

学，基础数学，地理，数学，物理

这个延伸课程包含一个准备课程，然后衔接 2011 年 1 月
开始的标准课程。要申请蒙纳士大学，申请人必须通过英

语和其它四门科目。

* 乐器演奏单独授课需额外付费

注 

1. 如果某科目通过录取人数少于十人，学校有权取消此科目。

2. 课程科目如有变动以实际情况为准。

课程和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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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BBS 的申请程序
国际学生入学考试 (ISAT)

国际学生入学考试 (ISAT) 是一门三小时的多

项选择题测试。该测试侧重在支持学术表现

的一般性及跨学科技能。国际学生入学考试

并非测试某一具体科目的知识。相反，它的

目的是评估申请者的认知能力，批判性推理

及量化推理的技能。

国际学生入学考试的注册

泰勒学院是注册的国际学生入学考试中心，

我们组织我们的预科课程学生参加每年六月/
七月的考试。学生们在网上注册一个由预科

课程的高等教育顾问所建议的日期去参加考

试。考试在泰勒学院进行，因此蒙纳士大学

预科课程的学生可以充分享受在自己熟悉的

环境中进行考试之便。

更多详尽的信息请浏览：http://www.acer.
edu.au/isat/ 。

面试  

泰勒学院的蒙纳士大学预科课程学生将为面

试做好最充分的准备，这是申请过程的第二

阶段。入学考试的成绩将决定哪位学生可以

获得接受蒙纳士大学面试的资格，这些学生

将参加由预科课程的老师所组织的模拟面

试。每位学生都可以得到个别的反馈，以帮

助他们改进面试表现。正式的面试是由蒙纳

士大学的学者小组和医学的专业人士共同执

行，这样做的目的是判定该名学生是否适合

入读蒙纳士大学的MBBS，以及是否适合从

事医学领域的职业。学生们需要展示他们能

够作出深思熟虑及全面的答案的能力。多数

情况下，学生们会准备以往学习的成绩单和

课外活动的证书去参加面试。

被医学专业录取并不仅是基于学术成就。 

学生还需要培养关键的面试技巧、健全的知

识面以及对医学专业的透彻理解。在泰勒学

院，我们有一系列辅导课程以帮助那些希望

申请蒙纳士大学医学专业的学生。准备工作

包括个人或小组辅导；测试准备包括信息分

析，观点应用，论点评估和解决问题；还有

附带个人技巧评审的模拟面试。 

通往医学的途径 
蒙纳士大学在全世界顶级生物医药大学中排名第二十二*。它是 2010 年唯一一所八大名校联盟

的大学在墨尔本开设的医学本科学位课程。而蒙纳士大学预科课程是在澳大利亚唯一直升^该学

位课程的途径。在 2008 年 1 月毕业的蒙纳士大学预科课程学生中，有 8% 被蒙纳士大学医

学、护理和健康科学专业所录取。  

taylorscollege.edu.au/medicine

通过蒙纳士大学预科课程申请蒙纳士大学医学本科课程 (MBBS)
要求

资质测试 国际学生入学考试

面试 面试初选视入学考试成绩而定

先修科目 蒙纳士大学预科课程英语及化学科不低于 80 分

2010年最低总分要求 四门成绩最好的预科课程总分达 360分／400分 

网址 http://www.med.monash.edu.au/

MBBS 申请时间表
入学要求

五月#

学生注册参加国际学生入学考试 ISAT

六月

学生参加国际学生入学考试 ISAT

八月

ISAT 成绩优秀者由蒙纳士大学筛选参加面试

九月

学生被告知在面试中的表现 - 是否会被考虑/
不再被考虑

*  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增刊 2007 年排名

^  取决于是否达到大学入学标准，可能会有限额。建议学生们在临近

开学前联系蒙纳士大学以了解具体及当时的入学要求

# 注册日期每年有所不同

注意：蒙纳士大学可能会对之前曾接受高等教育的申请者的申请加

以限制。进一步信息请直接联系蒙纳士大学。



Margaret Dawson 

泰勒学院墨尔本校区

大学预科课程主任 

“作为泰勒学院墨尔本校区的大学预科课程主

任，我和所有泰勒的老师们一样为在泰勒学院

学习的学生们提供各种支持。不管是生活上遇

到的问题还是学习上碰到的困难，以及在选择

升读蒙纳士大学的途径上遇到的困惑我们都将

给予帮助。

能够看到学生们独立成长并逐渐成熟起来是一

件让人欣慰的事情。许多学生离开泰勒学院之

后都选择在蒙纳士大学学习，看到他们这么开

心和成功，我也由衷地为他们感到骄傲。”

23



24

科目
A部分和B部分顺序 se-
quencing

单元内容 
内部评估所
占百分比

考试所占
百分比

考试
时间

 会计

A 部分: 
无必需的先决条件

B 部分:

必需完成A部分才能进行B部分

同时修读A部分和B部分：

必需完成A部分才能进行B部分。如果学

生在之前的A部分已经取得至少45%的成

绩，则可以同时兼修 A 部分和B部分。*

A 部分

记账方面的实践练习，会计信息的归纳及功能分类。学生将学习操作在做会计报表时一

些基本的要素。这一学期将让学生掌握会计的基础知识，以继续进行第二学期的学习。

50% 50% 2 小时

B 部分

会计学一个更具分析性的步骤，让学生可以了解记账流程之外的问题。学生们应对会计

的技术层面有一个更深入的了解，以及洞悉会计报表的目的。 

50% 50% 2 小时

 

 高等数学

A 部分:
修读高等数学 A 部分的学生应同时兼

修，或将会通过数学 A 部分，或其同等

水平。在修读高等数学 B 部分之前必需

先修读高等数学 A 部分。

B 部分:
在修读高等数学 B 部分之前必需先修读

高等数学 A 部分。

同时修读 A 部分和 B 部分：

在修读高等数学 B 部分之前必需先修读高

等数学 A 部分，两部分不可同时修读。

在 A 部分之前已经获得至少 45% 分数的

学生可以同时修读 A 部分和 B 部分。* 

高等数学 A 部分 

所有修读数学科目所需的知识也是修读高等数学科目所需的知识。

通过学习以下单元，学生们将培养详细及明确的数学技能：复数、向量、矩阵、微分与

圆函数入门。 

30/40%

取最高分数的组合

60/70% 2 小时

高等数学 B 部分 

所有修读数学科目所需的知识也是修读高等数学科目所需的知识。

通过学习以下单元，学生们将培养详细及明确的数学技能：反导数计算、定积分、微分

方程、运动学。

30/40%

取最高分数的组合

60/70% 2 小时

生物

A 部分: 
无必需的先决条件。该部分可以独立于 B
部分来修读

B 部分: 
无必需的先决条件。该部分可以独立于A
部分来修读。

同时修读A部分和B部分：

A部分和B部分可同时修读也可以独立修

读。但建议学生按顺序先修读A部分再修

读B部分而非同时修读。

A 部分

学生们将对以下方面有所理解: 

• 细胞的结构及功能

•  哺乳动物的一些主要器官系统

完成此课程后，学生们应该能够展示以下方面的知识：

•  有机体的主要组别，尤其是哺乳动物

• 细胞结构及功能

•  哺乳动物的器官系统，以及能从一个整体的角度加以描述

50% 50% 1.5 小时

B 部分

学生们将对以下方面有所理解: 

再生殖、遗传及遗传工程

• 进化学

完成此课程后，学生们应该能够展示以下方面的知识：

•  遗传学及遗传，包括遗传技术

•  进化生物学

50% 50% 1.5 小时

化学

A 部分: 

无必需的先决条件。

B 部分: 

无必需的先决条件。

同时修读A部分和B部分：

A部分和B部分可同时修读，但强烈建

议学生在尝试修读B部分之前先通过A部

分。

A 部分

完成此部分后，学生们应该能够：

•  进行质量、摩尔及化学当量的计算

•  在实践练习中区分定性及定量分析

•  在化学分析中使用酸/碱和氧化还原剂反应理论和仪器

•  掌握守恒定律的理论和实际应用

•  通过接触过程解释硫酸的产生

•  讨论原子和电子结构的变化模型

•  讨论元素周期表的历史和应用

50% 50% 2 小时

B 部分

完成此部分后，学生们应该能够：

•  讨论固体键理论，解释物质的属性

•  展示能源种类知识

•  对热化学和电化学有所了解

•  解释电化学系列及其对燃料电池、充电电池及电解法的应用

•  描述由电解产生的化学制品及法拉第定律

•  理解有机化学及其通过分馏产生乙烯的实际应用，以及石油馏分的裂变

50% 50% 2 小时

计算机科学

A 部分: 
无必需的先决条件。该部分可以独立于B
部分来修读

B 部分: 
无必需的先决条件。该部分可以独立于A
部分来修读。

同时修读A部分和B部分：

A部分和B部分可同时修读也可以独立修

读。但建议学生按顺序先修读A部分再修

读B部分而非同时修读。

A 部分

学生们将掌握计算机的工作常识，包括硬件和软件。学生还将学习使用商务应用程序的

实际技能例如文字处理软件和数据表。他们将会使用这些应用程序来制作高效有用的商

业模型解决方案。学生们将接触及发展使用程序语言编写解决方案的一些基本技巧。

40% 60% 1.5 小时

B 部分

学生们将学习理解使用网络的好处以及学习互联网是如何工作的。学生将学会使用程序

语言去解决问题。他们将获得实际的技能去创造关联的数据库设计，以及编写SQL语言

来从数据库中提取数据。

40% 60% 2 小时

* 这让那些在A部分考试不及格的学生可以同时修读A部分和B部分，从而可以在两部分都分别取得及格成绩 (大于50%) 而不至于耽搁修读 B 部分。 

科目介绍
标准科目

关于科目描述的进一步详细信息请参考我们的学校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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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 A部分和B部分顺序 单元内容
内部评估所
占百分比

考试所占
百分比

考试时
间

经济学

A 部分: 微观经济学 

无必需的先决条件。 

B 部分: 宏观经济学

无必需的先决条件。B部分部分可以独立

于A部分来修读。

同时修读A部分和B部分：

A部分和B部分可同时修读也可以独立修

读。A部分和B部分都包括一些共同的主

题，对于从整体上打下扎实的经济学基础

十分重要。

A 部分 － 微观经济学

除了对经济事物的理解提供基础工具之外，本科目还提供一个扎实的概念基础及对微观

经济学理论的深入介绍。它向学生介绍了经济短缺的问题、供求定律、弹性定律、市场

守恒以及在不同的市场条件下如何决定价格和产出。

40% 60% 2 小时

B 部分 － 宏观经济学

本科目让学生理解当今经济问题及政府政策。同时尝试让学生掌握基本的概念性技能去

理解宏观经济学问题，例如失业、通货膨胀、国际贸易及经济增长。

主题包括凯恩斯的收入分析 － 支出、经济膨胀和经济收缩，价格稳定性及政策选择的

概述，例如货币及财政政策。

40% 60% 2 小时

英语

A 部分: 

必需完成A部分才能进行B部分。在修读B
部分之前，A部分必需及格 (多于50%)

B 部分:

必需完成A部分才能进行B部分。在修读B

部分之前，A部分必需及格 (多于50%)
同时修读A部分和B部分：

必需完成A部分才能进行B部分。两个单

元不可同时修读。在修读B部分之前，A部
分必需及格 (多于50%)

A 部分

在这一部分的英语课程里学生们重点发展他们的听力及口语技能，还有笔记归纳、议论

文及说明文的写作技巧。主要的学年作业包括：

1．口头讲演

2．听力理解

3．说明文写作

4．议论文写作

50% 50% 2 小时

B 部分

在这一部分的英语课程里，学生专心发展他们的研究技巧和通过多篇核心课文学习一个

主题。主要的学年作业是: 

1. 研究项目

2.  主题学习论文及口头讲演

50% 50% 2 小时

基础数学

(注: 关于数学

科目的组合信

息，请参阅网

站详细信息)

此课程适合仅具有基本数学技能的学生入

读†。不能同时修读基础数学，数学或高

等数学。 

A 部分: 
无必需的先决条件。在修读基础数学 B 
部分之前必需先修读基础数学 A 部分。

B 部分:
在修读基础数学 B 部分之前必需先修读

基础数学 A 部分。 

关于其他入读条件，请参阅网站信息。

同时修读 A 部分和 B 部分：

在修读基础数学 B 部分之前必需先修读

基础数学 A 部分，A 部分和 B 部分不能

同时修读。

A 部分

这一部分涉及数字系统，小数，分数，百分数和代数的基础知识，以及在概率，数列与

级数，商务数学中的应用。

30/40%

取最高分数的组合

70/60% 2 小时

B 部分

这一部分将通过学习以下课程来进一步提高学生的数学技能：图表，几何，三角学，网

络以及数据的展示和总结。

30/40%

取最高分数的组合

70/60% 2 小时

地理

A 部分:

无必需的先决条件。不需先修读A部分再

修读B部分。

B 部分:

无必需的先决条件。

同时修读A部分和B部分：

A部分和B部分可同时修读，但强烈建

议学生在尝试修读B部分之前先通过A
部分。

A 部分

该介绍课程以基础的地理知识开始，直至介绍计算机绘图软件的使用，卫星导航系统及

Google Earth。学生们之后学习将海岸或森林、河流和海洋的管理。如海滩、水、鱼类

等资源将被一一研究调查以明白如何最好地管理他们。

50% 50% 1.5 小时

B 部分

本单元先复习绘制地图的技巧。两个将要学习的主要题目是气候变化和城市化。学生们

学习我们气候变化的原因以及大城市的发展。他们还将学习与这些重要问题相关的、能

帮助解决问题的管理战略。可持续发展涵盖了在对环境影响最少的情况下满足当代人

类，以及未来子孙后代的需要。

50% 50% 1.5 小时

平面艺术

A 部分:

无必需的先决条件。

B 部分:

B部分可以独立于A部分来修读

同时修读A部分和B部分：

A部分和B部分可同时修读。但强烈建

议学生在尝试修读B部分之前先通过A
部分。

A 部分

本单元涵盖了与平面沟通相关的广泛的主题，重点关注绘图技巧、设计要素、图形软件

及艺术历史。学生将要准备在学期末前完成一份作品。

50% 50%

(包括外部作

业评估)

1.5 小时

B 部分

本单元继续培养学生的平面沟通技能，重点在绘图、空间关系、设计原则、艺术历史和

一份准备作品。 

50% 50%

(包括外部作

业评估)

1.5 小时

† 学生在选择基础数学课程时，应考虑所选大学课程的入读条件。

taylorscollege.edu.au/muf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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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介绍
科目 推荐的A部分和B部分顺序 单元内容 内部评估所

占百分比
考试所占
百分比

考试时间

数学

A 部分:

无必需的先决条件。该部分可以独立于B部分

来修读。数学A部分是修读高等数学之前的必

修科目或并修科目

B 部分:

无必需的先决条件。该部分可以独立于A部
分来修读。

同时修读A部分和B部分：

A部分和B部分可同时修读，而学生无需

事前掌握相关知识或先学习了A部分。

数学A部分：函数及微积分

学习两个单元：函数及微积分。函数包括多种函数及其图表，属性和应用；微

积分包括微分和积分，以及他们的一些共同应用。这些单元的知识对于那些主

要钻研领域要求一些数学能力的学生来说，是大学一年级数学课程最适合的入

门知识。

30/40%

取最高分数的组合

60/70% 2 小时

数学B部分：概率及统计学

学习排列组合、概率及统计学。每一单元的课程包括把理论应用到一般的现实

生活场景中。这些单元是设计来提供广泛的知识，重要技能及方法，让学生为

高等教育做好准备和迎合　学生的各种不同需要。

30/40%

取最高分数的组合

60/70% 2 小时

音乐

A部分：

必需完成A部分才能进行B部分。

B部分：

必需完成A部分才能进行B部分。

同时修读A部分和B部分：

必需完成A部分才能进行B部分。两个单元不

可同时修读。

在A部分之前已经获得至少45%分数的学生可

以同时修读A部分和B部分。*

A部分：合唱表演及透视

鉴于学生学习各种各样不同的音乐类型，本学期让学生可以共同演奏和表演。

个人技巧的培养将提高期末考试所要求的合唱和乐器合奏演出的质量水平以及

范围

50% 50%

蒙纳士大学考

试或ABRSM国

际考试

30 分钟表演

评估

B部分：独唱表演及透视

学生们在A部分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不同音乐风格的技能和知识，让学生们

现在能够准备进行独唱和独奏计划。独唱和独奏计划的保留剧目可能与一个

ABRSM的高级级别或课程表证书关联，从而让学生可以在这些国际证书考试

中演出。此外，蒙纳士大学音乐学院 － 艺术学校，将会把期末的独唱独奏演

出考试作为进入蒙纳士大学音乐系本科课程的试音要求的一部分。 

50% 50%

蒙纳士大学考

试或ABRSM国

际考试

30 分钟表演

评估

物理

A部分：

不需先修读A部分再修读B部分。但强烈建议

学生在尝试修读B部分之前先通过A部分。

B部分：

无必需的先决条件。但强烈建议学生在尝试

修读B部分之前先通过A部分。

同时修读A部分和B部分：

A部分和B部分可同时修读或独立修读，

但建议学生按顺序先修读A部分再修读B部分

A部分

物理科的A部分包括经典力学理论的基本知识，并让学生在实践中各种各样的日

常情况里应用这些知识。力学包括三个主要部分：运动学、动力学和静力学。 

40% 在实践练

习、沟通项目和课

堂测验基础上的内

部评估

60% 2 小时

B部分

物理科的B部分包括波、电力及磁力的经典理论基本知识，以及现代物理学一

些方面的入门知识，这些知识反映了经典理论在应用方面的局限。学生将练习

在多种不同的情况下运用这些知识。

40% 60% 2 小时

* 这让那些在A部分考试不及格的学生可以同时修读A部分和B部分，从而可以在两部分都分别取得及格成绩 (大于50%) 而不至于耽搁修读B部分。 

延伸课程

科目 单元内容 内部评估所
占百分比

考试所占
百分比

考试时间

会计

该课程旨在为您提供会计方法入门以及把您的学习与澳大利亚的概念框架或是财务报表理论以一种富挑战性、严格并且理论和

实际并重的方式相联系起来。 

主题包括：

•  财务报表准备的基本假设及原则

•  财务报表的目的

•  财务信息的定性特征

•  在运行周期不同时间点的财务报表声明要素的定义及认识

对于使用及准备财务报表，该科目将让您理解一套更连贯更具逻辑性的会计准则

50% 50% 90 分钟加

10分钟阅读

时间

高等数学

本课程专门为那些更具数学才能的、已完成十一年级 (或同等水平) 数学学习的学生而设计。本课程必需与EMUFY数学课程配合

进行，让学生为标准的预科课程高等数学课做好准备，最终升读工程类或计算机类的本科课程。它介绍和复习了圆函数、向量

和微积分，这些内容将在之后的标准预科课程高等数学课中更全面地讲述。课程设计的目的是培养学生在这方面的知识、技能

和技巧，以加强他们的数学背景至一个足以提高他们理解预科课程高等数学课的水平。

30% 或 40% 70% 或60% 2 小时加10分
钟阅读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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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 单元内容 内部评估所
占百分比

考试所占
百分比

考试时间

生物

学习的主题主要分为以下类别：

•  有机体的特征

•  细胞机构和功能

•  哺乳动物器官系统

•  哺乳动物的自动动态平衡

•  再生殖

50% 50% 90分钟加 10
分钟阅读时间

化学

这一课程是为帮助培养对化学概念和实践技巧的基本理解而设计。它将介绍和巩固物理、有机和无机化学的基本原则。

本门课程让您能够：

•  适应预科课程水平学习的教学实践特征

•  理解并应用化学科的主要观点

• 理解化学语言和方法

•  培养进行实验作业所必需的实际操作技能

•  展示和分析实验数据

•  理解安全使用和操作化学物质和设备所要求的程序

•  高效率的小组协作

•  培养有效的考试技巧

50% 50% 90分钟加 10
分钟阅读时间

经济

该课程旨在介绍基本的经济概念、观点及方法。您将研究经济短缺的问题以及资源配置的问题。学生们将能通过图表、数据分

析和评估技巧的使用来理解并解释现实世界中的经济问题。

本门课程让您能够：

•  理解并使用相关的经济概念、术语和方法

•  在多种经济形势下应用您的知识和理解

•  区分经济现实和观点

•  评估经济数据以作出全面的判断

•  能够识别和分析当今经济问题

50% 50% 90分钟加 10
分钟阅读时间

计算机科学

本课程是为了让学生了解计算机科学的基本知识而设计。课程会辅以练习，培养学生熟练的计算机操作。

本课程为学生提供机会去获得操作知识，知道什么是计算机，以及计算机所使用的一些基本元素。学生们将学习使用数据表去

进行各种运算。他们还将学会使用网页编辑工具和合适的绘图软件制作网页和图表。他们需要掌握理论概念。学生们将接受训

练以掌握课程里用到的应用程序的实际操作。

实际操作技巧包括主要应用程序的纯熟操作，例如网页编辑工具、图形软件、讲演软件和数据表。学生们将学会操作一台计算

机和在他们的磁盘空间内组织文件的必要基本技能。

40% 60% 90分钟加 10
分钟阅读时间

英语

本门课程让您能够：

•  提高你在口语和写作方面对语言的理解和运用

•  提高您进行多种风格写作的能力

• 提高您阅读复杂文字的能力

•  学习一个主题并培养在一篇文章里讨论多种文本的能力

•  教导您以笔记和段落的形式归纳写作信息

•  鼓励您更有信心地进行沟通，尤其是在正式的口头讲演

•  鼓励您有效地进行小组协作

•  教会您有说服力的语言以及如何有说服力地说和写所必需的技能

50% 50% 2小时加10分
钟阅读时间

地理

本课程将让您学到理解地理学所必需的技能、知识和价值。课程有三部分：技能、物理地理和人文地理。

本门课程让您能够：

• 培养实际技能

•  提高空间描述及分析性的技能

•  培养地理问题和现象的知识

• 掌握在地理问题中对于自然过程和人类活动的角色的入门理解

• 介绍与地理问题相关的可持续管理的概念

50% 50% 2小时加10分
钟阅读时间

数学
本课程专门为那些已完成十一年级 (或同等水平) 数学学习的学生而设计。它介绍和复习了代数、曲线图、坐标几何和几率，这

些内容都将在之后的标准预科课程数学课中有更详细的论述。它是为培养学生在这些方面的知识、技能和技巧而设计，以加强

他们的数学背景，达至一个足以帮助他们过渡到现在的预科课程数学课学习的水平。

30% 或40% 70% 或60% 2小时加10分
钟阅读时间

物理

本门课程让您能够：

•  熟悉物理语言、方法和最重要的观点

•  利用已建立的物理观点以富有成效的方法去解释世界，培养严格的定性理解和处理量化关系的能力

•  熟悉物理学范畴内知识形成的方式

• 了解物理学作为认识世界的一个特殊途径，及其如何与社会和个人环境进行互动，并在这环境中探求

•  获得在实验室之内和之外研究物理现象所需要的实际技能

•  培养有效地交流您的知识的能力和信心

•  培养对物理世界的求知欲

50% 50% 90分钟加 10
分钟阅读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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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课程 校区
MUFY 最低分数要求 

(成绩最好的四门学科，满分四百分) 入学时间
学制 

(年) 必修科目 建议选修科目

艺
术

和
设

计

建筑设计 CA 305, 英语成绩至少 65% 三月 3 平面艺术 (成绩至少 50%), 基础数

学  (成绩至少 50%) 或数学 (成绩至

少 50%)

 无

商业/视觉艺术 CA 305, 英语成绩至少 65% 三月 4.5 平面艺术 (成绩至少 50%),  
数学 (成绩至少 65%) 或高等数学 
(成绩至少 50%)

无

设计 (视觉交流) CA 270, 英语成绩至少 65% + 作品评估 三月 3 平面艺术 (成绩至少 50%) 无

美术 CA 270, 英语成绩至少 65% + 作品评估 三月 3 平面艺术 (成绩至少 50%) 无

工业设计 CA 270, 英语成绩至少 65% + 作品评估 三月 4 平面艺术 (成绩至少 50%), 基础数

学  (成绩至少 50%) 或数学 (成绩至

少 50%)

无

室内建筑 CA 270, 英语成绩至少 65% + 作品评估 三月 4 平面艺术 (成绩至少 50%) 无

多媒体和数码艺术 CA 305, 英语成绩至少 65% 三月 3 平面艺术 (成绩至少 50%) 无

视觉艺术 CA 305, 英语成绩至少 65% 三月 3 平面艺术 (成绩至少 50%) 无

视觉和媒体艺术 GP 270, 英语成绩至少 65% + 作品评估 三月 3 平面艺术 (成绩至少 50%) 无

文
科

文科 (犯罪学) GP 255, 英语成绩至少 65% 三月/七月 3 无 无

文科 (预科课程文凭) GP 255, 英语成绩至少 65% 三月 1 无 无

文科 - 行为学、传播、比较文化、犯罪学、英语、历史、印尼语研

究、国际研究、意大利语研究、犹太文明、新闻学、哲学、政治、

心理学、社会学

CA 270, 英语成绩至少 65% 三月/七月 3 无 无

文科 - 人类学、古地中海考古学、亚洲研究、澳大利亚土著研究、

澳大利亚研究、行为学、伦理学、中文研究、古典研究、传播、比

较文化、比较文学、犯罪学、戏剧研究、英语、国际化英语、欧洲

研究、法语研究、地理和环境科学、德语研究、希伯来语研究、

西班牙语研究、历史、印尼语研究、国际研究、意大利语研究、

日语研究、犹太文明、韩语、语言学、音乐、哲学、政治、心理

学、宗教理论、斯拉夫语研究、社会学、乌克兰语研究、视觉文

化、女性研究

CL 290, 英语成绩至少 65% 三月/七月 3 无 无

文科 - 澳大利亚土著研究、澳大利亚研究、传播、历史政治、新闻

学、哲学、心理学研究、社会学、写作

GP 255, 英语成绩至少 65% 三月/七月 3 无 无

文科 (传播) GP 255, 英语成绩至少 65% 三月/七月 3 无 无 

文科 (传播)/信息技术及系统 GP 270, 英语成绩至少 65% 三月/七月 4 无 无

文科 (传播)/科学 GP 270, 英语成绩至少 65% 三月/七月* 4 无 无

文科 (英语语言) CL 290, 英语成绩至少 65% 三月/七月 3 无 无

文科 (国际) CL, CA 290, 英语成绩至少 65% 三月/七月 3 无 无

文科 (新闻学) CA, GP 290, 英语成绩至少 65% 三月 3 无 无

文科 (新闻学) / 科学 GP 270, 英语成绩至少 65% 三月/七月* 4 无 无

文科 (新闻学) / 社会和社区福利 GP 270, 英语成绩至少 65% 三月/七月 4 无 无

文科 (语言) CL 290, 英语成绩至少 65% 三月 3 无 无

文科 (心理学) GP 255, 英语成绩至少 65% 三月/七月 3 无 无

文科/商业 (会计) CA 305, 英语成绩至少 65% 三月/七月 4 基础数学 (成绩至少 65%), 数学 (成
绩至少 50%) 或高等数学 (成绩至

少 50%)

无

文科/商业 (银行与金融) CA 305, 英语成绩至少 65% 三月/七月 4 基础数学 (成绩至少 65%), 数学 (成
绩至少 50%) 或高等数学 (成绩至

少 50%)

无

文科/商业 (管理) CA 305, 英语成绩至少 65% 三月/七月 4 基础数学(成绩至少 65%), 数学 (成
绩至少 50%) 或高等数学 (成绩至

少 50%)

无

文科/商业 (市场营销) CA 305, 英语成绩至少 65% 三月/七月 4 基础数学(成绩至少 65%), 数学 (成
绩至少 50%) 或高等数学 (成绩至

少 50%)

无

文科/计算机科学 CL 305, 英语成绩至少 65% 三月/七月 4 数学 (成绩至少 50%) 无

文科 /信息技术及系统 CA 305, 英语成绩至少 65% 三月/七月 4.5 11 年级数学 无

文科/音乐 CL 270, 英语成绩至少 65% + 试听或试奏

及面试

三月 4 音乐 无

文科 / 社会和社区福利 GP 255, 英语成绩至少 65% 三月/七月# 4 无 无

文科/视觉艺术 CL, GP 305, 英语成绩至少 65% + 作品评估 三月 4 平面艺术 (成绩至少 50%) 无

行为科学 GP 255, 英语成绩至少 65% 三月/七月 3 无 无

传播学 BE 255, 英语成绩至少 65%

270, 英语成绩至少 65%

三月/七月 3 无 无

蒙纳士大学入学要求
蒙纳士大学本科课程最低入学要求
此为蒙纳士大学 2011 年 3 月及 7 月入学课程的入学要求。此入学要求在本手册印刷之时为最新更新的正确信息。如需更多确认信息，请直接联系蒙纳士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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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课程 校区
MUFY最低分数要求 

(成绩最好的四门学科，满分四百分) 入学时间
学制
(年) 必修科目 建议选修科目

文
科

音乐 CL 270, 英语成绩至少 65% + 试听或试

奏及面试

三月 3 音乐，成绩至少 50%  无

音乐/商务 CL 315, 英语成绩至少 65% + 试听或试

奏及面试

三月 4 数学 (成绩至少 65%) 或高等数学 
(成绩至少 65%) 及音乐 (成绩至

少 50%)

无

音乐/表演艺术 CL 270, 英语成绩至少 65% + 试听或试

奏及面试

三月 4 音乐 (成绩至少 50%) 无

表演艺术 CL 270, 英语成绩至少 65% + 试听或试

奏及面试

三月 3 无 无

社会和社区福利 GP 255 英语成绩至少 65% 三月 3 无 无

体育推广与节事管理 GP 255, 英语成绩至少 65% 三月/七月* 3 无 无

商
业

与
经

济
学

商业与商务 – 会计、经济学、人力资源管理、市场营销、市场传

播、管理学、公共关系、旅游学
BE 270, 英语成绩至少 65%,  

11 年级数学 (成绩至少为 C)
三月/七月 3 无 基础数学, 数学或

高等数学

商业与商务 – 会计、经济学、人力资源管理、管理、市场营销 GP 270, 英语成绩至少 65%,  
11 年级数学 (成绩至少为 C)

三月/七月 3 无 基础数学, 数学或

高等数学

商业与商务 – 会计、人力资源管理、国际商务、管理学、市场营

销、运动管理
PE 270, 英语成绩至少 65%,  

11 年级数学 (成绩至少为 C)
三月/七月 3 无 基础数学, 数学或

高等数学

商业与商务 － 会计, 银行与金融, 经济计量学, 经济学, 法律, 

管理, 市场营销

CA 290, 英语成绩至少 65% 三月/七月 3 基础数学 (成绩至少 65%),数学 (成
绩至少 50%) 或高等数学 (成绩至

少 50%)

无

商业 (会计) CA 290, 英语成绩至少 65% 三月/七月 3 基础数学 (成绩至少 65%),数学 (成
绩至少 50%) 或高等数学 (成绩至

少 50%)

无

商业 (银行与金融) CA 290, 英语成绩至少 65% 三月/七月 3 基础数学 (成绩至少 65%),数学 (成
绩至少 50%) 或高等数学 (成绩至

少 50%)

无

商业 (法律) CA 290, 英语成绩至少 65% 三月/七月 3 基础数学 (成绩至少 65%),数学 (成
绩至少 50%) 或高等数学 (成绩至

少 50%)

无

商业 (管理学) CA 290, 英语成绩至少 65% 三月/七月 3 基础数学 (成绩至少 65%),数学 (成
绩至少 50%) 或高等数学 (成绩至

少 50%)

无

商业 (市场营销) CA 290, 英语成绩至少 65% 三月/七月 3 基础数学 (成绩至少 65%),数学 (成
绩至少 50%) 或高等数学 (成绩至

少 50%)

无

商业 (心理学) CA 290, 英语成绩至少 65% 三月/七月* 3 基础数学 (成绩至少 65%),数学 (成
绩至少 50%) 或高等数学 (成绩至

少 50%)

无

商业 –  会计、金融、经济学、商业法及税收、计量经济学和商务统

计、管理学、市场营销、亚洲发展及变迁、国际商务、商业竞争监

管和公共政策、信息战略和决策、劳工及雇佣、人力资源管理、管

理、市场营销、可持续发展

CL 305, 英语成绩至少 65% 三月/七月 3 数学 (成绩至少 65%) 或高等数学 (成
绩至少 65%)

无

商务 (会计与金融) CL 305, 英语成绩至少 65% 三月/七月 3 数学 (成绩至少 65%) 或高等数学 (成
绩至少 65%)

无

经济学 CL 305, 英语成绩至少 70% 三月/七月 3 数学 (成绩至少 65%) 或高等数学 (成
绩至少 65%)

无

文科/商业与商务 GP, PE 270, 英语成绩至少 65%,  
11 年级数学 (成绩至少为 C)

三月/七月 4 无 基础数学, 数学或

高等数学

文科/商务 CL 315, 英语成绩至少 65% 三月/七月 4 数学 (成绩至少 65%) 或高等数学 (成
绩至少 65%)

无

文科/经济学 CL 315, 英语成绩至少 65% 三月/七月 4 数学 (成绩至少 65%) 或高等数学 (成
绩至少 65%)

无

生物医学/经济学 CL 315, 英语成绩至少 75% 三月/七月 4 化学 (成绩至少75%), 数学 (成绩

至少 75%) 或高等数学 (成绩至少 
65%)

无

monash.edu

标注说明

+ 学生可能需要参加面试

*    七月(第二学期)的课程中，学生可能无法选择全部学科

*1  可两学年完成
^   该课程不是教育资格课程，除非同时学习教育学士课程或在此课程后完成教育类本科

文凭课程
#  仅与双学位一同开设

**   曾经的高等教育不能成为此课程的入学资格，具体需与蒙纳士大学确认

BE – Berwick 
CA – Caulfield
CL – Clayton 
PA – Parkville 
PE – Peninsula 
GP – Gippsland
MA – Malaysia

校区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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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课程 校区
MUFY 最低分数要求 

(成绩最好的四门学科，满分四百分)
入学时间

学制 

(年) 必修科目 建议选修科目

商
业

与
经

济
学

商业 (会计) / 商业 (银行与金融) CA 305, 英语成绩至少 65% 三月/七月 4 基础数学 (成绩至少 65%),数学 (成
绩至少 50%) 或高等数学 (成绩至

少 50%)

无

商业 (会计) / 商业 (管理) CA 305, 英语成绩至少 65% 三月/七月 4 基础数学 (成绩至少 65%),数学 (成
绩至少 50%) 或高等数学 (成绩至

少 50%)

无

商业 (管理) / 商业 (市场营销) CA 305, 英语成绩至少 65% 三月/七月 4 基础数学 (成绩至少 65%),数学 (成
绩至少 50%) 或高等数学 (成绩至

少 50%)

无

商业与商务 (全球) BE, PE, GP 270, 英语成绩至少 65%,  

11 年级数学 (成绩至少为 C)

三月/七月 4 无 基础数学, 数学或

高等数学

商业与商务 / 传播 BE 270, 英语成绩至少 65%,  

11 年级数学 (成绩至少为 C)

三月/七月 4 无 基础数学, 数学或

高等数学

商业与商务 / 信息技术与系统 GP, BE 270, 英语成绩至少 65%, 11 年级数学 (

成绩至少为 C)

三月/七月 4 无 无

商业与商务 / 视觉艺术 GP 270, 英语成绩至少 65%,  

11 年级数学 (成绩至少为 C)

三月 4 无 基础数学, 数学或

高等数学

土木与环境工程 / 商业与商务 GP 305, 英语成绩至少 65% 三月/七月 5.5 数学 (成绩至少 50%) 或高等数学 
(成绩至少 50%) 及化学 (成绩至少 
50%) 或物理 (成绩至少 50%)

无

商务 / 航天工程 CL 315, 英语成绩至少 65% 三月 5 数学 (成绩至少 65%) 或高等数学 
(成绩至少 65%) 及化学 (成绩至少 
50%) 或物理 (成绩至少 50%)

无

商务 / 商务信息系统 CL 315, 英语成绩至少 65% 三月/七月 4.5 数学 (成绩至少 65%) 或高等数学 (
成绩至少 65%)

无

商务 / 经济学 CL 315, 英语成绩至少 65% 三月/七月 4 学 (成绩至少 65%) 或高等数学 (成
绩至少 65%)

无

商务 / 工程 CL 315, 英语成绩至少 65% 三月 5.5 数学 (成绩至少 65%) 或高等数学 
(成绩至少 65%) 及化学 (成绩至少 
50%) 或物理 (成绩至少 50%)

无

商务 / 科学 CL 315, 英语成绩至少 65% 三月/七月* 4.5 数学 (成绩至少 65%) 或高等数学 (成
绩至少 65%)

无

商务 / 机械工程 CL 315, 英语成绩至少 65% 三月/七月 5.5 数学 (成绩至少 65%) 及化学 (成绩

至少 50%) 或物理 (成绩至少 50%)
无

商业与商务副学士学位 GP 255, 英语成绩至少 65%,  
11 年级数学

三月/七月 2 无 数学

教
育

早期幼儿教育 PE 290, 英语成绩至少 65% 三月 4 数学 (成绩至少 50%) 或11 年级
数学

无

小学教育 GP, PE 290, 英语成绩至少 65% 三月 4 数学 (成绩至少 50%) 或11 年级
数学

无

体育及户外娱乐活动^ PE 290, 英语成绩至少 65% 三月 3 数学 (成绩至少 50%) 或11 年级
数学

无

文科 / 小学教育 GP, PE 305, 英语成绩至少 65% 三月 4 数学 (成绩至少 50%) 或11 年级
数学

无

文科 / 中学教育 CL 305, 英语成绩至少 65% 三月 4 数学 (成绩至少 50%) 或11 年级
数学

无

商业与商务 / 体育及户外娱乐活动 PE 290, 英语成绩至少 65% 三月 4 数学 (成绩至少 50%) 或11 年级数

学 (成绩至少 65%)
无

商业与商务 / 小学教育 GP 290, 英语成绩至少 65% 三月 4.25 数学 (成绩至少 50%) 或11 年级数

学 (成绩至少 65%)
无

商业与商务 / 中学教育 CL 315, 英语成绩至少 65% 三月 4.25 数学 (成绩至少 65%) 无

音乐 / 中学教育 CL 305, 英语成绩至少 65% + 试听或试

奏及面试

三月 4.25 音乐 (成绩至少 50%), 数学 (成绩至

少 50%) 或11 年级数学

无

音乐 / 小学教育 PE 305, 英语成绩至少 65% + 试听或试

奏及面试

三月 4.25 音乐 (成绩至少 50%), 数学 (成绩至

少 50%) 或11 年级数学

无

科学 / 中学教育 CL 305, 英语成绩至少 65% 三月 4 数学 (成绩至少 50%) 或11 年级数

学 (成绩至少 65%)
无

科学 / 小学教育 GP, PE 290, 英语成绩至少 65% 三月 4 数学 (成绩至少 50%) 或11 年级数

学 (成绩至少 65%)
无

体育及户外娱乐活动 / 小学教育 PE 305, 英语成绩至少 65% 三月 4 数学 (成绩至少 50%) 或11 年级数

学 (成绩至少 65%)
无

体育及户外娱乐活动 / 中学教育 PE 305, 英语成绩至少 65% 三月 4 数学 (成绩至少 50%) 或11 年级数

学 (成绩至少 65%)
无

视觉艺术 / 小学教育 PE, CA, 
GP

305, 英语成绩至少 65% + 面试及作

品评估

三月 4 平面艺术 (成绩至少 50%), 数学 (成
绩至少 50%) 或11 年级数学

无

视觉艺术 / 中学教育 CL, CA 305, 英语成绩至少 65% + 面试及作

品评估

三月 4 平面艺术 (成绩至少 50%), 数学 (成
绩至少 50%) 或11 年级数学

无

蒙纳士大学入学要求
蒙纳士大学本科课程最低入学要求
此为蒙纳士大学 2011 年 3 月及 7 月入学课程的入学要求。此入学要求在本手册印刷之时为最新更新的正确信息。如需更多确认信息，请直接联系蒙纳士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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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课程 校区
MUFY 最低分数要求 

(成绩最好的四门学科，满分四百分)
入学时间

学制 

(年) 必修科目 建议选修科目

工
程

航天工程 CL 315, 英语成绩至少 65% 三月 4 数学 (成绩至少 50%) 及化学 (成绩

至少 50%) 或物理 (成绩至少 50%)
无

土木与环境工程 GP 270, 英语成绩至少 65% 三月/七月* 4 数学 (成绩至少 50%) 及化学 (成绩

至少 50%) 或物理 (成绩至少 50%)
无

计算机系统工程 CL 305, 英语成绩至少 65% 三月/七月* 4 数学 (成绩至少 50%) 及高等数

学 (成绩至少 50%) 或物理 (成绩至

少 50%)

无

工程 – 化学, 土木, 电机及计算机系统, 材料, 机械 CL 305, 英语成绩至少 65% 三月/七月* 4 数学 (成绩至少 50%) 及化学 (成绩

至少 50%) 或物理 (成绩至少 50%)
无

环境工程 CL 305, 英语成绩至少 65% 三月/七月* 4 数学 (成绩至少 50%) 及化学 (成绩

至少 50%) 或物理 (成绩至少 50%)
无

机械工程 CL 305, 英语成绩至少 65% 三月/七月 4 数学 (成绩至少 50%) 及化学 (成绩

至少 50%) 或物理 (成绩至少 50%)
无

航天工程/文科 CL 315, 英语成绩至少 65% 三月 5 数学 (成绩至少 50%) 及化学 (成绩

至少 50%) 或物理 (成绩至少 50%)
无

航天工程 / 科学 CL 315, 英语成绩至少 65% 三月/七月 5 数学 (成绩至少 50%) 及化学 (成绩

至少 50%) 或物理 (成绩至少 50%)
无

工程 / 文科 CL 305, 英语成绩至少 65% 三月/七月* 5 数学 (成绩至少 50%) 及化学 (成绩

至少 50%) 或物理 (成绩至少 50%)
无

工程 / 设计 (工业设计) CL, CA 305, 英语成绩至少 60%+ 作品评估 三月 5 平面艺术 (成绩至少 50%), 数学 (成
绩至少 50%) 及化学 (成绩至少 50%) 
或物理 (成绩至少 50%)

无

工程 / 制药科学 CL, PA 315, 英语成绩至少 70% 三月 5 化学 (成绩至少 80%), 数学 (成绩

至少 80%) 或高等数学 (成绩至少 
50%) 及至少生物和物理其中之一

科学 / 工程 CL 305, 英语成绩至少 65% 三月/七月* 5 数学 (成绩至少 50%) 及化学 (成绩

至少 50%) 或物理 (成绩至少 50%)
无

机械工程 / 文科 CL 305, 英语成绩至少 65% 三月 5 数学 (成绩至少 50%) 及化学 (成绩

至少 50%) 或物理 (成绩至少 50%)
无

机械工程 / 科学 CL 305, 英语成绩至少 65% 三月 5 数学 (成绩至少 50%) 及化学 (成绩

至少 50%) 或物理 (成绩至少 50%)
无

信
息
技
术

商务信息系统 CL 290, 英语成绩至少 65% 三月/七月 3 基础数学 (成绩至少 50%), 数学 (成
绩至少 50%) 或高等数学 (成绩至

少 50%)

无

计算机科学 CL 290, 英语成绩至少 65% 三月/七月 3 数学 (成绩至少 50%) 无

软件工程 CL 290, 英语成绩至少 65% 三月/七月 4 数学 (成绩至少 50%) 无

信息技术与系统 – 通用 BE, CA, GP 270, 英语成绩至少 65% 三月/七月 3 11 年级数学 基础数学, 数学或

高等数学信息技术与系统 –  主修软件开发与网络 GP
信息技术与系统 – 主修商务系统 GP
信息技术与系统 – 主修互联网系统 CA
信息技术与系统 – 主修信息管理 CA
信息技术与系统 – 主修信息系统 CA
信息技术与系统 – 主修安全 CA
信息技术与系统 – 主修多媒体应用 BE
信息技术与系统 – 主修多媒体游戏开发 CA
信息技术与系统 – 主修网络计算 CA
信息技术与系统 – 主修系统开发 CA

法
律

法律 CL 330, 英语成绩至少 70% 三月 4 无 无

航天工程 / 法律 CL 330, 英语成绩至少 70% 三月 6.5 数学 (成绩至少 50%) 及化学 (成绩

至少 50%) 或物理 (成绩至少 50%)
无

文科 / 法律 CL 330, 英语成绩至少 70% 三月/七月* 5 无 无

生物医学科学 / 法律 CL 330, 英语成绩至少 70% 三月/七月 5 化学 (成绩至少 70%) 及数学 (成绩

至少 50%) 或物理 (成绩至少 70%)
无

商务 (银行与金融) / 法律 CA, CL 330, 英语成绩至少 70% 三月/七月* 5 数学 (成绩至少 50%) 无

商业 / 法律 CL 330, 英语成绩至少 70% 三月/七月* 5 音乐 (成绩至少 65%)或高等数学 (成
绩至少 50%)

无

工程 / 法律 CL 330, 英语成绩至少 70% 三月/七月 6.5 数学 (成绩至少 50%) 或高等数学 
(成绩至少 50%) 及化学 (成绩至少 
50%) 或物理 (成绩至少 50%)

无

音乐 / 法律 CL 330, 英语成绩至少 70% + 试听或试

奏及面试

三月 5.5 音乐 (成绩至少 50%) 无

表演艺术 / 法律 CL 330, 英语成绩至少 70%+ 试听或试

奏及面试

三月 5 无 无

理科 / 法律 CL 330, 英语成绩至少 70% 三月/七月* 5 无 无

monash.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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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课程 校区
MUFY 最低分数要求 

(成绩最好的四门学科，满分四百分) 入学时间
学制 

(年) 必修科目 建议选修科目

医
学

、
护

理
和

保
健

科
学

文科 / 社会工作 CA 305, 英语成绩至少 70% 三月 4 无 无

行为神经学 CL 315, 英语成绩至少 75% 三月 3 数学 (成绩至少 75%) 及化学 (成绩

至少 75%)
无

生物医学科学 CL 320, 英语成绩至少 80% 三月/七月 3 化学 (成绩至少 75%) 及数学或物理 
(成绩至少 75%)

无

生物医学科学 / 工程 CL 320, 英语成绩至少 75% 三月 5 化学 (成绩至少 75%), 数学 (成绩

至少 75%) 及高等数学 (成绩至少 
75%) 或物理 (成绩至少 50%)

无

应急健康 (急救人员) PE 305, 英语成绩至少 70%, 数学成绩至

少 50%

三月 3 数学 (成绩至少 50%) 无

健康科学 / 社会工作 CA 270, 英语成绩至少 70% 三月 4 无 无

健康科学 CA 270, 英语成绩至少 70% 三月 3 无 无

医学 / 外科 CL, MA 360, 英语成绩至少 80% + 面试 + ISAT 能
力测试 (可能限额)**

三月 5 化学 (成绩至少 80%) 无

助产接生 PE 290, 英语成绩至少 70% 三月 3 数学 (成绩至少 50%) 无

护理 PE 290, 英语成绩至少 70% 三月 3 数学 (成绩至少 50%) 无

护理 (心理研究) PE 290, 英语成绩至少 70% 三月 4 数学 (成绩至少 50%) 无

护理 / 应急健康 (急救人员) PE 320, 英语成绩至少 70% 三月 4 数学 (成绩至少 50%) 无

护理及农村保健实践 GP 270, 英语成绩至少 70% 三月 4 数学 (成绩至少 50%) 无

营养学 CL 340, 英语成绩至少 80% 
(可能限额)

三月 4 化学 (成绩至少 85%) 生物

职业疗法 PE 290, 英语成绩至少 70% 三月 4 无 生物, 化学

物理疗法 PE 340, 英语成绩至少 80% 三月 4 数学，高等数学，化学，生物或物

理中的两门 (成绩至少 80% )
无

心理学 (荣誉学位) CL 320, 英语成绩至少 75% 三月 4 数学 (成绩至少 50%) 无

心理和商务 PE, GP 290, 英语成绩至少 70% 三月 3 数学 (成绩至少 50%) 无

x 射线照相术和医学成像 CL 330, 英语成绩至少 80% 三月 4 物理 (成绩至少 75%) 及数学 (成绩

至少 75%)
生物

药
学

制药科学 PA 315, 英语成绩至少 70% 三月 3 化学 (成绩至少 80%) 及数学 (成绩

至少 80%)
生物, 物理

药剂学 PA 340, 英语成绩至少 70% 三月 4 化学 (成绩至少 80%) 及数学 (成绩

至少 80%)
生物, 物理

药剂学 / 商业 PA, CL 340, 英语成绩至少 70% 三月 6 化学 (成绩至少 80%) 及数学 (成绩

至少 80%)
生物, 物理

科
学

环境科学 CL 270, 英语成绩至少 65% 三月/七月* 4 无 无

科学 – 物理学, 生物科学, 生物医学科学, 环境科学, 地理科学, 心

理学, 数学、数据统计与计算科学

CL 270, 英语成绩至少 65% 三月/七月* 3 生物，化学，数学，物理，地理，

心理学或高等数学中的一门

无

科学 – 应用生物化学, 应用化学, 应用微生物学, 应用统计学, 环境

科学与资源管理, 人类生理学, 数学与模型, 计算

GP 270, 英语成绩至少 65% 三月/七月* 3 生物，化学，数学，物理，地理，

心理学或高等数学中的一门

无

高级科学 (荣誉学位) CL, GP 340, 英语成绩至少 75% 三月/七月* 4 高等数学 (成绩至少 70%) 或数学 
(成绩至少 50%) 及生物，化学，地

理，物理中的两门

无

科学 (生物科技) GP, MA 270, 英语成绩至少 65% 三月/七月* 3 生物，化学，数学，物理，地理，

心理学或高等数学中的一门 (成绩

至少 50%)

无

科学类 Scholar 课程 CL, GP 355, 英语成绩至少 80% 三月 3*1 数学 (成绩至少 80%) 及化学 (成绩

至少 80%) 或物理 (成绩至少 80%)
无

文科 / 科学 CL 305, 英语成绩至少 65% 三月/七月* 4 生物，化学，数学，物理，地理，

心理学或高等数学中的一门

无

科学 / 商务和商业 GP 290, 英语成绩至少 65% ，11 年级数学通

过 (成绩至少 C )
三月/七月* 4 生物，化学，数学，物理，地理，

心理学或高等数学中的一门

数学

科学 / 计算机科学 CL 290, 英语成绩至少 65% 三月/七月* 4 生物，化学，数学，物理，地理，

心理学或高等数学中的一门

无

生物医学科学 / 科学 CL 320, 英语成绩至少 75% 三月/七月* 4 化学 (成绩至少 50%), 数学 (成绩

至少 50%) 及高等数学 (成绩至少 
50%) 或物理 (成绩至少 50%)

无

生物科技 CL 305, 英语成绩至少 70% 三月* 4 化学 (成绩至少 50%)  及数学 (成绩

至少 50%)
无

蒙纳士大学入学要求
蒙纳士大学本科课程最低入学要求
此为蒙纳士大学 2011 年 3 月及 7 月入学课程的入学要求。此入学要求在本手册印刷之时为最新更新的正确信息。如需更多确认信息，请直接联系蒙纳士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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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 (或者签署此合同的父母/监护人) 特此向

泰勒学院 (以下简称学院) 申请入读该学院所开

设的蒙纳士大学预科课程 (简称MUFY)，开学

时间为入学申请表 (以下简称申请) 中所指定的

开课日期。本人同意一旦学院接受该申请，此

申请表即成为入学合同 (以下简称合同) 。 

本人知道本人将在蒙纳士大学登记注册成为其

临时学生，专业课程为本人第一志愿所选择的

课程。本人进而同意为了准备进入大学一年级

的学习，本人将参加由学院提供的蒙纳士大学

预科课程。我同意蒙纳士大学将决定本人为获

准进入本人第一志愿填报的院系及专业所必须

在预科课程中获得的最低分数，但若本人没有

达到规定的分数，蒙纳士大学可以接受本人进

入自己所填报的蒙纳士大学其他志愿课程或蒙

纳士大学任何校区的学位课程，前提是本人所

取得的分数达到相应课程的要求。

本人同意将根据泰勒学院网站 taylorscollege.

edu.au/fees/melbourne_fees.aspx. 所述的付款

要求，向泰勒学院缴纳本人报读课程的学费及

其他费用。本人也在此表示同意支付其他所有

附加费用及在本人注册就读泰勒学院期间产生

的任何应付费用。

如果本人能根据规定按时系统地参加蒙纳士大

学预科课程并按时缴纳应缴费用，泰勒学院同

意提供本人预科课程所有科目的教学。

The ESOS Framework

澳大利亚政府希望国际学生在澳大利亚有一

个安全，愉悦和有成就感的学校环境。澳大

利亚的法律倡导高质量的教育，并对国际学

生的消费权益提供充分保护。这些法律被称

为ESOS Framework，它包括 ESOS  2000 法
案及National Code 法案 (如您想了解更多在 
National Code 法案中您的权利问题，请访问我

们的网站: www.taylorscollege.edu.au)。如果您

在到达泰勒学院后对这些事宜有任何的担忧，
请联系您校区的校长。

请留意泰勒学院会在每位学生注册期间按照

ESOS Framework的要求收集信息。这是为了

保证学生遵守他们的签证规定以及他们在澳

大利亚移民法下的一般义务。收集这些信息

的权力均包含在ESOS法案2000，ESOS 法案

2001，以及国家法规2007里，所有这些法案都

是ESOS框架的组成部分。

在每位学生注册期间收集的信息在某些情形

下将提供给澳大利亚政府和指定的权力机

构，以及在相关情况下提供给学费保证体系

和ESOS保证基金经理。在其他情况下，如被授

权或要求，在注册期间收集的信息可在不知

会学生的情况下披露。关于我们的私隐条款

的详细规定请浏览我们的网站：http://www.
taylorscollege.edu.au/about/privacy.aspx。

本人同意：

1 本合同中任何条款与条件变动都必须以书面

形式作出并以悉尼大学预科课程的名义签字。

2 作为入学条件，除非有泰勒学院或悉尼大学

预科课程可以接受的合理缺席理由 (如医生开

具的病假条等) ，本人必须参加所有安排好的课

程。若因为违反此条件而致使课程学习终止，本

人理解并同意本人将无权获得历年学费和本入

学合同下包括的其他任何费用的退款。

3 (a)  所有泰勒学院提供的课程及相关材料均

为版权属于泰勒学院的财产。

 (b)  任何未被授权的复制行为都违反了一九

六八年版权法 (修正案)。
 (c)  本人须在课程结束后，将校方提供的所有

资料归还校方。

4 本人被要求尽全力达到悉尼大学预科课程的

要求并遵守泰勒学院规定和条例及学生行为

手则。如果本人违反校规或本人的行为无法被

泰勒学院接受，本人的学籍将被取消并且本人

同意本人将无权获得历年学费和本入学合同下

缴付的其他任何费用的退款。

5 本人理解违反学院的规定和制度会导致罚

款，我明白这些规定和制度、相关的费用都可

以在学院的网页www.taylorscollege.edu.au中
找到。

6 本人了解本人将有可能被要求参加学校组织

的远足和其他活动，这些都是课程内容的一部

分。

7 本人授权泰勒学院或代表泰勒学院的工作

人员在认为本人有必要获得紧急医疗服务的

时候为本人处理此事。作为授权和安排紧急医

疗服务的结果，本人将偿付泰勒学院和悉尼大

学预科课程为此所付出的任何开支、损失、费

用和无论何种原因引起的债务。

8 本人同意将对自己的书本、装备及个人物品

负责。这些物品无论何种原因丢失或损坏，本

人都不要求泰勒学院和悉尼大学预科课程对

其负责和赔偿。

9 本人理解在校园内，学校要求本人一直佩戴

校徽。

10 本人理解如果变更地址或联系方式，我应在

七天内以书面形式通知学校。

11 若超过应付款日十四天后仍未付款，须每

月支付一百澳元的滞纳金元。

12 本人理解，开学之后本人在完成课程前   

决定退出课程的话，我仍有责任和义务支 

付全部学费和任何泰勒学院或悉尼大学 

预科课程因追回本人所欠费用而花费的任 

何开销，如收债代理费和律师费等。

13本人确认已经获得此入学条款的相关解释。

14 本人已阅读并理解本手册所列的学生诉讼

政策。

15 本人已阅读，理解并同意本手册所列的取

消课程与退款规定。

取消课程与退款规定

1 如果学生能提供确凿证明，证实其赴澳大利

亚留学的学生签证申请被澳大利亚移民局拒

绝，悉尼大学预科课程同意将在二十八日之内

如数退还所有已经缴纳的学费和住宿费。

2 悉尼大学预科课程同意在收到学生

取消课程的书面通知的二十八日之内

退还学生所有已经缴纳的学费和住宿

费，但须扣除双方同意的下列费用： 

(a) 如果开学日期
1
前四个星期或以上收到 

书面通知，校方将收取学生课程 3
全部学

费2
的百分之二十；   

(b) 如果开学日期
1
前四个星期以内收到书

面通知，校方将收取学生课程 3
全部学

费2
的百分之五十；   

(c) 如 果 开 课 后 收 到 书 面 通 知 ， 校 方

将不作任何退款；   

(d) 任何情况下注册费是不退的。

入学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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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虽然不太可能发生泰勒学院完全无法提供

悉尼大学预科课程的情况，但是如有，您将

获得您所支付该课程全部学费的退款。该退

款将在课程确定无法提供的两周内退还。或

者，您也可以选择泰勒学院为您提供的合适

的替代课程，但不需要您支付额外的费用。您

有权选择要求获得学费的全额退款，或者接

受泰勒学院的替代课程。如果您选择接受替

代课程，泰勒学院会请您签署一份文件确认

您接受该替代课程。如果泰勒学院不能提供

退款，又或者不能提供替代课程，根据Tuition 
Assurance Scheme的规定，泰勒学院将为您

安排其它的合适的替代课程，您不需要支付

额外的费用。最终，如果泰勒学院不能为您

安排合适的替代课程，ESOS保证金管理经理

将会帮助您进入合适的替代课程，如果不成

功，ESOS保证金管理经理将为您计算您应得

的退款。

4  本合同并未限制或取消根据澳大利亚消费者

权益保护法采取进一步申诉行动的权利。  
1   如果在开始课程前，学生决定要退出其所申请的课程，但

校方已经已将部分相关费用发给有关代理，退款中将扣

除此部分费用。

寄宿家庭

18岁以下的学生在入学之前会被告知入住寄

宿家庭直到年满18岁。学校提供每月分期付

款的日期。

寄宿家庭退款

(a) 若本人在抵达前七天内退宿，校方将扣除

住宿/寄宿家庭安置费(如适用)，以及相当于

一周的住宿费；

(b) 若本人在抵达以后退宿，须提前四周通知。

四周之后的剩余住宿费将按百分之九十的比例

退还。

机场接机费退款规定  

如果在抵达前的四十八小时内要求取消接机

将不能获得退款。如果学生已经到达机场而

接机人员还没有到，学生应该和学校提供的24
小时联系方式和学校取得联系。如校方未及时

安排接机，并无其他替代措施，则应全额退还

接机费用。

海外学生医疗保险 (OSHC)

如作为一名国际学生您必须在您整个求学期

间购买海外学生医疗保险，这会使你在澳大利

亚求学期间获得必要的医疗服务。如果您选择

泰勒学院为您安排您第一年的海外学会医疗

保险，那么您同意并向泰勒学院保证您将或者

延长或者出示您在课程余下时间已购买海外学

生医疗保险的证明。

海外学生医疗保险 (OSHC)  

退款规定

如果学生未抵达澳大利亚，泰勒学院将退还海

外学生医疗保险。

如果学生已经抵达澳大利亚，并且：

• 未继续学业并归国

• 转入其他医疗保险提供者

• 不再持有学生签证

OSHC Worldcare 将会对学生进行退款。退款

将以月为单位进行计算。退款表格可在 OSHC 
Worldcare 的网站上获得。

学生诉讼政策

校方有相关程序有利于加快解决学生和学校

之间的争端。如果学生不满意调解结果，可以

通过澳大利亚仲裁和调解协会 (IAMA) 来寻

找独立的调解机构。争议解决的有关程序大致

如下：

1 行为规范、出勤率和纪律：  

学生必须遵守入学条款、学院公布的规章制

度和行为规范。学生违反规定将受到纪律处

分。所有的教职工都必须公正公平地执行有

关校规，若学生认为受到不公平对待，可在

收到处分的二十天内向副校长报告。副校长

会通知学院申诉委员会。申诉委员会会联系

学生联系学会生做进一步沟通。如学生仍不

满意院方决定，可最终报告校长裁决。

2 服务和学术课程：  

如果学生对院方提供的服务和教学质量不满

意，可以向学院的相关负责人报告。该投诉可

以由此负责人来处理，或者转交由校长来处

理。裁决结果会以书面形式交给有关各方。如

果学生对所采取的措施或裁决结果不满意，可

以给学院的执行董事递交书面报告，执行董事

将以书面形式把最终裁决结果交给学生。 

3 合同和财务问题：

有关合同的解释、付款或退款问题，在入学

合同中已经有明确的阐述。任何有关向学校

支付的学费和其他费用 (或退款) 的质疑，首

先由财务部和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处理。若学

生对结果不满意，可提交给校长处理。若学

生对所采取的措施或裁决结果都不满意，可

提交报告给财务总监处理，财务总监将以书面

形式将最终结果告知学生。更多信息，请浏览

网站：taylorscollege.edu.au/complaints 。

延期，取消及中断政策

您可以通过浏览网站 taylorscollege.edu.au/
about/rights.aspx 获得泰勒学院的延期政策。

每一名学生都须遵守泰勒学院的规章制度，违

反制度将可能导致课程中断，入学以及签证的

取消。

信用卡付款

通 过 信 用 卡 (维 萨 卡 V i s a， 万 事 达 卡 
Mastercard或美国运通卡American Express) 向
学院付款，将产生 2% 的附加费用。

宣传推广 

学生及其父母或监护人同意学生的照片、个

人信息及学习成就无需书面同意或授权即可

用于宣传推广目的。如有异意，请书面联系

泰勒学院。

复读

对于在悉尼大学预科课程复读的学生，以上入

学条款同样适用。 

taylorscollege.edu.au/mufy_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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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条件入学通知书会注明您在蒙纳士大学期望就读专业课程的具体信息

如何申请
有关赴澳大利亚留学生签证的信息，请浏览澳大利亚移民局的网站 www.immi.gov.au。此外，您
也可以向泰勒学院或国际招生中心咨询。

taylorscollege.edu.au/apply

配套课程

现在学生可以收到悉尼大学预科课程及悉尼
大学本科课程的有条件录取通知书，以便于
申请有效期较长的签证，来攻读整个配套的
相关课程。

•	  请注意，要获得本科课程入学确认书，学

生需向蒙纳士大学支付一千澳元押金 (详
见蒙纳士大学网址: monash.edu.au/fees/
refunds/international.html)。

•	 蒙纳士大学在确认您符合入读其大学课程

的要求后，将会发给您一份完整的入学通

知书。您必须在入学注册前向蒙纳士大学

缴清应付押金。

•	 相关课程及学科详情查询，请登陆蒙纳

士大学网页www.monash.edu.au/pubs/
handbooks。

•	 如果您在大学课程开始时仍然不满十八周

岁，则需要填写一份未满十八岁的表格，

学校才能签发电子入学确认书 (eCOE) 。有

条件录取通知书及电子入学确认书的相关

事宜，请联络泰勒国际招生中心或者泰勒

学院。

直接申请

•	 请通过我们的网站申请：taylorscollege.edu.au/apply 
或  
您可以将填写完整的申请表寄到以下地址: 

    International Admissions Centre 
    Level 8, 97-99 Bathurst Street,  
    Sydney NSW 2000, Australia
  电话  +61 2 8263 1888 
    传真  +61 2 9267 0531

通过代理申请
•	 您只需填写本手册所附的申请表交给我们的教育代理即可。 
  如果您有任何问题，请联系我们的国际招生中心。

第一步

完整填写本手册所附的申请表，包括同意并签名下列条款：入学条款，取消和退款协定以及

诉讼政策条款。m, 

第二步

附上以下材料:
•	 学历证明及成绩单(需附英文翻译件)
•	 英文水平证明
•	 护照，签证或出生证明复印件

第三步

将已经填写好的入学申请表以及学习成绩单、考试证书和相应的有效英文翻译件，连同托福
或雅思成绩等材料一并寄给国际招生中心。

第四步

我们将尽快确认已收到的申请。若您的申请获得批准，我们会马上通知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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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ionality Country of Birth

COUNTRY OF RESIDENCE

Are you a Citizen or Permanent Resident of Australia?  Yes No

Entry to Foundation Year Program is available to international students only. Please refer to page 39 for more information.

Name of Qualification

English Language Test Name

Year Awarded

Score

Please attach certified copies of all academic transcripts or reports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PREVIOUS EDUCATION

Name of School/College/University Country/St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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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nguage of Instruction

Representative’s Stamp

APPLICATION FOR ADMISSION MONASH UNIVERSITY FOUNDATION YEAR 2010
Please print clearly in English and in BLOCK letters. Tick boxes where appropriate. 3

UNDERGRADUATE COURSE SELECTION

The undergraduate course I would like to study at Monash University is (list in order of preference). Refer to pages 28-32 for guidance.

1. Bachelor of

2. Bachelor of

3. Bachelor of

Do you wish to receive a Conditional Undergraduate Letter of Offer from Monash University? Yes No

✂

Name

Home Telephone

Business Telephone

Relationship to Student

Mobile Telephone

Fax

PARENT CORRESPONDENCE DETAILS

Home Address

City

Email

Code Country

List MUFY subjects that you wish to study. Refer to pages 24-27 for guidance.

MUFY SUBJECT SELECTION 

1  English

2

3 5

4

37

Family Name Given Names

Date of Birth (day/month/year)

Home Address

City

Home Telephone Mobile Telephone

Code Country

AgeMale Female

PERSONAL INFORMATION

Email

Recommended weeks of Taylors English Language Preparation (TELP) Start Date

PROGRAM SELECTION

Standard – 26 weeks    April           September Standard – 33 weeks        January        July Extended    January          September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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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FOR ADMISSION (PAGE 2 OF 2)

DECLARATION to be signed by the student and parent or legal guardian

•	I	have	read,	understood	and	agree	to	be	bound	by	the	Terms	and	Conditions,	including	Grievances	Policy,	as	stated	in	this	brochure	and	on	the	Taylors	College	website.

• I have read the Cancellation and Refund Policy and agree to abide by these Terms and Conditions.

•	I	hereby	declare	that	the	information	supplied	by	me	is	true	and	correct.

•	I	agree	to	pay	all	fees	owing	and	by	the	due	date.

Taylors College is bound by the National Privacy Act Principles and Guidelines of the Commonwealth of Australia. We collect and use any personal information you provide to us in accordance with 

those Principles and Guidelines. The type of information we collect, the use we make of the information and the disclosure of that information without your prior approval is set out in our detailed 

Privacy Policy which can be found at taylorscollege.edu.au. By signing this application, you acknowledge you have read the Statement and our Privacy Policy and consent to the use and disclo-

sure of your personal information as set out in our Privacy Policy.

Signed (Student) Date

Signed (Parent, Legal Guardian*) Date

*if applicant is under the age of 18

Completed all sections of the Application for Admission form

APPLICATION CHECKLIST 

Check that you have:

Attached certified copies of your academic qualifications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Attached evidence of English language proficiency

Included a copy of your passport, visa or birth certificate if required

Read and understood the Terms, Conditions, Cancellation and Refund Policy, 
and Grievances Policy

If no, the name and address in Australia of your Caregiver

If you are under 18 years of age, do you require the College to recommend a Caregiver?  Yes  No

CAREGIVER ARRANGEMENTS

Visa Type

VISA DETAILS

Visa Number

Do you have a current Australian Visa? Yes No Are you applying for a Student Visa? Yes No

Length of Stay (Weeks)

Do you require assistance with accommodation? Yes No

ACCOMMODATION

Accommodation Start Date

What type of accommodation do you require? UniLodge on A’Beckett* (hostel for students under 18)                Homestay               Hostel /Apartment (for students over 18)

Flight details including date, time and flight number should be sent to the International Admissions Centre or Taylors College as soon as possible to arrange the airport collection.

Do you require airport pick up? Yes No

AIRPORT COLLECTION

Note:
1 Information provided may be made available to Commonwealth  
 and State agencies and the Fund Manager of the ESOS Assurance  
 Fund, pursuant to obligations under the ESOS Act 2000 and the 
 National Code.
2 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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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ternational Admissions Centre
Level 8, 97-99 Bathurst Street
Sydney NSW 2000
AUSTRALIA
T: +61 2 8263 1888
F: +61 2 9267 0531

Provider: Taylors Institute of Advanced Studies Limited 
CRICOS Provider Code: 01160J
Provider: Monash University 
CRICOS Provider Code: 00008C

OSHC Membership Number OSHC Expiry Date

OSHC DETAILS (if applicable)

Name of Institution

Are you currently enrolled in another institution in Australia? Yes No If yes, please provide a Letter of Release.

Taylors College will arrange OSHC for the duration for your Taylors College Program. For further information please see page 35 of the Terms and Conditions.

FamilySingle

*  UniLodge on A’Beckett: book direct with the residence at unilodge.com.au/Melbourne/A’Becke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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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vider: Taylors Institute of Advanced Studies Limited 
CRICOS Provider Code: 01160J
Provider: Monash University 
CRICOS Provider Code: 00008C

学术评估
泰勒学院遵循一贯的招生原则：如果我们认为申

请人不能完成预科课程，则不接受其申请。入学

成绩要求是我们总结多年来协助国际留学生的经

验而得出。一般而言，申请强化课程的学生必须

在英语和相关科目上取得较高的分数，申请标准

课程的学生必须在英语和相关科目上至少达到中

等水平。准备课程是专为未能达到入读标准课程

水平的学生而设计的，同时也适合那些希望在主

要科目上，如数学和科学等，打下更坚实基础的

学生。在某些情况下，我们也可酌情考虑接受预

估成绩。

入读蒙纳士大学条件
希望报读二零一一年蒙纳士大学课程的学生必须

在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或之前年满十七周

岁，否则除非您的学业成绩异常突出，高于85%的

合格申请者。

对于不符合以上条件的申请人，倘仍希望以后入

读蒙纳士大学，校方可以发出延迟录取通知，申

请人在符合蒙纳士大学的年龄要求后可以入读该

校课程。大学各学院的院长有权决定是否招收未

满十八周岁但成绩优异的学生，或已满十七周岁

但成绩不符合要求的学生。

仅面向国际学生
蒙纳士大学预科课程仅招收国际学生。收到蒙纳士

大学预科课程入学通知的国际学生，如果随后获批

澳大利亚永久居留权，仍可以完成预科课程，但是

将不能再获得升入蒙纳士大学的保证。

* 特别指出

入学要求

英语语言要求**

语言测试 强化课程 (30 周)
标准课程 (36周)

标准课程 (40 周)
延伸课程 (60 周)*

雅思
6.0 
(任何一项不得低于 5.5)

5.5 
(任何一项不得于 5.5)

5.0 
(任何一项不得低于5.0)

托福 550 作文 4.0 525 作文 3.5 500 作文 3.0

托福 (iBT) 79 (作文 19) 71 (作文 16) 61 (作文 13)

GCE O 级 B4 C6 D7

GCE A 级 C D E

HKCEE 第四级 第三级 第二级

HKALE D E E

SPM B4 C5 C6

新生在入学培训时将被对以上项目进行测试 
*中国学生因为签证原因，须就读泰勒学院的英语语言准备课程

**适用与2009年9月1日之后收到的申请 

学历 / 学术要求

国家/地区

澳大利亚* 11 年级

巴林 高中结业证书

孟加拉 高级中学证书/中级学历证明 (十一或十二年级)

布鲁奈尔 GCE O 级 (或预估成绩)

中国 高二或高三 (十一或十二年级)

中国香港 HKCEE

印度 标准 XI 或标准 XII 或同等学历

印度尼西亚 SMU 2 或 SMU 3

伊朗 高中文凭/大学预科证书

日本 高中二年级或三年级证书

肯尼亚 GCSE O  级或肯尼亚高中证书

科威特 普通高中证书

中国澳门 五年级或高中二年级

马来西亚 SPM (或预估成绩) ，高中二年级或 UEC (或预估成绩)

阿曼 中学结业证书

巴基斯坦 中级/高等中学证书 (十一或十二年级)

俄罗斯 高中教育证书 (Attestat)

沙特阿拉伯 普通高中教育证书

新加坡 GCE O 级或预估成绩

韩国 十一或十二年级证书

台湾地区 高中二年级或高中三年级

泰国 Matayom 5 或 Matayom 6

土耳其 国家高中文凭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普通高中教育证书

越南 十一年级

赞比亚 GCE O 级

其它国家 请联系国际招生中心
 
* 以澳大利亚移民局实际要求为准。  
   请注意：入学要求可能会有变化

蒙纳士大学预科入学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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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勒学院隶属于学习集团。学习集团在全球十三

个国家设有办事处，学习集团下属的各家世界级

院校为世界各地的学生提供全面的高水平教育课

程，帮助学生最大化实现学业目标。

学习集团提供: 
> 英语语言课程 
> 大学入学方案 

社会责任	 		
作为全球性教育机构，学习集团意识到世界各地所获得的教育机会并不

均等。为此，学习集团与现有的慈善机构合作，进行国际性的规划，将

所有从捐赠者处筹得的资金投资到学校兴建项目，以帮助发展中国家的

弱势社群。学习集团相信筹资在不发达国家建造学校能造福后代并有利

于社会的发展。

学习集团充分意识到保护环境的责任。我们的管理层和员工承诺在运营

中将对环境的影响最小化。 

www.	studygroup.com

在全球提供世界级的教育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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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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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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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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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

文
关
怀

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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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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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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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
学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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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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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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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联系方式  
International Admissions Centre 
Level 8, 97-99 Bathurst Street, Sydney NSW 2000, Australia 
电话  +61 2 8263 1888     传真  +61 2 9267 0531

如果您是教育代理，请访问: studygroup.com/partners     
如果您是学生，请访问: taylorscollege.edu.au

免责声明  
本手册为学生提供相关信息而编写。在本手册英文版编写出版时，校方

已尽一切可能确保手册所提供全部信息之真实性和正确性。一切因使用

本手册所引致的任何错误行为或后果，学习集团澳大利亚有限公司均不

承担任何形式的责任。 

Provider: Taylors Institute of Advanced Studies Limited Provider Code: 01160J (VIC) 
Provider: Monash University Provider Code: 00008C
本手册中的所有信息为二零零九年七月一日前的最新数据。 

本手册采用环保材料印刷。 

如您不再使用本手册，请确保它被回收再利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