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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每年吸引了超過200多個國家的60多萬海外學生赴澳求
學。在澳洲，不管你就讀的是中小學或是博士學位，你都能
享受到世界一流的教育，體驗生動活潑課堂氣氛，並得到最
完善的海外學生支援服務。

不管你選擇就讀那一個領域或從那一個層級唸起，你都能在
澳洲找到適合的課程。澳洲的教育機構提供多樣化的課程，
包括語言學校、中小學、高等教育及世界知名的職業訓練課
程。

澳洲共培育出15位諾貝爾獎得主。歷年來，由澳洲所培養的
海外畢業生在各自的國家也都有出色的表現，這也進一步提
升了澳洲在國際教育界的聲譽。

澳洲大學多年來在學術有非常亮眼的表現，此成就讓世界各
地的海外學生募名而至澳洲求學，期待在澳洲創新的文化與
卓越的學術成就中獲取優勢。此外，澳洲的學歷資格獲得全
球各專業協會的認可。

澳洲-歡迎你成為其中的一員。

若有留/遊學相關問題，請聯絡 Taipei@studyinaustralia.gov.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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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學費用
澳洲的學費*因課程而異，下列的每年學費 
(澳幣)僅供參考：

課程 學費/年(澳元)

英文課程 $14,000-$24,000

中小學 $8,500-$30,000

專科技術學院 $5,000-$20,000

學士學位課程 $17,000-$36,000

碩、博士課程 $17,000-$37,000

*更多課程及學校詳細資訊，請參考澳洲教育官方網站 
www.studyinaustralia.gov.au/taiwan

生活費用
海外學生在澳洲每個月的生活費支出大約為
1,800至2,500澳幣左右，包括了住宿、飲食及當
地交通的費用。

兼職工作
在目前的措施下，取得學生簽證的學生將自動
獲准在澳洲進行兼職工作。相關資訊請瀏覽網
站www.homeaffairs.gov.au。

在澳洲工作，必須向澳洲稅務局 (Austral ian 
Taxation Office) 申請個人稅籍檔案編碼(Tax File 
Number)，請參考澳洲稅務局網站：

www.ato.gov.au。

宜人氣候
澳洲以面積計是世界上第6大國家，以擁有淳樸
大自然生態環境而舉世聞名。澳洲雖然國土幅
員廣大，但大致來說，全國各省全年氣候均屬
溫和宜人，平均溫度介乎攝氏10至25度，塑造
出舒適理想的生活環境和氣候。

北部因較接近赤道，夏日天氣較為溫暖，每逢
夏季均吸引數以萬計來自世界各地的旅客，享
受各種水上活動；而南方則因緯度較低，秋冬
季氣候特別清爽舒適，可謂四季分明。

因澳洲位處南半球，故季節變化與大部份北半
球國家剛好相反 ，每年3月到8月為秋冬季，9 
月至翌年2月則為春夏季，因此每年聖誕節均可
見到穿著泳服的聖誕老人出遊，成為當地獨有
的節日情境。澳洲人口約2500萬人，大多聚居
於東部沿岸面向太平洋方著名城市，如雪梨、
墨爾本和布里斯本等，終日與陽光、晴空、海
風和細滑沙灘的大自然環境為伴，以地靈人傑
來形容這個國家，絶不為過。

多元文化
澳洲亦是世界知名的多元文化大熔爐，除了早
期來自英國、葡萄牙、愛爾蘭等的遷居人口
外，自19世紀中期出現的淘金熱潮後，自世界
各地的移民不斷迅速湧入，為澳洲的多元文化
歷史奠下重要基石；加上過去數十年不少來自
亞洲、非洲、中東及美國等的國家的移民，受
到澳洲的開放、自由和友善的生活氣氛所吸
引，紛紛來此工作以至定居，進一 步鞏固了澳
洲特有的國際文化和 諧交融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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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旗
澳洲國旗是唯一飄揚在整個澳洲上空的國旗。
旗幟上角的英國國旗表示她與英國的歷史淵
源，七角大星代表澳洲的六個州及特區，幾顆
小星則形成南十字星座，是南半球著名的夜空
景色。

國歌
澳洲的國歌是從十九世紀末的愛國歌曲「前
進，美麗的澳大利亞」(Advance Australia Fair) 
改編而成的。在此之前，這首歌曲已被公認為
代表全國的歌曲，一九八四年四月被宣佈為國
歌，取代了原有的「天佑吾皇」，亦即大英帝
國的國歌。

語言
澳洲是根據通用習慣，而非法律，把英語定為
官方語言。「澳洲式」英語和其他英語並無顯
著分別，雖然部份方言俚語為澳洲所獨有。

國慶日
一月二十六日為澳洲國慶，紀念一七八八年的
這一天英國皇家海軍艦長亞瑟菲利浦率領由
十一艘軍艦組成的艦隊駛入傑克遜港（雪梨
角）。菲利浦正式以英格蘭名義占領澳洲大陸
東部，並在今天的雪梨市中心設立殖民區。

國徽與國色
澳洲於一九一二年獲英皇喬治五世領授盾形紋
章，作為政府的正式徽章。紋章由代表六個州
的徽章組成，兩側為澳洲代表動物一袋鼠和食
火鳥；另外還有開榲花的澳洲金合歡樹點綴其
間。
澳洲於一九八四年正式把} 色和金色定為代表國
家的顏色。

領土
澳洲大陸面積769萬平方公里，是世界上最大的
島、最小的陸塊，南北長約3,700公里，東西寬
約4,000公里。
澳洲為全球第6 大國，僅次於俄羅斯、加拿
大、中國、美國與巴西，但人口卻少了許多
（約 1,950 餘萬）。澳洲平均海拔僅330 公
尺，是平均高度最低的陸塊，最高峰科西科山
（Kosciuszko），也只有2,228公尺高。地形雖
然不高，但澳洲的地形地貌卻相當豐富多樣，
不論是宏偉的烏魯汝（艾爾斯岩）、或東澳鬼
斧神工的蜂窩山（Beehive），都令全世界的觀
光客趨之若鶩。
澳洲是世界上最古老的陸塊之一，據估計人類
移居至此已有六萬年。

澳洲的人口分佈
截至2019年9月，澳洲的人口約為25,265,422。

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澳洲平均每年人口成長
率是百分之二，其中移民佔了百分之四十，其
餘的百分之六十來自當地出生。人口增長的情
形每年不同，尤其是一九七○年代初期，自然
出生率和移民的增加大幅下跌，因而影響到整
個人口成長。
澳洲的生活方式反映了澳洲人的西方文化淵
源。澳洲與西歐和北美洲的人民生活方式相似
之處較多，差異較少。

各大城市居住人口就業狀況
就業方面，百分之八十的勞動人口是薪水階
級，平均每週工作五天，即大約三十五至四十
小時。勞方享有的福利包括有薪年假（通常為
四週）、病假、長期服務假等。此外，還有每
年十二天的有薪公訂假日，例如：聖誕節、元
旦、國慶日和復活節等。退休年齡通常為六十
或六十五歲。
在法律上，澳洲婦女享有與男子同等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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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其他的世界經濟合作開發組織(OEDC)國家比
較起來，澳洲的菁英學子特別著重生物科學的
研究發展。

澳大利亞的科學家稱得上是世界級的冠軍科學
家。他們的研究結果，對地球上每一個角落的
人類生活都產生重大的影響，從原子吸收分光
鏡(Atomic absorption spectroscope)到塑膠貨
幣，從基因學(Gene shears)到盤尼西林的發明，
澳洲的科學家為全體人類的生活進步創下了不
可抹滅的功績。

葛蘭姆．克拉克(Graham Clarke)教授則發明一
種喚醒重度聽障者聽覺神經的電子耳裝置。
一個服務澳大利亞薄膜及生物科技研究中心 
(Austra l ia Membrane and Biotechnology 
Research Institute)的科學家團隊，建立了一種附
有分子大小組件的儀器，這種技術最初只是應
用在極端敏感的生物感應器上，但目前已廣為
應用。

澳洲的創舉中有部分與科技關連性低，卻
與人性密切相關。已故的福瑞德．哈洛斯 
(Fred Hollows)博士發展出廉價的角膜移植法，
以治療開發中國家常見的失明症。這項工作由
他遺孀所領導的基金至今仍持續進行著。

至少有八位澳籍人士曾榮獲諾貝爾獎，其中有
七位是科學家，以一個僅擁有一千九百萬人口
的國家而言，這應該是一項令人驕傲的記錄。

最早在科學成就上獲得諾貝爾獎榮耀的是威
廉．布瑞格爵士(Sir William Bragg)以及他的兒子
威廉．勞倫斯(William Lawrence)－也就是後來
的勞倫斯．布瑞格爵士(Sir Lawrence Bragg)。
父子二人因為建立水晶結構的ｘ光分析科學理
論，而在一九一五年榮獲諾貝爾物理學獎。當
時勞倫斯年僅二十五歲，他也是有史以來最年
輕的諾貝爾獎得主。

以後的八十多年歲月中，許多傑出的澳洲人
相繼因其智識上的成就，而獲得世界級獎項
的認同。澳洲人不僅在科學上的成就為世人

認同，一九七三年澳洲小說家派崔克．懷特 
(Patrick White)獲頒諾貝爾文學獎。他的八本小
說作品被公認提供世人另一種獨特的觀點來深
入探討澳洲人的性格。

霍華德．福羅瑞(Howard Florey)，因為研發出世
上第一種抗生素─盤尼西林，而於一九四五年
時獲得諾貝爾醫學獎。福羅瑞和他的工作夥伴
─爾尼斯特．錢恩(Earnest Chain)一同發現了從
特異青黴茵中萃取盤尼西林的方法，盤尼西林
的元素是亞歷山大佛來明爵士在一九二八年發
現的。此項研究結果使得盤尼西林日後在第二
次世界大戰期間得以大生產，拯救了世界上數
以百萬人的性命。

在布瑞格父子成為首位獲得諾貝爾物理獎得主
之後，約翰．康佛思公爵(Sir John Cornforth)於
一九七五年榮獲諾貝爾化學獎。此獎項是對他
在酵素的立體化學上的研究成果表示肯定，而
酵素正是建構所有生命過程的催化劑。

其他桂冠級的澳洲傑出科學家，也幾乎都出身
於生化界。例如在一九六Ｏ年得獎的馬克法
蘭．柏那(Macfarlane Burnet)因其在人體免疫系
統上的成就而獲獎。柏那早期所做的病毒影響
細菌細胞的研究，對日後的基因工程革命佔有
重要的地位。

約翰．艾克勒斯爵士(Sir John Eccles)。專研中
樞神經系統，其針對神經刺激的化學傳導方面
的研究成果，讓他獲頒1962年諾貝爾醫學獎。

澳洲在醫學研究方面的世界領先傳統風範依舊
持續著。彼得朵合第博士(Dr Peter Doherty)，於
一九九六年因為他在免疫學上的成就而獲獎。

貝利馬歇爾教授(Professor Barry Marshall)羅賓
華倫博士Dr. J. Robin Warren是2005年的澳籍
諾貝爾得主。兩位醫學專家發現幽門螺旋桿菌
(Helicobacter Pylori)，並確定它是導致胃炎，胃
潰瘍及十二脂腸潰瘍的元兇。兩位都是澳洲土
生土長的科學家，攜手締造消化醫學界近數十
年來最重大的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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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的教育品之所以能一直受到海外學生及家
長的認同，當地政府制定的教育法案功不可
沒。

澳洲於2011年開設全國性的監督機構高等教育品
質和標準署, TEQSA，專職監管所有大學及高等
院校的教學水平，同時訂立統一的品質標準，
並且提升教學系統對外的透明度，確保學生及
家長有權以消費者的身份，在申請學校前充分
的掌握準確的學校及課程資訊，對於不能符合
規定的學校TEQSA更會根據法案來制裁學校。

海外學生教育服務法
所有澳洲的大學及高等院校，均受2000年立法
通過的海外學生教育服務法案ESOS Act 的規
範。此法案旨在保障海外學生的權益及就讀課
程的品質，各大院校均必須適時的公告最新及
最準確的學升學資訊，包含：

入學耍求 – 如英文能力、工作經驗及學歷證
明等；

課程內容- 修業年限及取得的學歷資格；

授課方式及評分的方法；

學校設施、設備、學習及圖書館資源；

相關課程的費用 – 包含在學習過程中所應支
付的其他學習費用

在澳洲生活的相關資訊 – 包含生活費用和住
宿費用等

澳洲政府對海外學生的權益相當重視，因此針
對海外學生的教育服務有制定法規來保護。
此類法規統稱為ESOS架構，當中包括 2000 
年海外學生教育服務法 (Education Services 
for Overseas Students Act 2000) 、2001年
海外學生教育服務條例 (Education Services 
for Overseas Students Regulations 2001) 、
2007年海外學生教育訓練服務註冊局及提供
者之國家法規 (The National Code of Practice 

for Registration Authorities and Providers of 
Education and Training to Overseas Students 
2007)。法規為學生提供學費保障及對未符合耍
求的學校，給予制裁。

根據澳洲海外學生教育服務法，有接受海外學
生的學校在授課、學生設施及學生服務方面，
均需符合澳洲政府所規定的全國標準。此法規
旨在為海外學生提供優質教育，並保障消費者
權益。依據ESOS架構的規定，如果教育機構無
法提供學生所選的課程，學生可申請退費或安
排修讀另一課程。

另外，根據國家法規，各校必須確保其提供給
海外學生的所有文宣資料正確無誤。而學校在
收取學費時或之前，必須與學生(或其父母或法
定監護人)簽訂書面協議，校方須將學生就讀課
程名稱、應繳交的費用、繳費的方式及期限、
退費需知等詳細內容均清楚的註明在協議書
上。

2012年3月1日澳洲政府公告了2000年海外學
生教育服務法修正案。修正案為澳洲政府對於
2010年2月發表的ESOS貝爾德審（Baird Review 
of ESOS）第二階段回應措施。 修正案包括成立
新的學費保護機制（Tuition Protection Service，
簡稱TPS），建構全面性、單一層級的學費保護
計劃。TPS將簡化對學生入學和退款流程，設立
更多代表性治理機制及確保學校對政府負有更
大的責任。

為了支持TPS，將引進配套措施，包含：

教育機構預向學生收取的預付課程學費金額
上限為50%（課程在24週及以下者除外）。

要求部份教育機構為期初預付學費設立專
戶，直到學生開始就讀為止。

加強記錄保存的責任義務。。

成立國家註冊系統，讓在多個行政區(州/領地)
運作的教育機構在此註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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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海外聯邦政府核准招收海外學生之教
育機構與課程名冊(CRICOS)

澳洲海外聯邦政府核准招收海外學生之教育機
構與課程名冊(The Commonwealth Register of 
Institutions and Courses for Overseas Student, 
簡稱CRICOS)內列出所有符合註冊耍求的學校名
單。

為保證海外留學生得到優質的教育以及高水
準的支援服務，所有提供教育予海外學生的
教育機構都必須先向CRICOS申請註冊登記。
CRICOS上登記的學校及課程均經當地政府核

准。此註冊制度可保證海外學生所就讀的教育
機構及課程已達各項嚴格標準。

CRICOS註冊登記的教育機構和其所註冊登記課
程均會有一個代碼。各校均必須在招生的文宣
上註明該校的CRICOS代碼。如果該校並沒有註
明CRICOS代碼，該校可能未經獲准招收及提供
教育服務給海外學生。

如欲查詢在C I R C O S註冊登記的學校及課
程內容，請到 C R I C O S的官方網站詢： 
http://cricos.education.gov.au/ 

在聯邦政府制度下，州及特區政府內的公私立
學校機構負責提供教育服務。聯邦政府則以經
常性支出和捐款形式，提供補助。

聯邦政府透過澳洲教育委員會扮演中央管理人
的角色，促進全國教育體系的合作。

澳洲設有9,444所學校、202,000名教師、385萬
名學生，其中公立學校有250萬個學生，私立學
校有134萬個學生。大部分的私立學校除了從家
長收取學費外，也接受聯邦政府補助。

學前教育及幼兒照顧
大部份澳洲兒童在強迫入學年齡之前即開始接
受學校教育，其中很多都是到學校內所設的學
前中心上學。學前中心一般招收四歲的兒童，
每日分上、下午班上課。

小學及中學教育
澳洲實施義務教育，兒童必須上學，直到
十五、六歲為止(上限年齡各州不同)。全國約百
分之七十的兒童在公立學校就讀，中小學課程
完全免費。大多數兒童就讀公立學校。

中等學校教育由第七或第八年開始，直到第
十二年為止。最普遍的是男女合校或多功能中
學，設有多種學科及活動供學生選擇。

高等教育
藉著合併教育機構，澳洲對高等教育做了大幅
度的調整，從而帶來許多好處，例如學科、課
程和獎學金的類別都顯著增加了，有關轉學學
分的規定也較為合理，教學和研究設備都改善
了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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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各大學優秀的教學與研究能力，長久以來
受到國際肯定。澳洲的大學教授聘自世界各
國，計有40所高等學府。不少民間機構（如神
學院）也都提供教育課程。澳洲大學平均每年
投注30%左右的經費在研究及研究訓練上，並
在人文學、社會科學、科學研究等範疇中受到
國際矚目，澳洲學者通常參與國際組織研究團
隊以分享各國科技資源。

澳洲各大學擁有牢固的國際連結網路，從個人
研究合作案，以至於與其他國家大學的聯盟，
涵蓋所有活動的內容。澳洲特別加強與鄰近亞
太地區國家的合作，以發展更緊密的教育關
係。

師範教育
學前及小學教師通常在任職教師前，必須在大
學完成三至四年課程，並取得文憑或學位。中
學教師通常先在一般大學院校獲得學位，然後
再進教育研究所修習教育方面的課程。

進修教育
澳洲的進修教育（Tertiary Education）主要
分為兩種形式：產業或機構「職業教育訓練
（VET）」或由大學以上的教育機構提供「高
等教育計畫」。職業訓練是在國家訓練架構
（NTF）下，以加強競爭力為基礎的各式訓練課
程。高等教育則著重於培養學士或更高學位的
人才。有些大學也提供學士前的短期課程。

澳洲在「職業教育」與「訓練制度」方面的進
步與發展，例如產業界互相配合的配套訓練、
國家認證架構等，都已吸引世界各國矚目。

英語教育
海外學生可在澳洲享受到特別的英語訓練課程
（ELT）。這項課程完全由澳洲的國家英語教
育機構執行認定，是全世界最好的英語教育機
構之一。課程內容分為許多等級，無論是只想
稍加增進英文能力，或者想以英語為第二外國
語，作為職場發展基礎者，都可以找到適合的

課程。另外，學術英文的教學，不但有助於學
生適應學校課程，還可作為升學前的預備課
程。各個國際認證的英語測試機構都可提供英
文能力測驗。

國際學生
國際學生為澳洲高品質的教育訓練而來，舉世
聞名的教學品質與財務穩定度，高科技、安
全、多元化的生活環境，及認證架構制度的完
整，都是澳洲受國際學生歡迎的主因。

澳洲世界級的高品質教育，來自於法令規定
給予學生簽證時，需嚴格限制學生的素質與
財務標準。這套依據《2002年國際學生法》
（Education Services for Overseas Students Act 
2002）延伸而來的法令，也要求各申請給予國
際學生簽證的教育機構，都需登記管理。

從2019年6月的數字來看，澳洲有來自200多個
國家約63萬名的國際學生。

確保高等教育的品質
所有澳洲的高等學府，都有確保其世界級標準
教學品質與服務的機制。澳洲的大學多擁有自
治權，分別對國家、各州或領地議會負責。非
大學教育機構則必須註冊，並接受當地高等學
府的課程認證才能授課。

國家級的認證（Aust ra l ian  Qua l i f i ca t ions 
Framework，AQF）標準，提供了資格、彈性、
選擇性、高知名度、品質確保等參考資訊，為
其他國家少見的教育品質確保制度。國家認證
標準將「職場資格」與「學術資格」認證合而
為一，讓學生的生涯規劃與持續教育保有最大
彈性。

AQF記錄所有公立高等教育機構，並代表教育
部管轄教育、就業、訓練與青年事務等相關機
構的認證工作。換句話說，任何未取得AQF認
證的教學機構，不管是大學或民間教育機構，
都是沒有官方認可的教育單位。學生在選擇學
校時，應特別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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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與其他國家學歷體制不同的地方，在於它
具有獨特的「澳洲學歷資格框架」(Australian 
Qualifications Framework，簡稱AQF)，這是澳
洲教育的一大優勢。AQF是一個全國性的框架
體系，而所建立的資歷架構透明度高，清晰說
明學生每一項資歷及所獲的學歷水平與程度，
廣受各界認可。澳洲亦是首批發展這種學歷資
格系統的先驅國，讓學生所獲得的學歷更易於
與海外學歷進行比較並獲得國際認可。

AFQ的10層架構內，包含了14種國家認可的學
歷資格，涵蓋澳洲的高中教育、職業教育與培
訓，以及高等教育。架構內所確認的名銜受澳
洲政府監管，基本上，只有澳洲政府核准的教
育及培訓機構才可頒發這些學歷名銜。在這框
架下，學校課程、學術資格及行業資歷之間，
亦組合出多種搭配連繫，使學生在規劃個人事

業及持續進修方面，均享有廣闊的選擇空間和
彈性。

學生可以自由選擇在學校學習和受訓、就讀
TAFE或私立學院、升讀大學或投入工作市場
等，出路廣闊，各適其適。

此外，AQF亦設有過往資歷認可 (Recognition of 
Prior Learning，簡稱RPL) 評估程序，學生可申
報於澳洲當地或海外所學的知識和技能，若評
定結果滿意，便能得到資歷確認和學分承認。

澳洲學歷資格框架委員會 (AQF Council) 負責
審察和監督學歷資格框架的實施情況，以確保
該框架能夠繼續滿足當前的需求，並保持該框
架在全國範圍內和不同的教育類別之間的統一
性。請瀏覽澳洲學歷資格框架委員會網站：
www.aqf.edu.au查詢有關該框架體系的詳細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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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一流的教育品質舉世聞名，其學校教育大
綱是依學生的需求、能力及性向而設。期許每
個學生都能發展其潛能，並於學成後運用發揮
於各行各業之中。

澳洲教育制度極為完備，全國近四十所大學及
三百所專科技術學院。除此，並有許多政府立
案的私立商業、專科、語言學校。

基本上，澳洲的教育體制是由各州政府自行管
轄，所以各州的教育行政體系略有差異。然而
其教育品質皆由澳洲聯邦政府嚴謹的督管，所
以各校都能維持平均的水準。

澳洲學校授與的正式學位被各州彼此相互承
認，除此也被台灣教育部及世界各國所認可。

教育體制
澳洲的教育體制，大致承襲英國的系統，分小
學6年、中學6年（含初中4年及高中2年）、專
科2~3年及大學3~6年（例：文、法、商、理科
需3年，工科4年，法律4~5年）。一般欲進入
專科以上學校進修者，必須至少完成12年級教
育。而其升學途徑選擇包括：

(1)以實務課程為主的專科技術學院。

(2)著重學術理論性質的大學課程。

學士學位 Bachelor Degrees

Bachelor degree是人文、理工科課程所授與的
學士學位稱謂。有些專業訓練課程在學成後也
是授與Bachelor degree的學位。課程通常是有
整體的規劃及設計，協助學生發展其對主修科
目的解析能力，並能針對與所學相關事務做衍
生應用。通常學生必須選擇主修科目做深入的
研讀。課程內容是以漸進方式進行，由淺入深
的探討各學習主題，並為研究所課程學習立下
根基。通常申請澳洲大學入學，申請人需具備
有高中畢業的程度。

澳洲大部分的大學通常會要求海外的高中畢業
生再加修大學先修班。澳洲大學的課程內容皆
為專業科目訓練，並無教授國內所謂的共同科
目。

澳洲學士學位，課程通常需費時3  年（全
修）即可完成。例如：Bachelor of Arts(BA)、 
Bachelor of Commerce(B Com)、Bachelor of 
Applied Science(BSc)和Bachelor of Pharmacy(B 
Pharm)。有些科目則需四年或更長的年限，尤
其是一些專業的課程。例如：Bachelor degrees 
in law法學士(LLB)、engineering電機學士(BE)和
agriculture農學士(B Ag Sc)等皆需費時四年（全
修）；Bachelor degree in architecture 建築學士 
(B Arch)、dentistry牙醫學士(BDSc)和veterinary 
science獸醫學士(BVSc/BVS)則需費時五年（全
修）完成。

榮譽學士學位 Honours Degrees

學生通常取得學士學位為Pass或是Ordinary學士
學位，而Honours Degree則需多加一年的學習，
進入榮譽學士課程是依其學士課程的成績表現
來做為甄選的標準。榮譽學士課程通常為普通
學士課程後再加一年，此額外的一年學習通常
包括專業科目的深入研究和完成一篇論文。但
有些科系已將其融合在普通學士課程內，甄選
上的學生可以在大二或大三開始其榮譽學士課
程的學習

雙學士學位 Combined Degrees

澳洲學士學位的學習及取得可多元化的組合。
例如：法律通常可和人文社會學、科學或商
學共同學習而得到LLB/BA或LLB/B Com學士學
位。此種雙學士學位通常整個學習時間需再外
加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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碩士證書 Graduate Certificate

碩士証書課程通常可在半年內完成（全修），
申請人必須已完成學士學位，但是其大學所學
不一定要和碩士証書課程有關聯性。

碩士文憑 Graduate Diploma

碩士文憑和碩士証書課程皆是專業的學習課
程，其課程內容可能是和大學相關也可能是完
全獨立的，通常一年內可完成，其中最廣為所
知的課程是Graduate Diploma of Education Dip 
Ed。碩士文憑課程的申請人通常必須已完成學
士學位，但是，如果有豐富的相關工作經驗是
可以彌補其學歷之不足。另外，如果學生完成
碩士先修課程(Masters qualifying year)，校方也
會授與碩士文憑的學歷。

碩士學位 Master Degree

碩士學位基本上分為二種：以研究方式 
( b y research)完成或以上課方式(by coursework)
完成。

研究方式：申請人通常必須備有榮譽學士學位
或已完成碩士先修班課程，此課程通常需費時
一年完成。

上課方式：申請人通常必須已完成學士學位，
課程內容為專業的學習，畢業前大都須交一份
短篇論文。此課程通常費時一至二年完成。

副學士學位 Associate Degree

此學位課程可以經由澳洲的公私立大學或公私
立專校來開授課程。增加此新學位的目的是希
望能提供學生更廣泛的升學管道，而其教學方
向將以專業科目的基礎研究為主，採多元化的
實務及理論並重導向。副學士學位的修業期為
2年，而在澳洲教育體制的架構（AQF）中和 
Advanced Diploma（進階文憑）並列。

自從澳洲於80年代初期開放外國學生自費前往
澳洲學習英文以來，留澳學生人數每年皆呈現
穩定的成長。學英文在許多非英語系國家中早
已蔚為潮流，為謀職的必備技能之一。

學生去澳洲學習英文，整個大環境的需求及潮
流固為主要因素，但是無可否認的，澳洲在各
方面的學習條件確有優於他國之處，因此在口
碑相傳之下，澳洲已經躍升為台灣學子出國前
往學習英文的主要國家之一。

何謂ELICOS

ELICOS為English Language Intensive Courses 
for Overseas Students的縮寫，主要是提供各
類英文課程，給有心到澳洲進修英文的學生或 
 

社會人士。其課程種類廣泛，主要包括下列種
類：

實用英文課程

升學用英文課程

特定目的英文課程

在職英文訓練

遊學英文課程

NEAS督導機構
從90年代初期開始，所有的英文語文中心，
皆需向NEAS取得認證資格，NEAS的全名為
National ELT Accreditation Scheme，為澳洲獨
立的認證考核單位，其功能是評估及監督澳洲
各地ELICOS英文語文中心的教學品質。NEAS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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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的項目包括：管理、財務運作、教學場地、
教學人員、學生輔導、住宿、福利服務，課
程、宣傳資料和活動等。

目前，澳洲有超過200多所的英文語文中心，遍
佈於澳洲各大城市，取得NEAS的認可並向澳洲
政府註冊登記。各校皆受到審慎的督導，每班
上課人數不得超過18人，教學的人員需備有教
學資格證明。每間語文中心所開設的課程雖各
有特色，不盡相同，但教學的品質，皆有一定
的水平。

上課情形
校方會在開學當天為學生做英文能力檢定，屈
時再依學生的英文程度分發到適合的級數。每
星期上課20~25小時，包括了一部份的自修或視
聽教學時段，部份語文中心有分為上、下午班
上課，但大部份是每星期一到五，由上午9點開
始，到下午2點或3點結束。

語文中心之類別
語文中心依其經營單位的性質分為私人經營、
專科附設及大學附設等不同的形態。各有其優
點和教學之方向。學生可依其本身的需求及校
方提供的課程安排服務，做適當之選擇。至於
修讀的週期則視個人未來之計劃而定，如果是
遊學或在職進修者可依其假期之期限來決定；
有打算繼續升學者，則在申請入學之初，就應
該有長遠的規劃，以便英文學成後，順利銜接
正式課程就讀。

至於到澳洲讀中小學課程的學生，部份中小學
校內會有附設語文中心來事先輔導學生的英文
到達入學的標準。學生亦可選擇普通的英文語
文中心先行進

修英文。有許多的語文中心專為中學生規劃英
文專修班。

簽證
澳洲學生簽證的申請手續及所需要文件極為簡

便。學生如果有心繼續在澳洲升學，應申請學
生簽證，學生簽證期滿後，如欲繼續升學，可
以在澳洲當地持延簽所需文件，再行加簽。短
期修讀英文語文（3個月以內）固然可以以觀光
簽證成行，但建議學生應詳細了解後再做適當
的選擇。

開課日期
語文學校的開課日期極有彈性。部份大學及專
科附屬之語文學校固定於每個月開課，私人語
文中心則開課日期很頻繁。基本上各校有其固
定開課日，但是都很能配合學生的需求。

學生在選擇開課時間需注意澳洲位於南半球，
春夏秋冬四季的時令和台灣剛好相反。

升學之準備
如果學生有打算繼續升學，則在英文學習達到
適當的程度後，可以參加IELTS、TOEFL或PTE
測試，取得合格的英文成績來申請正式課程。
有些語文中心也有提供IELTS及TOEFL測試的預
備課程。學生可以事先向欲申請之正式課程學
校詢問入學的英文標準，以做適當的準備。

學費及生活費
語文中心依其本身所提供之課程內容、設備、
所在位置等各種因素，所訂定的收費亦不相
同。大致上每10週的學費在澳幣A$2,700-4,500
元之間。生活費則全視個人的生活方式選擇而
有所差距。如果是住宿家庭(Homestay)則每個星
期的花費約澳幣A$240~320元左右。有些學生
自行結伴租賃房屋分擔費用，則費用相對的會
降低。

接機及住宿
台灣同學所關心的接機及住宿安排，澳洲校方
皆有提供最完善的服務，同學只要支付基本的
服務費用，校方便派專人到機場接機，並依學
生的喜好安排適當的住宿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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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資格
澳洲各大學博士班的申請門檻各校標準不同，
然而最基本申請學歷耍求如下：

－澳洲學士學位 (畢業成績在二級一等榮譽以
上)－碩士學位或以研究論文為主的碩士文憑一
般就是指臺灣的碩士學位。

英文能力耍求
英文能力對博士班的學生在申請時及修讀學位
過程中都是非常重要。當學生在與指導教授或
校方的學術人員第一次聯絡時，簡明扼要內容
是非常重要的。各校對博士班的學生的英文寫
作能力有很高的耍求之外，各大學也期待學生
在英文口語能力的表現上有一定的水平。英文
能力要求的標準如下：

註：各校要求的英文能力不同，建議你上各校
網站查詢。

如何選擇大學
博士班並沒有課程的規劃，學生必須要決定學
科接著在學科內選擇特定的領域。至於要如何
選擇大學，建議您瀏覽大學網站：

確認大概的研究領域

確認研究領域內的研究計畫及研究範圍

確認個別教授的研究方向

接著再找尋適合的教授，說服教授指導您的研
究。

如何與學校聯絡
在您選定好大學或教授時您可以先將研究方向
計劃書（字數勿太過長500到700字較為恰當）
及學生學歷背景用電子郵件的方式與教授或研
究所課程主持人聯絡。

指導教授：聯絡時英文務必表達清楚。聯繫教
授時要有具體的想法且千萬勿寄長達二百頁的
文字內容給指導教授。切勿以獎學金為開場
白。

研究所課程主持人：除了可協調研究生入學申
請之外也可協助學生找到合適的教授。

自我檢視
申請各大學就讀取博士班是非常競爭的。除了
研究計劃要和指導教授的研究方向有關但下列
的部份也是學校在審核學生時所考量的項目
如：學術背景及獨立研究能力等。

大學排名 Rankings
澳大利亞政府並沒有針對境內的學校作排
名。在最近幾年各地所作的大學排名及評
鑑，澳大利亞大學均有非常傑出的成績。
世界大學排名的參考網站如下：

The Times Higher Education 
Supplement
www.timeshighereducation.com

QS World Universities Rankings
www.topuniversities.com/university-rankings

Asiaweek's Rankings
www.asiawee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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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VET？

VET為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的簡
寫，又稱為專科技術學院，是澳洲全國性的教
育系統，提供澳洲各階層學習專業技術及接受
進階教育的機會。此教育訓練系統成立於約
二十年前，至今，遍佈澳洲各地的VET校區已成
為澳洲最重要的教育資源之一，每年提供上百
種的課程，訓練一百多萬名的學生學習各式各
樣的專長。VET近幾年來已從傳統的職業訓練教
育蛻變成許多澳洲高中畢業生接受進階教育的
選擇方向之一。

VET課程之特色
基於其教學之方向，通常VET和當地的相關行
業都有密切合作關係。其課程之設計，以就
業市場為導向，以增加學生畢業後的就業機
會。換言之，課程不只是理論的學習，更重
要的是實際的操作技能。

為了配合業界的腳步，VET專校的設備都很齊
備，新穎。有許多課程都有實習的機會，任
課教師大都是在相關的行業中任職，提供學
生最新的專業資訊。

 VET的各種課程是以進階的方式進行的。學
生在取得VET所發予的文憑之後，能再轉學到
大學繼續相關課程的學習。通常各VET專校和
特定的大學的部份課程有學分抵免的合作關
係。同學可以在申請VET課程之初，利用VET
的課程資料先查明以後升學的管道。因此，
學生在習得一技之長之後，仍然有機會再到
大學繼續升學。

VET的各種學習憑證
專科進階文憑(Advanced Diploma)及 
文憑(Diploma)

此2種文憑相當於國內專校所授與的文憑，申請
者需國內高中、高職、或專校畢業。專科進階
文憑的修業年限為1.5年至2年，此種資格為國內
教育部所承認，畢業生可以選擇就業或是轉學
到大學升學。

澳洲教育部於2004 年1 月起增列副學士學位
（Associate Degree）的授與，修業期為2年，
其申請資格和畢業證書等級和專科進階文憑相
當。

進階證書(Certificate III & IV)及 
證書(Certificate I & II)

申請此二種證書通常需具備高一或高二的程
度，修業的年限從6個月至一年半不等。修畢
業後，同學可以選擇就業或再進修專科文憑課
程。

ELICOS英語課程

大部份的專校都附設英文語文課程給海外學生
進修英文，對海外學生的收費也相當合理。

高中課程

部份VET專校有提供高中課程（11、12年級）給
曾經失學又想再重返校園的人士修讀。

入學英文程度要求
通常VET所訂定的入學英文標準為IELTS 5.5分或
電腦化TOEFL 71分以上。未達入學標準者，亦
可以選擇在VET所設之語文中心進修英文。達到
入學標準後再進入正式課程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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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費及生活費用
各地區的VET收費不同，同校之不同課程其收
費亦有差異。大致上，一年的課程學費約澳幣
A$9,500~12,500元。VET的收費大體上比大學
的課程較為低，對經濟上有顧慮的學生，VET的
課程不失為一種實惠的選擇。另外，學生平均
每年大約需額外準備台幣NT$400,000元的生活
費。

開課日期
每年的1月或2月為正式課程的開始，但是7月亦
有部份課程開課，英文語文課程的開課次數則
較為頻繁，同學在申請之時可先詳閱資料或向
校方查詢。

澳洲許多大學與TAFE或私立院校聯合開辦職業
訓練課程。因此，在公私立院校完成學業的學
生可就讀合作大學所開辦的學士學位課程，而
學生在公私立院校所修得的學分亦可申請大學
的學分減免。學分減免的多寡則試各校的規定
為主。

簡介
澳洲中小學所設計的課程大綱旨在幫助學生奠
定21世紀成功基礎，成為獨立成功的學習者、
自信且有創意的個體、以及積極上進的社會公
民。課堂大綱展現了教育的平等性和卓越性。

小學教育
學生和同年齡的小朋友一起活動、上課。每班
都會有指定的導師教授英文，數學和社會科學
等科目。學生的進級是依據學生個人的學習進
度而定，而家長也可以藉由家長會和校方老師
討論學生的進度。

大部份的公立小學是男女合校，學生通學上
課，但是有很多的私立學校則是男女分校，並
且設有宿舍。有些私立學校在入學申請審核非
常嚴格，要求學生要參加入學測試。

中學教育
在中學教育的初期，學生必須要修基本科目：
包括英文、數學、科學、體育。各校另有開設
各種選修課程供學生選擇，包括了：電腦、音
樂、各種語言、藝術、歷史、地理、社會學、
商科和技藝課程等。某些課程在一、二年級是
必修的，但是升上高年級後，校方會鼓勵學生

依個人興趣專注特定課程的學習。

在中學課程的最後2年（相當於國內11、12年
級）進階課程是為了學生準備進入大學、公立
專業技術學院或私立學院而設。

畢業文憑
澳洲的國民義務教育到15歲為止，大約上到10年
級結束。但是大部份的學生會將11、12年級繼續
唸完，然後參加畢業測試及校外測試以取得高
中畢業文憑。學生依校內課業成績表現和畢業
考的測試分數高低，可以申請大專院校入學。
各州的高中畢業文憑名稱雖不盡相同，但被認
可的程度是一致的，各州皆可通用。

升學
完成了12年級並不表示學生即可進入大學升
學，由於名額的限制，入學與否完全視學生在
學成績及所申請科系學校的名額。如果無法直
接進入大學就讀，學生可以選擇其他的升學途
徑。例如：私立專業學校或公立VET專校都是升
學的另一管道。很多專校的課程都和大學方面
有相當程度的配合，也就是說，專科所修的學
分、學位在申請大學轉學時可以得到抵免，至
於抵免的程度則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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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澳洲學制基本上是採行大英國協制度，和
國內的美式教育制度相比，在課程的規劃上有
差別。最明顯的就是澳洲的大學課程是專才教
育，從大一開始所教的課程皆為專業科目，並
無國內所謂的「共同科目」的教學。而且高中
生在進入大學之前已在高中的11、12年級（相當
國內高二、高三）學習大學主修的基礎課程，
因此大學課程是其高中專業教育的延伸。國內
高中畢業生直接進入澳洲的大學就讀時，往往
會跟不上進度而產生挫折感。

針對此點，我們特別為高中職畢業生介紹去澳
洲的升學管道。

英文！英文！英文！
對於想去澳洲升學的人，不可否認的，英語系
國家是澳洲的吸引力之一，也因此英文能力是
入學的必要條件。

英文語文學校的選擇請參照本冊「英文語文中
心介紹」。台灣的高中職畢業生，在進入正式
課程前都須修讀約20至30週的英文課程。

途徑 I：進入大學先修班
對於有決心進大學的學生，先進入大學先修班
就讀不僅可以利用這期間適應澳洲大學的上課
學習環境也可再加強英文能力，以利將來的大
學正規課程的學習。很多人往往會誤解大學先
修班是英文班，事實上進入大學先修班的英文
要求相當高，約IELTS5.5分左右。大學先修班上
課期限通常依學生的英文程度而有彈性安排。

正規班大約8個月可修畢，英文程度較差則可提
前入學，上課10至12個月。所有的課程除了英文
溝通的加強外，則依其升大學的志願做重點式
的科目加強學習。

大學先修班有些是在大學的體制下授課，有些
則是委託校外教育單位來負責規劃授課。授課
的地點可能在專科學校中、當地高中或私人教
育機構。

途徑 II：進入專科技術學院VET

如果你對大學偏重理論的教學沒有興趣，但仍
很想升學，那澳洲的VET將是你最佳的選擇。
VET廣泛的專業訓練課程，不僅可^k助你習得一
技之長，也可在學成之後轉學插班到大學相關
課程完成大學學位。進可攻，退可守，至少也
可取得專科文憑。經過專科1~2年的上課訓練，
進入大學的學習也會得心應手，而專科中的實
務應用訓練更是大學理論課程的最佳佐證。

途徑 III：進入私立的專科
近年來澳洲教育當局擴展AQF，也就是用統一
的學位名稱來規範公私立學府，尤其是專業教
育訓練方面的教學品質。也因此，私立學校也
會針對熱門科系開設文憑或短期證書課程供學
生學習。如果你有長程升學計劃，不妨在入學
之前先向該校查詢其和各大學之間的學分抵免
協定，以保障升學的機會，經過確認後，私立
專校也是很好的升學選擇。

15



正式課程
(1)查詢資料，然後決定欲申請之科系及學校學校資料

取得方式：

1.上澳洲各校網站查詢
2.向校方授權的駐台代辦處索取

(2)查詢目標學校之入學要求及相關資料決定欲申請的

目標學校後，可由學校資料中查明下列項目：

1.入學要求(資格) 3.申請所需文件 5.開課日 7.修業年限
2.申請截止日期 4.課程內容 6.學費

(3)準備申請學校之文件

1.最高學歷成績單 (英文版)
2.最高學歷畢業證書 (英文版)
3.填寫完整的申請表格
4.英文語文測試成績 (IELTS或TOEFL)
5.報名費 (視各校之要求而定)　　　
欲申請研究所者，請依校方要求附上教授或雇主推薦
函，或工作經歷證明。若申請專業科系，例如：美工
等，請再附上作品集。

(4)向學校提出入學申請

附上所要求的文件(即第三步驟所需之文件)，郵寄給
學校等候回函。請儘早在申請截止日前提出申請。一
般學校回函約需4到6個星期左右才有回音。郵寄給校
方的文件最好影印一份自己留作參考。

(5)收到學校回函及付費

如果學校未接受你的申請，可以再查詢資料，選擇其
他學校之入學申請。若學校接受你的申請並發入學許
可信(Offer Letter)，你可依信函上之指示繳交學費及其
他相關費用。

(6)電子海外學生註冊確認費(ECOE)

校方在收到你繳交的費用後，會將電子海外學生註冊
確認書(ECOE)Email或傳真給你。

(7)準備學生簽證應備之各項文件

在等待學校郵寄ECOE的期間(約5至10個工作天)可以
同時開始準備各項簽證文件，待收到ECOE時，即可
透過澳洲移民局網站，申請電子學生簽證。

英文及短期課程
(1)查詢資料，然後決定欲申請之科系及學校學校資料

取得方式：

1.上澳洲各校網站查詢
2.向校方授權的駐台代辦處索取

(2)查明各項相關費用

決定欲申請的目標學校後，可由學校資料中查明下列
費用：
1.報名費  3.學生健康保險費 5.住宿預繳費  
2.學費 4.住宿安排費 6.接機費

(3)查明開課日期

學生最好在開課日期前1個半月至2個月前向學校提出
申請。

(4)向學校提出入學申請

1.最高學歷成績單 (英文版)(非必要文件，視校方要求)
2.最高學歷畢業證書 (英文版) (非必要文件，視校方要
求)

3.填寫完整的申請表格 (上澳洲各校網站下載或向校方
授權的代辦業者索取)

4.應預繳的費用(費用包括：報名費、學費、住宿安排
費及學生健康保險費)

(5)向學校提出入學申請

學生可選擇下列方式提出申請：
1.將申請表及其他校方要求證明文件一併傳真給或直
接上校方網站填寫申請表,再等待校方回函確認可以
入學後，再繳交其他費用。

2.透過校方授權的的駐台代辦處提出申請 。

(6)電子海外學生註冊確認費(ECOE)

校方在收到你繳交的費用後，會將電子海外學生註冊
確認書(ECOE)Email或傳真給你。

(7)準備學生簽證應備之各項文件

在等待學校郵寄ECOE的期間(約5至10個工作天)可以
同時開始準備各項簽證文件，待收到ECOE時，即可
透過澳洲移民局網站，申請電子學生簽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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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學生健康保險
Overseas Student Health Cover (OSHC)

澳洲的醫療保險制度很完善。澳洲本地人大都
在繳付稅時加上一些費用支付為全民醫療保險
的保費以保障本身的權益。全民的醫療保險基
本上只支付國家公立醫療系統的費用，有些人
則會額外加保以保障在私立醫療機構的就醫權
利。

誰需要繳交OSHC費用？
海外學生健康保險是為了顧及學生在澳洲求學
時可能發生的意外及各種健康狀況所設立的保
險制度。全日制海外學生在申請學生簽證之
前，必須購買海外學生健康保險。OSHC可協助
海外學生支付他們在澳洲學習期間的醫療和住
院費用，並且補助大部分處方藥物及緊急狀況
使用救護車的費用。但OSHC不包括牙科、眼科
及物理治療的費用。目前被澳洲政府所核淮的

保險公司如下：  

各家所提供的保單內容皆符合澳洲的政府的規
定，但每一家在細節上有些許的差異，也因此
各家的保費並不一致。學生可依本身的需求來
選擇。

個人OSHC的保費只包括了學生個人；但是，家
庭OSHC的保險對象則包括了學生、配偶及未滿
18歲之兒女。此保險只適用於位於澳洲境內的
醫院，而保險的期間從學生入境澳洲當日起到
保險期屆滿為止。

繳交保險費的方式
各個學校對於保險公司的選擇有不同的做法。
有些學校會指定學生向合作的上列公司之一投
保，有的則由學生在比較過各家差異之後，由
學生自行和保險公司聯繫加保事宜。但是，不
論方式為何，學生在申請簽証的同時，必需出
示已投保的繳費証明。

Allianz Global Assistance 
www.oshcallianzassistance.com.au
Australian Health Management
www.ahm.com.au
BUPA Australia
www.overseasstudenthealth.com
Medibank Private
www.medibank.com.au
nib OSHC
www.nib.com.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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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院校都會為海外學生提供安排住宿的服
務。澳洲中小學、公私立技職院校及英文語文
中心均可安排學生入住澳洲寄宿家庭，讓學生
有更多學習英文和了解當地文化的機會。這種
安排應是非常便利的，但是由於同學的「期
待」和住宿家庭提供的「服務」有所差異，因
此，常常會發生同學在適應上有所困難，無法
真正享受到Homestay的優點。因此，藉由此文
章，希望同學能了解到何謂Homestay，如何避
免住在Homestay時可能發生的誤解，而能真正
體驗住宿家庭的樂趣。

由澳洲院校營運或獲認可的寄宿家庭服務計
劃，須具備以下條件：

由澳洲的校方過濾，選擇適合學生住宿的澳
洲家庭。家庭的成員不一定是白種的澳洲
人，有可能是移民澳洲的亞洲人或歐洲家
庭。

住宿的環境可能是獨門獨院式的，也可能是
公寓式的，但是，學生會有自己一間房間。

可藉由此家庭來了解澳洲生活習俗，及練習
英文會話。

家庭成員有時會包括小孩或老年人。另外，
澳洲人很喜歡飼養貓、狗之類的寵物。

如果繳交之費用有包括餐費、則三餐會由住
宿家庭準備，但是只會在規定的進餐時間供
應食物。

住宿家庭對學生的期待
(1)學生的獨立性

學生在使用完物品後需歸還原位、並主動清潔
乾淨。

(2)不要怕犯錯

主動和住宿家庭交談，不要怕英文不好而羞於
啟口，他們會認為學生不喜歡和人交談。學生

應放開心胸，在尊重對方的文化原則下儘量學
習。

(3)基本的禮儀

不要忘了「Please」和「Thank you」的重要
性。雙方應以平等及互助的原則相處。

(4)相互的尊重

學生應尊重住宿家庭原有的用餐時間，及就寢
時間，如有事會晚歸或不歸，務必事先通知住
宿家庭，看電視及聽收音機的音量也應適度，
另外，請注意家庭中的quiet period尊重其隱
私。

(5)合作關係

如果有任何方面的不適應，請及時向校方或住
宿家庭提出，不要把問題放在心中，日積月累
後反而會造成誤會。

住宿時應注意之各事項
下列各項請事先和住宿家庭溝通：

(1)廚房

詢問如何正確使用廚房用具，最好有固定的空
間來存放你私人的食物，用品。

(2)食物

大部份的家庭食物以西式為主，如果有不吃的
食物應事先告之。學生偶而可主動煮一頓中
餐，以示友好之意。

(3)用餐時間

最好遵守用餐時間，如果不能及時趕回，應以
電話事先通知。如果必須晚歸，你可能需自己
將保留給你的食物加熱，請注意用餐禮節，並
幫忙收拾餐具。

(4)臥室

隨時保持自己臥室之整潔，這是住宿學生的責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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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洗滌衣物

和住宿家庭商量好固定使用洗衣機及烘乾機的
時間，通常一週使用1或2次洗衣機。

(6)浴室

隨時保持浴室內地板的清潔及乾燥，除非徵得
屋主同意，否則不應在浴室內曬衣服。

(7)電話使用

詢問是否可以撥打國際長途電話，如何支
付......等。

(8)房租支付

通常以2週或4週為一期支付，和屋主商量正確
的付費方式及日期。

(9)屋主之隱私

不要去動屋主之物品、抽屜，除非徵得許可否
則不應進入屋主之臥室、浴室。

(10)居住期間

通常屋主要求學生至少居住四個禮拜。如果要
搬離需在前1~2週告知。。

(11)訪客

如果有訪客要過夜，務必徵得屋主之同意。並
事先詢問訪客可逗留之期間。

(12)吸煙

如果屋主允許學生吸菸，也需問明可在屋子的
何處吸菸。是屋內或屋外等。

(13)旅遊

如果你打算外出旅遊或在朋友家過夜，務必和
住宿家庭先說明出發及返回日期。如果有緊急
事件，打電話給「000」。

你適合住Homestay嗎？
基本上，Homestay是一項經濟安全的住宿安
排，但是由於種種之原因，同學可能會發覺難
以適應。例如：

和學校的距離太遠

生活習慣不適應

食物不適應

各項限制太多

住宿家庭不夠親切

對一個初次到異鄉求學的人而言"Homestay"是
一種很好的經驗，就怕學生對Homestay的期望
太高，反而會有太多的失望。我想，同學應對
住宿家庭抱以平常心，畢竟他們也只是如你我
一般，有私人的事要忙，住宿學生只是他們生
活的一部份而已。

購  物
澳洲各地皆有大小不一的購物中心以方便
大眾做日常用品的採購。開放時間各地皆
不同，但是大致上，星期一到星期六從
9:00am~5:30pm星期四或五則開至晚上
9:30左右。但有些超級市場則開至更晚甚
至24小時營業，全無休息。

駕  車
澳洲各地接受持有國際駕照者在當地行駛
車輛，但是國際駕照在各地適用期間不
一，例如：新南威爾斯州及昆士蘭州可
以無限期使用，維多利亞州則只適用12個
月。不論如何，駕車時請隨身攜帶本國駕
照及國際駕照以備查詢。並請向各地的駕
車公會或俱樂部索取交通規則說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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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LTS（雅思）
IELTS (International English Language Testing 
System) 國際英語測驗是全球認可的英語測驗標
準。大多數英語系國家，如：澳洲、英國、紐
西蘭、加拿大及德國等高等學府都偏好此英語
能力認證；此外，美國現今已有超過3,000所大
學院校承認 IETLS 成績，含美國十大知名院校
在內的高等學府，都接受 IELTS 成績作為申請
入學者須提供的英語能力證明。 

IELTS 考試因其測驗內容涵蓋聽、說、讀、寫四
個項目，故可提供應試者做為改善個人整體英
語能力的參考。IELTS 主要在評估考生在英語環
境中學習、工作、生活所具備的語文能力，是
目前國際公認最符合生活情境及實用性最高的
英語能力檢定。

IELTS 雅思官方考試中心:

IDP國際教育中心0800-558-768

British Council英國文化協會：02-87221039

TOEFL托福 

托福測驗於1964開始施測，主要為評量英語非
母語人士在英語系國家之大學校園使用英語的
能力，做為外籍學生申請英語系國家大學及研
究所之入學許可之語言能力證明。

ETS於2006年再度進行托福測驗的改版，由於
電腦化型態轉變為網路化型態的測驗 (Internet 
based test)，考生必需透過網路連線於電腦上
作答，此時托福測驗已經成為具備了評量考生
聽、說、讀、寫四項整合式技能的英語能力測
驗，分數介於0至120分之間。 

台灣托福資源中心目前不受理TOEFL iBT測驗報
名服務，如您欲報名測驗，請採用網路報名。
上網報名是TOEFL iBT測驗最便捷的報名方式，
請至ETC官網之TOEFL網頁www.ets.org/toefl 中
進行報名。由於各考場登記名額有限，建議考
生儘早上網選擇測驗地點及日期。

費用的部份請上TOEFL 官網  
www.ets.org/toefl/ibt/about/fees/ 查詢。

Pearson Test of English Academic 
培生英語考試中心
網址： pearson.com 

培生是最具規模的國際認證機構之一，提供學
術（Edexcel and Pearson Test of English 學術英
語考試）和職業（BTEC and LCCI）上的全球標
準認可資格。

PTE學術英語考試是世界認可英語考試，可用於
海外升學、就業和移民申請。在澳洲，PTE學術
英語考試獲澳洲移民局（Australian Department 
of Home Affairs） 認可為申請所有簽證類別的英
語能力考試標準。另外，這項考試亦獲澳洲所
有政府部門、專業團體及當地全部大學的一致
承認。

相關細節請參考官網：pearso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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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澳洲的國際學生大部分是全部自費，但學
生可以申請獎學金。

澳洲政府、教育機構和許多其他組織均提供獎
學金。獎學金涵蓋各個不同的教育領域，包括
職業教育與訓練、學生交流、本科生和研究生
學習及研究專案。澳洲政府獎學金(Endeavour 
Awards) 是澳大利亞政府所提供的一系列獎學金
計畫，開放給全球菁英學子、學者與專家來競

逐申請，到澳洲求學、研究或進行研究深造。
由澳洲產官學界所組成的獨立評選委員會，將
針對合格的申請件進行評估篩選。這套透明的
篩選過程會以申請者的學業表現、推薦、相關
能力等表現為取決標準，以確保獎學金計畫的
公正度。

在眾多獎學金項目中，台灣護照持有者可申請
的類別、可進修層級及補助金額如下：

獎學金頂目

Types of 
Scholarships

進修層級

Study Level

獎學金最高金額

Available Funds

Postgraduate

(long-term)

Australian Masters or PhD

Up to 2 years for a Masters

Up to 4 years for a PhD

Up to $30,000 per calendar year

Up to $140,500 (Masters), 

$272,500 (PhD)

Research

Short-term research towards 

an overseas Masters, PhD  or 

postdoctoral research

4 - 6 months Up to $24,500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 (VET)

(long-term)

Australian Diploma, Advanced 

Diploma or

Associate Degree

1 -  2.5 years $6,500 per 

semester Up to $131,000

Executive
Short-term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1 -  4 m Up to $18,500ont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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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場海關
不論是觀光客或者是學生到達澳洲的入境點應
該是機場，就讓我們來瞭解一下入關澳洲所需
注意的事項。

在進入入境海關區前，所有入境者需填妥一張
個人資料的黃色入境卡，用來陳述所攜帶的特
殊物品，這兩張表格除英文版外，另有中文、
日文及其他語文版。進入海關時需準備護照及
入境卡以備檢查。疫苗接種不是強迫性的，除
非在旅客入境澳洲的前六天是來自傳染病源
（如霍亂、黃熱病等）區，在此情況下澳洲當
局會特別注意，甚至需要定時做有關的檢查。

進入澳洲禁止攜帶各種新鮮物品，若真的需要
帶食物進入，則最好在申報單上填寫以接受檢
驗，千萬不要冒然一試闖關，最嚴重後果可能
有牢獄之災。至於行李方面，除非有物品需申
報（由掛有紅色牌子出口出關），旅客皆由掛
有綠色牌子的出口出關。

為什麼需要檢疫？
澳大利亞是一個疾疫病害保護區，因它是一個
海島，能夠和世界上某些最危險的疾疫病害隔
離，這些疾疫害不但危及珍奇的野生動植物，
同時也會危及家畜，農作物，樹木和其他植物
等。

世上只有少數幾個國家未曾受到下列數種致命
疾疫病害的侵襲，澳大利亞是其中之一。

澳洲檢疫
澳洲檢疫是必須的，以防止可以影響植物、動
物、人類健康和我們的環境的外來有害動物及
疾病。這角色是由AQIS澳洲檢疫及檢查服務
(Australian Quarantine and Inspection Service)擔
任。

在飛機上您會收到一張入境旅客卡，這是一份
法定文件，如果您攜有任何食物或植物或動物
來源的貨物包括本小冊子所列的任何物品，您
必須在“是”(YES)欄打勾。

如果您攜有不想申報的檢疫物品，在您前往領
取行李的途中及將申報卡交給海關人員前，把
物品丟棄於特別檢疫標誌箱內。

AQIS 偵察犬
您抵達澳洲時，在行李輸送帶可能會遇到檢疫
獵犬。不用驚慌，牠們只是在嗅乘客的行李，
尋找檢疫關注的物品。如果您看見一隻狗在您
附近工作，請把您的行李袋放在地上準備接受
檢查。

有時偵察犬會察覺特別的味道，尤其是您在袋
內一或兩天前放過肉類或水果。檢疫工作人員
大概會要求檢查您的袋子以確保袋內沒有屬檢
疫關注的物品，但如果您解釋情況，您不會有
任何問題。

對於各類物品或食品可否攜帶入境，或有些物
品可入境但必須申報等規定請參考官方網站：

www.daff.gov.au/biosecurity

為什麼連機艙也要消毒？
您如果乘機抵澳大利亞，您會發現在下機之
前，飛機艙內也要消毒，這種消毒是用以控制
飛行昆蟲，此類昆蟲可能在海外港口進入機
內，而可能把外來疾病及害蟲帶進澳大利亞。
這種消毒得到國際衛生組織批准使用，飛機貨
艙也要消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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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ustralian Catholic University www.acu.edu.au 
 Bond University www.bond.edu.au 
 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  www.cmu.edu 
 Central Queensland University www.cqu.edu.au 
 Charles Darwin University www.cdu.edu.au 
 Charles Sturt University www.csu.edu.au 
 Curti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www.curtin.edu.au 
 Deakin University www.deakin.edu.au 
 Edith Cowan University  www.cowan.edu.au 
 Federation University Australia www.ballarat.edu.au 
 Flinders University  www.flinders.edu.au 
 Griffith University  www.griffith.edu.au 
 James Cook University  www.jcu.edu.au 
 La Trobe University  www.latrobe.edu.au 
 Macquarie University  www.mq.edu.au 
 Monash University  www.monash.edu.au 
 Murdoch University  www.murdoch.edu.au 
 Queensland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www.qut.edu.au 
 RMIT University  www.rmit.edu.au 
 Southern Cross University  www.scu.edu.au 
 Swinburne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www.swin.edu.au 
 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www.anu.edu.au 
 The University of Adelaide www.adelaide.edu.au 
 The University of Melbourne  www.unimelb.edu.au 
 The University of New England  www.une.edu.au 
 The 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  www.unsw.edu.au 
 The University of Newcastle www.newcastle.edu.au 
 The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Australia www.nd.edu.au 
 The 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www.uq.edu.au 
 The University of Sydney  www.usyd.edu.au 
 The University of Southern Queensland  www.usq.edu.au 
 The University of Western Australia  www.uwa.edu.au 
    Torrens University Australia www.tua.edu.au 
 University of Canberra www.canberra.edu.au 
 University of South Australia  www.unisa.edu.au 
 University of Tasmania  www.utas.edu.a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Sydney  www.uts.edu.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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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s:



免責聲明Disclaimer

此澳洲教育手冊的資料是一般性的概述。讀者在參閱本手冊的資訊時，請勿視為專業指導之用。
僅管澳洲辦事處商務處在編排這本手冊時已採取合理且謹慎的態度，但對於依賴本手冊內所含資
料或由於錯誤或遺漏而導致任何人的損失，澳洲辦事處商務處將不會承擔責任。澳洲辦事處商務
處強烈建議讀者在使用這本手冊的資料前徵詢專業意見，而使用這些資料也是完全出於個人的考
慮和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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