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UWA CELT
英语教学中心
珀斯，西澳大利亚州

在世界100强大学里
学习英语



面积广阔的西澳大利亚大学 (UWA) 校园

及其砂岩建筑和壮观的植物园被公认为

是澳大利亚最美的校园之一。

西澳大学提供各个领域的一系列本科和

研究生课程，包括商务、医学、法律、教

育、建筑、工程、理科和文科。

作为八校集团的成员之一，西澳大学是公

认的澳大利亚顶尖大学之一，教学和研究

水平名扬国际。

西澳大学曾获得多项国际学术大奖。 

2005 年10月，西澳大学Barry Marshall教授

和Robin Warren名誉教授荣获诺贝尔生理

学或医学奖。这反映了西澳大利亚，尤其

是西澳大学卓越的教研质量。

西澳大学 

亲爱的未来学生，

我们很高兴您正考虑入读西澳
大学英语教学中心（UWA CELT），
我们很愿意帮助您学有所成，掌
握自己的未来。

当今，英语是一座重要桥梁，帮
助我们与世界各地的人们成为
朋友，以及进行商业往来。在西
澳大学英语教学中心，我们希望
教授给您与英语为母语以及广
泛国际社区中的人士进行高效
沟通所需要的语言技能。

本手册介绍了珀斯以及西澳大
学英语教学中心课程和服务的
相关信息，帮助您做出最适合自
己的决定。

我们期待您能来到西澳大学，帮
助您提高英语能力和拓展文化
知识，以便享受珀斯这座美丽的
城市，结交新的朋友，并且学有
所成。

Callum Cowell

主任

西澳大学英语教学中心欢迎全球各地的莘莘学
子。我们是一所拥有多元文化的院校，2016年有来
自 53个不同国家/地区的学生在这里求学。

主任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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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澳大学 
克劳利校区

一所人才济济的国际知名大学。

坐落在全球最宜居城市之一的花园
式优美校园。

位于优美的天鹅河畔。

可步行前往克莱尔蒙特火车站。

英语学习的理想之选。

西澳大学克莱尔蒙 
特校区 (UWA CELT)

西澳大学英语教学中心 (UWA CELT) 

在一个友好和互助的环境中提供优

质的英语课程，反映了西澳大学的

悠久教学传统。

我们的教师拥有英语教学的学位和

专家资格。

我们的教学方法使学生有很多机会

通过任务、活动和专题项目练习运

用英语，了解澳大利亚的生活。

西澳大学为学习英语的学生混合编

排了正式课程、学术课程和英语口语

课程。

我们的独特课程编排恰当，将严谨的

教学方法与真实而实用的语言经验

结合起来，帮助学生探索学习策略，

可以活到老，学到老。

西澳大学英语教学中心

珀斯市

国王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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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大学 
行为研究奖
我们的教师Jessica Cobley（左）和Becky 
Steven凭借他们对提高口语流利度的研究赢
得了剑桥大学行为研究奖。

他们的研究成果包括在课堂上利用技术帮助
学生提高口语流利度。

牛津大学出版社
澳大利亚出版商奖
我们的教师Melissa Garnsworthy、 
Kathy Shiels和Jenny Robinson凭借撰
写和出版的一系列成人在澳大拉西亚
学习英语用的教材，赢得了牛津大学出
版社澳大利亚出版商奖。

牛津大学出版社
我们的教师Louisa Chawhan和Janelle 
Tholet撰写和出版了一系列成人英语
学习用的雅思教材。

西澳大学
英语教学中心
衔接课程
我们的衔接课程已经获得NEAS高端产品认可。

西澳大学 
英语教学中心成就

4 西澳大利亚大学 



成为精英

全球排名

第3名 
澳大利亚排名

第49名 
毕业生就业能力 
(QS 2016)

西澳大学是一所 
国际知名大学

西澳大利亚排名  
(ARWU 2015)

名列

第96名 
全球排名

第1名 

农业、地球和海洋
科学，采矿工程和
心理学 (QS 2016)

35
前 

全球排名

+
研究、教学、国际化、创新、
就业能力、设施和包容性
（QS星级大学评级）

全球认可的课程结构  
与欧洲、亚洲和北美洲的领先大学保持一致

第1名
澳大利亚排名

全球排名， 
生命和农业科学 
(ARWU 2015)

第25名

第1名

109,000+  
毕业生，其中 

40,000
名居住在海外

100个不同
国家/地区 

世界大学联盟 (WUN) 和Matariki大学
联合网 (MNU) 成员

面向全球

4000+ 
国际学生来自 109+ 个国家/地区

此手册中的信息专门适用于国际学生，这些信息截至2016年5月是准确无误的，我们可能随时更改这些信息，恕不另行通知。校方特别保留以下权利：对任何学习单元的内容和/或演示方法
和/或评估方法进行更改、撤销任何所提供的学习单元或课程、加强对任何单元或课程的入读限制以及/或者更改任何课程安排。

澳大利亚珀斯概览：

澳大利亚生活成本最低的城市
* 根据2016年经济学人智库对131个城市进行的全球生活成本调查，  
测算了200多项开销，包括住房、饮食、交通和娱乐开销。

学生交通费用享受

六折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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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澳大利亚的学术环境中培养较

高的分析和思考能力

• 模块2让学生有机会准备其学科领

域的研究论文和作品集以及进行

研究演示

• 采取策略适当引用文献资源

• 培养在澳大利亚大学自学能力，在

学术环境中充满自信地和适当地

自由参与各种活动

衔接课程分数70%可满足大多数本科

和研究生课程的大学英语要求（雅思

成绩6.5，单科不低于6.0）。但是西澳

大学的一些课程有更高的入学要求，

例如：

• 工商管理硕士课程（灵活和全日

制）要求总分达到75%并且单科不

得低于70%

• 所有法学院课程都要求总分达到

85%

衔接课程将帮助学生：

• 提高英语技能，达到西澳大学要

求的水平

• 了解各种学术文章的组织和语言

• 掌握所选学科的语言知识

• 了解澳大利亚的学术和研究文化

直升西澳大学学位课程的
英语途径
最常见的途径是通过学习CELT的学

术英语和学习技巧衔接课程（简称 

“衔接课程”），学习完毕后学生可

直接升入西澳大学的学位课程。此课

程非常适合达到衔接课程入学标准

以及参加10或20周强化学习的学生。

西澳大学英语教学中心提供两种途径来提高学生的英语能力，以达到入读大学本科和
研究生学位课程所要求的水平。

衔 接 课 程 专 为 希 望 在 西 澳 大 学 学

习但未达到所需英语水平的留学生

设计。

该课程也适合拥有西澳大学无条件

录取，希望在开始高等教育之前进一

步提升自己的自信心、语言能力并更

好适应学术环境要求的学生。

选择1：

学术英语和学习技巧衔接
课程

如果高等教育课程的入学要求高于6.5

并且单科不得低于6.0，则参加10周衔接

课程后单科和总分要求可以低0.5分。请

参见西澳大学英语教学中心网站了解更

多信息：celt.uwa.edu.au/courses/
pathways

西澳大学英语教学中心的衔接课
程已经获得NEAS高端产品认可。

20周衔接课程有两个模块，每个模块
的课程时间如下：

模块1 – 每周20学时
模块2 – 每周25学时

要求
20周课程

模块1和2

10周课程

模块2 

雅思 5.5分，单科不得低于5.0分 6.0分，单科不得低于5.5分

托福网考
58分（写作最低18分，口语
最 低16分，听力和阅读最
低12分）

70分（写作最低20分，口语
最低19分，听力最低17分，
阅读最低14分）

剑桥第一英语证书 最低60分，单科均合格 最低75分，单科均良好

PTE学术英语考试 总分49分，单项分数不得
低于42分

总分54分，单项分数不得低
于54分

西澳 大学 英语 教 学中心 
普通英语

中 高 级 至 少 达 到 7 0 % 
（单科不得低于60%）

高 级 预 备 至 少 达 到 6 9 % 
（单科不得低于65%）

西澳大学英语教学中心
学术英语

最低 55%（单科不得低于
60%）

最 低 6 5%（单 科 不 得 低 于
60%）

最低入学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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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能满足衔接课程入学要求的学生可以参加西澳大学英语教学中心的学术英语或普通英语课程， 
提高自己的英语能力。

升入大学的另一途径是通过我们的

学术英语以及雅思或托福备考课程。

学术英语课程虽然是基于教学的结

构化课程，每个模块为期五周，但是

每个学期都会进行相应调整，以满足

班级组别的具体需求。

通过根据学生的知识水平和能力进

行灵活调整，本课程高度支持发展学

生的学术技巧和英语水平。学生成绩

评估也是根据每个班级的组成，充分

体现了以学生需求为本的方针。因此

选择学习学术英语课程的学生也必

须参加雅思考试或托福网考。

选择2：

学术英语 + 雅思/托福考试

衔接课程的时间表范例

世界级研究 

西澳大学所有的广
泛研究领域都达到
或高于世界标准

7位  
高引用 
量的 
研究人员
(highlycited.com)

研究机构和
研究中心

75+

希望参加雅思考试的学生可
在西澳大学雅思考试中心报
名和参加考试。

访问： www.ielts.uwa.edu.au

西澳大学英语教学中心拥有国际认可的雅思和托福
考试的考试中心。

希望参加托福考试的学生可
通过以下网站报名参加考试：

访问：www.ets.org/toefl/ibt/
registe

选择克莱尔蒙特校区作为您
的考试中心

衔接课程（参考时间表）       模块1 – 每周20学时        模块2 – 每周25学时

时间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模
块

1和
2

上午8:30 –  
上午 10:30

以BC组形式
学生研讨会1
上午8点45 – 9点15

口语
讨论全球性问题

以BC组形式
学生研讨会2
上午8点45 – 9点15

分析阅读
阅读课本中的章节

以BC组形式
学生研讨会3
上午8点45 – 9点15

口语
简短演示关心的问题

学习和
研究技巧

以BC组形式
转述
参考、释义和总结练习

上午10:5 –  
下午12:45

以BC组形式
听力练习

以BC组形式
撰写总结

以BC组形式
综合技巧

以BC组形式
阅读练习

以BC组形式
语法/写作
转述动词

模
块

2 

* 
下午1:15 / 1:30 – 
下午2:30 / 2:45

*视教室可用情
况而定 

以BC组形式
阅读
语篇类型和修辞模式

以BC组形式
阅读技巧
主题、目的、受众和语气

以辩论组形式
口语
关于全球性问题和性别的
正式辩论

研究组研究论文
撰写假说

独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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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英语课程面向希望提高英语沟

通能力的学生；也是攻读西澳大学所

有其他英语课程的一种途径。在为

期五周的学习模块中，学生可以练习

阅读和听力，同时提高写作和口语技

巧，了解如何清楚连贯并且自信地表

达自己的意思。

普通英语（GE）

课程时长：5周至45周 

入学时间：每年9次入学 

学习模式：每周20学时 

提供级别：初级到高级 

商务英语（BE）

课程时长：5周 

入学时间：根据学生人数确定 

学习模式：每周20学时 

提供级别：中高级到高级 

商务英语课程面向对商业和就业英

语感兴趣的学生。为期五周的课程

专注于学生感兴趣的商业主题，如旅

游、营销和国际商务。商务英语课程

帮助学生使用商务词汇，练习商务环

境中的听力和阅读，写报告、信件以

及其他商务通讯形式。通过商务英语

课程，学生可以提高在商务和社交环

境下有效沟通的能力，了解跨文化的

商业惯例。

注意：此课程仅向内部提供且基于充

足的学生人数开设

学术英语（EAP）

课程时长：5周至45周 

入学时间：每年9次入学 

学习模式：每周20学时 

提供级别：中高级到高级

学术英语课程面向希望提高英语能

力，从而准备在英语国家接受高等教

育的学生。在为期五周的学习模块

中，学生可以发展听力和记笔记的技

巧、研讨会和演示技巧以及学术性阅

读和写作技巧；学生学习图书馆资料

搜索技巧，发展对信息技术的运用能

力；同时学习适应澳大利亚高等院校

的学术文化。

备注：学术英语课程学生不能直接入

读西澳大学的学位课程，需要参加雅

思或托福网试以获得入学资格。

在线信息

facebook.com/UWACELTStudents

Ask UWA
在线问题解答门户网站

未来学生可以在线搜索历史问题或者提
交他们自己的查询。

www.askuwa.edu.au

西澳大学英语教学中心提供普通英语、商务英语和学术英语的认可英语

课程，以及国际认可的考试备考课程，如剑桥英语、雅思、托福和托业。

选择最适合的课程将按您的学习目标和英语水平而定。西澳大学英语教

学中心提供从初级到高级的不同课程，帮助您提高英语熟练水平。

ELICOS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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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思考试备考

课程时长：5周

入学时间：每年5次入学 

学习模式：每周20学时 

提供级别：中高级 

西澳大学英语教学中心提供国际认

可的国际英语语言测试系统（即雅

思）考试的备考课程。强化课程每年

分为五个学期，进行每周20个学时的

学习。

此外，西澳大学英语教学中心在整个

学年提供一周或四周的非全日制雅

思晚间学习班。

希望参加雅思考试的学生可在尼德

兰兹校区的西澳大学雅思考试中心

报名和参加考试。

托福考试备考

课程时长：5周 

入学时间：每年3次入学 

学习模式：每周20学时 

提供级别：中高级预备到高级预备

西澳大学英语教学中心提供国际认

可的托福考试的备考课程。每年分

为三个托福学期，分别设在1月、3月

和6月的托福考试前。

此外，西澳大学英语教学中心还在

提供一周的非全日制强化课程，每

年四次。

希望参加托福考试的学生可在克莱

尔蒙特校区的西澳大学托福考试中

心报名和参加考试。

托业备考

课程时长：5周 

入学时间：每年2次入学 

学习模式：每周20学时  

提供级别：中高级

西澳大学英语教学中心提供国际认可

的托业考试的备考课程。每年提供两

期课程，为每周20小时的强化课程。

此外，西澳大学英语教学中心还在

提供一周的非全日制强化课程，每

年四次。

剑桥考试备考：第一英语证
书和高级英语证书

课程时长：10周 

入学时间：每年3次入学  

学习模式：每周20学时  

提供级别：中高级到高级

西澳大学英语教学中心提供国际认可

的剑桥英语考试的备考课程。每年分

为三个剑桥学期，分别设在3月、6月

和12月的考试前。西澳大学英语教学

中心帮助高级预备水平的学生备考高

级英语证书 (CAE) 考试，帮助中高级

水平的学生备考第一英语证书 (FCE) 

考试。

注意：此课程仅向内部提供且基于充

足的学生人数开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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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的进阶表显示了西澳大学英语教学中心的课程和级别，以及要求的平均学习周数。下表还提供了
欧洲语言共同参考框架 (CEFR) 水平与西澳大学英语教学中心学习水平的近似对应。需要注意的是，西
澳大学英语教学中心的水平进阶仅为大概情况，并且基于一般的英语学习者。

课程进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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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ICOS课程时间表范例

西澳大学英语教学中心的ELICOS课程采用双时间表模式，包括：

• 普通英语

• 商务英语

• 学术英语

• 备考课程：雅思、托福、托业和剑桥第一英语证书及高级英语证书

学生可以参加上午8点30至中午12点45的上午课程，也可以参加下午1点15至5点30的下午课程。学生不
需要自行确定将选择哪种时间表，教学中心会根据学生的英语水平和总体要求为学生安排最合适的
时间表。

上午课程

时间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上午8:30 –  
上午 10:30

词汇 
根据每周主题积累词汇

语法和用法
积累和准确运用

阅读技巧
培养高效阅读技巧的策略

综合技巧
在线课题研究

综合技巧，注重发展语法和
用法以及写作技巧的练习

上午10:45 –  
下午12:45

听力技巧 
综合技巧，注重提高听力
理解能力

口语技巧 
清晰流畅的口语表达策略

写作技巧 
培养写作过程中的技巧

综合技巧，注重提高词汇量
和发展阅读技巧

综合技巧
注重听说沟通能力的练习

时间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下午1点15 –  
3点15

词汇 
根据每周主题积累词汇

语法和用法
积累和准确运用

阅读技巧
培养高效阅读技巧的策略

综合技巧
在线课题研究

综合技巧，注重发展语法和
用法以及写作技巧的练习

下午3点30 – 
 5点30

听力技巧 
综合技巧，注重提高听力
理解能力

口语技巧 
清晰流畅的口语表达策略

写作技巧 
培养写作过程中的技巧

综合技巧，注重提高词汇量
和发展阅读技巧

综合技巧
注重听说沟通能力的练习

下午课程

西澳大学英语课程重视教学

质量，互动性强...非常有趣！

celt.uwa.edu.au 11



如果学生团体想要体验西澳大

学和西澳大学英语教学中心的

学习生活，那么短期游学课程

将是他们的最佳选择，结合了

学术研究、澳大利亚文化和英

语语言学习等。

参加西澳大学游学的国际学生

来此的目的各不相同。他们

可能从未游历过祖国之外的其

他国家，或者从未到过澳大利

亚。他们可能想在优美的环境

中体验世界顶级的教育；或者

想要亲密接触袋鼠、考拉和短

尾袋鼠等异域风情的动物。

无论游学时长多久，这些新体

验都是激动人心的，并且提供

如下选择：

游学课程
1. 环境和自然游学 – 为不同学

科领域的学生准备的一般游

学；包括原住民文化、丛林

漫步、皮划艇、植物参观和

当地历史。

2. 科学游学 – 物理、植物生物

学、人体生物学和生物化学

的组合。

3. 商务游学 – 包括领导力、 

目标设置和管理。

4. 法律游学 – 法律讲座以及法

庭、议会和传统监狱的实地

参观。

5. 农业游学 – 包括实地参观西

澳大学未来农场、运营中的

生物动力农场、原住民可持

续农牧。

6. 社会领导游学 – 基于活动的

课程，包括丛林露营、志愿

活动、帮助社会闲散青年和

照顾残障人士。

7. 设计游学 – 基于项目的课

程，包括建筑、园林建筑、

美术和美术史单元。

8. 英语和澳大利亚文化游学 – 

适合想要为学生提供优质英

语语言体验的高中、技术学

校和大学。这项难忘的游学

体验包括澳大利亚植物、动

物和食物。

如需了解我们提供的游学和
动态课程的更多信息，请通
过以下方式联系我们：

电话：+61 8 6488 2270

电子邮件：studytours@uwa.
edu.au

想要了解更多信息？

开拓您的思想

12 西澳大利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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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我在西澳大学英语教学中心完成了20周的衔接课

程，现在正在西澳大学学习翻译研究专业的研究生课程。衔接

课程真的非常实用，对我非常有帮助。我掌握了诸如做笔记、

释义、概括和学术写作等方面的技巧。这些技巧对于学位课程

来说必不可缺，我愿意向任何学生推荐衔接课程！”

Monica Wang（右侧）

中国 

衔接课程毕业生，目前攻读西澳大学翻译研究专业的研究生课程

“首先我想说的是，感谢西澳大学！因为现在我的

梦想即将实现！我想说的是，人们有能力追逐自

己的梦想！衔接课程不但帮助我提高了英语水平，

还升华了我的人生。”

Victoria Figueroa Bustos

委内瑞拉

“我目前正在攻读西澳大学油气工程硕士

学位，之前通过西澳大学英语教学中心完

成了十周的衔接课程。

通过参加衔接课程，我学习到了当前学习

所需要的其他能力，例如用英语进行演

示、撰写学术论文和独立进行研究。我的

硕士课程中经常会用到这些能力。

实际上，对于很多国际学生来说最大的挑

战并非英语，而是将他们的视角转向学术

研究。衔接课程对于我们适应西澳大学的学习有很大帮助。”

Changzhi Bai (George)

中国 

学生感言

14 西澳大利亚大学 



“衔接课程提高了我的学术技能，并帮助

我了解澳大利亚文化。课程安排十分合

理，结合以最好的教学方法，旨在帮助学

生适应大学的各种学术领域。

在我的学习过程中，我得到了友善而负责

的老师以及知识渊博、经验丰富的学生顾

问的倾力帮助。西澳大学英语教学中心不

但让我具备了在西澳大学攻读社会科学

和文化研究博士学位的英语能力和技巧，

还让我在未来生活中有了更多自信。”

Ali Sirwan Abdulkarim

伊拉克 – 库尔德斯坦地区

“我们选择西澳大学英语教学中心的原因是它属于西澳大

学，因此我们相信西澳大学英语教学中心可以提供最为优质

的教育体系。在开始课程学习后，无论是老师、同学还是教

学方式，都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此外，我们可以

结识来自全世界的朋友，例如日本、巴西、法国、意大利、沙

特阿拉伯、哥伦比亚和韩国。”

Kanokpit Rungroj  (Jan) 和 Pakjira Sataneegun (Pop)

泰国

“我在西澳大学英语教学中心学习英语的原因是，希望能够

拥有未来找到一份理想工作的更多机会。我最喜欢西澳大

学英语教学中心的一点是，这里的课堂十分有趣。研讨会

和活动也都很有趣，尤其是原生态的原住民灵感艺术；我

们还有机会在参加这些活动时练习英语会话。”

Diana Ortega – 城市交通规划师（工程师）

哥伦比亚

“西澳大学英语教学中心(UWA CELT) 超越了我的期待和心

目中的最高标准。我从普通英语开始学习，即将完成衔接

课程，英语语言水平得到了显著提高。我期待未来攻读西

澳大学传染病课程的硕士学位。”

Sanja Simeunovic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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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和短途旅行

西澳大学英语教学中心提供各种校

园内外的社交活动和短途旅行。

学生有机会游览珀斯的各个景点，探

索他们生活的这座城市。学生可以练

习听说能力，还可以结交好友。

大部分活动和/或短途旅行都只需少
量费用，甚至免费提供。我们的学生

参加的一些活动和游览地点包括：

• 科特索海滩

• 拳击

• 艺术与谈话课

• 凯维森野生动物园

• 天鹅河巡游

• 天鹅谷旅游 – 巧克力工厂和品尝

葡萄酒

• 手工制品角

• 体育比赛

• 健康烹饪

• 歌唱俱乐部

• 罗特尼斯岛

• 资金募集活动

• 社交足球

有兴趣观看当前学生如何享受校园

生活？ 访问我们的FACEBOOK页面：

facebook.com/UWACELTstudents

凯维森野生动物园内友善的袋鼠

学生 
活动和短途旅行

凯维森野生动物园学生烧烤野餐

社交足球

罗特尼斯岛

16 西澳大利亚大学 



澳大利亚规模最大的上午茶 – 资金募集活动 歌唱俱乐部 手工制品角

部分活动和短途旅行

艺术与谈话课 – 生命之树 拳击 健康烹饪

体育比赛 科特索海滩 体育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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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
• 现代化的教室，配备交互式电子

白板、模拟器和计算机，实现电子

学习

• 拥有众多藏书的图书馆

• 两间完全联网的计算机实验室 

• 整个大学校园提供免费无线上网

和电子邮件服务

• 学生中心（休闲和放松）

• 学生厨房

• 校内咖啡厅

• 校园咖啡车

• 学生咨询服务

• 祈祷室

• 雅思和托福考试的考试中心

• 体育中心 拥 有设 备齐全 的 健 身

房、壁球、篮球、羽毛球和网球

场、乒乓球设施、板球和足球场

• 武术中心拥有国际柔道教练

• 校内温水游泳池 

• 学生协会，提供特殊兴趣和社交

俱乐部

• Recreate®课程，比如摄影、吉他、

瑜伽、普拉提、帆船、尊巴舞、缘

绳下降以及许多其他课程  

(www.sport.uwa.edu.au/recreate)

• 医 疗中心 的医 生和 护士 经 验丰

富，帮助当地学生和留学生

• 银行和信用社设施

• 商店、报亭和邮局提供各种服务

• 克劳利校区的大学酒馆

• 旅行社为学生提供各种服务和信息

• 学生辅导服务

• 节庆和季节性活动

• 校内画廊和博物馆 

• 免费午间音乐会

• UniAccess为残疾学生提供支持

西澳大学雅思考试中心

设施和服务

校园咖啡车
西澳大学英语教学中心里的一只野生笑翠鸟

18 西澳大利亚大学 



英语加实习
西澳大学英语教学中心与Australian 

Internships（澳大利亚实习计划组

织）开展合作，将英语学习课程与行

业内的职业实习结合起来。英语学习

与实习相结合为您提供了一个绝佳机

会，让您能够获得宝贵的职业和文化

体验，让自己的履历更加国际化。

毕业
您的进度将通过课程任务参与、家课

作业和期末测验评估。毕业时，您将

获得一份证书，上面注明您的课程、

级别、成绩和学习期。

学生生活

西澳大学英语教学中心学生中心 西澳大学英语教学中心学生厨房 西澳大学英语教学中心计算机教室

西澳大学英语教学中心毕业生

在一所国际大学留学不仅仅只是学习。还可以体验新的文化、结识新的朋友、建立国际人脉网络，当然还要畅
享乐趣。作为西澳大学的学生，您可以与一些澳大利亚顶级的学者和教师沟通交流，拓展视野，还可以结识来
自澳大利亚和全球各地的其他学生。

学生支持
西澳大学英语教学中心的教职员工

乐于帮您解决各种问题，从个人问题

到实际问题，包括学 习和签证问题。

您将获得学生顾问、管理、行政和教

职员工的支持。

学生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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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提供：

• 健身会员
• 场地租借
• Recreate®课程
• 体育比赛

加入西澳大学运动俱乐部，即可获得多
项服务的优惠价格，包括：

• 健身会员七五折优惠
• 所有Recreate®课程七五折至五折

优惠
• 所有场地租借费用五折优惠

sport.uwa.edu.au

西澳大学的体育活动
无论您想要参加体育活动，保持活
跃的生活方式，还是想和朋友社交
沟通，都可以在西澳大学的诸多体
育设施中找到一个适合您的项目。

健身会员

• 50多种小组健身课程

• 高强度训练室

• 循环训练室

• 互动式划船区

• 120多台有氧运动和负重
训练器械

• 包括租借场地

社交体育

• 召集朋友一起参加体育
运动

• 可选择从单日比赛到一年
两次的13周赛季

• 项目包括篮球、躲避球、室
内五人足球、篮网球、棒
球、排球等

Recreate®课程

• 课程设置5-7周，每年7次

• 可以选择各种健康、健身、

领导力、运动和水上运动，

包括普拉提、瑜伽、嘻哈音

乐、萨尔萨舞等

场地租借

• 室内外的运动场地包括：

羽毛球、篮球、室内足球、

壁球、网球和排球

• 福利：所有健身会员每天

皆可免费租借场地1小时

20 西澳大利亚大学 



在他乡
感受到家的
温馨

西澳大学英语教学中心可帮助您安排家庭寄宿。

与当地家庭生活在一起

家庭寄宿

这种住宿最适合希望在英语家庭的

帮助下体验澳大利亚家庭生活的学

生。寄宿家庭遍布整个城区，学生可

能需要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前往西澳

大学。学生与寄宿家庭共进三餐、共

用设施，但有自己的私人卧室。

备注：目前就读的学生会在学生公告

板上刊登当地私人合租的相关信息。

住宿

西澳大学住宿

西澳大学住宿网站提供了校内或

克劳利校区不同类型住宿的实用

信息。

www.accommodation.uwa.edu.au

如需更多信息或进行预订，请直接

通过该网站进行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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珀斯市

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被吸引到西澳大

利亚州，本州也随之成为最具文化多

样性的一个州 – 大约30%的人口出

生在其他地方，社区里居住着170多

个民族。2 

珀斯拥有阳光明媚的天气、放松休闲的户外环境和优美的自然风光，学
习环境非常优越。珀斯连续多年都被评为全球10大最宜居城市之一。1

伊丽莎白码头

概览

人口 – 珀斯
202万

时区
GMT +8（与全世界60%人口处于同
一时区）

语言
英语

政府
民主制（威斯敏斯特体系）

宗教 
完全宗教自由

货币
澳大利亚元 ($AUD)

天气
西澳大利亚州气候温暖，夏季大部分
时间气温超过摄氏30度，冬季白天气
温很少会低于15摄氏度。

四季
夏季：12月 – 2月  
秋季：3月 – 5月 
冬季：6月 – 8月 
春季：9月 – 11月

全球视野
820余家澳大利亚证券交易所 (ASX) 上市公

司选择将总部设在珀斯 – 这一数字高于澳

大利亚其他首府城市。3

珀斯是深受国际学生青睐的目的地，

因为它拥有令人振奋的学习环境，而

且与全世界60%的人口处于同一个时

区。从这里飞往多个亚洲城市只需几

个小时，因此容易保持与家人和朋友

的联系。

迷人的风景和户外生活方式
珀斯是澳大利亚阳光最为充沛的首府城市，

夏季温暖干燥的地中海式气候非常适合运动

和户外活动。深入探索西澳大利亚州，从西

南部高耸的红桉林和纯净海滩，到金伯利崎

岖的山脉和壮观的峡谷，您会发现这里到处

都是绚丽风景和自然宝藏。

日新月异的城市
在过去十年中，珀斯是澳大利亚经济增长速

度最为稳定的城市之一。在稳定的政治环境

和国内需求的支持下，在各个行业进行经营

的本地和国际公司共同推动了珀斯的经济

和人口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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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而友好
珀斯的生活水准很高，在QS顶级大学排名发

布的2016年最佳学生城市排行榜上名列前茅

（第35名）。4 

设施便利
珀珀斯是澳大利亚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在

中央商务区提供免费公共WiFi的城市，这

是您外出时与家人和朋友保持联系的极佳

方式。

出行
珀斯的公共交通系统使市区出行和前往西

澳大学主要校园变得十分便利。国际学生乘

坐所有公共交通工具时均可享受西澳大利

亚政府资助的六折优惠。珀斯也有名为CAT

的免费巴士，环绕中央商务区运行。

西澳大学英语教学中心在哪里？

西澳大学英语教学中心坐落于美丽的西
澳大学克莱尔蒙特校区，距珀斯市中心
不远。

国际学生可乘坐便捷的公共交通轻松
到达克莱尔蒙特，还可享受票价优惠。

西澳大学英语教学中心距离西澳大学克
劳利校区仅有4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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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未按比例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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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澳大利亚 

玛格丽特河葡萄酒区

尖峰石阵 

地点：奥古斯塔角

库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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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澳大利亚州面积占澳洲大陆的三分

之一。西澳大利亚州的面积超过250万

平方公里（100万平方英里），横跨两个

不同的气候带。北部温暖干燥，南部凉

爽潮湿。西澳大利亚州东部大部分地

区紧邻沙漠，西部则有长达12 ,500公

里（7813英里）、世界上最自然纯净的

海岸线。西澳大利亚州是一片富饶的

土地，拥有一些全世界最珍贵的自然

现象，包括蒙基米亚海滩的海豚、拥

有3 .5亿 年历史的邦 格尔邦 格尔山脉

（Bungle Bungle），以及西南部高耸的

红桉森林。珀斯之外的探险可以收获

众多的难忘经历。大自然历时数百万

年雕刻而成的风景令人心生敬畏。沉

浸在原住民文化中。近距离接触澳大

利亚独特的动植物。西澳大利亚州的

最北部是金伯利地区，这是一片古老

的地区，地形崎岖，拥有幽深、壮丽的

峡谷和纯净的沙滩。皮尔布拉地区位

于西澳大利亚州的中心地带，以激动

人心的冒险和生态旅游著称。北部与

西南部的天 然森林 和葡萄园形成鲜

明对比。无论您到哪里，都会留下永

恒的回忆。

有关在珀斯和西澳大利亚州必看风景

和必做之事的更多信息

请访问：www.westernaustralia.com

卡巴里

巨人谷

澳大利亚内陆

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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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申请

参阅本手册和西澳大学英语教学中心网站 - www.celt.
uwa.edu.au/courses -  选择一项最符合您的目标的课程。

确定您想要申请的课程1

访问我们的网站 -  www.celt.uwa.edu.au/courses/apply - 
下载申请表。填写表格的所有部分，包括个人详细信息、
学习计划和签证信息。请在完成并签署申请表前阅读入
学条款。

填写申请表3

a. 通过大学教育代理。我们鼓励您通过本中心的官方教

育代理提交申请。完整列表请访问： 

ww.celt.uwa.edu.au/courses/apply 
我们的教育代理将协助您递交英语、住宿和签证申

请，同时还提供多种其他服务；

或

将您的申请寄送到中心4 

本中心将处理您的申请并向您发送录取通知书和接受文
档。录取通知书将包括一张课程和其他适用费用的费用，
包括住宿费（若申请）和海外学生医疗健康保险（如果申
请学生签证）的发票。

录取通知书5

您需要自行办理旅游签证和学生签证。如果您需要任何其

他建议或协助，西澳大学英语教学中心的海外教育代理也

可以帮助您进行这些安排。建议持有旅游或工作假期签证

的学生在出发前安排好自己的医疗健康保险。建议所有学

生购买私人旅行保险，以便在澳大利亚学习和任何延期停

留期间为个人财物提供保障。

旅游和签证要求7

收到录取通知书后，您应签署接受文档并将其与付款一同

直接返回，或通过CELT的官方海外教育代理返回。收到这

些文档和付款后，中心将通过电子邮件向您发送入学信息

和录取确认书 (CoE)，这时您需要开始签证申请流程（如

果申请学生签证）。

接受6

从这里开始

如果您希望入读西澳大学英语教学中心， 

下面的一些步骤可以简化申请。

b. 直接向中心提交申请。将填写完成并签署的申请表转

交到：

西澳大学英语教学中心入学审查官：

电子邮件：enrolments-celt@uwa.edu.au

如果您有访客签证，可进行全日制或半日制学习12周，工

作假期签证可以学习17周。如果您希望学习更长时间，则

必须以全日制形式学习并持有学生签证。请参见移民与边

境保护部的网站 – www.border.gov.au – 了解签证要求。

选择一种与您的课程和学习时间匹
配的签证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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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澳大学助您 
迈向成功

UWA CELT (Centre for 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
The University of Western Australia 
M429, Perth, WA 6009, Australia
电话：+61 8 6488 3539
电子邮件：marketing-celt@uwa.edu.au
celt.uwa.edu.au
facebook.com/UWACELTStudents

追逐梦想

西澳大学全校园内禁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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