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澳大學英語教
學中心 
在位列世界前 100 名的 
大學中學習英語 



西澳大學 (UWA) 校園面積廣闊，以
砂岩建筑著稱並建有一個壯觀的
植物園，被認為是澳大利亞最美的
校園之一。 

我校提供各個領域的全方位本科
和研究生課程，包括商務、醫學、
法律、教育、建筑、工程、理科和
文科。

作為八校集團的成員之一，西澳大
學是公認的澳大利亞頂尖大學之
一，教學和研究水平名揚國際。

西澳大學曾獲得多項國際學術大
獎，例如在 2005 年 10 月，西澳
大學的 Barry Marshall 教授和 
Robin Warren 名譽教授榮獲諾貝
爾生理學或醫學獎。這反映了西澳
大利亞，尤其是西澳大學卓越的科
研質量。 

大學

主任致辭

親愛的未來學生， 
我們很高興您正考慮入讀 
西澳大學的英語教學中心  
(UWA CELT)。 

當今世界，英語是一座重要的
溝通橋梁，它幫助我們與世界
各地的人們成為朋友，以及進
行商業往來。在西澳大學英語
教學中心，我們希望教授給您
與英語為母語以及來自其他國
家/地區的人士進行高效溝通
所需要的語言技能，這些人士
都有獨特的英語表達方式。 

本手冊介紹了珀斯以及西澳大
學英語教學中心課程和服務的
相關信息，這些信息幫助您做
出最適合自己的決定。 

我們盼望著歡迎您加入西澳大
學；希望幫助您提高英語能力
和拓展文化知識，以便享受在
珀斯這座美麗城市中的生活，
結交新的朋友，並且學有所成。 

Callum Cowell - UWA CELT 主
任和團隊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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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澳大學溫舒普爾
大禮堂 一所人才濟濟的國際知名

大學。

坐落在全球最宜居城市之
一的壯觀花園式學校。 

可從學校步行前往克萊爾
蒙特火車站。 

英語學習者的理想之選。 
西澳大學克萊爾蒙特

校區 (UWA CELT) 

西澳大學英語教學中心 (UWA 
CELT) 秉承西澳大學的傳統，在
友好、互助的環境中提供高質量
英語教學。我們的所有教師都
有英語教學的學位和專家資格。
我們的教學方法使學生有很多
機會通過任務、活動和專題項目
練習運用英語，了解澳大利亞的
生活。 

西澳大學使英語學生能在澳大利
亞最頂尖大學之一的美麗校園裡
學習。我們精心設計的獨特課程
融合了嚴格的教學方式與真正的
語言實踐經驗，幫助學生找出成
為終身英語學習者的學習策略。

西澳大學英語教學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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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英語課程面向希望提高英語溝通
能力的學生；這些課程也是攻讀西澳
大學所有其他英語課程的一種途徑。
在長達五周的學習單元中，學生將進
行閱讀和聽力實踐，同時培養清晰和
連貫讀寫的能力，以便充滿自信地傳
達他們的想法。

普通英語 

課程時長：5 至 45 周
入學時間：每年 9 次入學
學習模式：每周 20 小時
提供的水平：初學者到高級

商務英語 

課程時長：5 至 45 周
入學時間：每年 4 次入學
學習模式：每周 20 小時
提供的水平：中高級到高級

商務英語課程面向對商業和就業英語
感興趣的學生。為期五周的學習單元
專注於學生感興趣的商業主題，如旅
游、營銷和國際商務。商務英語課程
幫助學生使用商務詞匯，練習商務環
境中的聽力和閱讀，書寫報告、信件
以及其他形式的商務通訊。透過商務
英語課程，學生可以提高在商務和社
交環境下有效溝通的能力，了解跨文
化的商業活動。 

學術英語 

課程時長：5 至 45 周
入學時間：每年 9 次入學
學習模式：每周 20 小時
提供的水平：中高級到高級 

學術英語課程面向希望提高英語能力
從而准備在英語國家接受高等教育的
學生。在為期五周的學習單元中，學
生可以培養聽力和記筆記技能、研討
會發言和演示技能以及學術性閱讀和
寫作技能；學生可掌握圖書館資料搜
索技能，培養對信息技術的熟練運用
能力；同時學會適應澳大利亞高等院
校的學術文化。 

西澳大學英語教學中心提供經過認證的普通英語、商務
英語和學術英語語言課程，以及劍橋、雅思、托福和托業
等國際公認考試的備考課程。如何選擇最適合的課程將
視您的學習目標和英語水平而定。UWA CELT 提供從初學
者水平到高級水平的不同課程，幫助您提高語言能力。因
此，請根據您在 UWA CELT 就讀期間希望達成的目標來
選擇課程。

課程和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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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澳大學英語教學中心

是國際認可的雅思和托

福考試的考試中心。 

雅思考試備考 

課程時長：5 周
入學時間：每年 9 次入學
學習模式：每周 20 小時
提供的水平：中高級 

西澳大學英語教學中心提供國際認可
的國際英語語言測試系統（即雅思）
考試的備考課程。每周 20 課時強化
課程，一年有五個學期。此外，西澳大
學英語教學中心全年還開設非全日制
雅思講習班。希望參加雅思考試的學
生可在西澳大學雅思考試中心報名和
參加考試。 

劍橋考試備考 

課程時長：10 周
入學時間：每年 3 次入學
學習模式：每周 20 小時
提供的水平：中級到高級

西澳大學英語教學中心提供國際認
可的劍橋英語考試的備考課程。每年
分為三個劍橋學期，分別設在 3 月、 
6 月和 12 月的考試前。西澳大學英
語教學中心可以幫助高級預備水平
的學生准備高級英語証書 (CAE) 考
試、中高級水平的學生准備第一英語
証書 (FCE) 考試，以及中級水平的學
生准備中級英語考試 (PET)。 

西澳大學英語教學中心為團體參與
者提供兩大類課程。首先是針對每個
特定團體的需求專門定制課程。在這
類課程中，參與者通常會在同一個班
級內上課，學生彼此之間的英語水平
最好相差不大。參與者也可以與西澳
大學英語教學中心的其他國際學生
一起參加文化交流活動。第二類課程
為不同英語水平的參與者提供機會，
與其他國際學生共同參加普通英語、
商務英語、學術英語等課程以及備考
課程。

游學和定制課程 西澳大學英語教學中心在規劃和提供
強化英語課程方面擁有豐富的經驗。
這些單獨定制的課程面向來自中學、
大學院系、企業以及政府和文化機構
的團體參與者。課程持續時間從 4 天
到 12 周不等，通常屬於以下三類課程
之一：英語 + 澳大利亞文化、特殊用
途英語和 TESOL 職業發展。西澳大
學英語教學中心設計和提供眾多的特
殊英語課程，這些課程主要集中於工
程、醫藥和管理等專業領域。我們在
整個學年中為不同英語熟練程度的學
生提供定制課程。

如需了解游學和定制課程的更多
信息： 
電子郵件：studytours@uwa.edu.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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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例時間表 

上午課程 

時間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上午 8 點 45 
至 10 點 45 

詞匯 
根據每周主題積累詞匯 

語法與用法
培養與提高準確性

閱讀技能 
培養有效閱讀技能的學
習策略 

綜合技能 
注重聽說溝通能力的練習 

注重培養 
語法和用法以及寫作的綜
合技能

上午 11 點 -  
下午 1 點 

聽力技能 
注重提高聽力理解能力
的綜合技能 

口語技能 
培養清晰、流暢的口語表
達能力策略 

寫作技能
培養寫作過程中的技能 

注重培養 
詞匯和閱讀的綜合技能

綜合技能 
注重聽說溝通能力的練習 

下午 2 點 -  
5 點 

下午自由活動或督導下的自修課 督導下的自修課/ 
外游項目/下午自由活動

時間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上午 8 點 45 -  
下午 1 點 

上午自由活動或督導下的自修課 督導下的自修課/ 
外游項目/上午自由活動

下午 1 點 15 -  
3 點 15 

詞匯 
根據每周主題積累詞匯 

語法與用法 
培養與提高準確性

閱讀技能 
培養有效閱讀技能的學
習策略 

綜合技能 
注重聽說溝通能力的練習 

注重培養 
語法和用法以及寫作的綜
合技能

下午 3 點 30 -  
5 點 30 

聽力技能 
注重提高聽力理解能力
的綜合技能 

口語技能 
培養清晰、流暢的口語表
達能力策略 

寫作技能
培養寫作過程中的技能 

注重培養詞匯和閱讀的
綜合技能

綜合技能 
注重聽說溝通能力的練習 

下午課程 

西澳大學的英語課程重視教學 
質量，互動性強...非常有趣！ 

西澳大學英語教學中心對普通英語、商務英語、學術英語以及劍橋和雅思備考等主流課程採用雙時間
表模式。學生可以參加上午 8 點 45 至下午 1 點的上午課程，也可以參加下午 1 點 15 至下午 5 點 30 的
下午課程。學生不用確認他們將選擇採用哪種時間表（每周 20 學時課程）。中心會根據學生的英語水
平和總體要求為學生安排最合適的時間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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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入西澳大學學位課程的英語途徑

最常見的途徑是透過學習 CELT 的學
術英語和學習技能銜接課程，學習完
畢后學生可直接升入本大學的學位課
程。此課程非常適合達到銜接課程入
學標准以及參加 10 或 20周強化學習
的學生。升入大學學位課程的另一個
途徑是透過學習結合雅思或托福考
試的學術英語課程。這一途徑適合不
符合銜接課程入學要求或僅需學習  
5 周而非 10 周甚至 20 周的學生。 

西澳大學英語教學中心提供兩種方式或途徑來提高學生的英語能力， 
以達到入讀本大學的本科和研究生學位課程所要求的水平。 

西澳大學英語教學中
心的銜接課程已經獲
得 NEAS 高端產品
認可。 

該課程還適合無法達到西澳大學入
學條件但希望在開始大學學位課程
之前進一步提高語言能力和自信心
的學生。 

銜接課程達到 70% 分數即可滿足西
澳大學本科和研究生課程對英語的要
求。但是西澳大學的一些課程有更高
的入學要求，例如： 

• 工商管理碩士（靈活課時和全日
制）要求整體分數達到 75%，並且
單科不得低於 70% 

• 法學院全部課程要求整體分數達
到 85% 

銜接課程將幫助學生： 

• 提高英語技能，達到西澳大學要求
的入學水平 

學術英語和學習技能銜接
課程 

 如果大學學位課程的入學要求高於  
6.5 並且單科不得低於 6.0，則參加  
10 周銜接課程后單科和整體可以低  
0.5 分。請參見西澳大學英語教學中心 
網站以了解更多信息：celt.uwa.edu.au/ 
courses/pathways

要求 20 周課程 10 周課程 

雅思 5.5 分，單科不得低於 
5.0 分 6.0 分，單科不得低於 5.5 

TOEFL iBT 
58 分（寫作最低 18 分，口
語最低 16 分，聽力和閱讀
最低 12 分） 

70 分（寫作最低 20 分，口
語最低 19 分，聽力最低 17 
分，閱讀最低 14 分） 

劍橋第一英語証書 最低成績 60 分，每項技能
均為合格 

最低成績 75 分，每項技能
均為良好 

培生英語考試（學術） 整體 49 分，各科成績不得
低於 42 分 

整體 54 分，各科成績不得
低於 54 分 

西澳大學英語教學中心普
通英語 

中高級至少達到 70%（單
科不得低於 60%） 

高級預備至少達到 69%（單
科不得低於 65%） 

西澳大學英語教學中心 
學術英語 

最低 65%（單科技能不得
低於 60%） 

最低 69%（單科技能不得
低於 65%） 

最低入學要求 



• 了解各種學術文章的組織和語言 
• 掌握所選學科的語言知識 
• 了解澳大利亞的學術文化 
• 在澳大利亞的學術環境中培養較

高的分析和思考技能 
• 採取策略，適當參考文獻資源 
• 培養在澳大利亞大學充滿信心自

學的能力，在學術環境中適當地自
由參與各種活動 

銜接課程面向希望在西澳大學就讀但
未達到所需英語水平的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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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滿足銜接課程入學要求的學生可以選擇先透過西澳大學英語教學中心的普通英語或學術英語課
程提高自己的英語能力。 

入學的另一種途徑是完成我們的學
術英語課程，同時完成雅思或托福備
考課程。

作為以教育學為基礎精心設計的課
程，我們會每學期調整以五周學習單
元提供的學術英語，以滿足班集體的
需求。

透過根據學生的知識水平和能力進行
靈活調整，本課程高度支持培養學生
的學術技能和英語水平。學生成績評
估也是根據每個班級的組成，充分體
現了以學生需求為本的方針。因此選
擇學習學術英語課程的學生也必須參
加雅思考試或托福網考。 

學術英語 + 雅思/托福考試 

銜接課程 

時間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上午 8 點 45 
至 10 點 45 

以 BC 組形式 
學生研討會 1 
上午 8 點 45 – 9 點 45 

單元 2 概述 
口語 
討論全球問題 

以 BC 組形式 
學生研討會 2 
上午 8 點 45 – 9 點 45 

閱讀 
閱讀書本中的章節 

以 BC 組形式 
學生研討會 3 
上午 8 點 45 – 9 點 45 

口語 
簡短演示關心的問題 

以研究小組形式 
研究報告 
書寫假說 

以 BC 組形式 
釋義 
參考、釋義和總結練習 

上午 11 點 - 
下午 1 點 

以 BC 組形式 
聽力練習 
女性和工作 

以 BC 組形式 
寫作 
書寫總結 

以 BC 組形式 
綜合技能 
男性與女性在工作中的
角色 

以研究小組形式 
研究報告 
書寫假說 

以辯論小組形式 
口語 
關於全球性問題和性別的
正式辯論 

下午 2 點 -  
3 點 15 

以 BC 組形式 
閱讀 
文章類型和修辭模式 

以 BC 組形式 
閱讀技能 
閱讀技能 – 主題、目的、受
眾和音調 

以 BC 組形式 
語法/寫作 
轉述動詞 

以 BC 組形式 
閱讀練習 
世界女性 

獨立研究 

下午 2 點 -  
5 點 

下午自由活動或督導下的自修課 督導下的自修課/ 
外游項目/下午自由活動

范例時間表 

計劃參加雅思考試的學生可以在西澳
大學的雅思考試中心參加此考試。

訪問：www.celt.uwa.edu.au/test-
centers/ie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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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澳大學英語教學中心幫我拓
展了思想和視野。現在，我相信自
己的英語技能足以開始攻讀大學
的學位課程。” 

下面的進階表顯示了西澳大學英語教學中心的課程和水平，以及學習所需要的平均周數。下表還提供
了歐洲語言共同參考框架 (CEFR) 水平與西澳大學英語教學中心學習水平之間的近似對應關係。需要
注意的是，西澳大學英語教學中心的水平進階僅為大概情況，並且基於一般的英語學習者。

課程進階 

UWA CELT 
水平

CEFR  
水平指導

UWA CELT 課程和項目 

↓ ↓ 普通英語 劍橋考試備考 雅思 商務英語 學術英語 銜接課程 

初學者 A1 10 周 

初級 A2 10 周 

中級預備 A2+ 10 周 

中級 1 B1 10 周 PET 
10 周 

中級 2 B1 10 周 

中 
高級 B2 10 周 

FCE 
10 周 

5 周 
10 周 10 周 10 周 

高級預備 B2+ 10 周 
10 周 10 周 10 周 CAE 

10 周 高級 C1 5 周 

↓ ↓ ↓ ↓ ↓ ↓
日常英語和所
有 CELT 課程
的直升途徑 

國際認可的英語考試 商務英語 與雅思/托福考
試結合的入讀

大學途徑 

直升西澳大學
本科和研究生

課程 

Ramon Renan Zanow e Silva（來自巴西） 
商務英語和銜接課程 2014 屆畢業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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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鄉
感受到家的
溫馨

西澳大學英語教學中心可以幫助您安排住宿，包括家庭寄宿和半工半讀（邊學習邊為寄宿的家庭兼
職工作）。

與當地家庭生活在一起 
家庭寄宿 
這種住宿最適合希望在英語家庭的幫
助下體驗澳大利亞家庭生活的學生。
寄宿家庭遍布整個城區，學生可能需
要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前往西澳大學。
學生與寄宿家庭共進三餐、共用設
施，但有自己的私人臥室。 

邊學習邊為寄宿的家庭兼職
工作 
半工半讀項目 
半工半讀項目使互惠生將全日制學習
與工作結合起來。學生通常從周一到
周五每晚工作三個小時，以便換取全
膳的家庭住宿。申請半工半讀的學生
必須年滿 20 歲（擁有認可保姆資格
的學生可為 18 和 19 歲），英語水平
至少為中級預備。這一項目至少安排
三個月時間，面向利用學生假期簽證
或工作假期簽證遊學的學生。

住宿 

西澳大學公寓辦公室 

西澳大學公寓辦公室提供不同住
宿類型的有用信息，並為國際學生
提供建議。 

www.housing.uwa.edu.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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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施 
• 現代化的教室，配備交互式電子白

板、模擬器和電腦，實現混合式電
子學習 

• 資源豐富的圖書館，配有全職圖書
管理員（開放時間為周一至周四上
午 8 點 15 至下午 5 點，周五上午  
8 點 15 至下午 3 點 45） 

• 兩間完全聯網的電腦實驗室，可
以免費上網，收發電子郵件（開放
時間為周一至周四上午 8 點 15 至
下午 5 點，周五上午 8 點 15 至下
午 4 點） 

• 校內咖啡廳 
• 學生咨詢服務中心 
• 整個大學校園內提供無線上網 
• 雅思和托福考試的考試中心 

學生支持 
CELT 的教職員工樂於幫助您解決各
種問題，從個人問題到實際問題，包
括學習和簽証問題。您將獲得學生顧
問、管理層、行政人員和教職員工的
支持。 

畢業 
您的學習進度將透過課程任務參與、
家課作業和期末測驗評估。畢業時，
您將獲得一份証書，上面注明您的課
程、等級、成績和學習期。 

英語加實習 
西澳大學英語教學中心與 Australian 
Internships（澳大利亞實習計劃組
織）開展合作，可以將英語學習課程
與行業內的職業實習相結合。英語學
習與實習的結合為您提供了一個絕佳
機會，讓您能夠獲得寶貴的職業和文
化體驗，並使您的簡歷更加國際化。 

西澳大學雅思考試中心 

設施和服務 

西澳大學英語教學中心課堂 UWA CELT 圖書館 

英語教學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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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澳大學為所有學生提供的設
施和服務 
• 學科圖書館擁有國際報紙、廣泛的

研究資源和完全聯網的電腦 
• 體育中心擁有設備齊全的健身房、

壁球場、籃球場、羽毛球場和網球
場、乒乓球設施、板球場和足球場 

• 武術中心配有國際柔道教練 
• 校內溫水游泳池 

• 學生協會，提供特殊興趣和社交
俱樂部 

• 休閑娛樂班，比如攝影、吉他、瑜
伽、普拉提、帆船、尊巴舞、緣繩下
降以及許多其他課程 (www.sport.
uwa.edu.au/recreate)

• 醫療中心的醫生和護士經驗豐富，
可幫助當地學生和留學生 

• 銀行和信用社設施 

• 商店、報亭和郵局提供全方位
服務 

• 旅行社為學生提供各種服務和
信息 

• 學生輔導服務 
• 節慶和季節性活動 
• 校內畫廊和博物館 
• 免費午間音樂會 
• UniAccess 為殘疾學生提供支持 

西澳大學為學生提供先進的設施和絕佳的支持服務。本大學非常重視幫助全球各地的國際學生融入
校園和城市生活。 

西澳大學商學院 溫舒普爾大禮堂 裡德圖書館 

西澳大學 

在線信息 

facebook.com/UWACELTStudents 

Ask UWA 
在線問答門戶 

未來學生可以在線搜索歷史問題或者
提交他們自己的查詢。 

www.askuwa.edu.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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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點：珀斯火車站 
圖片由西澳大利亞州旅游局提供 

珀斯市
概況 

珀斯：西澳大利亞州首府
人口：202 萬
西澳大利亞州面積：250 萬平方公裡
政府：民主制
時區：GMT + 8 
宗教：完全宗教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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珀斯 
是澳大利亞第四大城市，位於西澳
大利亞州 (WA) 的西南海岸。珀斯
市坐落在天鵝河畔，西臨印度洋的
銀白沙灘。 

珀斯擁有絕佳的環境、放鬆而健康
的生活方式，同時又是一座高度發
達的現代都市。經濟學人智庫已投
票選舉珀斯為全球最宜居的 10 大
城市之一。

珀斯市中心及其附近的郊區設有
各種飯店、咖啡廳、娛樂文化場所
和琳琅滿目的商店。搭乘珀斯完善
的公共交通系統，很多景點、歷史
建筑、風景如畫的公園、現代購物
中心和海灘都近在咫尺。在整個珀
斯，沿著河畔和海岸線設有人行道
和自行車道，因此步行和騎車也很
便利，令人心曠神怡。 

 “A Summary of the Liveability Ranking and 
Overview”，2014 年 8 月，經濟學人智庫

平均氣溫 
夏季 12 月至 2 月 20 - 32°C 
秋季 3 月至 5 月 12 - 25°C 
冬季 6 月至 8 月 8 - 18°C 
春季 9 月至 11 月 10 - 22°C 

珀斯的氣候溫和宜人，夏季溫暖干
燥，冬季涼爽潮濕。

珀斯天氣 

地點：珀斯鐘塔 

必游之地 

去科茨洛海灘游泳 
環游天鵝谷 
在星空下看電影 – 參觀西澳大學的薩
默維爾禮堂 

在弗裡曼特爾享受一天的悠閑時光 - 
參觀博物館、瞻仰歷史建筑、在特有的
商店和市場購物、野餐，或者在提供多
元文化食物的餐廳享用晚餐 

坐客輪前往羅特內斯特島 

珀斯國際藝術節 

www.perthfestival.com.au

澳大利亞最悠久的表演藝術節
在夏季舉辦。藝術節會呈現澳大
利亞最傑出的國際和當代話劇、
戲劇、音樂、電影、藝術、文學和
戲劇娛樂活動。 

celt.uwa.edu.au 15



西澳大利亞

瑪格麗特河葡萄酒區 

尖峰石陣 

地點：奧古斯塔角 

庫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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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澳大利亞州面積佔澳洲大陸的三
分之一。西澳大利亞州的面積超過 
250 萬平方公裡（100 萬平方英裡）， 
橫跨兩個不同的氣候帶。北部溫暖
干燥，南部涼爽潮濕。西澳大利亞
州的東部緊鄰沙漠，西部則有長達 
12,500 公裡（7813 英裡）的世界上
最自然純淨的海岸線。西澳大利亞州
是一片深受恩賜的土地，境內具有多
種世界最珍貴的自然現象，包括蒙基
米亞海灘的海豚、擁有 350 萬年歷

史的嘣咯嘣咯山，以及西南部高聳
的紅桉森林。在珀斯市區外進行探
險可以收獲眾多的難忘經歷：敬畏
由自然經過數百萬年雕刻而成的風
景；沉浸在土著文化中；近距離接
觸澳大利亞獨特的動植物。西澳大
利亞州的最北部是金伯利地區，這
是一片古老的地區，地形崎嶇，境內
擁有幽深、壯麗的峽谷和純淨的沙
灘。皮爾布拉地區位於西澳大利亞
州的中心地帶，以激動人心的冒險

和生態旅游著稱。 北部與西南部的
天然森林和葡萄園形成鮮明對比。
無論前往何處，您都會留下永生難
忘的珍貴回憶。

有關在珀斯和西澳大利亞州必看風
景和必游之地的更多信息 
訪問：www.westernaustralia.com 

卡巴裡 

巨人谷 

澳大利亞內陸 

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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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辦法

參閱本手冊和西澳大學英語教學中心網站 - www.celt.
uwa.edu.au/courses - 選擇一門最符合您的目標的課程。

Decide which course you would like 
to apply for 1

訪問我們的網站 - www.celt.uwa.edu.au/courses/apply -  
下載申請表。填寫表格的所有部分，包括個人詳細信息、
學習計劃和簽証信息。請在完成並簽署申請表前閱讀入學
條款和條件。 

填寫申請表 3

a. 透過本大學的代表。我們鼓勵您透過本中心的一位官
方代表提交申請。如需完整清單，請訪問：www.celt.
uwa.edu.au/courses/apply 
我校的代表將協助您提出英語學習、住宿和簽證申請，
以及提供各種其他服務； 

或 

將您的申請發往本中心 4 

本中心將處理您的申請並向您發送錄取通知書和接受文
檔。此錄取通知書將包括課程發票以及其他適用的費用（包
括住宿費（如果您提出申請）和海外学生健康保险（如果您
申請的是學生簽證））。 

錄取通知書 5

您需要自行辦理旅游簽証和學生簽証。如果您需要任何其
他建議或協助，西澳大學英語教學中心的海外代表也可以
幫助您進行這些安排。建議持有旅游或工作假期簽証的學
生在出行前安排好自己的健康保險。建議所有學生購買私
人旅行保險，涵蓋在澳大利亞學習和延長期間的所有私人
物品。 

旅游和簽証要求 7

接到錄取通知書后，您應簽署接受文檔並將其與付款一同
直接返回，或通過一位 CELT 官方海外代表返回。一旦本中
心收到這些資料，您將透過電子郵件收到方位信息和註冊
確認通知函 (CoE)，這時您將需要開始簽證申請流程（如果
您申請的是學生簽證）。 

接受 6

從此開始 

如果您想在西澳大學的英語教學中心學習， 
下面的一些步驟可以簡化申請。 

b. 直接向中心提交申請。將已填寫和簽名的申請表轉 
交給： 

英語教學中心 
The University of Western Australia
M429, 35 Stirling Highway
Crawley Perth WA 6009
Australia
電子郵件：enrolments-celt@uwa.edu.au

如果您持有旅游簽証，則能以全日制或非全日制形式學習 
12 周，持有工作假期簽証則可以學習 17 周。如果您想學
習更長時間，則必須以全日制形式學習並持有學生簽証。
請參見移民與邊境保護部的網站 - www.border.gov.au –  
了解簽証要求。 

選擇符合您的課程和學習持續時間
的簽證。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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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ntre for 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 

The University of Western Australia

M429, Perth WA 6009 Australia 
電話：+61 8 6488 3539 

電子郵件：celt@uwa.edu.au 

celt.uwa.edu.au 

facebook.com/UWACELT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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