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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长致辞

欢迎来到布里斯班

欢迎来到布里斯班! 

布里斯班以领先的教育机构和令人欣羡的生活品质受到国际留学
生的青睐。

但是作为澳大利亚新兴国际都市，布里斯班不同于其他城市，它
致力于让国际留学生从抵达布里斯班机场开始，就能感受到家一
般的温馨。

我很期待在3月2日，国王乔治广场King George Square举办的
2013布里斯班国际留学生欢迎会上见到你，这个活动就在我位于
市政厅的办公室外。

当你开始留学生涯时，我会鼓励你通过Facebook和Twitter，连
接到迅速发展的留学布里斯班相关的各种国内和国际网络中，更
欢迎你将YouTube上一些相关的视频分享给那些正考虑来布里斯
班留学的同学。 

我更希望你们每一位能在2013年和我一起参与市长国际留学生友
谊纪念会，我和这座伟大的城市将带给你一段终生难忘的友谊。
无论你选择在布里斯班或是海外实现职业理想，我们都将热情欢
迎你的归来。

祝你学业顺利，相信你定会在布里斯班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

Graham Quirk  
市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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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选择布里斯班
第一个理由

全年普照
明媚阳光

南岸公园，布里斯班
数据来源：气象局每日在线数据，根据每个季节每个月份的下午3点平均数据统计4 留学指南



全年普照
明媚阳光

{布里斯班
阳光普照的日子
比其他澳洲主要城市都要多

数据来源：气象局每日在线数据，根据每个季节每个月份的下午3点平均数据统计 5留学指南

气温

布里斯班 29 26 22 26

墨尔本 26 20 16 22

悉尼 26 23 18 23

珀斯 32 27 19 24

阿德莱德 29 22 17 23

夏季 秋季 冬季 春季



价格合理

第二个理由

{ 布里斯班是澳大利亚学习生活
成本最低的城市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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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合理
学习投资

生活成本指数排行

#24

#19

#16

#15

#12

#11

里约热内卢

上海

珀斯

布里斯班

最低生活成本排行

最高生活成本排行

悉尼

墨尔本

#1

#9

#4

东京

莫斯科

香港

数据来源：“最高生活成本的50个城市：2012Mercer国际购物及住宿价格指数 7留学指南



如家
温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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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澳大利亚最大的城市迎新日-布里斯班国际留学生欢迎节日，探寻布里斯班带给国际留
学生多姿多彩的一切。然后在一年一度的市场国际留学生友谊纪念会上，与市长单独会
面，享用免费的音乐和美食，并搭建属于自己的就业人脉网络。

想要真正融入这个城市么？布里斯班国际留学生大使项目可以让你获得最佳体验。

欲知详情，请访问

www.studybrisbane.com/ambassadors

{布里斯班是澳大利亚最包罗万象
的学习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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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本营

{轻松抵达任何地方

澳大利亚新兴国际都市是距离亚洲最近的州首府城市。
没有比通过这里探索澳大利亚更容易的了。

迪拜，阿联酋 - 14小时

布里斯班机场，国际航站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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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探寻的

布里斯班

大本营

新加坡 - 8小时

奥克兰，新西兰 - 4小时

澳大利亚目的地

黄金海岸 
开车或搭乘火车1小时

阳光海岸 
开车1小时

悉尼 
搭乘飞机1小时

墨尔本 
搭乘飞机2小时

大堡礁 
搭乘飞机2小时

首尔，韩国 - 10小时

广州，中国 - 9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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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

教育体系
澳洲学历框架（AQF）让海外政府认可你的学历资质变得更容

易，这个框架更是在这个现代化、民主、技术先进的社会里接

受世界一流教育的基石。

大学预科教育
大学预科课程旨在帮助学生达到继续接受澳洲学历框架中高等

教育的入学要求。

英语语言课程
多种英语培训课程可供选择来提升英语熟练程度，为将来的学

习打下良好基础。

中学学历
中学教育包含多个种类的学术科目和职业课程，为你将来继续

深造或进入工作岗位做好准备。

职业培训教育
职业教育和培训机构提供的学历资质分为一到四级证书，文凭

和高级文凭。它们均达到国家行业标准，为你将来进入工作岗

位或继续深造做好准备。

大学学历
副学位是两年制学历资格，它是在完成了第12年级或同等程度的

学业、或证书III、或证书IV以後而进一步的学历。这种所需时间

较短的高等教育学 历，是未完成学士学位时的中途出路；或是

为进阶到学士程度，以便继续深造和作为专业准备的途径。

学士学位是基本的大学学历资格而且也是进入专门行业任职所需

的基本学历资格。某些行业可能需要额外的职教学历资格作为其

入门条件。 荣誉学士学位也可被授予。

研究生证书和研究生文凭主要是拓宽在本科阶段的学习计划中已

学到的个人技能，或者在新的专业领域中开发新的职业技术知识

和技能。

硕士学位课程旨在提高学生在专门行业和职业的知识和技能水

平。它包括研究式课程、授课式课程或者以两者相结合的方式教

授的课程。

博士学位是澳大利亚大学所授予的最高学历。尽管博士学位课

程是一种研究性的学位课程，但其中一部分课程也可以授课方式

教授，

具体请查询 www.aqf.edu.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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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学历框架 (The AusTrAliAn 
QuAlificATions frAmework)
把中学、职校和大学融合成一个体系。



澳大利亚

教育体系
专科文凭

一级证书

学士学位

研究生证书

研究生文凭

硕士学位

博士学位

二级证书

三级证书

四级证书

专科文凭

高级专科文凭

研究生证书

副学士
学位

大学预科
职业教育

研究生证书

职业教育
研究生文凭

高级
专科文凭

高中

毕业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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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进奖学金
ENDEAVOUR AWARDS

这是澳大利亚最有声望的国际奖学金项目之一，奋进奖学金提供给那
些对学习职业教育课程，本科课程，研究生课程和博士课程有兴趣的
优秀申请者。更多资讯，请访问 
www.innovation.gov.au/internationaleducation/
endeavourawards

澳大利亚发展奖学金
AUSTRALIAN DEVELOPMENT SCHOLARSHIPS 
(ADS)

这个长期的奖学金项目旨在奖励为满足澳洲合作伙伴国家双边和区域
的长期发展需要而做出贡献的学生。更多资讯，请访问 
www.ausaid.gov.au/australia-awards/pages/studyin.aspx

澳大利亚领导力奖学金
AUSTRALIAN LEADERSHIP AWARDS (ALA)

领导力奖学金旨在培养领导力，奖励那些致力于优先区域发展事务和
建立澳洲同其他发展中国家合作机构在本国和亚太地区，加勒比海，
非洲和中东地区的社会和经济政策改革与发展目标有影响的领导者。
更多资讯，请访问 
www.ausaid.gov.au/australia-awards/pages/alafellow.aspx

其他奖学金
你的学校可能也会提供其他奖学金机会。请联系你的学校获得更多
信息。

澳大利亚
政府
奖学金

{澳大利亚联邦政府
为国际留学生
提供丰厚的奖学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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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
注册及签证

每个教育机构都有各自不同的留学申请程序。所以联系相关

教育机构或访问他们的网站，在截止日期前提交正式申请对

你来说很重要。

如果你获准入学，你的学校会出具录取通知书，并提出你所

需的资金和学术要求。如果你获得的是有条件录取通知书，

那你必须在你开始就读前满足所有列出的条件。

在获得录取通知书后，你需要尽快正式接受录取通知书以获

得最终的注册确认书（CoE）。有了注册确认书才能申请学

生签证。欲知更多流程信息和要求，请访问澳洲移民和公民

政府部门网站

www.immi.gov.au 

你必须保证能在澳洲留学期间遵守签证所列规定。移民局和

你的教育机构会帮助你在签证要求规定内，最大限度体验丰

富多彩的澳大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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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选择

布里斯班提供
丰富多样的学习选择

格里菲斯大学 Griffith University, 南岸公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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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学历

布里斯班基督学院 BRISBANE CHRISTIAN COLLEgE

网址: www.brisbanechristiancollege.com.au 

电邮: office@brisbanechristiancollege.com.au 

电话: +61 7 3719 3111

布里斯班基督学院位于布里斯班，是一所提供准备课程至12年
级课程学习的男女同校的中学。基督学院用主流课程吸收国际
留学生，并用特别设计的课程来提高他们的英语水准。

 CRICOS 00909K

昆士兰政府公立中学 QUEENSLAND gOVERNMENT SCHOOLS

网址: www.education.qld.gov.au 

电话: +61 7 3237 0111

昆士兰政府公立中学提供多种高品质教学模式，使得学生能在
支持和健康的环境下取得学术，职业及个人的发展成就。

 CRICOS 00608A

约翰保罗国际学院 JOHN PAUL INTERNATIONAL COLLEgE

网址: www.jpic.com.au 

电邮: jpic@jpc.qld.edu.au  

电话: +61 7 3826 3478

约翰保罗国际学院开设的小学和高中预备课程及大学入学的打
包的签证服务使得在澳大利亚学习从未如此容易。学校位于布
里斯班Daicy Hill校区为希望前往澳洲学习的国际学生提供小
学和高中课程和英语语言课程。

 CRICOS 00500B

圣约翰圣公会学院 ST JOHN’S ANgLICAN COLLEgE

网址: www.stjohnsanglicancollege.com.au 

电话: +61 7 3372 0111

学校是基督教的公会传统教学模式，它们充盈着学习生活的每
个角落。圣约翰的毕业生受过良好的教育，有礼貌，有精神，
有同情心，把美好带给周边社区的每一个人。

  CRICOS 01406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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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培训 {{
澳大利亚儿童保育学院 

AUSTRALIAN CHILD CARE CAREER OPTIONS

网址: www.accco.com.au 

电邮: info@accco.com.au 

电话: +61 7 3257 1972

澳大利亚儿童保育学院（ACCCO）是一家运营成功并注册在
案的培训机构，学校创办于1996年。ACCCO着重强调同儿
童保育行业的联系，以提供给学生该行业最先进，最实际，最
理论化的观点和知识。
 CRICOS 02483D

布雷默技术学院 BREMER INSTITUTE Of TAfE

网址: www.bremer.tafe.qld.gov.au 

电邮: bremer.international@deta.qld.gov.au 

电话: +61 7 3817 3014

学校是昆士兰政府TAFE体系的成员。布雷默技术学院在高端
职业培训领域享有良好的声誉。 学校实行国际化运营，为国
内和国际学生提供超过250种，从证书到文凭不同等级的优质
课程。 

CRICOS 02018G

北布里斯班TAfe科技学院 BRISBANE NORTH INSTITUTE Of TAfE

网址: www.bn.tafe.qld.gov.au 

电邮: enquiry.bnit@tafe.qld.edu.au 

电话: +61 7 3259 9221

在北布里斯班TAFE科技学院(BNIT)获得国际公认的职业认证资
质，展望美好未来。学校是昆士兰最大的职业培训院校之一，
有6个交通方便的校园，为超过30000名学生提供教育服务。

 CRICOS 02444M

凯瑞克学院 CARRICk INSTITUTE

网址: www.carrickeducation.edu.au 

电邮: admissions@carrickeducation.edu.au 

电话: +61 7 3872 3877

凯瑞克学院位于城市中心。学校教育划分为3部分：凯瑞克英语
语言教育，凯瑞克学院教育和凯瑞克高等教育，在友好的环境
下分别提供英语语言教学，职业培训教学和2种学位教学项目。 

CRICOS 03085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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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mc学院 JMC ACADEMy

网址: www.jmcacademy.edu.au 

电话: +61 7 3846 5166

JMC学院在音乐和娱乐行业教学方面处于领先地位。学校拥有
开创性的资质认证、综合性的高等教育项目、行业标准设施和
享有盛誉的专业教学人才。
 CRICOS 03068M

miG培训学院 MATTERS IN gRAy

网址: www.mattersingray.com.au 

电邮: info@mattersingray.com.au 

电话: +61 7 3349 6538

MIG培训学院提供给学生温馨，弹性和灵活的教学环境，从
而培养学生获得良好的学习成绩。学校的理念是专注于实际应
用，致力于在友好和轻松的氛围下培养“手上技能”过硬的专
业理发师。

 CRICOS 02424D

昆士兰影视学院 QLD SCHOOL Of fILM & TELEVISION

网址: www.qsft.qld.edu.au 

电话: +61 7 3392 7788

昆士兰影视学院是一家经国家注册认证的培训学院，在电影制
作的各个技术学科领域为学生提供全方位高品质的课程。学院
尤其擅长电影和电视的幕后技术工作教学，并同当地的业界建
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

  CRICOS 03267D

南岸理工学院 SOUTHBANk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网址: www.southbank.edu.au 

电话: +61 7 3244 5000

南岸理工学院成立于1863年，是澳大利亚主要的高级职业技术

教育机构，拥有超过29600名学生，其中包括澳洲学生，以及通

过260多个项目招收的3000多名国际留学生。

CRICOS 03020E

{{职业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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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学历

澳大利亚天主教大学 AUSTRALIAN CATHOLIC UNIVERSITy

网址: www.acu.edu.au/international 

电邮: international@acu.edu.au 

电话: +61 7 3623 7162

澳大利亚天主教大学（ACU)有150年悠久的教育历史，学校
是由政府出资成立的学校，为学生提供高品质的教学和国际认
可的学历资质。学校致力于社区工作和实际技术能力运用的教
学，以确保学校毕业生能准备好在世界舞台上发挥与众不同的
作用。
 CRICOS 00885B

中央昆士兰大学 CQUNIVERSITy

网址: www.cqu.edu.au/international 

电话: +61 7 4930 9000

中央昆士兰大学是一家多校区发展的澳大利亚大学。学校致力
于为国际学生提供奖励和令人兴奋的学习机会，为学生未来的
职业生涯做好准备。
 CRICOS 00219C

格里菲斯大学 gRIffITH UNIVERSITy

网址: www.griffith.edu.au/international 

电邮: international@griffith.edu.au 

电话: +61 7 3735 6425

格里菲斯大学是澳大利亚迅速成长的大学之一，从布里斯班河
到黄金海岸分布着5个校区，连接成一个统一网络。格里菲斯大
学在产业资助研究领域排名澳大利亚大学前十位。

 CRICOS 00233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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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士兰科技大学 QUT

网址: www.qut.edu.au/international 

电邮: askqut@qut.edu.au 

电话: +61 3 9627 4853

昆士兰科技大学 (QUT) 是澳大利亚一所著名的学府，重视课程
与研究的应用性。该校拥有40000名学生，包括来自大约90个
国家的6800名国际学生，体现了广阔的全球视野。
  
 CRICOS 00213J

昆士兰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网址: www.uq.edu.au/international 

电邮: study@uq.edu.au  

电话: +61 3 8676 7004 

昆士兰大学 (UQ) 是一家在任何主流的世界大学排名系统里都
名列前茅 (Top 1%) 的研究性学府。学校在2011年上海交通大
学发布的世界大学排名中名列86位。 
 
 CRICOS 00025B

南昆士兰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SOUTHERN QUEENSLAND

网址: www.usq.edu.au/international 

电邮: international@usq.edu.au  

电话: +61 7 4631 5543 

南昆士兰大学 (USQ) 是澳洲享有盛誉的校园与远程教育的学府
之一。在斯普林菲尔德校区，学校将最新的研究方式与令人印
象深刻的设施相结合，辅以注重学生的学习方法，从而为学生
提供独特的教育体验。 

 CRICOS 00244B

友好大桥，昆士兰科技大学，布里斯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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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科学习

英语语言课程

布朗斯英语语言学校 BROWNS ENgLISH LANgUAgE SCHOOL

网址: www.brownsels.com.au 

电邮: info@brownsels.com.au 

电话: +61 7 3221 7871

布朗斯英语语言学校在亚热带的澳大利亚昆士兰州拥有两个风
景宜人的校区，分别是布里斯班校区和黄金海岸校区。学校团
队致力于为每位学生提供一流的教育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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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ies预科项目 IES fOUNDATION PROgRAM

网址: www.foundationyear.com 

电邮: info@fdn.uq.edu.au 

电话: +61 7 3832 7699

昆士兰大学预科项目为国际学生提供进入昆士兰大学本科第一
年所需学习的课程。

CRICOS 01697J

昆士兰商业技术学院 QIBT

网址: www.qibt.qld.edu.au 

电邮: qibt@navitas.com  

电话: +61 7 3735 6900

自1997年至今，昆士兰商业技术学院 (QIBT) 与格里菲斯大学合
作，已帮助超过7000名澳洲本土和国际学生成功获得进入大学
本科学习的机会。QIBT因此也在昆士兰州享有杰出大学快捷课
程教育机构的美誉。
 CRICOS 01737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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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留学布里斯班尽力确保手册在印刷时所

有信息正确。但我们仍建议你查询手册中的相

关网站来确认是否有内容更新。

图片注解：昆士兰及大学Kelvin Grove校园 23留学指南



留学布里斯班
澳大利亚新兴国际都市 

社交媒体共享曼努姆

黄金海岸

阳光海岸

悉尼

大堡礁 

珀斯

布里斯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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