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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学习的理想之选

硕士预科课程 
 

更多信息请登录： 
college.adelaide.edu.au/premas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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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预科课程 2个学期 (2 semester) 1个学期  (1 semester)

课程时长 9个月 5个月

课程结构 1个过渡学期
+
1个硕士预科课程学期

1个硕士预科课程学期

入学日期 2020年3月16日
2020年10月12日

2020年2月24日
2020年7月20日

英语入学要求 雅思
总分5.5（单项不低于5.0）或同等成绩

雅思 
总分6.0（单项不低于5.5）或同等成绩

学术入学要求 获得学士学位或同等学位。
请查看本宣传册背面的学术准入要求。

面授课时 过渡学期 
每周20个小时 

硕士预科学期 
取决于所选择的硕士学位

硕士预科学期 
取决于所选择的硕士学位

必修课 过渡学期
学习与研究技能
跨文化研究
定量分析能力
批判性思考
学术英语

硕士预科学期
4门大学课程* 
学术英语

硕士预科学期
4门大学课程*
学术英语

学费 澳元 $40,000 澳元 $20,000

* 大学课程的设置取决于学生所选择的硕士学位。

我们的硕士预科课程可以帮助

你顺利过渡至阿德莱德大学多

个硕士学位第一年第二学期的

学习。该课程分为两个学期，第

一学期主要完成基础学术与语

言技能学习，第二学期则专门

针对特定的硕士学位学习大学

学分课程。

可选择的硕士学位课程包括：

 > Master of Arts 文科硕士
               - Environmental Studies 
                  环境研究（2年制）
               -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国际关系（2年制）

 > Master of Applied Finance 
应用金融学硕士（1.5年制）

 > Master of Professional Accounting
专业会计硕士 （1.5年制）

 > Master of Applied Economics 
应用经济学硕士（2年制）

 > Master of Finance and Business  
Economics 
金融与商务经济学硕士（2年制）

 > Master of Finance 
金融学硕士（2年制）

 > Master of Accounting 
会计学硕士（2年制）

 > Master of Accounting and Finance
会计学与金融学硕士（2年制）

 > Master of Public Health 
公共健康硕士（2年制）

为什么要学习硕士预科课程？

 > 我们的课程采用小班教学，师资团队乐于奉献、经验丰富，课程专门针对硕士留学生设计，且
可根据需求提供一对一辅导。 

 > 我们与大学合作精心设计与挑选的课程可以确保你获得所有硕士学位所必须的技能和学科
知识。 

 > 我们的综合支持团队会帮助你适应国外生活与学习中可能遇到的各类挑战。

硕士学位

我们保证，只要学生顺利完成阿德莱德大学学院的硕士预科课程，将直接升入阿德莱德大学就读硕士学位。
阿德莱德大学阿德莱德大学学院

硕士预科学期 
硕士预科第1学期，5个月

过渡学期
4个月

硕士第1年
第2学期

硕士第2年
  

硕士预科学期 
硕士预科第1学期，5个月

硕士第1年
第2学期

硕士第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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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德莱德大学学院是第一所为

澳大利亚八大联盟提供研究生

桥梁课程的教育提供者。顺利

完成硕士预科课程，我们保障

你可以进入所选的阿德莱德大

学硕士学位继续学习。

新增商业方向硕士预科课程

阿德莱德大学研究生课程的桥梁课程：

 > Master of Applied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应用创新与创业硕士（1.5年制）

 > Master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创新与创业硕士（2年制）

 > Master of Applied Project 
Management 
应用项目管理硕士（1.5年制）

 > Master of Applied Project 
Management (Project Systems) 
应用项目管理硕士（项目系统） 

（2年制）
 > Master of Wine Business 

葡萄酒商务硕士（2年制）
 > Master of International 

Management 
国际管理硕士（2年制）

课程优势：
• 可入读八大联盟学校研究生课程

• 获得额外的英语及学术学习技能发展方面的支持

• 可以保证学生完成硕士预科课程后，进入阿德莱德大学攻读研究生学位

课程简介
我们会在过渡学期为你提供五门课程，然后在第二学期根据你所选择的硕士学位提供大学课
程。两个学期都需要学习学术英语课程。

课程选择
你可以根据自身的学历、英语能力和硕士研究方向，选择学习一个学期或者两个学期。

硕士预科课程 2个学期 (2 trimester) 1个学期 (1 trimester)

课程时长 34周 18周

课程结构 1个过渡学期
+
1个硕士预科课程学期

1个硕士预科课程学期

入学日期 2020年10月12日 2020年2月3日

英语入学要求 雅思
总分5.5（单项不低于5.0）或同等成绩

雅思
总分6.0（单项不低于5.5）或同等成绩

学术入学要求 获得学士学位或同等学位。
具体要求请参考以下网址：
college.adelaide.edu.au/premasters/

面授课时 过渡学期 
每周20个小时 

硕士预科学期 
取决于所选择的硕士学位

硕士预科学期 
取决于所选择的硕士学位

必修课 过渡学期
学习与研究技能
跨文化研究
定量分析能力
批判性思考
学术英语

硕士预科学期
3门大学课程* 
学术英语

硕士预科学期
3门大学课程*
学术英语

学费 澳元$36,000 澳元$16,000

* 大学课程的设置取决于学生所选择的硕士学位。

硕士学位

我们保证，只要学生顺利完成阿德莱德大学学院的硕士预科课程，将直接升入阿德莱德大学就读硕士学位。
阿德莱德大学阿德莱德大学学院

硕士预科学期 
硕士预科第1学期 Trimester，18周

过渡学期
16周

硕士第1年
第2、3学期

Trimester 2.3

硕士第2年
  

硕士预科学期 
硕士预科第1学期 Trimester，18周

硕士第1年
第2、3学期

Trimester 2,3

硕士第2年
  



硕士课程入学要求
国家 2个学期（2 semesters / 2 trimesters） 1个学期（1 semester / 1 trimester）

中国大陆

获得与AQF 7级相当的学士学位，且最低平均成绩为60%；
或者是获得与AQF 6级相当的三年制或四年制毕业证书，且
最低平均成绩为80%；或者是获得与上述部分相当的其他
学历

获得与AQF 7级相当的学士学位，且最低平均成绩
为70%；或者是获得与上述部分相当的其他学历

中国香港
获得与AQF 7级相当的学士学位，且最低平均成绩为55%；
或者是获得与AQF 6级相当的三年制荣誉文凭或专业文凭，
且最低成绩为65%；或者是获得与上述部分相当的其他学历

获得与AQF 7级相当的学士学位，且最低平均成绩
为60%；或者是获得与上述部分相当的其他学历

澳洲本土与其
他学历资格（例
如英国、美国和
跨国教育）

获得与AQF 7级相当的学士学位，且最低平均分为3.5/7.0；
或者是获得与AQF 6级相当的学士学位，且最低平均分为
2.5/4.0；或者是获得与AQF 6级相当的大专学历，且最低平
均分为4.5/7.0；或者是获得与上述部分相当的其他学历

获得与AQF 7级相当的学士学位，且最低平均分
GPA为3.8/7 ；或者是获得与上述部分相当的其他
学历

如何申请

签证申请
准备申请学生签证

确认
学校向学生发送 

确认录取通知书（CoE）

录取通知书（OFFER）确认
(签字并寄回)

录取通知书（OFFER）
学生在申请成功后会收到 

录取通知书

申请审核

提交 
提交申请表格和必要的补充文件

文件清单

 申请表格及其他文件

 学历证书和成绩单（认证或 

         公证件）

 英语能力证书

 护照首页

阿德莱德大学学院的申请程序
非常便捷

英语课程配课标准 （1个学期的PMP不可配GAE课程）

雅思（或同等英语水平） PMP（2个学期） 推荐GAE课程长度

雅思 5.0 (只有一个单项 4.0) 20 周

雅思 5.0 (至多只有两个单项 4.5) 15 周

雅思 5.0 (只有一个单项 4.5) 10 周

雅思 5.0 (所有单项 5.0 或以上) 5 周

更多信息，请联系
The University of Adelaide College 
132 Grenfell Street 
Adelaide  SA  5000  Australia

电话: +61 8 8313 3430 
电子邮箱: college_china@adelaide.edu.au

  college.adelaide.edu.au

  facebook.com/uniofadelaidecollege   

  instagram.com/uniadelcollege

  youtube.com/uniofadelaidecollege
免责声明: 本出版物中所含信息的有效性截止至印刷日，之后可能发生变更。
您可登陆学院网站college.adelaide.edu.au了解最新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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