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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 | Introduction

蒙纳士大学预科或蒙纳士学院文凭课程 

学生升读蒙纳士大学的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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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纳士学院于1994年创办，是蒙纳士大学开

设过渡型路径教育课程的机构。

本院为有意入读蒙纳士大学及其他大学的澳

大利亚国内外学生，开设并提供专业化的课

程及服务。

精英课程

本院课程设置具备超前的教育理念，为学生

提供难忘的学生支持。这些专门设计的课

程，能为学生成功攻读本科学位打下良好的

基础。

本院注重培养学生树立信心，勇于提出问

题，能够应用知识，利用信息和沟通技巧，

应对当代社会挑战并把握机遇。

就读声望卓著的大学尤其是蒙纳士大学，需

要具备上述技能；这些技能也同样是从事国

际商务及专业领域工作所必需的，蒙纳士学

院将此类技能纳入教育框架中优先发展的部

分。

本院学生在学术上取得的成功，直接来源于

教职人员的高素质和敬业精神。蒙纳士学院

与众不同的特点还体现在提供支持方面，学

院在大学校园的氛围内，提供出色的英语语

言辅导与英语语言支持。

所有这些特征都增强了学生完成学业的信心

和能力，让他们走上通向大学的蝶变之旅。

专业实习

学生顺利完成蒙纳士大学的学位课程后，蒙

纳士学院又适时为学生提供过渡支持，帮助

他们顺利进入专业劳动力市场。

蒙纳士学院通过下属机构——澳大利亚专业

路径部 (Professional Pathways Australia)，每

年为留学生安排 800 多个实习岗位并提供管

理服务。本院的实习点遍布澳大利亚各地及

中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英国、

美国、加拿大等国的合作伙伴机构。

我在此竭诚邀请您入读本院，完成过渡学习，

进入大学深造，并把握住全球经济中所展示

的诸多机遇。

蒙纳士学院首席执行官 
乔·米森(Jo Mithen)

蒙纳士学院是蒙纳士大学致力于高素质直通 
本科课程教育模式的最佳体现

序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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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纳士学院开设的课程是蒙纳士大学

留学生升读本科的首选路径课程，学

生只要符合升读科目的入学规定，就

一定能够进入大学深造。

大学预科

蒙纳士大学预科(一般简称为MUFY或预科)学
习为学生升读蒙纳士大学所有10个学院的一

年级学习打下基础，澳大利亚所有大学都予以

认可。

学院课程是与蒙纳士大学教研人员共同设计

的，专为留学生在澳大利亚接受高等教育做好

准备。

预科课程在墨尔本的蒙纳士学院市中心校区和

学院在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斯里兰卡的全

球网络开设。

文凭

蒙纳士学院文凭课程为学生直接升读蒙纳士大

学相关专业学位课程一二年级提供有针对性的

准备。

蒙纳士学院开设下述四类文凭课程：

•	 美术与设计文凭

•	 文科文凭

•	 商科文凭

•	 工程学文凭。

蒙纳士学院——从就读英语语言到升读大
学，再到毕业后专业实习的完美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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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凭课程第一期

圆满完成为期八个月蒙纳士学院文凭课程第一

期的学习、达到认可标准后，学生可进入蒙纳

士大学一年级攻读相关专业学位，或者完成攻

读文凭课程第二期。

文凭课程第二期

圆满完成为期八个月文凭课程第二期的学习、

达到认可标准后，学生可获得蒙纳士大学相关

学位一年级全部学分，直接进入该课程二年级

学习。

中国、印度尼西亚、新加坡和斯里兰卡均开设

文凭课程。

英语语言课程

大学预科及蒙纳士学院文凭课程由蒙纳士大

学英语语言中心英语语言课程协助开设。该

中心是澳大利亚规模最大的大学英语语言中

心之一。

专业实习

蒙纳士学院借助其分支机构——澳大利亚专

业路径部，成为澳大利亚最大的留学生实习/
专业年实习机构。学院搭建了教育与专业经

验之间的重要桥梁，为学生毕业后就业做好

最佳准备。

>> 蒙纳士学院开设的课程由本院与

大学学术人员共同开发，专为蒙

纳士大学及其他顶尖大学的本科

学习而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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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纳士大学是一所国际优秀大学，

拥有学生 59,000 多名，校区遍及墨

尔本 (Berwick、Caulfield、Clayton、
Parkville 和 Peninsula)、 维 多 利 亚

乡村地区 (Gippsland) 以及马来西亚

和蒙纳士南非校区，此外在意大利

Prato 还设有研究中心。

澳大利亚最具国际性的大学

蒙纳士大学是澳大利亚卓越的研究型八校集

团(Go8)成员，也是澳大利亚最具国际性的大

学，与亚洲、欧洲、南北美洲、非洲和中东联

系紧密。校友会遍及澳大利亚、新加坡、马来

西亚、香港、韩国、泰国和英国；与25个国

家、超过115所大学签有交流协议。

1．取决于学生完成蒙纳士大学预科课程或蒙纳士学院文凭课

程后成绩是否达到所选目标学位的标准。

蒙纳士学院全球网络

圆满完成蒙纳士大学预科课程或蒙纳士学院文

凭课程后，学生有机会进入蒙纳士大学澳大利

亚各校区和蒙纳士大学马来西亚校区及南非校

区继续攻读本科学位。

墨尔本中央商务区蒙纳士学院市中心校区、印

度尼西亚(雅加达)、马来西亚(吉隆坡、柔佛巴

鲁)和斯里兰卡(科伦坡)开设大学预科课程。

蒙纳士大学的Caulfield校区和Clayton校区以及

中国(广州)校区、印度尼西亚(雅加达)校区、新

加坡校区和斯里兰卡(科伦坡)校区开设蒙纳士

学院文凭课程。

保证入读1国际优秀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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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纳士学院市中心校区

为开设蒙纳士大学预科课程而建造的新蒙纳士

学院市中心校区将于2011年6月完工。该校区

特为实践本院教学理念而设计，旨在支持学生

从安全的学院本部融入更广泛的澳大利亚生活

方式之中。

该校区将师生需要的当代设计、先进的信息技

术资源和旨在加强师生互动的教学空间融为一

体。

校区将首次引入富有创新特色的“虚拟实验

室”环境；该实验室将采用全程无线启用，所

有计算机服务和软件的部署都将通过虚拟方式

和移动软件实现。

蒙纳士大学马来西亚校区 >

蒙纳士于1998在马来西亚的双威城

(Bandar Sunway)创办了首个国际校区； 

校区距吉隆坡市中心约18公里， 

学生近4000名，即将发展成蒙纳士大学 

第二大校区。

www.monash.edu.my

蒙纳士大学南非校区  >

蒙纳士南非校区2001年开始启用， 

坐落约翰内斯堡市中心西北部20公里处的

Roodepoort，校区占地面积100公顷， 

目前学生人数有1500。

www.monash.ac.za

蒙纳士大学Clayton校区

序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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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保证入蒙纳士大学

圆满完成预科课程学习并达到蒙纳士大学入学

要求的，可保证顺利入读大学本科一年级。

蒙纳士大学预科还满足澳大利亚所有大学的入

学要求。

2.通用式课程

通用式的预科课程让学生掌握到各科目的宽泛

基础知识。

3.入学条件及课程时长

预科课程为期一年，面向已修完澳大利亚11
年级课程或具有同等学历的学生。

4. 200多个目标学位

顺利修完预科课程的学生，有资格申请进入蒙

纳士大学攻读本科课程，这些学位均面向各学

院留学生开放；其中包括不在文凭路径衔接课

程内的医学、护理、法律和药物学学位。

5.留学生专有课程

与其他留学生群体分享学习体验。该课程特意

为留学生开设，协助他们完成过渡，全面适应

澳大利亚的学习和生活。

6.在蒙纳士学院市中心的新校区留学

蒙纳士大学预科课程在墨尔本中央商业区的新

校区开设。

市中心校区特为支持开设预科课程而设计修

建，学习环境技术含量丰富。对于全体学生来

说，该校区就是一个“虚拟实验室”，笔记本

电脑中配有软件和应用程序，供学生使用(修
完课程后，学生可继续使用。)

学生从一开始，就成为澳大利亚都市景观的一

部分，可以使用墨尔本市内大量城市机构设

施、各类住宿、众多餐馆和社交场所。

7. 加速您的学习

为了配合学生的学习分数和学习偏好，预科课

程以三种形式开设：九个月的强化课程(27周
教学/考试/学习)，十二个月的标准课程(34周
教学/考试/学习)和十五个月的延伸课程(48周
教学/考试/学习)。

8.每年四次开学

六门科目中，每年一月(标准课程)，三月(标准

课程、延伸课程)，七月(标准课程)，九月(强化

课程、延伸课程)招生。

蒙纳士市中心新校区开设蒙纳士大学预科课程；校区位于墨尔本市中
心，优越的地理位置便于学生接触到市中心的大量机构与设施；宏伟的
维多利亚州图书馆(如图)恰似学生在市中心的的第二个校区。

蒙纳士大学预科，通用式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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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保证入蒙纳士大学

顺利修完文凭课程第二期并达到大

学入学要求，可保证进入蒙纳士大

学二年级攻读有关本科学位。

2.专业化课程

文凭课程属专业课程，适合已经确

定其攻读专业领域的学生；文凭课

程可为攻读蒙纳士大学有关学位打

下基础。

修读艺术与设计文凭、文科文凭、

商科文凭和工程学文凭，可直接升

入相应专业攻读学位。

1.  工程为12个月。

3.入学条件及课程时长

11年级。文凭课程第一期修读时间为八个月，

学生须顺利完成澳大利亚11年级课程或具备同

等学历。

12年级。文凭课程第二期修读时间为八个月，

学生须顺利完成澳大利亚12年级课程或具备同

等学历(或者完成大学预科课程或文凭课程第

一期的学习)。1

4.特定目标学位

圆满完成文凭课程后，学生有资格申请直接攻

读四个学院的特定本科学位：艺术与设计、文

科、商科与经济学和工程学。

5.澳大利亚国内外学生

文凭课程面向澳大利亚国内外学生开放。

6.在蒙纳士大学主校区留学

蒙纳士学院文凭课程在蒙纳士大学的Clayton
校区和Caulfield校区开设。学生可快速融入蒙

纳士大学，使用大学的餐馆、学习场所、休闲

设施，参加特别兴趣小组，体验与众不同的大

学生活。

7.加速您的学习

修完八个月的文凭课程第二期，可获得大学一

年级的全部学分；这样，学生在修读相当于大

学一年级课程的同时，还可获得大量的学生支

持，学习进程可能加速。

8.每年三次开学

全年有三次开学：二月、六月、十月，灵活性

达到最高。

蒙纳士学院的文凭课程在蒙纳士大学澳大利亚Clayton校区和Caulfield校区

开设，学生能充分融入大学生活。

或者蒙纳士学院文凭课程，专业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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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纳士大学预科(通常简称MUFY)是
大学入学前路径课程，为留学生升入

蒙纳士大学攻读学位打下基础。澳大

利亚所有大学都认可本校预科成绩，

课程在蒙纳士学院墨尔本市中心校区

和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斯里兰卡

开设。

强化课程、标准课程和延伸课程

预科课程模式分为三种：强化课程，时间九个

月(27周教学/考试/学习)，标准课程，时间十

二个月(34周教学/考试/学习)和延伸课程，时

间十五个月(48周教学/考试/学习)。

课程模式灵活，便于学生选择最适合的时间段

修读课程，也便于学生选择跟学术水平和英语

语言水平相当的其他学生同班学习。

我们根据学生的偏好以及学术和英语测试成绩

安排预科课程。

全年开学

在澳大利亚，预科课程的开学时间每年有四

次。这些开学时间的确定是为了跟蒙纳士大学

的本科学期衔接一致。无论是年初还是年中，

大多数情况下学生一旦完成预科学习，就可立

即开始攻读本科学位。

欲知开学时间详情，请浏览封底内页的入学时

间一览表。

蒙纳士大学预科(MUF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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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蒙纳士大学学术人员共同制定

预科课程是在与蒙纳士大学学术人员咨询后设

计的，这是为了给留学生日后进入澳大利亚大

学接受高等教育做好铺垫。为了确保学生获得

本科学习所需的知识和技能，蒙纳士大学学术

人员还设定了考评方法和学术标准。

目标学位或文凭课程第二期

学生一旦修完预科课程并取得所需成绩，学

院将确保其获得攻读蒙纳士大学本科学位的

名额。

新生首先指定自己希望就读的蒙纳士大学本科

学位，然后学校会提供入读预科及蒙纳士大

学“目标”学位的联合入学通知书。预科结束

后，学生只要能达到最低入学分数和前提条

件，学校都能保证顺利升读目标学位。

此外，学生也可选择继续留在蒙纳士学院学习

时长八个月的蒙纳士学院文凭课程第二期，从

而加快学习进程。修完课程第二期并达到相应

标准后，可获得大学一年级全部学分，直接升

入蒙纳士大学二年级。

>> 蒙纳士大学预科是澳大利亚最出

众的大学预备课程之一。 

>> 全球每年约有1800名学生入读

蒙纳士大学预科，以此作为升读

蒙纳士大学的优选路径。

>> 蒙纳士大学提供200多个本科学

位供学生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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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结构

圆满完成预科学习至少需要通过八个单元，包

括：

•	 英语单元1和单元2，以及

•	 其他至少两个科目的单元1和单元2，以及

•	 外加两个单元。

标准模式和延伸模式

我们鼓励注册标准课程和延伸课程的学生修读

十个单元(每学期五个单元)。修满8个单元以后

每额外通过一个单元，将增加总分值5%的奖

励分数。该奖励分数适用于最低学分单元(重
复单元例外)。选择修读10个单元的学生，必

须完成下列学习任务：

•		英语单元1和单元2，以及

•		其他至少三个科目的单元1和单元2，以及

•		外加两个单元。

强化模式

注册强化模式的学生，要选修八个单元。第

一个学期至少三个单元，第二学期再学五个

单元。

所开科目

每个科目由两个单元：单元1和单元2组成：

•	 英语(必修)

•	 会计学

•	 生物学

•	 化学

•	 经济学

•	 地理

•	 全球化

•	 信息与通讯技术(ICT)

•	 高等数学

•	 数学

•	 基础数学(不能与其他数学科目同时修读)

•	 音乐

•	 物理学

学院教职员工将根据学生兴趣、能力和偏爱的

目标学位，配备合适的科目。

计算预科得分

预科课程分数的计算方法为：在满分为100分
的单元中，将考过的八个单元最高得分相加，

所得总和除以2。同一学年通过的另外两个单

元(第9单元和第10单元)分别赢得的5%额外奖

励分数，计入总分。

入学年龄要求
首次注册预科课程的申请者，年龄不得低于

16岁。

入学英语要求
学生必须具备令人满意的英语语言技能。

完成澳大利亚11年级课程或在所有课程均以

英语为教学语言的教育机构中获得同等学历且

英语水平达到满意等级的学生，符合英语语言

入学要求。

或者，对于就读每种模式的学习：

•	 标准课程：雅思 5.5 分 ( 写作部分不低于 5.5
分 )，托福笔试 527 分，TWE 4.5 分、托福

iBT 71 分，写作 18 分

•	 强化课程：雅思 6.0 分 ( 各部分均不低于 5.5
分 )，托福笔试 550 分，TWE 4.5 分，托福

iBT 79 分 ( 各部分均不得低于 18 分 )

•	 延伸课程：雅思5.0分 (各部分不低于5.0分 )，
托福笔试 500 分，TWE 4.0 分，托福 iBT 61
分，写作 17 分

英语语言水平不满足入学要求的申请者，可能

还会收到一份需要参加英语课程学习的预科有

条件录取通知书。他们会收到入读预科及英语

语言路径衔接课程的联合入学通知书。

注：蒙纳士学院英语语言路径课程已融入到延伸模式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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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的小班教学、提供
学习支持的专业人士、
全部致力于实现同一目
标的学生，让学生具有
归属感、自信心和真正
的目标。

预科课程主任 
Anne Bright

澳大利亚
11 年级学生：注册标准课程要求成绩达到
60%。注册强化课程需达到 65%。注册延伸
课程需达到 55%。

巴林
中学毕业证书：学术科目达到平均分。标准

课程：70%；强化课程：75%；延伸课程：

65%。

中国
高二学生：标准课程：70%。强化课程：
75%。延伸课程：65%。

高三学生。标准课程：65%。强化课程：
70%。延伸课程：60%。( 指学术科目成绩
综合平均分。)

香港
HKCEE( 香港中学会考 )：标准课程：5 门
会考科目中至少有 4 科不得低于 D。强化课
程：5 门会考科目中至少有 2 科不得低于 D，
两科不得低于 C。延伸课程：5 门会考科目
中至少有 2 科不得低于 D。

HKDSE( 香港中学文凭 )：标准课程：5 科
中至少 3 科不低于 3 级。强化课程：5 科中
至少有 4 科不得低于 3 级。延伸课程：5 科
中至少有 2 科不得低于 3 级。( 仅限于 A 类
和 C 类。)

印度尼西亚
SMA 2：平均分分别达到：标准课程：6.5。
强化课程：7.0。延伸课程：6.0。

韩国
高中 11 年级：标准课程：70%(C 级 )，强化
课程：75%(B 级 )，延伸课程：65%(D 级 )。
12 年级：标准课程：60%(D 级 )。强化课程：
65%(C 级 )。延伸课程：60%(D 级 )。

( 仅限于学术科目 )

科威特
普通中学毕业证书：学术科目平均成绩：标
准课程：70%。强化课程：75%。延伸课程：
65%。

马来西亚
教育文凭 (SPM)：五门成绩最好的学术科目
(不包括中文和英语 )成绩不 低于：标准课程：
15。强化课程：19。延伸课程：12。入读
马来西亚双威城校区不得低于 15。

澳门
高二或高中教育证书：学术科目综合平均成
绩：标准课程：70%。强化课程：75%。延
伸课程：65%。

阿曼
中学毕业证书：学术科目达到平均分。标准

课程：70%；强化课程：75%；延伸课程：

65%。

沙特阿拉伯
普通中学教育证书：学术科目综合平均成绩：
标准课程：70%。强化课程：75%。延伸课程：
65%。

新加坡
GCE 0 水准或 Sec 4(Express)。

考试：五门最佳学术科目的最好成绩：标准
课程：25。强化课程：23。延伸课程：27。

台湾
高中二年级：学术科目综合平均成绩：标准
课程：70%；强化课程：75%；延伸课程：
65%。

阿联酋
普通高中教育证书成绩：学术科目综合平均
成绩：标准课程：70%。强化课程：75%。
延伸课程：65%。

越南
11 年级：标准课程：7.0。强化课程：平均
分 7.5。延伸课程：平均分 6.5。

课程代码：3650
CRICOS 编码：标准课程： 071178G；
强化课程 071180C；延伸课程 072824G。

入读预科课程学术要求
欲知预科课程入读要求详细内容，请浏览www.monashcollege.edu.au/foundationyear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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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学

单元1：会计学原理

本单元着重介绍小型交易企业作为个体经营者所涉

及的财务记录、财务报告和决策过程。学生将从理

论和实践两个方面了解会计学相关知识，运用人工

方法和信息与通讯技术(ICT)手段对财务数据和财务

信息进行收集、记录和报告。

单元2：财务会计

本单元是对第一单元所授小型交易企业涉及的财务

记录、财务报告和决策过程等内容加以延伸。

学生将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了解会计学相关知

识。本单元还将介绍使用预算流程进行盈利报告和

未来规划。

高等数学

本课程旨在为学生修读大学课程打下高等数学基

础，或者让学生学到大量的数学推理方法。

单元1：基本概念

本单元内容涵盖了矩阵代数和线性代数、向量、集

合、圆函数和微分技巧。

单元2：微积分应用

本单元内容包括积分技巧及应用、微分方程式及应

用、运动学及向量微积分。

生物学

生物学是一门研究生物及其结构和功能的学科，包

括生物之间及生物与其环境之间如何互相作用互相

影响。

单元1：功能性生物

本单元介绍了生命基本功能单元细胞的结构和功

能；也包括哺乳动物协调和控制体内环境以适应瞬

息万变外部环境条件的种种方法。最后，还阐述人

类的免疫系统和该系统如何帮助人类识别由周围环

境病原体带来的挑战并对之作出反应。

单元2：遗传与变异

本单元旨在帮助学生了解遗传的特性；其中包括有

性繁殖与无性繁殖在生物多样性中的优势和劣势。通

过本单元的学习，学生可认识核酸的结构、相关特征

及其在显性遗传中的作用，了解孟德尔遗传学相关知

识。本单元中学生还将对新兴而富于活力的遗传工程

领域进行探索，学习进化理论、了解进化证据、自然

选择过程和人类的文化与生物进化进程。

化学

单元1：化学连接

本单元追溯原子结构知识的发展及现代元素周期表

的演变过程；考察元素属性的变动趋势，复习基本

的化学概念。通过对一系列同系列和有机化学反

应，包括反应过程和绿色化学重要意义的分析，拓

宽有机化学研究；一些重要的生物分子也得到研

究。本单元还通过实验室反应物，分析探讨一系列

标准分析技巧；还介绍了光谱仪分析技术、层析技

术和电泳技术。

单元2：化学与工业

本单元探讨影响化学反应的众多特性以及为有效生

产硫酸，如何将这些特性应用于工业领域；考察绿

色化学原理在化学工业生产领域的应用；研究化学

反应的产量和产出比率，探讨平衡定律；还介绍能

源分布、影响化学平衡因素的作用和勒·夏特利原

理的应用；分析现代社会所使用的一系列能源及其

利弊。化学反应能量的热量测定和称量也在本单元

得到考察。本单元还对化学与电能之间的关系、电

化序、电解的工业应用和法拉第定律做了研究。

经济学

单元1：介绍宏观经济学

在本单元中，学生可领会供求关系在竞争复杂的市

场中对价格的决定作用以及政府在经济决策中担负

的作用。课程鼓励学生运用基本的经济学推理方

法，对市场运行规律作批判性分析。本单元运用经

济学研究中的一些最重要方法如供求关系分析，对

现实世界的经济问题做出明晰的分析。

单元2：介绍宏观经济学

在本单元中，学生可接触到一系列的理论和方法，

包括凯恩斯基经济理论；其中也涉及与经济增长相

关的国内经济目标、低通胀与全员就业以及外部市

场关系。接下来对政府在两大重要领域实施的宏观

经济政策、财政预算和货币政策进行考察。在单元

的最后部分，学生将对宏观经济政策面临的一系列

挑战展开探索。

英语

单元1：理解与表达

本课程旨在培养学生社交集会方面所需的语言(听、

说、读、写)、研究、组织和学习基本技能，让学生

学会使用澳大利亚标准英语自信而出色地倾听、演

讲、阅读、写作，为大学阶段的学习做好准备。

单元2：思想探索

学生将进一步发展语言、研究、组织和学习技能。

此外，他们还将通过阅读和分析澳大利亚及其他国

家地区的众多文本资料展开一系列思想探索，通过

参与一项重要研究项目增强研究和陈述能力。

基础数学

该课程是为希望发展数学各领域较强计算能力的学

生设计的，这些数学知识与以商科为主的大学课程

有关或者与凭借数学能力拓展机遇的其他领域研究

有关。

注：学生不能既选修基础数学课程，又选修数学课

程，也不能既选修基础数学，又选修高等数学。 

单元1：数的模型

该单元考察数的不同书写和比较方法、数的属性、

数的排列方式及其在商业中的运用。

单元2：数学背景

把在“数的模型”单元中掌握的技能，应用和延伸

到对数学和统计学的研究中，这些知识学生在大学

及以上阶段可能会接触到。这类知识很多都涉及

X、Y均大于零的曲线图，并且许多问题都可以利用

这些图线图来描绘和解决。

地理

单元：环境与可持续性

本单元首先介绍地理与可持续原理，接下来对地球

上海岸和雨林这两个重要环境做深入学习。运用地

理学框架和探询法引导学生探讨利用和可持续管理

这两种资源所涉及的流程、要素、功能、效果。

单元2：城市化与气候变化

本单元加深学生对地理和可持续原理的理解，包括

对城市化和气候变化的深入研究。

预科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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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

单元：国家、经济、人民

本单元考察近年来全球化推进的部分历史和主要方

面，包括全世界显见的全球化进程如何以及从多大

程度上对政府管理、经济状况和人民产生影响，重

点强调全球化如何决定劳动力分工、医疗卫生和环

境等领域的面貌。

单元2：文化、权益与反应

本单元内容包括对全球化近期历史和主要方面的考

察，尤其重点强调全球化进程对全世界文化的塑

造；同时也也讲到不同国家、治理机构、社会和文

化对全球化的反应。

这两个单元旨在培养学生在文科/人文领域的分析、

研究和观点表述能力。

信息与通讯技术(ICT)

单元1：程序编制的应用和介绍

本课程旨在帮助学生适应所有大学学科的学习，而

不只是局限于那些想要在计算机领域从事研究或专

业发展的学生。通过本单元的学习，学生将熟知计

算机和计算机系统的各种专用术语、构成部件及其

使用；其中包括计算机硬件、软件、操作系统、具

体的商业应用软件如文字文档处理器和电子制表

等，还包括编程方面问题解决技术的设计、开发和

测试步骤。

单元2：联网信息与编程

本单元旨在让学生熟知网络中计算机连接的专用术

语、部件及其使用；其中包括网络硬件、软件、数

据库管理系统和编程方面问题解决技术的设计、开

发和测试步骤。

数学

单元1：函数和微积分

本单元广泛讨论函数的性质及其曲线图以及微积分

的微分和逆运算过程。学习内容包括冥函数的性质和

曲线图以及这些曲线图的多种变化，也包括反函数的

性质；指数、对数、三角函数的性质、曲线图及其应

用；微分和逆运算技巧，包括链式法则、积法则和商

法则；同时研究平均变化率和瞬时变化率；微分和逆

运算的应用(平稳点和曲线描绘法，切线和法线方程

式，法线方程式、优化问题及面积计算)。

单元2：概率与统计学

本单元探讨数列和级数内部的性质和关系、概率理

论和概率分布以及单变量和双变量统计学。研究领

域包括数列和级数；基础概率和组合学；概率分布

以及统计学。

音乐

两个音乐单元中的独奏和合奏表演，学院开设个别

辅导课程和合奏教程，音乐单元能为独奏表演者和

合奏成员提供令人愉悦的音乐创作机会。

单元1：表演、创作、欣赏巴洛克音乐、古典音乐和

20世纪音乐

独奏表演涉及精选技术作品、巴洛克时期作品或习

作片段、20世纪的曲子或古典时期的作品节选，

从根本上增强学生的艺术技巧，拓宽学生的音乐体

验，有助于发展每一名学生对合奏节目的音乐兴

趣。课堂作业则重在加深学生对四个主要音乐时期

的理解。学生可获得必备的乐理知识和练耳技能，

以迎接蒙纳士大学音乐学院的入学考试。学生还将

学会作曲或即兴创作。

单元2：表演、创作和欣赏古典时期、罗马时期和当

代音乐

独奏表演涉及精选技术作品，罗马时期作品、当代

作品或是对古典时期某部重要作品的完整表演，从

根本上发展学生的音乐技能技巧，提高表演水平，

同时也促使学生对更广范围的曲目进行探索和体

验。课堂作业旨在增强学生对古典、罗马和当代音

乐风格的理解，扩大学生的乐理知识面，近一步发

展学生的音乐听力技能。学生会谱曲或即兴创作，

也可借助观看发展其演奏演唱方面的技能。

物理学

该课程对于医学、药物、工程学、计算机、数学和

科学专业的学生特别有用。

单元1：力学

该课程以代数为基础，向学生介绍经典力学的相关

知识。学生可运用牛顿定律和做功/能量、冲量/动量

等概念解决一维空间和二维空间内运动与静止的问

题。课程还通过培养学生的实验技能对所学理论予

以补充。

单元2：电磁学与现代物理学

电磁学、光学和固态物理学与今天的高科技社会关

系特别密切。电学在计算机等电子设备的设计和制

造领域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硬盘驱动技术则离

不开磁学。作为因特网骨架部分的光纤，其设计与

制造又利用了物理学上光与物体的相互作用理论。

本单元阐述电磁学和量子物理学的重要概念、原理

和方法；其中包括经典波动理论、电磁理论及其在

各种条件下的应用；也阐述现代量子物理学的部分

知识，说明经典物理学理论在应用方面的局限性。

‘我打算在具有国际声
誉的大学里攻读学位。
大学将为我打开种种意
想不到的机遇。一切都
很顺利。’

蒙纳士学院李易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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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预科开始选择 
蒙纳士大学目标学位

 

蒙纳士大学授予200多个本科学位。下图为该校最受欢迎的学位一览表。预知全部目标学位设置情况，请浏览

www.monashcollege.edu.au/foundationyear

就读预科期间，学生可改换目标学位。学院教职人员将根据学生兴趣爱好和学术成绩，帮助学生选择最适合的目

标学位。

   学年 校区	  F=预科成绩  
课程 代码       及开学时间 E=预科英语 必备科目及附加条件

建筑设计 3119 3  Caulfield S1 F 305 E 65  蒙纳士大学预科任一数学。 

设计(视觉传媒) 2123 3  Caulfield S1 F 270 E 65  含10—15张图片的作品。

美术 2119 3  Caulfield S1 F 270 E 65  含10—15张图片的作品。

工业设计 2122 4  Caulfield S1 F 270 E 65  蒙纳士大学预科任一数学，含10—15张图片的作品。

室内建筑 2126 4  Caulfield S1 F 270 E 65  含10—15张图片的作品。

文科 0002 3  Clayton S1/2 F 290 E 65  无。 

  0002 3  Caulfield S1/2 F 270 E 65  无。 

  3920 3  马来西亚 S1/2 F 270 E 65  无。  

文科(全球) 3910 3  Clayton S1/2 F 290 E 65  无。海外学习达3学期。 

  3910 3  Caulfield S1/2 F 290 E 65  无。海外学习达3学期。 

文科(新闻) 2396 3  Gippsland S1/2 F 255 E 65  无。可能参与国际性工作实习。 

传媒 2476 3  马来西亚 S1/2 F 270 E 65  无。  

新闻 4042 3  Caulfield S1/2 F 290 E 65  无。  

专业传媒 1275 3  Berwick S1/2 F 255 E 65  无。  

商科 3806 3  Caulfield S1/2 F 290 E 65  基础数学(65%)，数学(50%)或 高等数学(50%)。
专业：会计学、银行与金融、商业法、计量经济学、经济学、人力资源管理、管理学、营销学、心理学。 

商科：专业：商业策略、旅游 3806 3  Peninsula S1 F 290 E 65  基础数学(65%)、数学(50%)或 高等数学(50%)。

商科(会计) 0315 3  Caulfield S1/2 F 290 E 65  基础数学(65%)，数学(50%)或高等数学(50%)。

商科与商务 2224 3  Gippsland S1/2 F 270 E 65  11年级或同等程度数学或蒙纳士大学预科任一数学(50%)。
专业：会计学、经济学、金融与宏观经济、人力资源管理、管理学、营销学。

商科与商务 2224 3  马来西亚 S1/2 F 270 E 65  11年级或同等程度数学或蒙纳士大学预科任一数学(50%)。
专业：会计学、银行与金融、商业法、计量经济学、经济学、国际贸易、管理学、营销学。

商务 0179 3  Clayton S1/2 F 305 E 65  数学(65%)或高等数学(65%)。
专业：会计学、商业法与税务、商业建模、计量经济与商业统计、经济学、金融、人力资源管理、国际商务、管理学、营销学、可持续。

商务(会计与金融) 2015 3  Clayton S1/2 F 305 E 65  数学(65%)或高等数学(65%)。

.

文科/教育(中等)(4年) 1641 4  Clayton S1 F 305 E 65  11年级或同等程度数学或蒙纳士大学预科任一数学(50%)。 

幼儿教育 1515 4  Peninsula S1 F 270 E 65  11年级或同等程度数学或蒙纳士大学预科任一数学(50%)。

初级教育 1514 4  Peninsula S1 F 270 E 65  11年级或同等程度数学或蒙纳士大学预科任一数学(50%)。

运动与户外教育 2069 4  Peninsula S1 F 290 E 65  11年级或同等程度数学或蒙纳士大学预科任一数学(50%)。

科学/教育(中等)(4.25年) 1633 4  Clayton S1 F 305 E 65 11年级或同等程度数学或蒙纳士大学预科任一数学(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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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E= 

工程  0032 4  Clayton S1/2 F 305 E 65  (50%)(50%)(50%)(50%) 
 

工程  0032 4   S1/2  F 305 E 65  (50%)(50%)(50%)(50%) 

商业信息系统 3333 3  Clayton S1/2 F 290 E 65  (65%)(50%)(50%)

信息技术与系统 3334 3  Caulfield S1/2 F 270 E 65  11(50%)

信息技术与系统 3334 3   S1/2  F 270 E 65  11(50%)

文科/法学 0080 5  Clayton S1/2 F 330 E 70    

商务/法学 0546 5  Clayton S1/2 F 330 E 70  (65%)(65%)  

法律  2708 4  Clayton S1/2 F 330 E 70  

生物医学科学 2230 3  Clayton S1/2 F 320 E 80  (75%)(75%)(75%)(75%)

医学/外科 0040 5  Clayton S1 F 355 E 80  (80%)ISAT 

  3856 5   S1  F 355 E 80  (80%)ISAT

护理  0727 3  Peninsula S1 F 290 E 70  11(50%)7

职业疗法 3869 4  Peninsula S1 F 290 E 70  7

物理疗法 3868 4  Peninsula S1 F 340 E 80  (80%)(80%)(80%), 
        (80%)(80%)ISAT

心理学(荣誉) 3883 4  Clayton S1 F 320 E 70  

放射线照相术与医学成像 1963 4  Clayton S1 F 330 E 80  (75%)(75%)(75%)

药物科学 2894 3  Parkville S1 F 315 E 70  (80%)(80%)(80%)

药剂学 2628 4  Parkville S1 F 340 E 70  (80%)(80%)(80%)

   4   S1  F 340 E 70  (80%)(80%)(80%)

环境科学 2340 4  Clayton S1 F 270 E 65  

科学	 0050 3  Clayton S1 F 270 E 65  
  

图表说明。

  蒙纳士学院课程代码             校区和学期开学时间(S1 = 学期1)

  3333 3  Clayton S1/2 F 290 E 65  

以400分为满分的预科分数要求

预科英语成绩要求

预科毕业后完成学位所需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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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纳士学院文凭课程为学生提供直

接入读所选蒙纳士大学学位做好专

业准备。

四种专业文凭

> 美术与设计文凭

> 文科文凭

> 商科文凭

> 工程学文凭

蒙纳士学院文凭课程由两期组成，即第1期和

第2期，每期课程修读时间均为八个月1。每期

的8个月又各自分为两个学季。入读第1期还是

第2期课程，根据学生的学历和学业成绩而定。

开学时间

蒙纳士学院的文凭课程开学时间为2月、6月和

10月。 

文凭课程

文凭路径课程与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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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我的目的是什么、知道达到这一目的所需要的成
绩是什么。这让给我有方向感、有目标感，也给了我实
现目标的信心。

蒙纳士学院Tamara Anne D’Costa

本科课程

蒙纳士学院的文凭课程均由蒙纳士大学各学院

的教职人员和学术人员专门共同开发，其目的

是为留学生攻读目标学位做好准备。您可以从

中获得顺利完成本科学习所需的特定知识和技

能。

教学地点

中国(广州)、印度尼西亚(雅加达)、新加坡和斯

里兰卡(科伦坡)的蒙纳士学院教学点也开设精选

文凭课程。

大学一年级全部学分

学生完成课程第1期和第2期学习以后，蒙纳士

学院授予文凭。圆满完成文凭课程后，学生可

获得蒙纳士大学相关本科专业学位一年级课程

的全部学分，直接入读二年级相应课程。

如果在文凭课程第1期中成绩优秀，学生可决

定是进入目标学位一年级就读，还是继续留在

支持性强、实行小班教学的蒙纳士学院完成文

凭课程第2期学习。

修读文凭课程第2期的极大优势是，学生可能只

用八个月1的时间就能完成学习，却能获得大学

一年级的全部学分。

>> 针对特定本科学位所设计

>> 直接入读所选定的蒙纳士大学学位

课程

>> 可能提前六个月完成学位课程

1.  工程学文凭课程第2期分三个学季，共12个月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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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术与设计文凭

蒙纳士学院美术与设计文凭课程为学

生提供美术与设计学科所需的综合框

架知识，让学生能够进入蒙纳士大学

一二年级学习学位课程，并最终提高

学生在所选领域的专业技能水准。

学生可利用宽敞而配备良好的工作室，充分发

展美术、工业设计、建筑、室内建筑、视觉传

播、多媒体、数字与创意艺术等各方面的技

能。学院配备有苹果机平台、车间、设计室、

画室和数字印刷设备。

蒙纳士学院的学术人员都是各自领域经验丰富

的从业人士和专业人士。他们作为老师，能够

指导、激励并协助学生进入蒙纳士大学并奠定

学生在美术与设计方面的事业基础。

课程代码2613 
CRICOS编码045084G 
开学时间：二月、六月、十月a.

课程第1期
8个月，2个学季

•		美术与设计理论A
•		美术与设计理论B
•		基础设计工作室A
•		基础设计工作室B
•		绘图A
•		绘图B
•		视觉艺术工作室A
•		视觉艺术工作室B

课程第2期
8个月，2个学季

•		基础设计工作室C
•		数字成像
•		绘图C
•		美术与设计理论C
•		美术与设计健康安全入门
•		平面设计工作室或多媒体与数字艺术工作室

外加下列选修科目 
•		摄影成像1
•		凸版印刷
•		3D设计与观想

•		创建数字内容

a. 单元课程及选修科目可发生变化。

美术与设计文凭课程第1期目标学位

课程	  代码  年限  校区 分数要求 开课学期

建筑设计学士 3119 3  Caulfield 75%  S1
必须完成12年级数学或蒙纳士学院数学课程 

设计学士(视觉传播) 2123 3  Caulfield 75%  S1/2

多媒体与数字艺术学士* 3115 3  Caulfield 75%  S1/2

工业设计学士 2122 4  Caulfield 75%  S2
必须完成12年级数学或蒙纳士学院数学课程 

室内建筑学士 2126 4  Caulfield 75%  S2

美术学士 2119 3  Caulfield 75%  S1

视觉艺术学士 2479 3  Caulfield 75%  S1

3

学生须完成文凭课程第1期3个学季的课程和第2期一个学季的课程，另外在B工业设计和B室内建筑专业继续修读3年半

工业设计学士 2122 3.5  Caulfield 50%  S2

室内建筑学士  2126 3.5  Caulfield 50%  S2

美术与设计文凭课程第2期目标学位

课程	  代码  年限  校区 分数要求 开课学期

建筑设计学士  3119 3  Caulfield 75%  S1

设计(视觉传播)学士*  2123 2  Caulfield 50%  S1

多媒体与数字艺术学士*  3115 2  Caulfield 50%  S1
* 第4学季的科目根据具体的目标学位确定。请参见文凭课程的课程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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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科文凭课程

蒙纳士学院文科文凭课程为学生攻读

蒙纳士大学文科学位打好基础，学生

所学专业领域涉及传统领域、当代领

域及新兴领域。

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志趣爱好融合专业科

目。学生可将兴趣爱好灵活融入媒体、心理

学、公共关系和政治学等相关专业课程。

蒙纳士学院文科文凭课程着重于蒙纳士大学

文科领域两大关键专业方向：心理学和当代

媒体(尤其是新闻学和写作)。

课程代码2618 
CRICOS编码061625F 
开学时间：二月、六月、十月a.

课程第一期
8个月，2个学季
•	 数据分析
•	 媒体语言
•	 媒体研究A：电影研究
•	 新闻学概论
•	 跨文化商务交流
•	 计算机应用入门或
	 现代社会或
	 法学概论或 
	 商业数学概论
•	 心理学概论
•	 媒体研究B：大众传播与现代世界
•	 传播艺术

课程第二期
8个月，2个学季

•	 传播学与社会
•	 当代世界或管理沟通
•	 高效写作1
•	 社会行为学概论或
	 心理学1B
•	 新闻学1
•	 新闻学2
•	 媒体与文化
•	 了解人类行为或
	 心理学1A。

a. 单元课程及选修科目的选择可发生变化

文科文凭课程第1期目标学位

课程	  代码  年限  校区 分数要求 开课学期

文科学士 -  0002 3  Caulfield 80%  S1/2

  0002 3  Clayton 80%  S1/2

  0002 3  南非	  80%  S1/2

  3920 3  马来西亚 80%  S1/2
综合或心理学或传播与媒体	

文科(综合)学士 3910 3  Clayton 80%  S1/2

  3910 3  Caulfield 80%  S1/2

  3910 3  马来西亚 80%  S1/2

  3910 3  南非	  80%  S1/2

文科(专业传播)学士 1708 3  Gippsland 80%  S1/2

专业传播学士 1275 3  Berwick 80%  S1/2

传播学士 2476 3  马来西亚 80%  S1/2

新闻学士 4042 3  Caulfield 80%  S1/2

建筑设计学士 3119 3  Caulfield 80%  S1
学生必须完成12年级数学课程或同等数学课程(需达到最低分)或数据分析(MCD1110)和 
商业数学概论(MCD1550)	

文科文凭课程第2期目标学位
课程	  代码  年限  校区 分数要求 开课学期

文科学士 0002 2  Caulfield 50%  S1/2

   0002 2  Clayton  50%  S1/2

   0002 2  Gippsland  50%  S1/2

  3920 3  马来西亚 50%  S1/2

  0002 2  南非	   50%  S1/2
综合或心理学或传播与媒体研究 

文科(综合)硕士 3910 2  Clayton  50%  S1/2

  3910 2  Caulfield 50%  S1/2

  3910 2  马来西亚 50%  S1/2

  3910 2  南非	  50%  S1/2

文科(专业传播)学士 1708 2  Gippsland  50%  S1/2

专业传播学士 1275 2  Berwick  50%  S1/2

传播学士 2476 2  马来西亚  50%  S1/2

新闻学士 4042 2  Caulfield 50%  S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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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科文凭

蒙纳士大学商业与经济学院是澳大利

亚最大的商学院。该学院获得国际认

可，在澳大利亚商业与经济学的众多

领域内声名卓著。学院所开设的专业

覆盖商科的所有领域。

蒙纳士学院商科文凭能为学生做好学业方面

的完善准备，并且让学生熟悉商科各专业中

的主要科目。

文凭课程八个月第二期的学习，能让学生直

接进入这些学位课程二年级学习。所开课程

和开课校区视学生在文凭课程中所得最后成

绩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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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学方向课程代码2607
商务方向课程代码2608
CRICOS编码043633M(Clayton校区)
058614B(Caulfield校区)a.

开学时间：二月、六月、十月

课程第1期
8个月，2个学季

•	 商业会计学
•	 商业数学概论b.或  
 商务数学概论与ITc.  
•	 微观经济学入门
•	 管理学概论
•	 法学概论
•	 跨文化商务交流
•	 数据分析
•	 营销学概论

课程第2期
8个月，2个学季

• 会计学1
•	 管理学1：人力与组织管理
•	 微观经济学
•	 营销学1：营销理论与实践
•	 商业法
•	 商业统计学

 外加下列两门课程：

• 会计学2
•	 传播学与社会
•	 组织管理信息技术
•	 宏观经济学
•	 营销2：买方行为
•	 管理沟通
•	 媒体与文化
•	 函数及其应用e.

入读商学学士课程须通过商业数学概论和数据分析课程，或者完成12年级同

等数学课程。

入读商务学士或经济学学士课程须通过商务数学概论与IT和商务数学附加

课，或者完成12年级同等数学课程。

a. 单元课程及选修课程可发生变化。

b. 商学方向

c. 商务方向
d.  必须满足最低报名人数才开课
e. 未满足文凭课程第1期入读数学要求或未满足前期中学数学课程要求的

学生，若欲攻读商务学士、经济学学士(Clayton校区)或商学学士(Caulfield
校区)学位，则必须修读函数及其应用课程。

商科文凭课程第一期目标学位

课程	  代码  年限  校区 分数要求 开课学期

商学与商务学士 2224 3  Gippsland 80%  S1/2

商学学士 3806 3  Caulfield 80%  S1/2

商学与商务学士 2224 3  Gippsland  80%  S1/2

  2224 3  马来西亚  80%  S1/2

  2224 3  南非	   80%  S1/2

商务学士 0179 3  Clayton  80%  S1/2

经济学学士 0023 3  Clayton  80%  S1/2

商科文凭课程第2期目标学位
课程	  代码  年限  校区 分数要求 开课学期

商学与商务学士 2224 2  Gippsland 50%  S1/2

  2224 2  马来西亚 55%  S1/2

  2224 2  南非	   55%  S1/2

商学学士 3806 2  Caulfield  65%  S1/2

商学学士(会计) 0315 2  Caulfield  65%  S1/2

商学学士(银行与财务) 0312 2  Caulfield  65%  S1/2

商学学士(法律) 3154 2  Caulfield  65%  S1/2

商学学士(营销) 0314 2  Caulfield  65%  S1/2

商学学士(会计)/商学学士(银行与财务)  1333 3  Caulfield 70%  S1/2

商学学士(会计)/商学学士(管理) 1334 3  Caulfield  70%  S1/2

商学学士(管理)/商学学士(营销 1337 3  Caulfield  70%  S1/2

商学与商务学士 2224 2  Gippsland  50%  S1/2

商务学士(会计与财务) 2015 2  Clayton  70%  S1/2

经济学学士 0023 2  Clayton  70%  S1/2

商务学士 0179 2  Clayton  70%  S1/2

商务学士/经济学学士 1319 2  Clayton  80%  S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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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学文凭

蒙纳士大学工程学院是澳大利亚规模

最大的工程学院之一，几乎覆盖了工

程学领域的所有专业。学院众多出类

拔萃的研究培训设施支持着学院的声

誉，这包括南半球最大的电子加速器

和风洞设施、撞击测试、交通事故研

究、高电压实验室等。

蒙纳士学院工程学文凭课程第2期课程授课点

设在工程学院内。

快捷路径课程

如果符合直接入读蒙纳士大学工程学士学位的

条件，那么蒙纳士学院开设的工程学T3(第3学
季入学)文凭课程，可让学生在当年10月即开

始入学而不必等到下一年的3月。

该课程实行的全日制学季教学模式能让学生在

两学季内(八个月)有效完成文凭课程。

蒙纳士大学工程学士入读要求适用于本课程 
(请参阅http://www.monash.edu/study/ 
coursefinder/course/0032/international- 
requirements.html) 

课程代码2612
CRICOS编码043634
开学时间：二月、六月、十月a.

课程第1期
8个月，2个学季
•	 工程数学概论
•	 化学概论
•	 工程计算概论
•	 物理学概论
•	 化学A
•	 工程数学A
•	 物理学A
•	 工程实践

课程第2期
12个月，3个学季
•	 工程师计算法
•	 工程数学 
• 工程化学  
 或
	 工程物理学外加下列任五门
•	 程序系统分析  
•	 工程结构
•	 电气系统
•	 工程动力学
•	 工程材料学
•	 工程行业

a.   单元课程及选修课程可发生变化。

工程学文凭课程第1期目标学位

课程	  代码  年限  校区 分数要求 开课学期

工程学士 0032 4  Clayton  80%  S1/2

  0032 4  马来西亚 80%  S1/2

建筑设计学士 3119 3  Caulfield  80%  S1

工程学文凭课程第2期目标学位

课程	  代码  年限  校区 分数要求 开课学期

工程学士  0032 3  Clayton  60%  S1/2

  0032 3  马来西亚 60%  S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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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凭课程入读条件

所有国家学生入读条件详细列表请参见 
www.monashcollege.edu.au/diploma

请注意入读条件若有变更，恕不另行通知。

年龄要求
首次注册文凭课程第1期的申请者，年龄不得低于16
岁，注册文凭课程第2期或蒙纳士大学课程，年龄不
得低于17岁。

英语语言入学要求
就读文凭课程，学生必须达到最低入学要求。

已完成澳大利亚11年级或12年级或在所有课程均用英
语授课的教育机构里取得同等学历，且英语成绩圆满
结业的学生，符合英语语言条件。

不具备所需英语语言技能的申请者，可能被录取就读
文凭课程，但需要参加英语语言衔接课程学习。

文凭课程第1期

•	 入读美术与设计、商科和工程学课程，雅思成绩须
达到5.5分(各科不低于5.0分)。

•		入读文科文凭课程，雅思成绩须达到6.0(写作6.0)。

文凭课程第2期

•	 雅思成绩6.0分(写作6.0分)。

澳大利亚。11年级。

11年级最低总平均分60%或平均C级。IT和商科：11
年级数学、英语C级或平均60%。工程学：11年级英
语、数学、化学或物理C级或平均60%。

巴林。中学毕业证书。

四门成绩最佳科目平均分60%。

中国。高中2年级/高二。

最低平均分80%，IT和商科：高二数学最低70%。工
程学：高二数学、化学或物理最低70%。

香港。

香港中学会考(HKCEE)。5门会考科目通过，其中至少
1门C，3门D(不包括中文和英语)。IT和商科：会考数
学D。工程学：会考数学、化学或物理D。

香港中学文凭(HKDSE)(高中2年级)。5门考试科目通
过，其中至少1门4级、3门3级(限A类或C类科目)。香
港中学文凭SS2英语为C。

印度尼西亚。SMU 2

平均分GPA7.0(仅指学术科目计分)。IT和商科：每学
期SMU 2数学平均分GPA6.0。工程学：每学期SMU 
2数学、化学或物理平均分GPA7.0。

韩国。高中2年级。

最低总平均分70%。IT和商科：2年级数学70%。工程
学：2年级数学、化学或物理70%。

安曼。中学毕业证书

文凭课程第1期或蒙纳士大学预科。

马来西亚。SPM。

5门最佳学术科目最低15分(不包括英语和中文)。可

以考虑预估成绩。IT和商科：SPM数学6级。工程
学：SPM数学、化学或物理C。

沙特阿拉伯。Tawjihiyah(普通中学教育证书)。

4门最佳学术科目最低总平均分60%。IT和商科：普
通中学教育证书考试数学60%。工程学：普通中学教
育证书考试数学和化学或物理60%。

新加坡。GCE O水平。

最佳5门学术科目成绩最高23分。可以考虑初步成
绩。IT和商科：O水平数学C。工程学：O水平数学、
化学或物理C。O水平英文C。

阿联酋。Thanawaya(中学毕业证书)。

4门最佳学术科目最低总平均分60%。IT和商科：中学
毕业证书考试数学70%。工程学：中学毕业证书考试
数学、化学或物理70%。

越南。11年级。

最低平均分GPA7.5。IT和商科：11年级数学平均分
GPA7.5。工程学：11年级数学、化学或物理平均分
GPA 7.5。

入读文凭课程第1期学术成绩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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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美术与设计文凭课程要求提交一份学生制作的
10—15张图片作品。

澳大利亚。蒙纳士大学预科

最佳八个单元总成绩 255 分。必须通过 6 个单元 ( 同
一课程序列三个学科领域内的 A 部分和 B 部分 )，12
年级英语 C 或平均 60%。
商科：商学方向：通过数学 (A、B两部分 )，高等数学 (A、
B 两部分 ) 或基础数学 (A、B 两部分 )，65%。
商务方向：一门数学 (A、B 两部分 ) 或高等数学 (A、
B 两部分 ) 达 65%。
工程学：通过数学 (A、B 两部分 ) 或高等数学 (A、B
两部分 )，物理学 (A、B 两部分 ) 或化学 (A、B 两部分 )。
IT：11 年级同等数学课程达 C。

澳大利亚。澳洲高等教育评级 (ATAR)。

美术与设计：50；文科：65( 心理学方向 70)；商科：
70；工程学：72；IT：60，3、4单元英语学分至少25分；
或者 ESL( 英语作为第二语言 )30。商科商学方向：3、
4 单元数学 ( 任一 ) 学分至少 25 分；商务方向：3、4
单元数学方法或专业数学 ( 或 11 年级数学 ) 分数至少
25 分。工程学：3、4 单元数学方法 / 专业数学及化
学和物理任一至少一门学分至少 25 分。IT：11 年级
同等数学课程 C。

巴林。中学毕业证书。

文凭课程第 1 期或蒙纳士大学预科。

中国。高中三年级 / 高三或 12 年级全国高考

高三课程总平均分 80%，或高考最低 450 分。( 广东
省学生高考最低 650 分 )。商科：商学方向：高三数
学 80%；商务方向：高三数学 80%；工程学：高三数
学 80%，外加化学或物理中至少一门 80%。IT：高三
数学 80%。

香港。

香港 A 级：至少 5 分 (A=5、B=4、C=3、D=2、E=1)
( 最低 1 分，最多 3 门 A 级科目 )。
商科：商学方向或商务方向：数学 A 级 ( 或 HKCEE
数学 D 级 )，加上 MCD2130D 级。工程学：数学 A 级，
外加化学或物理至少一门；IT：HKCEE 会考 D 级。
HKDSE。5 门 A 类或 C 类最佳科目最低 14 分 ( 入读
工程学 15 分 )，高中 3 年级英语 4 级。 

印度尼西亚 SMU 3

平均分GPA达 7.0(仅限学术科目 )，美术与设计为 6.0。
商科：商学方向：SMU 3 数学每学期平均分 GPA 6.0；
商务方向：SMU 3数学每学期平均分GPA 7.0。工程学：
SMU 3 每学期数学外加化学和物理任两门中任一一门
平均 7.0。IT：SMU 3 数学每学期平均分达 6.0。

韩国。高中毕业证书考试 
(Immumgye Kodung Hakkyo Chocupchang)。

总平均分 80%( 仅限学术科目 )。商科：商学方向：数
学 II( 或者数学 I)80%，外加 MCD2130。商务方向：
进阶数学或 11 年级数学 80% 加 MCD2130。工程学：
数学 II 80% 加化学、物理两科中任一一门。IT：数学
I 70%。

科威特。中学毕业证书

文凭课程第 1 期或蒙纳士大学预科。

马来西亚。

UEC。5门最佳学术科目 (不包括英语、中文和马来文 )
最高平均分 6—6.9。

STPM。最低总分 7.67，美术与设计科目要求总分最
低 6。商科：商学方向：通过高等数学 I 或进阶数学；
商务方向：通过高等数学。工程学：通过 12 年级数
学外加外加化学和物理两科中至少一科。IT：SPM 6
级或 11 年级相应数学或同等学历数学。 

安曼。中学毕业证书

文凭课程第 1 期或蒙纳士大学预科。

新加坡。GCE A 级。

最低 5 分，可以考虑预估成绩，最低 6 分。( 文科文
凭课程心理学方向和工程学文凭课程最低 6 分或预估
成绩 7分 )。商科：商学方向：A级数学 (或O级数学 )；
商务方向：A 级数学 ( 或 O 级数学 ) 外加 MCD2130。
工程学：A 级数学加上物理、化学两科中至少一科。
IT：O 级或 11 年级同等数学 C。

越南。12 年级 Bang Tot Nghiep Pho Thong。

总平均分 7.5，美术与设计文凭课程要求为 6.5。美术
与设计：如果升入 B 类建筑设计和 B 类室内建筑：最
低 12 年级同等数学；商科：商学方向：12 年级数学
(或11年级数学 )；商务方向：12年级同等进阶数学 (或
11 年级数学 )；工程学：12 年级同等数学，外加化学
物理中至少一门；IT：通过 11 年级同等数学。

入读文凭课程第2期学术成绩要求

“蒙纳士学院文凭课程是专为帮助学生 
入读所选蒙纳士大学本科学位而设置的。

蒙纳士学院副院长Faye Lambert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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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帮助您提高英语技能，满足

大学课程的入读要求并成功完成大学

阶段的学习——无论是路径课程、本

科学位、MBA、硕士还是博士课程。

蒙纳士大学英语语言中心 (MUELC) 是蒙纳士

学院中的一个机构，为优秀学生开设高品质的

强化英语语言课程。本院学生有能力取得与蒙

纳士大学其他学生同样卓越的成绩。我们的学

生在不断取得骄人的成绩。

MUELC 是澳大利亚规模最大的大学英语语言

中心，也是澳大利亚最大的雅思语言测试机构

之一。

该中心是澳大利亚国内外公认卓越的英语语言

中心，向全球 75 家公司和政府客户提供咨询

和语言培训任务。

校区教学点

我们的英语语言课程教学点设在 Clayton、
Caulfield 和市中心校区。

通过本中心英语课程的学生，勿需接受其他英

语测试便可直接入读预科或文凭课程。

英语语言衔接课程

MUELC 为那些仅因几分之差没能达到英语语

言要求、未能进入蒙纳士大学或蒙纳士学院但

符合有条件录取的学生开设英语语言衔接课程

(ELBP)。

ELBP 为学生提供的学习环境，可以提高学生

在高等教育院校取得成功所需的语言技能和学

术研究技能。该课程注重培养学生课业学习所

需的学术技能和听、说、读、写、做笔记以及

从事研究的基本能力。

要通过该课程，学生必须完满完成一系列用以

测试其运用英语从事学术研究能力的作业。

ELBP 所有的考评作业都直接与学生未来的学

术研究及攻读目标学位相关，同时也开展一些

学习进展评估活动，为学生及老师提供学业表

现方面的持续反馈。这些作业成为正式考评的

组成部分。

学生的英语考试分数和申请中提出的选定目标

学位，将决定所学英语语言课程的学时长短。

英语语言路径课程助您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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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学条件
入读预科 ELBP。入读蒙纳士大学预科 ELBP
要求雅思综合成绩 5.0 分 ( 写作部分 5.0 分 )

入读蒙纳士学院文凭课程 ELBP。入读蒙纳士

学院文凭课程第 1 期和第 2 期 ELBP(15 周 ) 要
求雅思综合成绩 5.0 分 ( 写作部分 5.0 分 )；入

读文凭课程第 2 期 ELBP(10 周 ) 要求雅思综合

成绩 5.5 分 ( 写作部分 5.5 分 )。

2011英语语言课程日期

文凭课程ELBP

2011年3月15日 10周*
2011年6月27日 15周
2011年8月1日	 10周*
2011年10月10日 15周
2011年11月14日	 10周*

预科ELBP

2011年3月28日 15周
2011年5月23日 15周
2011年9月26日 15周
2011年11月14日 15周

*仅限蒙纳士学院文凭课程第2期ELBP 
课程代码：ELBP 041846C；EAP 60007G。

>> 我们可以帮助您自信而成功地

用英语交流。

>> 我们的学生有能力取得与蒙纳

士大学其他学生同样卓越的成

绩。

>> 我们是澳大利亚规模最大的大
学英语语言中心之一，在全球
拥有超过75个重要公司和政府

客户。

>> 澳大利亚最大的英语雅思语言测
试中心。



28 | 学生服务

学校就是您的家。

蒙纳士学院对于您来说如同家园一般

安全可靠，特别适合您完成向澳大利

亚大学和重点国际大学的过渡。

2009年，蒙纳士大学的学生支持服务

在全国学生会评选中，位居墨尔本第

一、澳大利亚第二。

学生支持服务

我们提供大量的支持服务，为您在澳大利亚的

个人生活和教育体验提供鼓励和支持。

这些服务包括出国前准备和协助您安顿下来

的住宿服务及正式的迎新活动、学生咨询与支

持、个性化学术帮助的一对一学生学习辅导。

目的是确保您在本院的学习生活能成为您人生

中最特别、最愉快、最终能在专业领域让您获

得最大回报的体验。

您也会享受到蒙纳士大学本身的学生服务：健

康和辅导、咖啡馆、休闲设施及让大学生活终

身难忘的兴趣特长小组。

接机服务。新生可在到达墨尔本之前可以预订

我们的接机服务。

住宿。我们协助提供临时住处及有关住宿选择

方面的建议，包括：

•	 与寄宿家庭主人共同生活。这些寄宿家庭事

先经蒙纳士学院资格审核、在留学生照顾方

面经验丰富。

•	 校内住宿

•	 UniLodge学生宿舍。该宿舍距蒙纳士学院市

中心校区步行不超过10分钟，专门配有方便

18岁以下学生使用的各种生活设施。 

留学生关爱、住宿及支持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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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新服务。我们的迎新服务帮助学生适应新的

国度，熟悉校园和周边社区。活动包括参观本

地超市、使用公共交通、参与社交活动和交友

计划。

学术支持。学生可利用学术支持计划，提高听

说读写和做笔记的能力。

学生服务中心。学生服务中心人员可回答关

于入学、报名、收费、课时安排、考试、奖

学金、毕业、学生签证及医疗卫生各方面的

问题。

>> 校内住宿与校外住宿服务

>> 安全可靠如家庭般温馨的校园

>> 入学动身前信息 

>> 机场迎接

>> 迎新计划

>> 学习辅导

>> 学生俱乐部和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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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澳大利亚所有大城市中，墨尔本

拥有绝对最优越而又最低廉的公共

交通系统、最具多元文化特征且留

学生人数最多；这里是海外留学的

首选目的地。

留学宝地

澳大利亚是一个和谐社会，民众来自全球几乎

每一个国家；澳大利亚在接纳留学生并为其

提供难忘学习体验方面享有经久不衰的声誉。

澳大利亚的生活水平居全世界最高之列，这里

拥有一流的学校教育、医疗卫生、公共交通、

就业率、安全保障。与北美和欧洲同类国家相

比，生活成本也相对较低。

蒙纳士大学澳大利亚校区位于墨尔本市内或城

市周边。墨尔本市人口400万。是一个时尚、

多元、文化气息浓厚且治安环境良好的城市，

在国际重要调查中，多次入选世界最适宜居住

城市之列1。

这里是澳大利亚的文化之都、体育之都和教育

之都。

墨尔本以其时尚与购物、音乐与戏剧、咖啡餐

饮场所闻名于世，是澳大利亚所有重大体育文

化赛事的首选之地。

1. 2010年经济学人智库。

墨尔本：经常入选世界最宜居城市之列。



Foundation Year | 31

31墨尔本 |

墨尔本拥有杰出的建筑遗产，城市风格与其闻
名遐迩的宜人小巷紧密相连。充满生机与活力
的市中心又使其跻身于世界最佳城市之列。

墨尔本有别于澳大利亚其他首府城市，其历史

文化纬度名副其实，1800年代中期维多利亚

淘金热时期遗留下来的巨量财富发挥了巨大作

用。

墨尔本有着悠久的欧亚移民历史，有些地区全

部都聚居着华人、越南人、马来西亚人、希腊

人、土耳其人和印度人。

墨尔本成为澳大利亚国际教育中心的地位就来

源于上述所有这些优势，而且我们的留学生本

身就是墨尔本都市景观的自然组成部分。

墨尔本：经常入选世界最宜居城市之列。
>> 墨尔本是澳大利亚文化之都、

体育之都和教育之都。

>> 墨尔本以其时尚与购物、音乐

与戏剧、咖啡与餐饮场所闻名

于世。

>> 墨尔本是来自200多个国家、
讲着 230多种语言民众的家

园。

>> 墨尔本气候宜人，夏天温热，
冬天凉爽，春秋两季温和舒

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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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申请

已经在澳大利亚居住的海外留学生、澳大利
亚公民和永久居民

目前正在维多利亚州学习VCE或IB的学生，可

以直接申请或通过VTAC申请。六月和十月开学

的文凭课程和蒙纳士大学预科，申请人可直接

投递到国际招生服务处。请注意，澳大利亚公

民无资格申请预科。

在澳大利亚境外居住的国际申请人

在澳大利亚境外居住、目前未在维多利亚12年
级就读的学生，应该直接向国际招生处申请。	

(目前在维多利亚就读VCE或IB的学生，应通过

VTAC申请)。

申请可通过www.monashcollege.edu.au网上

办理，或者填写Monash College Application 
Form，附上100澳元申请费，一并送至：

International Recruitment Services
Monash University
871 Dandenong Road
Caulfield East Victoria 3145
Australia
电话�+61 3 9903 4788
传真�+61 3 9903 4778.

请注意证明文件不予退还。

您可以通过http://www.monash.edu/  
study/international/apply/application-track. 
html在线跟踪申请进程。

蒙纳士注册中介

世界各地均有蒙纳士注册中介，可协助您做好

申请准备。注册中介名单请参见： 

www.monash.edu.au/international/agents

课程配套

如果您计划完成蒙纳士学院课程后入读蒙纳士

大学，或在开始预科或文凭课程前需要学习蒙

纳士大学英语语言课程，您可以将课程进行配

套，以免在每一门课程开始前都得申请新生签

证。这样最方便最合算。

入学通知

如果申请成功，您将会收到通知书、录取证

明、住宿指南以及其他辅助资料。

接受入学

接受入学时需缴纳下列初始费用：

•	 您指定蒙纳士学院课程总学用的50%。

•	 海外学生健康保险(留学生须交12个月的费

用)。

蒙纳士学院收到您的初始费用(外加1000澳元大

学学位押金)后，就会发送《报名确认书》，并

附上留学生动身前的综合信息。

办理学生签证申请要求出示《报名确认书》。

学生签证由澳大利亚政府签发，视学生的签证

评估等级不同，申请时间可能三个月或更长。

课程费用1

留学生需要支付：

•	 申请费(100澳元)
 (2011年蒙纳士大学预科无需缴纳申请费)
•	 学费

•	 海外学生健康保险费(每年单人420澳元)。

欲知蒙纳士学院最新收费情况，请浏览 

www.monashcollege.edu.au/australia/ fees

2011年学费——澳大利亚

英语语言 

EAP每周395澳元  
外加250澳元管理费

ELBP每周450澳元 
外加250澳元管理费

蒙纳士大学预科

标准21,950澳元 
强化21,950澳元 
延伸30,000澳元

蒙纳士学院文凭课程

文科文凭课程 
第1期17,500澳元 
第2期19,500澳元

美术与设计文凭课程 
第1期18,500澳元 
第2期20,500澳元

商科文凭 
第1期19,950澳元 
第2期22,000澳元

工程学文凭课程 
第1期21,500澳元 
第2期23,950澳元

1.课程费及其他费用截止2011年1月1日正确无误

申请费用及学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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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学时间一览表

预科 文凭课程

2011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英语 
15周

五月

英语 
15周

英语 
15周

六月

七月
标准
7月18日-
5月25日

八月

九月 强化
9月5日-
5月25日

延伸
9月5日-

11月9日十月
英语 
15周十一月

英语 
15周

英语 
15周十二月

2012
一月

标准
1月30日-
11月9日

二月

三月
强化
3月12日-
11月9日

延伸
3月12日-
5月24日

四月 英语 
15周

五月
英语 
15周

英语 
15周六月

七月
标准
7月16日-
5月24日

目标
学位

学期2 
开始 
7月25日

目标
学位

学期2 
开始 
7月25日

八月

九月 延伸
9月3日-
5月24日

延伸
9月3日-
11月8日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2013

一月

二月

三月 目标 
学位

学期1 
开始 
三月

目标 
学位

学期1 
开始 
三月

目标 
学位

学期1 
开始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注：15周英语语言课程仅为指导性说明，要求入读英语课程的学生会获得学时建议。 
工程学文凭课程第2期学时为12个月、3个学季；然而，工程学T3文凭课程则为8个月、2个学季。

英语 
15周

英语 
15周

文凭课程
第1期
六月
开学

文凭课程
第2期
六月
开学

英语 
15周

英语 
15周

文凭课程
第1期
十月
开学

文凭课程
第2期
十月
开学

英语 
15周

英语 
15周

文凭课程
第2期

2月 
开学

文凭课程
第1期

2月 
开学

文凭课程
第2期

2月 
开学

目标
学位

学期1 
开始 
3月

文凭课程
第2期

六月 
入学

目标
学位

学期2 
7月底 
开学

文凭课程
第2期
10月 
开学

目标 
学位

学期1 
开始 
三月

目标 
学位

继续

目标 
学位

学期1 
开始 
三月

目标 
学位

继续

目标 
学位

继续

开学前一周开始注册。 
欲知开课时间详细列表，请参见
www.monashcollege.edu.au/foundationyear/academiccalendar or www.monashcollege.edu.au/diploma/academiccalendar

*  预科年级延伸模式包括蒙纳士学院英语语言路径课程。



蒙纳士学院

International Recruitment Services 
871 Dandenong Road 
Caulfield East, Victoria 3145 
Australia

电话：(61 3) 9903 4788 
电邮：study@monash.edu

www.monashcollege.edu.au

澳大利亚公民和永久居民
澳大利亚公民或永久居民可以申请入读
蒙纳士学院文凭课程，但不能申请入读
预科。

欲知有关澳大利亚公民或永久居民申请
入读课程、费用和申请程序，请浏览 
www.monashcollege.edu.au 

蒙纳士大学预科符合预科课程要求，并经CRICOS注册，获准在澳大利亚向海外学生授课，为希望入读本科一年级或同等年级
的学生提供学术准备。

蒙纳士大学预科课程属蒙纳士学院有限公司所有，该公司为蒙纳士大学独资公司。

CRICOS机构：蒙纳士大学00008C，蒙纳士学院有限公司01857J 

本手册所载信息截止手册出版之日正确无误，但蒙纳士学院有权根据需要对相关程序、费用和规定予以变动修改。本手册信息
截止2011年6月时正确无误。欲知有关费用、课程详细内容及入读要求的最新信息，请浏览学院网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