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

Australian Noble Education Group

澳大利亚优诺教育集团
Course Brochure
课程简介
Noble Education Group
ABN: 90622213361
All Rights Reserved 2019

Noble Education Group

优诺教育集团
A Step Stone to a Professional Career
2

目录
澳大利亚优诺教育集团简介
波拉德英语学院 (POLLARD ENGLISH)
— 综合英语课程
— 学术英语课程-EAP
— 商务英语课程-EBP
— 澳大利亚游（研）学项目
澳大利亚悉尼翻译学院 (SIIT)
— 口译专科文凭（NAATI 认可课程）
— 口译高等专科文凭（NAATI认可课程）
— 笔译高等专科文凭（NAATI认可课程）
— 金融理财专科文凭
— 金融理财高等专科文凭
— 金融与房产经纪四级证*
— 物业（房地产）服务四级证*
澳大利亚国际教育学院 (TACIS)
— 幼儿教育三级证课程
— 幼儿教育专科文凭
— 会计与计账四级证课程
— 会计专科文凭
— 会计高等专科文凭
澳大利亚国际学院 (TIIS)
— 会计硕士专业学位 (MPAcc)
— 会计研究生文凭课程
学费标准&申请流程
生活 & 学习在澳大利亚
住宿安排

4
5
6
6
6
6
7
8
8
9
10
10
11
11
12
13
14
15
15
16
17
18
18
19
21
22

澳大利亚优诺教育集团简介
COMPANY PROFILE
澳大利亚优诺教育集团是一家澳大利亚教育产业市场开发推广公司，总部坐落
于澳大利亚悉尼市中心。优诺教育集团所代理四所澳大利亚专业院校：分别为：澳
大利亚波拉德英语学院（Pollard English）、悉尼翻译学院（SIIT）、澳大利亚国际
教育学院（TACIS）、澳大利亚国际学院（TIIS）。这四所院校是澳大利亚教育部、
澳大利亚质量监督权威机构批准成立的正规教育机构，具有招收海外学生资质。
四所提供多学科交叉综合的专业课程，满足不同学生的学习兴趣及职业目标。
为了确保学生出色地完成学业，学校为学生提供全方位的学术和社会工作实践支持，
以及大学连接课程。凭借高水准的教学科研和高质量的毕业生升学就业去向，四所
学院受到用人单位、家长及社会各界的好评。
迄今澳大利亚优诺教育集团已经在厦门、西安、香港设立独资运营机构，组建
了全球首屈一指的澳州教育及咨询平台。
澳大利亚优诺教育集团坚持“真诚、热情、专业、细致”教育理念，根植澳洲，
服务全球，创立了澳洲教育市场推广品牌——Noble。
教育是学生对其未来的最重要的投资之一。优诺教育坚持崇高的理念和职业操
守，永远为学生推荐最相关的、高质量的和启发灵感的教育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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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拉德英语学院
波拉德英语学院是一所经澳大利亚政

波拉德英语学院的所有语言类培

府及教育部认可的语言培训学院。学院致

训课程均通 过澳大利亚技能质量管理

力于为学生提供最优质的语言教学和最周

局批准，为学生提供进入职场和继续

到的服务，助力学生全面发展。在这里，

学习所需的技能。

不仅能实现语言过关、就业过关，更重要

波拉德英语学院拥有经验丰富、

的是，这段经历和成长定能为您开启美好

热情且有创造力的教学团队。老师定

未来。

期对学生进行多样化的评估与考核，

波拉德英语学院位于澳洲悉尼和布里

学生可获得多维度的学习反馈，在既

斯班中心城区，交通便捷。现代化崭新的

定的时间内有效地提高和掌握语言 技

校区、WIFI 全校覆盖、阳光清新的教室，

能和学习能力。

为您提供一个良好的学习和工作环境。

波拉德英语学院温馨舒适的校园

波拉德英语学院的语言课程包括综合

环境，为学生 营造家庭般的温暖。这

英语课程、学术英文课程、商务英语课程、

里的工作人员为学生提供相关的服务

雅思、雅思备考课程、游（研）学项目等。

关怀，帮助学生适应澳大利 亚的新生

学术英语课程是为即将入读澳洲高等教育

活。我们举办新生入学周，并时常组

院校的国际留学生提供的专业的英文预备

织各式各样的社交活动，如文化节、

课程。综合英语课程是以交互式的学习方

观光 旅游等以帮助学生适应学习与生

式，让学生灵活的使用多种英语技能与技

活环境。

巧，以满足生活上的语言需求。学术英文
课程能帮助学生进入澳大利亚名牌高等院
校就读。
英语课程

ENGLISH COURSES

综合英语

General English

学术英语（EAP）

English for Academic Purposes

商务英语（EBP）

English for Business Purposes

IELTS、PTE 辅导课程

IELTS、PTE Preparation Program

游（研）学项目

Study Tour Program

悉尼校区：Level 5, 841 George Street, Sydney NSW 2000

电话：+61 1300 897 851

布里斯班校区：Level 4, 344 Queen St, Brisbane QLD, 4000

电话：+61 1300 897 851

邮箱：info@pollardenglish.edu.au

网站：www.pollardenglish.edu.au

CRICOS Provider Code 03584B

ABN 50 615 510 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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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英语

学术英语

课程简介：

课程简介：

General English

综合英语课程旨在培养学生的英语综合能力，对学生的听、说、
读、写、译，尤其是阅读理解、语法与基础写作能力进行专业的训
练。
本课程集听、说、读、写于一体，通过语言基础训练与篇章讲
解分析，使学生逐步提高语篇阅读理解能力，了解英语各种文体的
表达方式和特点，扩大词汇量和熟练运用各种英语常用句型，培养
学生准确流畅地运用语 言的能力及得体的交际能力。

English for Academic Purposes
学术英语课程(EAP)基于澳大利亚最新的学校研究而设计，专
注于培养 学生的创造性、批判性反思、沟通和协作，不单提高学
生的英语学习技 能，更重要的是帮助学生在研究、学习，交流和
生活中取得成功。课程 旨在提高学生的读写听说能力，以保证在
澳大利亚各高校的专业课程学 习中不被英文能力所局限。
课程着重扩大词汇量和英文写作水平，提升 对学术研究的信
心。学习材料均使用真实案例，以辅助学生解决实际学 习中的情

英语要求：初级到中高级水平

况。学术英语课程(EAP)为学生提供了扎实的学术英文基础，掌握

入学日期：每周入学

大学课程的各种学习技巧。

入学要求：无英文水平要求，需参加分班考试

英语要求：初级到中高级水平

课程表：周一至周五 早课：8:00 – 12:00 下午课：12:30 – 4:30

直升大学：悉尼翻译学院、澳大利亚国际学院（TIIS）、澳大利亚

晚课：16:30- 21:30

国际教育学院（TACIS）
入学日期：每周
入学要求： 无英文水平要求，需参加分班考试
上课时间：周一至周五 早课：8:00 – 12:00 晚课：16:30- 21:30

游（研）学项目

商务英语

项目目的

课程简介：

Australia Study Tour

General English

为了使广大中国学生有机会体验国际教学理念，感受世界名

商务英语课程涵盖的商务场景涉及到的话题和语言知识点，

校氛围，沉浸于全英文环境，学习和了解西方政治体制与文化，

有助于学生增强有关社交，电话，会议，报告和商务会议方面的

与各国学子近距离交流互动，从而全面提高综合素质及国际思维，

英语拓展知识。同时，课程还增加了商务场景汇报，邮件写作，

为未来事业发展打好强有力的基础。

商务报告等英语写作等科目。

项目内容

教材融合了诸多出版物中真实的语言材料，通过商务词汇专

全真体验、插班上课 | 寄宿家庭、澳式生活 | 感受生态、共享

项练习和真实MBA商务案例，不仅增加学员词汇表达储备，更通

欢乐

过对案例的分析演练，拓展综合商务技能，在商务活动中沟通更

项目优势

自信更流利。

•

插班进入维州重点中学及私立高中

英语要求：商务人士，邀请到了国外留学、主攻商务管理的老师

•

多元化课程设置，全英文授课体验

讲述西方商务英语知识。并有外籍老师，指点发音技巧

•

开放式校园，现代化教室，高科技设施

和语音语义。

•

名校参观，跨国界交流互动，为大学择校拓宽眼界

入学日期：每周入学

•

量身定制，精品旅游：墨尔本、悉尼、布里斯班等

入学要求：无英文水平要求，需参加分班考试

•

工作人员全程陪护，安全无忧出行

课程表：周一至周四 早课：9:00 – 15:00 晚课：16:30- 21:30

时间表：请咨询学校

CRICOS Provider Code 03584B

ABN 50 615 510 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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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ridge Across Cultures

悉尼翻译学院
作为澳大利亚翻译培训行业的旗舰院校，SIIT的所

悉尼翻译学院（SIIT）成立于2009年，是经澳大利

有教职员工和评估人员均具备相关的行业资质，确保

亚教育部批准成立的正规注册培训机构 (RTO) 。
建校以来，SIIT始终以“一座跨文化的桥梁”为校

按照澳大利亚相关行业标准和要求，为学生提供良好

训，致力于为各行业培养专业的口译和笔译翻译人才。

的培训和评估。保证学生在毕业时具备优秀的行业技

经过多年发展，SIIT已经拥有行业认可且经验丰富

能和一流的职业道德素养，从而在其从事的行业中获

的培训教师团队，以及专业热情的行政管理团队，为

得最佳的职业发展机会。

入读SIIT的学生提供良好的培训环境和职业发展规划。

---“一座跨文化的桥梁”

NAATI 认可翻译课程

NAATI Endorsed Interpreting & Translating Courses

口译专科文凭课程（PSP50916）

Diploma of Interpreting (DI) （PSP50915）

口译高等专科文凭课程（PSP60916）

Advanced Diploma of Interpreting (ADI) （PSP60916）

笔译高等专科文凭课程（PSP60816）

Advanced Diploma of Translating (ADT) （PSP60816）

金融理财课程*

Financial Planning*

金融理财专科文凭课 （FNS50615）

Diploma of Financial Planning（FNS50615）

金融理财高等专科文凭课程（FNS60415）

Advanced Diploma of Financial Planning (FNS60415）

金融和房产经纪课程**

Mortgage Broker and Real Estate Agent Courses**

金融和房贷经纪四级证（FNS40815）

Certificate IV in Finance and Mortgage Broking（FNS40815）

物业服务（房地产）四级证（CPP40307）

Certificate IV in Property Services (Real Estate) （CPP40307）

招生人群：18岁以上
适用英语水平范围：中级到高级水平
学期时长：详见课程简介
入学日期：详见课程简介
入学要求：学生完成高中课程，达到雅思5.5 或同等水平的英语能力。
课程表：每周二至三天，8:30am - 4:00pm
授课方式：课堂面授+在线学习
授课地点：
悉尼校区：Level 5, 841 George Street, Sydney NSW 2000
墨尔本校区：Level 4, 341 Queen St, Melbourne VIC, 3000
布里斯班校区：Level 4, 344 Queen St, Brisbane QLD, 4000
电话：+61 1300 769 588
邮箱：info@siit.nsw.edu.au

网站：www.siit.nsw.edu.au

*仅限悉尼校区 **仅限澳洲本地学生申请

ABN: 30 128 128 503 RTO No.: 91490 and a CRICOS Provider: 03069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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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完成口译高等专科文凭课程学习并通过 NAATI 三级（专业级）口译
考试，即可获得三级口译证书，随后学生可以在多个领域工作。

口译专科文凭 (NAATI认可)

口译高等专科文凭 (NAATI认可)

课程介绍：

课程介绍：

Diploma of Interpreting (NAATI Endorsed)

Advanced Diploma of Interpreting (NAATI Endorsed)

口译专科文凭课程主要教授学生在普通的口译工作中进

口译高等专科文凭课程教授学生在高级口译工作中进行口译时

行双向口译时所需要掌握的技能，着重于培养学生的听辩信

所需要掌握的技能，包括口译记忆、逻辑分析、口译笔记、良好的

息、口译记忆、逻辑分析以及口译笔记等能力。

逻辑思维能力、快速的语言组织和表达以及出色演讲技巧。通过学

拥有二级口译证书及口译专科文凭的毕业生有望在各个
行业从事与翻译相关的工作，尤其是社区环境和商务领域。

习，学生可以学会自主完成口译工作。在高级口译工作中，口译员
需要熟练掌握各种技巧并运用到工作当中。因高级口译工作难度较
大，口译员需要储备大量的知识并事先做好准备。

专业课程：

专业课程：

 进行一般场景会话

 处理复杂环境中的对话

 展示不同主题和文化背境下的英语能力

 展示不同主题和文化背境下的其它语言的复杂语言能力
 商谈口笔译任务

 展示不同主题和文化背境下的非英语语言能力

 建立口笔译任务词汇表

 口笔译任务准备

 口译中使用复杂的专业领域术语（其它语言和英语互译）

 建立口笔译任务词汇表

 复杂对话场景口译（其它语言和英语互译）

 口译中使用常规领域术语（其它语言-英语）

 视译（其它语言和英语互译）

 口译中使用常规教育领域日常术语（其它语言 - 英语）

 使用口译笔记回忆和重现源语信息（其它语言和英语互译）

 口译中使用常规医疗保健领域日常术语（其它语言 - 英语）

 复杂发言口译（其它语言和英语互译）

 口译中使用常规法律术语（其它语言 - 英语）

 运用职业道德标准进行专业判断

 在实践中应用职业道德准则和标准

 保持专业水平并加强专业实践能力
 团队协作口译

 一般对话场景口译（其它语言—英语）

 运用理论进行口笔译工作实践

 一般发言口译（其它语言—英语）

 通过通讯媒介进行口译
 耳语同传（其它语言和英语互译）

课程优势：
学生完成SIIT的NAATI认可口译专科、高等专科文凭课程学习后，即可有资格参加NAATI相应级别的口译考试，通过考试即可获得NAATI
相应等级的口译证书，并在澳洲和新西兰等认可NAATI资质的国家合法从事多个领域的口译工作。毕业后，学生可以继续进修西悉尼大学
（University of Western Sydney）的文学学士（口译和笔译）学位课程，并抵相应的学分。
学期时长：25周，52周
入学日期：每月入学
授课地点：悉尼校区：Level 5, 841 George Street, Sydney NSW 2000
墨尔本校区：Level 4, 341 Queen St, Melbourne VIC, 3000
布里斯班校区：Level 4, 344 Queen St, Brisbane QLD, 4000

ABN: 30 128 128 503 RTO No.: 91490 and a CRICOS Provider: 03069K
ABN: 30 128 128 503 RTO No.: 91490 and a CRICOS Provider: 03069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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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译高等专科文凭 (NAATI认可)

Advanced Diploma of Translating (NAATI Endorsed)
课程介绍：

课程优势：

笔译高等专科文凭课程教授学生在中英文双向笔译的工作中
需要掌握的技能，培养学生成为一个合格全面的专业中英文笔译
人员。通过学习，学生能够准确应用翻译到生活实践当中。
笔译高等专科文凭课程侧重中英文双向笔译的训练，同时培养
中英文语言能力的写作，阅读和翻译的进步和提高。
在学习过程中，学生会了解大量的中英文差异，以及专业领域
的表达。NAATI 三级（专业级）口译考试，即可获得三级口译证
书，随后学生可以在多个领域工作。

学生完成SIIT的NAATI认可笔译高等专科文凭课程学习后，
即可有资格参加NAATI专业级的笔译考试。笔译考试分英->中
和中->英两个方向，通过任一个方向的考试，学生即可获得该
方向的NAATI 专业级笔译证书，并在澳洲和新西兰等认可
NAATI资质的国家合法从事认证翻译方向的笔译工作。
毕业后，学生可以继续进修西悉尼大学（University of
Western Sydney）的文学学士（口译和笔译）学位课程，并作
相应的学分减免。
学期时长：25周、52周

专业课程：

入学日期：每月入学

 文本编辑
 展示不同主题和文化背景下的非英语复杂书面语言能力

授课地点：

 展示不同主题和文化语境下的英语高阶书面语言表达能力

悉尼校区：Level 5, 841 George Street, Sydney NSW 2000

 分析特殊用途文本翻译的文本类型（非英语与英语互译）

墨尔本校区：Level 4, 341 Queen St, Melbourne VIC, 3000

 阅读和分析需翻译的特殊用途英文文本（非英语与英语互译）

布里斯班校区：Level 4, 344 Queen St, Brisbane QLD, 4000

 将特殊用途文本从英文译成非英语语言
 阅读并分析需翻译的特殊用途非英语文本
 将非英语语言的特殊用途文本译成英语
 商谈口笔译任务
 保证翻译质量
 运用职业道德标准进行专业判断
 保持和增强专业实践
 多媒体文本翻译

ABN: 30 128 128 503 RTO No.: 91490 and a CRICOS Provider: 03069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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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理财专科文凭

金融理财高等专科文凭

Diploma of Financial Planning

Advanced Diploma of Financial Planning

课程介绍：

课程介绍：

本课程针对提供各种标准金融理财服务的金融理财师和

本课程针对提供各种产品的综合金融理财服务的金融理财

提供专业理财规划的个人设计。从事该职业需要金融规划领

师设计，包括涉及到复杂的问题和（或）创新策略的产品环境。

域和 ASIC 规管架构的良好技能和广泛的知识。

从事该职业需要受到澳大利亚证券和投资委员会（ASIC）规管

从事该职业可以自主进行技术操作，解决常见的复杂问

和许可。

题，以及对各种来源的信息进行分析和评估。金融规划师可

该资格证适用于金融理财师。规划师为多种产品环境提供

以提出计划，并对其自身的工作进行协调和评估，并对他人

全面的金融理财服务，包括涉及复杂问题和（或）创新战略的

的工作进行指导。

产品环境。

专业课程：

专业课程：

 遵守金融理财行业的道德规范和操作指南

 进行综合金融理财研究

 金融理财分析和研究

 提供技术和专业指导

 制定和准备金融理财计划

 确定有综合需求客户的要求和期望值

 实施金融理财计划

 提供全面监控和持续服务

 评估金融理财计划并提供持续服务

 制定综合新颖的金融理财策略

 确定客户的金融理财要求和期望目标

 提出并协商综合新颖的金融理财计划

 提供金融理财的建议

 实施综合新颖的金融理财计划

 在金融服务行业工作中应用专业实践操守

 通过建立、监督和监控，确保实践体系合法合规

 编辑和使用复杂电子表单

 领导整个组织的运营

 为客户提供适合的服务、建议和产品

 制定并实施商业计划

 依据提供的理财建议进行理财产品调研

 为客户提供房地产规划建议

 记录并实施客户指令
入学要求

 确定客户需求和期望

学习该文凭课程的学生需完成金融理财专科文凭或同等学

 提供退休金建议

历课程中所要求的所有必修课目。

 提供人寿保险建议
课程优势：

该资格证适用于提供各种标准金融理财服务的金融理财师以及提供准专业理财规划服务的从业人士。具备该资质即可从事包括
银行和基金经理、股票经纪、投资平台提供者，以及各投资研究机构、信用合作社和退休基金、会计实务、金融理财实务、房贷经
纪公司、保险公司、商业经纪公司和房地产经纪公司中的各种岗位，并且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拥有极高的需求。
学期时长：52周
入学日期：每月入学
授课地点：悉尼校区：Level 5, 841 George Street, Sydney NSW 2000

ABN: 30 128 128 503 RTO No.: 91490 and a CRICOS Provider: 03069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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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和房贷经纪四级证*

物业服务（房地产）四级证*

Certificate IV in Finance and Mortgage Broking*

Certificate IV in Property Services (Real Estate)*

课程介绍：

课程介绍：

该文凭课程体现金融经纪（包括房贷经纪）从业人员的

该文凭课程证专为房地产行业设计，适用于想要在房产代理公

工作职责。金融经纪人为特定且不可预测的问题提供解决方

司从事实践、运营、监管的人员。学生最终掌握房地产/地产销售、

案，并分析和评估来自多方面的信息。

营销、租赁和管理的所需技能。

入学要求：

专业课程：

学生必须年满18岁，才能在商业环境中工作和从业。如

 明确物业管理的法律和道德要求，完成房产代理工作

要学习这些课程，学生还需携带自己的上网笔记本电脑，并

 明确物业销售的法律和道德要求，完成房产代理工作

具备良好的电脑技能，能进行自学和评估。

 解释房产代理相关法规

专业课程：

 从事房地产行业

 最大限度地降低房产代理和消费者风险
 发布物业租赁信息

 设计和制作商业文件

 发布物业销售信息

 处理信贷申请

 对租赁物业进行市场营销活动

 代表金融或抵押贷款客户准备贷款申请

 对待售物业进行市场营销活动

 明确客户的贷款服务需求

 物业租赁
 监管租赁或租房协议

 向客户介绍贷款产品

 对管理的物业进行维护

 遵守金融服务法规和行业行为准则

 担任买方代理

 在金融服务行业工作中运用专业实践原则

 通过私人协议出售物业并完成出售

 深入学习并保持金融机构或部门使用的产品和服务的知

 物业评估

 建立客户关系及分析客户需求

 准备和出具物业报告
 出席仲裁庭

 开发、向客户介绍并与其商讨解决方案
 开发和培养与客户、其他专业人士和第三方推荐人的关系
 完成金融和抵押贷款经纪行业中的申请和贷款安排

 建立并维护客户和房产代理的关系
 解决房产行业的冲突并纠纷
 拍卖
 准备拍卖和完成销售
 维护商业记录
 管理小企业财务
 建立和管理代理信托账户

课程优势：
该资格证适用于提供各种标准金融理财服务的金融理财师以及提供准专业理财规划服务的从业人士。具备该资质即可从事包括银行
和基金经理、股票经纪、投资平台提供者，以及各投资研究机构、信用合作社和退休基金、会计实务、金融理财实务、房贷经纪公司、
保险公司、商业经纪公司和房地产经纪公司中的各种岗位，并且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拥有极高的需求。
学期时长：52周
入学日期：每月入学
授课地点：悉尼校区：Level 5, 841 George Street, Sydney NSW 2000

ABN: 30 128 128 503 RTO No.: 91490 and a CRICOS Provider: 03069K

澳大利亚国际教育学院
TACIS 成立于2011年，是经澳大利

TACIS 致力于高品质专业培训，为

亚政府批准成立的正规注册培训机构

世界各地的学生提供持续不断的进修

(RTO) 。自成立以来，TACIS 一直致力

机会。

于通过全面高品质培训，培养高质素
的人才，服务社会，同时帮助学生在
职业发展过程中不断取得成功。

TACIS 拥有轻松、友好、完善的学
习环境和经验丰富的培训教师团队，
保证培训质量达到澳大利亚最高国家

TACIS 的所有教职员工和评估人员

标准要求。同时，学校还为学生提供

均具备相关的行业资质，确保按照澳

多样化、全面的实习机会，使每个学

大利亚相关行业标准和要求，为学生

生都能够在轻松、互助的环境中提高

提供良好的培训和评估。保证学生在

自身能力，强化所学知识，融入整个

毕业时具备优秀的行业技能和一流的

社区。

职业道德素养，从而在其从事的行业
中获得最佳的职业发展机会。

学前教育课程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AND CARE

学前教育三级文凭(CHC30113)

Certificate III in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and Care

学前教育大专文凭(CHC50113)

Diploma of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and Care

会计课程

ACCOUNTING COURSES

会计四级文凭 (FNS40217)

Certificate IV in Accounting & Bookkeeping

会计专科文凭(FNS50217)

Diploma of Accounting

会计高等专科文凭(FNS60217)

Advanced Diploma of Accounting

招生人群：18以上
英语要求：中级到高级水平
入学日期：一月、四月、七月、十月
入学要求：学生完成高中课程，达到雅思5.5或同等水平的英语能力
上课时间：每周两至三天8:30am - 16:00pm
授课方式：课堂面授+在线学习
授课地点：悉尼校区 Level 3, 16-22 Wentworth Avenue, Surry Hills 2010, NSW, AUSTRALIA
电话：＋ 61 1300 891 598
邮箱：service@tacis.edu.au
网站：www.tacis.edu.au

RTO No. 32463

CRICOS Provider No. 03396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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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前教育三级证书
Certificate III in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and Care
课程简介

课程结构

持有本文凭的工作人员符合并执行“教育和护理
服务国家条 例”和“国家质量标准”的要求。他们将
按照学习框架与培养 方案，关注学前儿童的身心发展。
根据不同的情况，教育者可以直接在监督下或者自主
地工作。

该课程由18门独立科目组成，包括15门必修科目
和3门选修科目；学生必须完成18个课目（包括15门必
修课和3门选修课），方可获得此证书。
 依法并符合道德准则工作
 确保儿童健康和安全

就业方向

 辨别处于危险的儿童和青少年并采取措施

完成本课程学习后，学生可以直接入读
CHC50113“儿童早期教育和保育专科文凭“课程，学
习该课程有助于学生在相关行业的职业发展。
完成本课程学习后，学生可以受聘以下工作：
 早期幼儿教育
 家庭日托教育
 学前助理

 在教育和护理环境中提供紧急急救措施
 安排个人工作重点和职业发展
 为儿童与外界沟通提供支持
 婴幼儿护理
 照顾儿童
 为儿童游戏和学习提供经验支持
 与儿童建立积极和相互尊重的关系

 保姆或家中护理教育者

 为儿童早期整体发展提供支持

 保姆和娱乐活动助理

 推广和提供健康饮食
 参与工作场合健康与和安全活动

招生人群：18岁以上

 培养文化能力

英语要求：雅思5.5或同等英语水平

 在多元文化环境下工作

入学要求：十二年级（高中）毕业或具备同等学历，且通过

 推动原住民和（或）托雷斯海峡岛民的文化保护

读写能力和数学运算能力（LLN）测试，具备良
好的电脑技能。
学期时长：3学期共38周，每学期10周，8周假期。

 根据儿童特点开展实践
 使用经批准的教学大纲指导实践

授课方式：授课采用课堂教学、MOODLE（教学管理系统）
在线学习、工作实习（课堂学习外至少120小时）
和自学相结合。
入学日期：一月、四月、七月、十月

RTO No. 32463

CRICOS Provider No. 03396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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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前教育专科文凭
Diploma of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and Care
课程简介

课程结构

持有本文凭的工作人员符合并执行“教育和护理服
务国家条 例”和“国家质量标准”的要求。他们将按
照学习框架与培养方案，关注学前儿童的身心发展。根
据不同的情况，教育 者可以直接在监督下或者自主地
工作。

该课程由28门独立科目组成，包括23门必修科目和5
门选修科目。
 依法并符合道德准则工作
 确保儿童健康和安全
 辨别处于危险的儿童和青少年并采取措施
 在教育和护理环境中提供紧急急救措施

就业方向
工作角色和头衔可能在不同的幼儿早期的环境中
有所不 同。成功完成CHC50113后，毕业生可以向以
下工作方向发展：

 将可持续实践应用于服务运营中
 婴幼儿护理
 照顾儿童
 推广和提供健康饮食

 早期幼儿教育

 反思并改进自己的专业实践

 家庭日托教育

 与儿童建立积极和互相尊重的关系

 学前助理
 保姆或家中护理教育者
 教室领导者
 29名儿童以下的教育中心的提名或授权的管理者

 培养文化能力
 促进学龄儿童的整体发展和福祉
 推动原住民和（或）托雷斯海峡岛民的文化安全
 建立并保持创新的工作环境
 使用批准的教学大纲指导实践
 培养儿童的创造力
 为儿童建立、维护一个安全健康的环境

招生人群：18岁以上
英语要求：雅思5.5或同等英语水平
入学要求：十二年级（高中）毕业或具备同等学历，且
通过读写能力和数学运算能力（LLN）测试，
具备良好的电脑技能。

 保持工作健康和安全
 对信息进行分析并使用其指导学习
 制定并实施开发合作行为的计划
 实施涵盖所有儿童的战略
 促进儿童基金会的发展
 促进教育和保育服务的合规

学期时长：6学期共60周，每学期10周，14周假期。

 促进儿童早期的整体发展和福祉

授课方式：授课采用课堂教学、MOODLE（教学管理系

 设计和实施促进儿童学习和发育的课程

统）在线学习、工作实习（课堂学习外至少

 团队和个人发展

120小时）和自学相结合。

 领导团队工作

入学日期：一月、四月、七月、十月

 与家庭合作，为儿童提供适当的教育和照顾

RTO No. 32463

CRICOS Provider No. 03396F

会计与簿记四级证书
Certificate IV in Accounting and Bookkeeping
课程介绍：
该文凭课程适用于会计行业的从业人员，如业务活

会计专科文凭
Diploma of Accounting
课程介绍：
这份资格证书课程适用于从事金融服务和其他行业的专

动表（BAS）代理、合同簿记员以及各行各业的簿记员。

业会计，包括税务代理、应付账款和应收账款专员、工资

工作职责包括准备及递交BAS、分期付款活动报表

服务提供者和各行各业的会计从业者。他们为一系列复杂

（IAS），以及就有关业务报表为纳税人提供意见或与

问题提供解决方案，并分析和评估各方面的信息。他们主

税收专员沟通。从业者结合理论与专业知识自主开展

动计划、协调、评估自己的工作，并在既定指导方针内为

工作，在完成常规或非常规工作时做出专业判断。

他人提供指导。

专业课程：

专业课程：

该课程由13个课目（包括8门必修课和5门选修课）
构成。
 准备财务报告
 在企业运营中引入云计算
 处理金融交易并提取中期报告

 提供财务和商业绩效信息
 为个人准备税务文件
 管理预算和预测
 为公司实体准备财务报告**

 管理明细账户和分类账簿

 实施和维护内部控制程序

 如何有效的从事会计和簿记工作

 提供管理会计信息

 完成商业活动和分期付款活动报告

 准备财务预估、预测

 安装并运行电脑会计系统

 建立和维护会计信息系统

 建立和维护薪资系统
 设计和制作商业文档
 处理营业税要求
 准备运营预算
 进行合法决策
 为不报告实体准备财务报表

 准备财务报告以符合法定要求
 遵守消费者法和合同法的法律原则
 遵守金融服务立法和行业行为准则
**需先完成以下两个科目学习
• BSBFIA401准备财务报告
• FNSACC311处理财务交易并提取中期报告

招生人群：18岁以上
英语要求：雅思5.5或同等英语水平
入学要求：十二年级（高中）毕业或具备同等学历，且通过

学期时长：4学期共52周，每学期10周，12周假期。
授课方式：授课采用课堂教学、MOODLE（教学管理系统）在

读写能力和数学运算能力（LLN）测试，并通过

线学习、工作实习（课堂学习外至少120小时）和

注册培训机构（RTO）经理面试且具备良好的电

自学相结合。

脑技能。

入学日期：一月、四月、七月、十月

RTO No. 32463

CRICOS Provider No. 03396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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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学高等专科文凭
Advanced Diploma of Accounting
课程介绍：
本课程适合从事会计工作和需要专业认证的个人, 包括
税务代理、账户经理、业务分析师; 以及在不同行业中从事
各种企业账户管理工作的职员。本课程将学习应用更复杂，
更严格的理论和技术技 能。学生将了解税收要求的可持续
性准备以及规划，课程也涉及会计的审计方面。在取得文
凭后，学生可以让选择升读大学的专业会计学位或硕士学
位，从而推动他们的职业发展。此外，他们还配备入门级
会计助理职位。
专业课程：
该课程由以下14个课目（包括3门必修课和11门选修
课）构成。
 监督公司管理活动
 应用金融服务行业的经济原则
 解释和使用财务统计和工具
 为法定实体准备和管理税务文档
 实施纳税计划并评估纳税义务
 进行内部审计
 审计和报告财务系统和记录
 评估组织的财务绩效

招生人群：18岁以上
英语要求：雅思6.0或同等英语水平
入学要求：十二年级（高中）毕业或具备同等学历，且通过

 评估财务风险

读写能力和数学运算能力（LLN）测试，具备良好

 评估业务绩效

的电脑技能。

 准备企业综合财务报告
 实施组织改进计划
 制定和实施财务战略
 准备和分析管理会计信息

学期时长：4学期共52周，每学期10周，12周假期。
授课方式：授课采用课堂教学、MOODLE（教学管理系统）
在线学习、工作实习（课堂学习外至少120小时）
和自学相结合。
入学日期：一月、四月、七月、十月

RTO No. 32463

CRICOS Provider No. 03396F

澳大利亚国际学院
澳大利亚国际学院（TIIS）是澳大利亚高等教育质量与标准署认证的
高等教育机构。TIIS成立源于各方的美好愿景，即建立一个独一无二的
教育平台，不仅能够培养学生的职业技能，还可以使学生获得更多的人
生经验，使他们成为更好公民。
TIIS现提供专业会计硕士学位和研究生文凭课程。目前正在开发商业
管理课程以满足产业和社区的需求。我们的目标是为学生提供高质量的
课程，让他们在职业生涯中领先一步。
TIIS的宗旨是培养素质高、专业精、实践能力强的毕业生。
TIIS在教学、员工招聘和发展、学生服务、行政工作等方面均会创造
追求优质卓越的文化氛围。

会计专业课程

Professional Accounting Courses

专业会计硕士

The Master of Professional Accounting

会计研究生文凭课程

The Graduate Certificate in Professional Accounting

招生人群：18岁以上
英语要求：
• IELTS 6.5 overall
• TOEFL 93 overall (internet based)
• PTE 59 – 64
入学日期：详见课程简介
入学要求：详见课程简介
课程安排：详见课程简介
授课地点：悉尼校区：Level 4, 22 Market Street, Sydney
电话：+61 1300 164 600 | 2 8098 0702
邮箱：info@tiis.edu.au

网站：www.tiis.edu.au

Provider ID: PRV14085 CRICOS Provider No: 03705J

会计研究生文凭课程（GCPA）

专业会计硕士（MPA）

Graduate Certificate in Professional Accounting

Master of Professional Accounting

课程介绍：

课程介绍：

会计研究生文凭（GCPA）课程包含四个课目，为期一
学期，涵盖在MPA课程所授课目之中。GCPA可作为进入和/

专业会计硕士（MPA）课程由TIIS教授开发设计，主要
面向没有会计专业背景或从未接受过会计培训的学生。

或退出课程的文凭资格。从概念上讲，GCPA培养研究生在

该课程适合有志于从事专业会计工作的研究生。精心

个别商业环境中工作的能力，其独立程度和业务范围相对

安排的学习计划旨在培养专业会计师在不同情况下需要的

受限。GCPA研究生能在有限的专业环境中处理业务问题，

先进知识体系、技能、实践能力。此外，TIIS的MPA课程

提供建议。他们通常在注册会计师的监督下完成工作。

符合澳大利亚两大专业会计机构之一的初级会员或预备会

对于注册MPA课程但选择中途退学或不符合课程毕业

员的资格认证要求，同时还提供进一步的学习途径。初级

要求的学生，如果顺利完成GCPA四门课程则可选择获得正

会员或预备会员有资格修读专业会计机构的学习课程，如

式的研究生等级资格证书。

澳洲注册会计师公会（CPA Australia）的注册会计师课程，

所有顺利完成GCPA课程要求的学生都可自动进入MPA课
程学习。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特许会计师公会(CAANZ)的特许会计师
项目。此外，学生还可获得特许公认会计师公会（ACCA）

专业课程:
 会计学原理
 管理会计
 商业经济学
 商业财务

的前四个项（最多五项）ACCA考试豁免，ACCA专业会员
需通过十四门考试。
专业课程：
 会计学原则
 管理会计
 商业经济学
 商业财务
 企业会计
 会计信息系统

招生人群：18岁以上

 商法和公司法

英语要求：

 商业统计与研究方法

• IELTS 平均6.5分，每门不低于6
• TOEFL 平均93 (网考)
• PTE 59 – 64
入学日期：1月、5月、9月
入学要求：满足上述语言要求、具有学士或以上学位
授课方式：课堂面授、小组讨论、网上自学
授课地点：悉尼校区：Level 4, 22 Market Street, Sydney

 当代会计理论：研究与实践
 审计和鉴证服务
 税法
 管理与领导力
*** 专业会计硕士课程支持专科升研究生。详情请咨询学校。

Provider ID: PRV14085 CRICOS Provider No: 03705J

学费及杂费标准*
FEE List
英文课程 ELICOS Courses
综合英文 General English

AUD$300/周

学术英文 English for Academic Purposes

AUD$300/周

商务英文 English for Business Purposes

AUD$300/周

教材费 Material Fee

AUD$20/周

NAATI认证翻译课程 NAATI Endorsed Interpreting and Translating Courses
口译专科文凭课程 Diploma of Interpreting

AUD$9000

笔译高等专科文凭 Advanced Diploma of Translating

AUD$9000

口译高等专科文凭 Advanced Diploma of Interpreting

AUD$11,000

注册费 Enrolment Fee

AUD$300

教材费 Material Fee

AUD$500

学前教育课程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学前教育三级文凭 Cert. III in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and Care

AUD$7200

学前教育专科文凭 Diploma of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and Care

AUD$18,900

注册费 Enrolment Fee

AUD$300

教材费 Material Fee

AUD$500

会计课程 Accounting
会计四级文凭 Certificate IV in Accounting

AUD$12,000

会计专科文凭 Diploma of Accounting

AUD$12,000

会计高等专科文凭 Advanced Diploma of Accounting

AUD$12,000

注册费 Enrolment Fee

AUD$300

教材费 Material Fee

AUD$500

会计专业课程 Professional Accounting Courses
专业会计硕士 Master of Professional Accounting

AUD$ 8700

会计研究生文凭课程 Graduate Certificate in Professional Accounting

AUD$26,100

注册费 Enrolment Fee

AUD$250

OSHC

按需要购买

Price might change without notice. Please refer to individual institution for the current price. *最新课程价格请咨询市场部。

如何申请
HOW TO APPLY

前往澳大利亚
学生签证顺利获批后，学
生即可准备行李、购买机票
前往澳大利亚，正式入读申
请的学校，开始愉悦的澳大
利亚留学生活。

申请签证
收到学校的COE后，学生
可自行在移民局网站上或通
过留学中介向移民局提交学
生签证申请，同时开始在网
上查询到澳洲后的起居及生
活信息。
更多详细信息，请查阅
各院校的官方网站。

申请反馈
如果申请成功，院校会所
申请课程的录取通知发送给
您。您需要在确认的OFFER
LETTER上签字并将付款证明
一起通过电子邮件提交还给

确认您的申请
您可以在网上提交
课程申请，或由您授权

所申请的学院后，学校将给
您出具CoE（若需要），以便
您申请澳大利亚的学生签证。

的留学中介将您的申请
表格及申请材料通过电
子邮件形式发送至所申
请学校的入学申请邮箱。
目 前， 若 您 申请 SIIT
和TACIS的相关课程，您
可 以 在 SIIT 和 TACIS 的 网
站上直接填写个人信息
并提交入学申请。

准备所需材料
1. 护照
2. 学历和成绩单
3. 英语成绩证明
4. 课程申请表

填写申请表
学生可以选择在线申
请或下载并填写PDF格式
的申请表，并如实认真填
写。

20
申请及入学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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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是一个多元文化之邦，有来自于世界各个角落的人定
居在此。 大海、沙滩、国家公园和惬意的生活构筑了澳大利亚美丽
的自然风光。 澳大利亚由八个州和领地组成，每个国家和地区有自
己的政府和联邦政 府。
Noble教育集团所代理的学院目前坐落于澳大利亚三大城市-悉
尼、墨尔本和布里斯班，均是世界闻名的气候适宜、氛围活跃的城
市，吸引着世界各地的学生和游客。悉尼是澳洲最大和最著名的城
市，歌剧院和海港大桥闻名于世，墨尔本被誉为全世界第二大宜居
城市，而布里斯班则是被称为阳光下的城市，临近于颇受欢迎的冲
浪天堂黄金海岸。
在澳大利亚的生活可谓是充满了活力和色彩！

悉尼、墨尔本和布里斯班是世界上受人们欢迎的
城市，它明媚的阳光和活力吸引着世界各国人民的到
来。

学习 & 生活
在澳大利亚

Life inAustralia

生活、健康与工作
生活成本
生活费用包括住宿、交通、食

海外学生健康保险 (OSHC)
澳大利亚政府要求所有国际学生

勤工俭学
国际学生在澳大利亚学习期间可合

物、衣服、书籍和娱乐。每年 您需

都必须购买海外学生健康保险

法兼职打工，每两周的工作时 间不得

要约20,000澳元用以支付 在澳大利

（OSHC）。澳大利亚拥有高质量的医

超过40小时。咖啡馆、餐馆或零售商

亚全年学习的生活费（不包括学

疗服务，对于澳大利亚受伤或生病的

店会为学生提供大 量兼职工作。在澳

费）。租房的费用高低取决于您是

人来说，可获得最好 的关照，然而对

大利亚勤工俭学，您将获得法律保障，

否选择与朋友合租以及您是否选择

于没有健康保险 的人来说，这种高质

拥有法定最低工资标准以及领取退休

居住在城市或郊区。澳大利亚交通

量的医疗服务是相当昂贵的。

金的权利。

十分便利，所有的火车、巴士、渡
轮和轻轨都通往中央商务区。
当您第一次到达澳大利亚，您需
要至少2,000澳元用于支付您的初期

OSHC为您提供世界一流的医疗 保
健保险系统，购买OSHC可帮 助您减少

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网站
www.fairwork.gov.au。

这方面的花费，享受高 质量的医疗服
务。

的花销。这些费用不包括购买大型
家庭用品的花费，如家具或汽车。
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网站
www.studyinaustralia.gov.au。

寻 找住宿
住宿
在悉尼有多种多样符合学生不同
的需求和预算的住宿方式选择。
学生最主要的住宿方式是入住寄
宿家庭和在校外租房。

寄宿家庭

租房

寄宿家庭对于年轻的学生来说可以

另外，您也可以整租一套自己的公

是一个很好的选择，让您有机会体验

寓，或与别人分租。租赁时， 每个人

与澳大利亚家庭一起生活，从而感受

通常都有自己的卧室，但要和室友合

到家庭环境的支持，同时将拥有一个

用浴室、厨房和生活区。许多学生在

远离家乡的“家”。

初次到澳大利亚时选择寄宿家庭，等

一些寄宿家庭提供餐点，也有的家
庭则需要自己解决饮食，您可以根据

到一切稳定、并了解了自己喜欢的区
域和住宿类型之后，再选择租房。

自己需要进行选择。

生活起居

悉尼校区：Level 5, 841 George Street, Sydney NSW 2000 Australia
布里斯班校区：Level 4, 344 Queen St, Brisbane QLD, 4000 Australia
电话：+61 1300 897 851
邮箱：info@pollardenglish.edu.au

网站：pollardenglish.edu.au

悉尼校区：Level 5, 841 George Street, Sydney NSW 2000 Australia
墨尔本校区：Level 4, 341 Queen St, Melbourne VIC, 3000 Australia
布里斯班校区：Level 4, 344 Queen St, Brisbane QLD, 4000 Australia
电话：+61 1300 769 588
邮箱：info@siit.nsw.edu.au

网站：www.siit.nsw.edu.au

悉尼校区： Level 3, 16-22 Wentworth Avenue, Surry Hills 2010 Australia
电话：＋ 61 1300 891 598
邮箱： info@tacis.edu.au

网站： www.tacis.edu.au

悉尼校区：Level 4, 22 Market Street, Sydney, NSW 2000 Australia
电话：+61 2 8098 0702
邮箱：info@tiis.edu.au

网站：www.tiis.edu.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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