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具备你顺利毕业 
所需的一切条件

澳大利亚乐卓博学院
专门帮助学生发展在
大学成长所需的技
能、知识和信心。我
们提供广泛的学术和
个人支持，为你的个
人需求量身定制，使
你最大限度地学习并
取得成功。

额外支持
我们注重创造个性化的学习环

境，采用小班制教学，使你更多地

接触教学人员，确保你的学习取

得成功。你还可以利用一系列注

重发展学习技能、备考能力、论文

写作能力等的免费讲习班。

灵活的入学制度
我们的大部分课程每年在2
月、6月和10月都有三个入学时

间，你无需等待就可开始学习

乐卓博大学的桥梁课程。

因为我们采用学期制，我们的

许多文凭课程都可快速学习，

所以你可以更快地完成学习，

进入大学。关于入学时间和进

度选择的更多信息，请参见我

们的网站。

多个地点
无论是乐卓博大学墨尔本主

校区还是乐卓博大学新的悉

尼校区（1000万澳元），你

都可以在澳大利亚两个顶尖

教育学府之一学习。在上课

空当，可以欣赏悉尼的标志

性海滩和自然风光或探寻墨

尔本布满购物商场和美食的

巷道。

注意：在澳大利亚乐卓博学院顺利完成预科或文凭课程的学生所获之资格证书由纳维达斯邦多拉有限公司提供，该公司隶属于全球教育供应商纳维达

斯有限公司。研究生课程属于乐卓博大学课程，由澳大利亚乐卓博学院代表乐卓博大学提供。CRICOS供应商代码：澳大利亚乐卓博学院03312D；乐卓

博大学00115M本指南中所含信息在出版时准确无误。但是，澳大利亚乐卓博学院及乐卓博大学保留随时更改、修订或删除相关内容的权利，恕不另行

通知。LTCA210201-4113

有趣的校园
在澳大利亚乐卓博学院很容易交到

朋友。我们在亲密的社区内提供大

学体验。乐卓博大学墨尔本校区里有

各种各样的俱乐部和社团，所以你将

有很多机会，可以认识和你在体育、

政治、音乐、学术、文化或文学方面

有共同兴趣的人。而且，在墨尔本校

区，你还可以使用大学的世界领先体

育设施。

住宿
你和其他乐卓博大学学生一样都可

以选择所有校内住宿。包括选择墨

尔本的大学各种校内住宿大学，这

些住宿大学可以租赁，包含餐费。  
请访问latrobe.edu.au/
accommodation/on-campus/
locations/mel或 
latrobe.edu.au/sydney/student-life/
accommodation

立即申请
你可以通过我们的网上申请表或你所在城市我们信任的任一教育代理机构立
即申请。如果想要获取你所在地区的代理机构清单，请通过以下联系方式给
我们发送电子邮件。

悉尼校区
直接申请：

latrobe.edu.au/sydney/apply
亲自申请：

乐卓博大学悉尼校区

255 Elizabeth Street, Sydney 
 
+61 2 9397 7600
sydney@latrobe.edu.au

墨尔本校区
直接申请：

latrobecollegeaustralia.edu.au/apply
亲自申请：

Slyvia Walton大楼

乐卓博大学，本多拉区

 
+61 3 9479 2417
study@latrobemelbourne.edu.au

乐卓博大学全球排名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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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类专业世界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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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类专业世界前**

100
 

工程管理学硕士世界前**

 200

选择一所一流大学

在乐卓博大学，你将加
入雄心壮志的全球思想
家行列。

乐卓博大学是澳大利亚的顶级大

学，根据《2018年澳大利亚卓越

研究报告》，本校包括护理学、生

物科学和统计学在内的23个研究

领被评为“远高于世界标准”。

以打造世界级学习中心为重中之

重，本校持续投资设施，包括投资

1000万澳元建设悉尼新校区，为

商科学生翻新Donald Whitehead
大楼，以及在墨尔本校区投资1.5
亿澳元建设新的体育公园。

本校4万名学生组成多元化团体，

其中包括来自100多个国家的

8000多名国际学生。

不仅仅是一张纸, 乐卓博大学的学

位标志着一个人具备一定的技能

与经验，能够有所作为，解决我们

这个时代的重大问题。自1967年

乐卓博大学成立以来，已经有超过

20万名学生从本校毕业，其中包括

知名组织的首席执行官、人权活动

家、研究人员和奥运会选手。

大学生活不仅仅是学习。在乐卓博

大学，你可以成为一名学生大使，

以提高你的领导能力，加入一个运

动队，通过俱乐部或社团结识与你

有共同兴趣的人，或成为志愿者。

你也可以选择在国外学习一学期

或参加国际游学来进一步提升你

的全球视野。乐卓博大学在40个

国家有超过150个交换生合作伙

伴，因此提供了很多选择。

* 2020年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
** 2020年QS世界大学学科排名

做好职业生涯准备乐卓博大学

致力于确保你毕业时具备实现

职业目标所需的专业技能和个

人素养。

乐卓博大学的“职业准备优势

课程”让你可以掌控自己的职

业生涯管理，培养雇主所需的

技能和特质，并在学习过程中

跟踪你的进展。

该课程通过应用程序为每位学

生量身定制，并与行业领军者

合作开发，以确保你毕业时具

备雇主所需的技能。

从你开启乐卓博大学学位课程

的那一刻起，你就可以使用这

个应用程序，在那里你可以解

锁实习、指导以及专用职业团

队等奖励。你也将有机会参加

一系列令人印象深刻的职业准

备活动，包括工作体验、大师

班、训练营、雇主网络机会以及

在线研讨会。

学校提供的协助 
在乐卓博大学的学习期间，你

将获得国际学生服务团队的

支持，这是一个专业的国际教

育团队，致力于从国际学生抵

校至毕业的期间为他们提供帮

助。该团队分布于乐卓博大学

的所有校区。

国际学生
快速指南

大中华区



桥梁课程亮点所在

1. 保证第二学年的入学

完成文凭课程，然后直接进入学位

课程的第二学年，需满足最低成绩

要求。

2. 加快学习进度

可以选择在短短8个月内完成12个

月的文凭课程。这意味着你只需花

费不到一年的时间便可过渡到乐卓

博大学学士学位的大二课程。

3. 理想的学习环境

在最顶尖的校园，以最新的技术，

开设小班教学，帮助您顺利毕业。

4. 从第一天起即可体验大学生活

在墨尔本和悉尼校区学习，让你立

即体验大学生生活，接触到所有

最好的大学设施、社交活动和俱

乐部。

5. 专家教师

与高素质讲师一起提升你的学习 

水平，他们专门从事大学预科工作，

并帮助国际学生顺利地过渡到澳大

利亚的教育体系。

从英语开始
如果你不符合我们的文凭或乐卓 

博大学学位的英语入学要求，你可

以先和我们一起学习英语。

英语强化课程采用小班制教学， 

每年设有九个入学时间。您将在一

个充满支持性的环境中提升英语

水平，学习衔接桥梁课程和大学课

程的英语知识。

保证学习质量
我们与乐卓博大学密切合作，开设

顶级课程。所有课程内容均与乐卓

博大学专家学术团队共同开发，我

们的课程由乐卓博大学协调，提供

绝对质量保证。

之前被称为乐卓博墨尔本学院，近

十年来，我们一直是乐卓博大学的

首选桥梁课程供应商，帮助来自40
多个国家的数千名学生实现了他们

在乐卓博大学学习的梦想。

学士学位桥梁课程
预科课程 学制 CRICOS 校区 乐卓博大学学位 入学时间 2021年课程费

商业、信息技术与人文学科 8个月 085026J 墨尔本 
悉尼

直接进入一系列乐卓博大学学士学位课程或我 
们的文凭课程之一的第一学年（需满足最低成 
绩要求）

2月、6月和 
10月

23600澳元

工程与计算机科学 8个月 085026J 墨尔本 2月、6月 23600澳元

健康与生命科学 8个月 085026J 墨尔本 2月、6月 23600澳元

毕业证书 学制 CRICOS 校区 乐卓博大学学位 入学时间 2021年课程费

生物科学 8个月或
12个月

077119D 墨尔本 农业学学士学位课程 
动物与兽医生物科学学士学位课程

生物科学学士学位课程

生物医学学士学位课程

生物医学学士学位课程

理学学士 
专业设置： 
生物化学、植物学、化学、遗传学、微生物学、 
统计学、动物学

2月、6月和 
10月

35800澳元

商务 8个月或
12个月

076108D 墨尔本 
悉尼

会计学学士学位课程

商业分析学士学位课程

商学士学位课程

商科学士学位课程（会计）

商科学士学位课程（会计与金融）

商科学士学位课程（农业企业）

商科学士学位课程（活动管理）

商科学士学位课程（活动管理/市场营销）

商科学士（人力资源管理）

商科学士（市场营销学）

商科学士学位课程（体育管理学）

商科学士学位课程（旅游与酒店管理）

商科学士

数字商务学士学位课程

金融学学士

国际商务学士学位课程

2月、6月和 
10月

31500澳元 
 （墨尔本） 
25200澳元 
 （悉尼）

工程学 8个月或
12个月

088419A 墨尔本 工程学士学位课程（荣誉学位）（工业）

土木工程学士学位课程（荣誉学位）

理学学士*

2月、6月和 
10月

33600澳元

健康科学 8个月或
12个月

077120M 墨尔本 健康科学学士学位课程

健康科学学士学位（医学类）/

  健康信息管理学士学位课程

健康信息管理学士学位课程

营养科学学士学位课程

护理学学士学位课程

职业疗法学士学位课程（荣誉学位）

视觉矫正学学士学位课程（荣誉学位）

护理实践学士学位课程（荣誉学位）（仅限本迪
戈校区）

物理疗法学士学位课程（荣誉学位）

修复学与矫形学学士学位课程（荣誉学位）

脚病学学士学位课程（荣誉学位）

言语病理学学士学位课程（荣誉学位）

2月、6月和 
10月

32300澳元

信息技术 8个月或
12个月

076109C 墨尔本 
悉尼

网络安全学士学位课程

信息技术学士学位课程

2月、6月和 
10月

31500澳元 
 （墨尔本） 
31100澳元 
 （悉尼）

媒体和传播 12个月 077121K 墨尔本 文学学士课程

文学学士学位课程——适用专业为屏幕、 
媒体和表演

媒体与传播学士学位课程

媒体与传播学士学位课程（媒体行业）

媒体与传播文学士学位课程（新闻学）

媒体与传播文学士学位课程（公共关系）

2月、6月和 
10月

28200澳元

心理学 8个月或
12个月

099061B 墨尔本 心理学学士学位课程 2月、6月和 
10月

36200澳元

研究生课程 学制 CRICOS 校区 乐卓博大学学位 入学时间 2021年课程费

商务 3个月 088963K 墨尔本 
悉尼

管理学硕士学位课程(人力资源管理)*

管理学硕士学位课程(创业与创新)*

管理学硕士学位课程(项目管理) 

管理学硕士学位课程(供应链与物流)*

管理学硕士学位课程* 

商业信息管理与系统学硕士学位课程*

国际商务学硕士学位课程 

市场营销学硕士学位课程*

金融分析学硕士学位课程*

专业会计学硕士 

数字营销传播学硕士学位课程* 

2月、6月和 
10月

13400澳元

信息技术 3个月 088963K 墨尔本 信息技术学硕士* 2月、6月和 
10月

13400澳元

硕士学位桥梁课程

英语语言资格证明 预科课程 商务/信息技术文凭
生物科学/工程学/ 
健康科学/心理学文凭

影视传媒文凭*/ 
硕士学位桥梁课程

雅思学术英语 总分5.5（单项不低于5.0） 总分5.5（单项不低于5.5） 总分6.0（单项不低于5.5） 总分6.0（单项不低于6.0）

PTE培生学术英语考试 36分（单项不低于36） 36分（单项不低于36） 42分（单项不低于42） 46分（单项不低于46）

托福网考 55分（写作不低于16） 55分（写作不低于20） 60分（写作不低于20） 64分（最低阅读13分、听力 
12分、口语18分、写作21分）

澳大利亚乐卓博学院 英语进修课程考试 4科B 英语进修课程考试 4科B 英语进修课程考试 5科B 英语进修课程考试 5科B

英语入学要求

桥梁课程选择

方案1

方案2

方案3

方案4

11年级（高二）

或同等学历

学术英语 

 （若要求）
预科课程 毕业证书

大二乐卓博大学

学士学位课程

11年级（高二）

或同等学历

学术英语 

 （若要求）
预科课程

大一乐卓博大学

学士学位课程

12年级（高三）

或同等学历

学术英语 

 （若要求）
毕业证书

大二乐卓博大学

学士学位课程

学士学位 研究生预科课程
研一乐卓博大学

硕士学位课程

对接乐卓博大学
学位课程的桥梁

我们的目的是帮助学生
们实现他们在乐卓博大
学学习的梦想。如果你
不满足直接进入乐卓博
大学的要求，我们开设
有一系列桥梁课程，将
带你进入学位课程的第
一或第二学年。

澳大利亚乐卓博学院桥梁课程时

间从3到12个月不等，与乐卓博大

学联合开发，使学生具备在大学 

及大学以外发展所需的技能和 

知识。

在乐卓博大学本多拉主校区和

乐卓博大学悉尼校区学习，你将

拥有在乐卓博大学学习的所有优

势，同时获得澳大利亚乐卓博学

院专家教师的专业支持。

 预科课程 毕业证书 硕士学位桥梁课程

中国 高二，最低分应达到70% 高三，平均成绩达60%/工程学需达到70% 中国教育部认可的学位授予机构提供的四年
全日制毕业证书或毕业文凭课程

或者

中国教育部认可的机构提供的三年制文凭课
程（全日制、自学或成人教育）

http://www.moe.gov.cn/mdcx/qggdxxmd/201912/

t20191217_10000023.html

香港 顺利完成中学5年课程 香港中学文凭考试最好的4门课程达到8分 不适用

学术入学条件

入学要求以出版时的要求为准。 
其他国家信息和最新入学要求列表请见latrobecollegeaustralia.edu.au。

*仅限墨尔本校区

*影视传媒文凭+影视传媒学士课程需要雅思总分6.5（单项不低于6.0）

*数学主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