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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五十年里，蒙纳士大学从创立时仅有一个校区，已逐
步成长为一所享誉世界的国际化知名大学。如今，蒙纳士
大学约有三分之一的学生来自澳大利亚境外，每一位海外
学子都为这所高举多元文化旗帜的大学增添了一抹缤纷
绚丽的色彩。

自建立之初，蒙纳士学院就为众多杰出的学生搭建起了一
架重要的桥梁，帮助他们顺利升入蒙纳士大学继续深造。
在蒙纳士学院学习是为蒙纳士大学生活做好充分准备的
难得机会，它会赋予你丰富的技能、完备的支持和深厚的
友谊，让你在今后的职业生涯中受益无穷。

蒙纳士大学的毕业生凭借卓越的成绩广获国际认可。我
希望多年以后，当你回首在蒙纳士学院的精彩生活时，能
够将其看作学习旅途的基石而倍加珍视。

Margaret Gardner教授
澳大利亚勋章获得者	
校董兼校长	
蒙纳士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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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纳士学院是
蒙纳士大学的
全资下属学院

通过我们的全球合作伙伴网络，
学生可以在澳大利亚、印度尼
西亚、马来西亚和斯里兰卡等
国家攻读蒙纳士学院相关课程

全球
合作伙伴
网络

（2017 年泰晤士报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

蒙纳士大学
世界排名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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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新入学蒙纳士学院的学生均可

蒙纳士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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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是升读蒙纳士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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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蒙纳士学院为学生颁发
的奖学金金额高达 

800,000澳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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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蒙纳士大学
为事业成功奠定坚实基础
在蒙纳士求学将为你带来最优质的教育。在学习过程
中，你将会有机会提升和增强自身的专业实力与就业
能力。

学成毕业之时，你会拥有更明确的目标感，树立全球视
野，掌握各项技能，并有信心为自己和周围人的生活带
来积极改变。

蒙纳士人才服务
顺利开启你的职场生涯 
我们希望帮助你尽可能顺利地开启自己的职场生涯。作
为第一家大学就业服务机构，蒙纳士人才服务致力于根
据个人简历与适合岗位，积极地为国际和国内毕业生寻
找与之匹配的工作机会。即使在完成蒙纳士大学的学位
课程后，你仍然能通过后续的就业技能拓展获得进一步
支持。

开设了丰富多样的学位课程，  

学生可以从进校第一天起
就确定自己的专业方向

通过实习机会 
帮助学生获得相关工作经验

拥有逾33万名 
蒙纳士校友的 

全球网络

 快速适应 
专业岗位

通过实践技能提升 

 自己的就业能力  

获得增添简历亮点  

 的相关经验  

未来从
这里开始
我们深知你的目标是希望接受最好
的教育，帮助自己在未来的事业中
取得成功。在蒙纳士学院，我们将
帮助你打好基础，让你为升读世界
顶尖大学做好充分准备*。

从高中学习到初涉职场的每一个阶
段，身为蒙纳士学生的你将获得成
功所需的各种技能与支持。

 蒙纳士学院
踏上蒙纳士求学之路的第一步
从你进入蒙纳士学院的第一天开始，我们就会全力以赴地帮
助你为未来做好充分准备。我们会教你掌握各种技能，从而帮
助你顺利完成大学学业，同时在其他方面取得成功。我们的英
语语言课程、预科课程以及快捷课程将为你提供直接升读蒙
纳士大学的机会^。在蒙纳士学院，你可以在为国际学生营造
的充满关怀的学习环境中，享受到与蒙纳士大学同样一流的
教学质量。

职业规划 
与课程咨询

在帮助学生升读蒙纳士大学方面 

拥有20多年的
丰富经验

保证升读  
世界100强顶尖高校*^

领导力 
培训与获得指导的机会

*2017-2018年泰晤士报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
^需达到蒙纳士学院和蒙纳士大学的入学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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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尔本	
欢迎你
在墨尔本求学之际，你将有机会深入体验这里
的风土人情，领略这座城市的迷人魅力。从充满
活力的文化到丰富多彩的活动和秀丽旖旎的风
光，你一定会爱上墨尔本这座城市。

你知道吗？

墨尔本已连续七年被《经济学人》	
评为世界“最宜居城市”。

多元化的学生群体 
墨尔本是澳大利亚最受欢迎的教育胜地。每年有来自100个
国家的29,000多名学生来到墨尔本求学。

平衡的生活方式
墨尔本永远不缺少迷人的风景与精彩的活动。体验过丰富多彩
的娱乐选择、音乐节、体育赛事，探索过这里的博物馆、美食以及
美丽的公园和海滩，你就不难明白为何澳大利亚的生活方式具有
如此强大的吸引力。

发达的公共交通
这里拥有世界一流的公共交通系统——四通八达的巴士、电车和火
车方便你轻松探索这座奇妙城市的每个角落。

良好的社会治安 
墨尔本是一座非常安全的城市。事实上，《经济学人》在最近的一份报
告中将墨尔本评选为世界上排名第五的安全城市*。

繁荣发展的全球产业 
在澳大利亚的前10强企业中，有6家位于墨尔本。此外，墨尔本还是澳大
利亚发展最快的城市，其每年的人口增长达到约10万人。没有比墨尔本
这样的繁华都市更适合你未来职业发展的地方了。

优越的生活品质
在墨尔本生活的人们享受着健康的生活，并拥有强烈的舒适感和幸福感。
墨尔本不仅拥有深厚的文化底蕴与迷人的自然风光，还拥有可靠的公共服
务以及一流的教育和基础设施，这一切让墨尔本的生活变得非常令人向往。

墨尔本市区

* 2017年城市安全指数——经济学人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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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校区 
蒙纳士学院在墨尔本设有三大校区，每个校区都有
自己的独特个性。无论就读于哪个校区，从踏入校
园的第一天起，你就能感受到亲切友好、相互尊重
且生动有趣的学习氛围。

monashcollege.edu.au/campuses

其他教学点

报读英语语言课程的学生
蒙纳士学院还在墨尔本市区针对英语语言课程的学生设有专门
的教学点。这里距伯克街（Bourke Street）校区仅数步之遥，可方
便地使用蒙纳士学院市内各大教学点的各项服务和设施。

你知道吗？

Clayton校区和Caulfield校区之间
开通了免费的校际班车（带免费
无线网络）。

校区间的交通

城市校区至Caulfield校区： 
乘火车需20分钟

城市校区至Clayton校区： 

乘火车和巴士需45分钟

Caulfield校区至Clayton校区： 

乘免费校际巴士需25分钟

伯克街（Bourke Street）

报读预科课程与英语语言课程的学生
我们的主城市校区坐落于墨尔本市中心，每年招收3,000多名新
生。城市校区的学生可以坐享墨尔本的各种便利条件，包括博物
馆、图书馆、购物和交通等。

Caulfield校区

报读艺术与设计快捷课程的学生
Caulfield校区是蒙纳士大学的第二大校区，拥有17,000多名学生。
声誉卓著的蒙纳士大学美术博物馆（MUMA）就坐落在Caulfield
校区的艺术、设计与建筑学区内。攻读快捷课程的学生与蒙纳士
大学的美术、设计与建筑、商科和人文学专业的学生共用这一校
区的教学设施。

Clayton校区

报读快捷课程和英语语言课程的学生
设施完善的Clayton校区是蒙纳士最大的校区，这里共有36,000
多名学生。作为蒙纳士学院的学生，你将与蒙纳士大学10大院系
中的8个院系的学生一起学习，共享一流的教学设施。

CA

艺术与
文化

公共	
交通

餐饮
场所

校内住宿

祈祷室 图书馆 科学实验室运动

音乐室
设计	
工作室

CL TL

校园虚拟参观 
跟随Daniel参观我们的各大校区。

monashcollege.edu.au/ 
campus-tours

B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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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外活动
我们有一个专门的团队组织墨尔本一日游和郊游活动，包括体育
运动、休闲旅游和观光活动。你将有机会结识新朋友，同时领略
墨尔本的风土人情。

 >学习冲浪
 >参加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
 >观赏澳大利亚本土动物
 >参观巧克力工厂
 >体验澳式橄榄球
 >参加刺激的高空绳索课程

在蒙纳士学院
的日常乐趣
为了让蒙纳士学院的学生享受更加丰富多彩的校园生
活，我们会组织举办各种有趣的学生活动。通过这些活
动，你将有机会结识到新朋友，尝试新事物，最重要的
是，度过愉快的时光。

monashcollege.edu.au/recreation-program

志愿活动
做义工意味着与志同道合之人共同努力，帮助他人。你将在参与
一项崇高事业的同时，结识新朋友，认识更多导师，建立起独一
无二的人脉网络。

学生俱乐部与社团
俱乐部和社团由学生组织，并为学生服务。无论你喜欢学术类或
文化类的俱乐部，还是青睐精神类或特殊兴趣类的俱乐部——
都可以在这里找到适合自己的活动。

 >日本艺术鉴赏
 >电影
 >足球	

 >篮球
 >棋类
 >吉他

领导力提升机会
让自己成为同学中的一名学生领袖。身为
学生领袖的你将接受相关培训，提升自身
的沟通能力和领导才能，从而助力未来的
事业发展。此外，你还有机会申请参加蒙
纳士大学的学生领导力峰会或校长著名的 
Ancora Imparo领导力计划。 

校园乐趣
蒙纳士学院每个校区都会定期举办
社交活动，鼓励互动和包容。活动包
括文化庆典、心理健康与康宁日以及
游戏和电影之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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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BANEST MELBOURNE CENT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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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内住宿

蒙纳士住宿服务部

如果你想要融入精彩纷呈的多元文化社
区，那就选择Clayton校区的宿舍。该宿舍
不仅紧邻上课地点、拥有现代化的学生
宿舍条件，而且还会举办一系列的学生活
动。

此类住宿最适合在Clayton和Caulfield校区
学习的学生。

地址：蒙纳士大学Clayton校区。

通勤：步行可轻松到达Clayton校区，乘巴
士20分钟可到达Caulfield校区。

设施：宿舍支持团队、公共洗衣房、音乐
排练室、乒乓球桌、厨房、花园。

费用：每周230澳元起。

monash.edu/accommodation

住宿
墨尔本的生活是你求学经历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里为
学生们提供了不同的住宿选择，关键在于选择适合自己
的住宿方式。

提早预订你的住处！
接到录取通知书那一刻起，就开
始考虑自己想住的地方吧。一些
住宿提供商提前12个月便开始接
受预订。

校外住宿

Urbanest Melbourne Central
Urbanest 可提供现代化的四居室公寓。你
可以选择拥有自己的独立卧室，也可与其
他学生合住。该公寓专为学生设计，可帮
助你立即融入友好的社区氛围。

如果这是你第一次离家独立生活，希望拥
有一个舒适友好的住宿环境，来帮助自己
尽快适应墨尔本的生活，那么这将是一个
不错的住宿选择。

地址：墨尔本Latrobe街。

通勤：步行10分钟可到达城市校区，乘火
车 25分钟可到达Caulfield校区。

设施：24小时服务的支持团队、屋顶天
台、健身房、洗衣房、自行车存放处、电影
放映室、送餐服务。

费用：每周320-470澳元。

urbanest.com.au/melbournecentral

其他推荐：  
scape.com/en-au 
alberthouse.com.au

家庭寄宿
如果你想要感受澳大利亚家庭的本土生
活，那么，和当地家庭住在一起（即家庭
寄宿）就是不错的选择。家庭寄宿可为你
提供一个安全而充满关怀的环境（就像
家一样温馨！），而且每天都有练习英语
的机会。

地址：寄宿家庭位于墨尔本各地，具体不
定。

通勤：一小时内可到达蒙纳士学院校区。

设施：澳大利亚家庭环境，每天供应三
餐，各种生活设施。

费用：每周364澳元。

monashcollege.edu.au/homestay

租房与合租 
年满18岁的学生可以自己租房或者与朋友
一起合租。墨尔本有许多位于蒙纳士学院
周边地区的出租房。你可以选一个靠近校
区的住处，不过在签下租约或交付押金
之前一定要现场考察。

如果你习惯于独立生活或者已经在墨尔
本生活了一段时间，这不失为一个很好的
选择。

设施：墨尔本的出租房可能不带家具，或
带部分家具或全套家具。租金通常不包
含电话费、上网费和电费，所以需要另做
预算。

费用：每周250-450澳元（具体视位置、房
间大小和生活设施而定，入住时间通常不
短于12个月）。

realestate.com.au 
domain.com.au  
discover.student.com/monash-college

18 岁以下学生住宿 单人房间 多人房间 餐食 公用设施：互联网、水电。

套间示例

你知道吗？

蒙纳士学院拥有一个专门的住宿服务团队，旨在为
学生提供最适合其自身情况的住宿建议。

accommodation@monashcollege.edu.au

参观住宿条件 
跟随学院学生Shaneezer了解各种住宿选择。

monashcollege.edu.au/accommodation-t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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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岁以下的学生
在蒙纳士学院，我们了解远离家乡到异国求学的难处。正因如此，我
们拥有一支专门针对 18 岁以下学生的监护人团队，旨在帮助年轻的
学子们顺利融入墨尔本的生活。通过本学院的监护人服务，我们有信
心为学生们提供最好的照顾和支持。

monashcollege.edu.au/under-18

“作为一名监护人，我的职责是帮助像Audrey一样的18岁以下学
生顺利融入蒙纳士的学习生活，让学生家长们放心，他们的孩
子在这里一定会得到很好的照顾。我会与老师、寄宿家庭的家
长以及整个学院的支持服务团队紧密合作，确保学生顺利完

成学业，并积极参与社区活动。”

HOLLIE，18 岁以下学生监护人

“当时把Audrey送到国外留学，我们还是挺担心的。但看
到Audrey可以和澳大利亚的当地家庭生活在一起，而且
有专门的监护人带给她无微不至的照顾，我们的担忧很
快就消失了。Hollie 是 Audrey的监护人，从第一次见面
起，她就给予了孩子极大的帮助。Audrey所在的寄宿
家庭也非常有爱心。看到她在墨尔本获得了这么多
的支持，我们感到很欣慰。”

RUDY与GRACE,  
（AUDREY 的父母，印度尼西亚）

“刚来澳大利亚时，我
还未满18岁，这对于
我来说的确不是一件
容易的事情。作为我的
监护人，Hollie在社交
生活以及学业方面为
我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住在寄宿家庭是一件
很棒的事情——不仅
能帮助我提高自己的
英语水平，而且还让我
有机会深入了解澳大
利亚的当地文化。”

AUDREY（印度尼西亚）

“我希望为学生提供一个安全而有
归属感的家。我想帮助学生顺利融
入澳大利亚的生活，让他们在这里
获得积极向上且令人难忘的人生经
历。Audrey是一个阳光的女孩；我们
和她住在一起非常开心！”

MELANIE，AUDREY所在寄宿家庭的主人

你知道吗？

去年一年，蒙纳士学院监护人服务团队共
为798名18岁以下学生提供了支持！

服务流程

5 认识你的监护人
来校之前，我们会向你发送一封电子邮件，向你介
绍你的监护人，同时为你提供一些有用提示，帮助
你顺利适应初到墨尔本的生活。你将收到有关机
场接机、入学报到和迎新活动方面的重要信息。	

6 后续支持
在蒙纳士求学期间，你的监护人每两周会和你见一
次面，如果你有需要，也可以适当增加见面频率。
你的监护人可为你提供以下帮助：

 >安排迎新活动
 >办理银行账户
 >预约诊疗
 >紧急情况下提供支持
 >和老师沟通，了解你的出勤和学业情况
 >根据要求将相关情况转告你的父母。	

7 年满18岁
学生年满18岁后，就不再需要监护人或必须住在
蒙纳士指定的住处。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你
的监护人将帮助你提前做好规划，并为顺利过渡
做好准备。在你成年之际，我们将帮助你指定一个
蒙纳士学院团队，该团队会在你进入大学之前一直
为你提供支持。

1 申请蒙纳士学院
在收到蒙纳士学院的录取通知书时，你还将同时
收到一份18岁以下学生监护与住宿登记表，如果
你接受录取通知书，则必须填写并提交这份登记
表。

2 选择你首选的监护人方式
每名18岁以下的学生都需要一个监护人——也就
是在你年满18周岁之前负责照管你的人。你的监	
护人可以是：

 >一名蒙纳士学院的18岁以下学生监护人
 >得到内政部认可的一名家长或亲属。	

3 选择你的住宿方式
来校之前，我们还需要批准你的住处。你可以选
择：

 >与内政部认可的监护人一起居住
 >住在认可的校外学生宿舍（我们推荐Urbanest 
Melbourne Central）

 >住在蒙纳士的寄宿家庭
 >住在Clayton校内的宿舍。

4 填写18岁以下学生监护与住宿登记表
在选定了监护人且指定住处得到确认后，你需要
填好这份登记表，并将其与录取通知书中的B部分
一同寄回学院，以保留你的入学名额。在受理了登
记表并收到你缴纳的押金后，我们会向你发送一
份住宿与福利安排确认函及入学确认函，以便你
办理科生签证。

认识18岁以下学生监护
人团队
了解蒙纳士学院监护人服务的
具体内容：monashcollege.edu.
au/guardianship-t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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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蒙纳士学院	
支持网络
要想成为一名优秀的学生，你需要在生活的各方面获得支持。在蒙
纳士学院求学期间，会有一支团队为你提供各种无微不至的帮助。我
们的支持网络主要集中在三大关键领域：学术与学习，在蒙纳士的生
活，以及健康、安全与福利。

从住宿、考试、职业规划、结交朋友到如何使用公共交通工具——无
论什么都可以咨询我们。我们将尽力帮助你融入墨尔本的生活并完成
蒙纳士的学业。

monashcollege.edu.au/support

学术与学习支持
 >培养学习技能，提供学业支持，帮助学生备战考试以及提
升学习技能

 >组织学术讲习班和随到随上的补习班，为学生提供课外
学术辅导

 >提供一系列免费的在线资源
 >参加专门组织的同侪支持会，向同班同学和应届毕业生
学习

 >提供职业和课程咨询，帮助学生选择最终的学位课程或
申请兼职工作

 >有关入学报到、收费、出勤或考试日期的任何疑问可向我
们的学生管理团队求助。

健康、安全与福利 
 >蒙纳士学院的监护人会为未满18岁的学生提供咨询和支持服务
 >我们设有专门的人员为学生提供24小时支持服务
 >倾诉有助于缓解学生孤独、焦虑或难过的情绪；与我们的校内辅导员预约谈话将非常
私密并严格予以保密

 >我们设有专门的接待、保安和急救人员，可确保学生在校内的人身安全

享受蒙纳士学院的
生活

 >组织入学报到和迎新周活动，帮助学生了
解校园环境、认识老师以及结交新朋友

 >参加专门组织的校内外活动，达到学习娱
乐两不误的目的

 >我们的学生领袖会随时为需要的学生提
供帮助

 >提供住宿支持服务，帮助学生选择最适合
学习生活的住处



快捷课程的优点
 >从进校第一天起就确定专业方向——只学习与大学学位
课程直接相关的科目

 >可灵活选择入学时间和毕业时间
 >可通过三学期制的学习加快学习进度
 >在蒙纳士大学的校区内上课，可以享受大学的教学设施
 >直接升读相关学位的本科二年级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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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领域 预科课程 快捷课程第2阶段

艺术、设计与建筑
第18页

蒙纳士大学本科一年级：
 >设计
 >建筑设计
 >艺术史与展览策划
 >美术 

蒙纳士大学本科一年级第二
学期：

 >建筑设计
 >工业设计
 >美术
注意：完成第1阶段的学习后将升入所有艺术、	
设计与建筑学位课程的本科一年级第一学期

蒙纳士大学本科二年级：
 >传播设计

人文与社会科学
第20页

蒙纳士大学本科一年级：
 >人文学
 >国际研究
 >犯罪学

蒙纳士大学本科二年级：
 >人文学

商科与经济学
第22页

蒙纳士大学本科一年级：
 >商科
 >商科专业
 >工商管理

蒙纳士大学本科二年级：
 >商科
 >商科专业
 >工商管理

教育学
第26页

蒙纳士大学本科一年级：
 >教育学（荣誉学位）——包含所有专业方向

蒙纳士大学本科二年级：
仅限教育学双学位课程：

 >教育学（荣誉学位）与人文学
 >教育学（荣誉学位）与商科
注意：仅限小学和中学专业方向

工程学
第24页

蒙纳士大学本科一年级：
 >工程学（荣誉学位）

蒙纳士大学本科二年级：
 >工程学（荣誉学位）

信息技术
第27页

蒙纳士大学本科一年级：
 >计算机科学
 >信息技术

蒙纳士大学本科二年级：
 >计算机科学——主修专业详见网站
 >信息技术

法学
第28页

蒙纳士大学本科一年级：
 >法学（荣誉学位）

无快捷课程。

医学、护理学与健康科学
第32页

蒙纳士大学本科一年级：
 >生物医学科学
 >高级生物医学科学	
（荣誉学位）
 >医学科学与医学博士
 >护理学	
 >营养科学
 >营养科学（学者项目）

无快捷课程。

药剂学与制药科学
第29页

蒙纳士大学本科一年级：
 >制药科学
 >药剂学（荣誉学位）
 >高级制药科学（荣誉学位）
 >药剂学（荣誉学位）和药剂学硕士

无快捷课程。

理科
第30页

蒙纳士大学本科一年级：
 >理科
 >高级理科	-	国际挑战（荣誉学位）
 >高级理科	-	研究（荣誉学位）

蒙纳士大学本科二年级：
 >理科

选择蒙纳士	
学院衔接课程
蒙纳士学院为学生提供两种升读蒙纳士大学本科学
位课程的学术途径：蒙纳士大学预科课程与蒙纳士学
院快捷课程。

你需要做的就是确定哪一类课程最适合自己的实际
情况。

 > 两类课程都能保证直升蒙纳士大学*
 > 两类课程都有助于熟悉蒙纳士的教学方式
 > 两类课程每年都会根据不同的高中考试时间多次
招生

 > 两类课程所采用的教学技术手段都有助于增加学习
的趣味性和实用性

 > 两类课程在培养优秀毕业生方面都取得了杰出成绩

第3步 – 查看相关的入学要求和先修条件 
（从第48页起） 

预科课程的优点
 >你可以灵活地选择自己所学的科目
 >入读预科课程无先修科目要求
 >你可以在预科课程结束时更改自己的目标学位课程
 >可升读蒙纳士大学所有10个院系的本科一年级课程
 >预科课程是升读蒙纳士大学医学、护理学、健康科学、药剂学和法
学专业的唯一衔接课程

第2步 – 选择相应的蒙纳士学院课程第1步 – 选择你感兴趣的学习
领域

* 需达到蒙纳士学院和蒙纳士大学的入学要求。

 >国际贸易
 >商务
 >商务专业

 >音乐
 >媒体传播

 >国际贸易
 >商务	
 >商务专业

 >教育学（荣誉学位）与商务	
 >教育学（荣誉学位）与理科

 >公共健康
 >辅助医学
 >职业疗法（荣誉学位）
 >物理疗法（荣誉学位）
 >心理学（荣誉学位）
 >放射学和医学成像（荣誉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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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课程

 >建筑设计课程与建筑硕士课程
 >传播设计
 >工业设计
 >美术	
 >建筑设计
 >艺术史与展览策划

双学位课程

可与之组合的学位课程：
 >人文学	
 >商科
 >教育学
 >工程学
 >信息技术

职业选择

 >数字设计
 >建筑设计
 >室内建筑
 >产品设计
 >动画	
 >广告
 >平面设计
 >视觉艺术
 >交通设计

从现在开始为你未来的职业生涯做
好准备

就读蒙纳士学院

你可以享受蒙纳士大学的教学设施
和工作室等优越条件，并能通过所
学课程获得实践经验，为你未来的
职业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就读蒙纳士大学 
在最后一个学年里，你可以参加
MADA Now年度展览，向你未来的
雇主和公众展示自己的作品。

艺术家、设计师以及建筑师创作的作品无处不在。这些作品塑造了
我们的生活方式，影响了我们与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构建了我们
看到的视觉景观。获得蒙纳士大学的艺术、设计和建筑学位，开启终
身创造的职业生涯，为当地居民和世界人民作出有意义的贡献。

monash.edu/mada

选择蒙纳士学院衔接课程 
蒙纳士学院为学生提供了两种升读蒙纳士大学艺术、设计与建筑学位课程的途径。 

澳大利亚学制 
11年级或同等水平

预科课程（12个月） 蒙纳士大学本科一年级

蒙纳士大学 
本科二年级

快捷课程第1阶段 
（8 个月）

快捷课程第2阶段 
第1学期（3学期制） 

（4个月）

蒙纳士大学 
本科一年级 

第2学期

澳大利亚学制 
12年级或同等水平

快捷课程第2阶段 
第1学期（3学期制） 

（4个月）仅限 
传播设计专业

“最初学的几门科目旨在奠定艺
术与设计方面的基础知识。在此
之后，我们对自己感兴趣的领域
进行了专业的学习。尽管所学内
容比较有难度，却非常实用。小班
制教学意味着老师们可以更多地
关注每一位学生，和学生进行一
对一的交流反馈。我能随时掌握
自己的学习进度，这真的非常管
用！”

JIN CHEN（中国）

艺术与设计快捷课程

传播设计学士学位

 根据澳大利亚政府2015年的卓越研究

（ERA）报告，蒙纳士在视觉艺术领域 

排名第1位。

在满足规定入学要求与先修条件的前提下，两类课程都能保证你升读所选的学位课程。
关键是要选择最适合自己的课程。

预科课程 快捷课程第2阶段

培养目标 一年级：
 > 美术
 > 建筑设计
 > 室内设计
 > 设计
 > 艺术史与展览策划

一年级第一学期：
 > 艺术史与展览策划 

一年级第二学期：
 > 美术
 > 建筑设计
 > 设计（工业设计专业方向）

二年级：
 > 设计（传播设计专业方向）
注意：完成第1阶段的学习后将升入所有艺术、设计与
建筑学位课程的一年级第一学期。

双学位课程 是，前提是满足先修科目的要求 是，但选择有限

蒙纳士学院校区 墨尔本伯克街（Bourke Street） Caulfield校区

学习时长 12个月（标准课程） 4-8个月（第2阶段）

专业方向 普通大学预科课程。没有与艺术和设计
直接相关的预科课程科目。

你可以在第2阶段选择自己的专业方向：
美术、建筑设计、工业设计、传播设计。

修读科目 完成2门英语科目和6门选修科目。	
从13个科目中选择。

在第2阶段完成3门或6门核心科目。

学费
注意：费用可能会变更。

26,500澳元（标准模式） 26,300澳元

了解衔接课程的详情：monashcollege.edu.au/design

艺术、设计与建筑专业
的未来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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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与社会科学专业	
的未来前景 

如果你的志向是在一个给人以启迪和支持以及充满挑战的学习氛围
中，探索思想、文化与地域的世界，那么蒙纳士艺术学院将是你的理
想之选。灵活的课程结构意味着你可以充分利用学校为你提供的各
种宝贵机会，例如海外留学、实习、实地考察、双学位以及领导力、职
业与志愿服务项目等等。

monash.edu/arts

“蒙纳士学院的教学设施非
常棒。课堂采用先进的教学
技术手段，让我们学起来更
加轻松。这是一个其乐融融
的大家庭，我在这里结识了
许多新朋友，而且我们的友
谊一直延续到了大学。老师
们非常关心学生，在我需要
特别关注时，总会耐心地给
予我帮助。我喜欢课堂讨论
和小组工作等注重互动的
上课方式，这种方式为我进
行演示和公开演讲树立了信
心。”

SHARMINI JAGATHISAN（新加坡）

人文学快捷课程（2016年）

人文学学士学位课程（2017年）

学位课程

 >人文学
 >音乐
 >国际研究
 >媒体传播
 >犯罪学

双学位课程

可与人文学组合的学位课程：
 >商科
 >教育学
 >工程学
 >法学
 >信息技术
 >理科

职业选择

 >社会政策
 >新闻学
 >市场营销
 >心理学
 >写作
 >媒体
 >国际关系
 >传播

从现在开始为你未来的职业生涯做
好准备

就读蒙纳士学院

你可以使用蒙纳士媒体实验室的
各类设施，学习掌握摄像技巧、照
明技术、脚本编写、视频编辑等相
关技能。 

就读蒙纳士大学 
通过工学计划（WIL）完成实习项目，
获得实际职业经验。

只要达到了规定的入学要求与先修条件，两类课程都能保证你升读所选的学位课程。关
键在于要选择最适合自己的课程。

预科课程 快捷课程第2阶段

培养目标 一年级：
 > 人文学
 > 国际研究
 > 媒体传播

 > 音乐
 > 犯罪学

二年级：
 > 人文学

双学位课程 是，前提是满足先修科目的要求 是，前提是满足先修科目的要求

蒙纳士学院校区 墨尔本伯克街（Bourke Street） Clayton校区

学习时长 12个月（标准课程） 8个月

专业方向 普通大学预科课程 选择你的专业方向：社会学或心理学

修读科目 完成2门英语科目和6门选修科目。	
从13个科目中选择。

完成人文学6门核心科目+2门选修科目。

学费
注意：费用可能会变更。

26,500澳元（标准模式） 25,300澳元

了解衔接课程的详情：monashcollege.edu.au/arts

2017年 

有463名 
蒙纳士学院学生 
升读人文学学位课程。

选择蒙纳士学院衔接课程 
蒙纳士学院为学生提供了两种升读蒙纳士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位课程的途径。

澳大利亚学制11年级 
或同等水平

预科课程（12 个月） 蒙纳士大学本科一年级

蒙纳士大学本科二年级
快捷课程第1阶段 

（8个月）

快捷课程第2阶段 
（8 个月）

澳大利亚学制12年级 
或同等水平



25蒙纳士学院课程指南24 蒙纳士学院课程指南

 商科与经济学专业	
的未来前景 

“预科课程帮助我为升读蒙
纳士大学的学位课程做好充
分准备。我目前正在攻读国际
贸易学士学位，我非常喜欢这
个专业！我曾经参与过现实
的商业案例，我现在就读的
校区正好位于市中心，所以每
天去上课就感觉像是真正参
加工作了一样！”

DEVON XUE LI（中国）

预科课程（2016年）

国际贸易学士学位课程（2017年）

学位课程

 >商科
 >商科专业
 >工商管理
 >国际贸易
 >商务
 >商务专业

双学位课程

可与商科组合的学位课程：
 >艺术、设计与建筑
 >人文学
 >商科专业
 >商务专业
 >教育学
 >工程学
 >法学	
 >信息技术
 >理科

职业选择

 >会计
 >精算与数据分析
 >银行学
 >经济学
 >人力资源
 >管理	
 >市场营销
 >金融学
 >国际贸易

从现在开始为你未来的职业生涯做
好准备

就读蒙纳士学院

成为学生领导，培养自己的领导技
能。在新生们入读蒙纳士学院的最
初几个月里，你将为他们提供所需
的支持和建议。

就读蒙纳士大学 
通过完成作为学位课程内容之一的
实习项目，获得实际的职业经验。
我们与全球最成功和最有影响力的
知名企业建立了合作关系，从而为
学生提供最佳的实习体验。

开设20多个主修专业和 
专业方向，为学生提供 

更多的选择和 
更大的灵活性

只要达到了规定的入学要求与先修条件，两类课程都能保证你升读所选的学位课程。关
键是要选择最适合自己的课程。 

预科课程 快捷课程第2阶段

培养目标 一年级：
 > 商科
 > 商科专业
 > 工商管理
 > 国际贸易
 > 商务
 > 商务专业

二年级：
 > 商科
 > 商科专业
 > 工商管理
 > 国际贸易
 > 商务
 > 商务专业

双学位课程 是，前提是满足先修科目的要求 是，前提是满足先修科目的要求

蒙纳士学院校区 墨尔本伯克街（Bourke Street） Clayton校区

学习时长 12个月（标准课程） 8个月

专业方向 普通大学预科课程 选择你的专业方向：商科或商务

修读科目 完成2门英语科目和6门选修科目。	
从13个科目中选择。

数学为先修科目。

完成商科的7门核心科目+1门选修科目。

学费
注意：费用可能会变更。

26,500澳元（标准模式） 28,100澳元

了解衔接课程的详情：monashcollege.edu.au/business

选择蒙纳士学院衔接课程 
蒙纳士学院为学生提供了两种升读蒙纳士大学商科学位课程的途径。 

澳大利亚学制11年级 
或同等水平

预科课程（12个月） 蒙纳士大学本科一年级

蒙纳士大学本科二年级快捷课程第1阶段 
（8个月）

快捷课程第2阶段 
（8 个月）

澳大利亚学制12年级 
或同等水平

商业世界充满了挑战，每天都发生着日新月异的改变。蒙纳士商学
院不仅致力于让学生学习最新的商业理论，了解最新的商业发展
趋势，同时还注重培养学生的全新思维方式——鼓励学生寻找更
具创造性的解决方案，作出更明智的商业决策，帮助学生树立引领
行业的自信心。学院提供丰富多样的课程选择，开设了各种衔接
课程和辅助活动，你可以根据自身的兴趣爱好和未来规划量身定
制定自己的学位课程。

monash.edu/busi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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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程学专业		
的未来前景

优秀的工程师不仅掌握了必要的技能——他们还同时肩负着规划
者、领导者、团队合作者和沟通者的责任。在蒙纳士，我们的工程学
课程旨在培养具有出色技能，并为生活、工作和改变世界做好充分准
备的工程师。工程师对于推动社会的发展以及解决人类世界所面临
的挑战，例如气候变化、自然资源枯竭、粮食短缺、能源需求增加等
问题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monash.edu/engineering

“我之所以选择蒙纳士大
学，是因为它是澳大利亚“八
校联盟”的成员之一。蒙纳士
大学针对工程学的不同领域
设置了一系列专业选择。以蒙
纳士学院作为升读蒙纳士大
学的起点是一个明智选择，
因为我在这里所学的内容与
大学本科一年级学生所学的
内容是一样的，并且同样能享
受小班教学的环境与老师们
提供的帮助。”

CHEUK LAM CHOI（香港）

工程学快捷课程（工程学）

学位课程

 >工程学（荣誉学位）

双学位课程

可与工程学组合的学位课程：
 >艺术、设计与建筑
 >人文学
 >商科
 >信息技术
 >制药科学
 >理科

职业选择

 >设计与制造
 >研究开发
 >环境管理
 >咨询顾问
 >航空航天系统与飞行器控制
 >化学工程
 >土木工程
 >材料工程
 >机械工程
 >电气工程

从现在开始为你未来的职业生涯做
好准备

就读蒙纳士学院

加入MC2俱乐部，利用你在工程学
方面的技能建造你自己的机器人。
或使用3D打印机打印坦克、汽车或
无人机。

就读蒙纳士大学 
蒙纳士行业团队计划（MITI）旨在安
排学生进入澳大利亚国内或全球行
业合作伙伴的企业进行为期12周的
实习，让学生有机会参与团队工作，
并负责具体项目的实施。

蒙纳士大学拥有南半球 

最大的校园风洞
设施

只要达到了规定的入学要求与先修条件，两类课程都能保证你升读所选的学位课程。关
键是要选择最适合自己的课程。

预科课程 快捷课程第2阶段

培养目标 一年级： 
 > 工程学（荣誉学位）

二年级：
 > 工程学（荣誉学位）

双学位课程 是，前提是满足先修科目的要求 是，前提是满足先修科目的要求

蒙纳士学院校区 墨尔本伯克街（Bourke Street） Clayton校区

学习时长 12个月（标准课程） 12个月

专业方向 普通大学预科课程 以工程学为重

修读科目 完成2门英语科目和6门选修科目。从 13
个科目中选择。数学、物理或化学为先
修科目。

完成工程学的8门核心科目

学费
注意：费用可能会变更。

26,500澳元（标准模式） 29,400澳元

了解衔接课程的详情：monashcollege.edu.au/engineering

选择蒙纳士学院衔接课程 
蒙纳士学院为学生提供了两种升读蒙纳士大学工程学学位课程的途径。

澳大利亚学制11年级 
或同等水平

预科课程（12个月） 蒙纳士大学本科一年级

蒙纳士大学本科二年级快捷课程第1阶段 
（8 个月）

快捷课程第2阶段 
（12个月）

澳大利亚学制12年级 
或同等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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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课程

 >教育学（荣誉学位）	

双学位课程

可与教育学组合的学位课程：
 >人文学
 >商科
 >商务
 >信息技术
 >理科

职业选择

 >幼儿教育
 >小学教育
 >中学教育
 >健康与体育教育
 >特殊教育

从现在开始为你未来的职业生涯做
好准备

就读蒙纳士学院

快捷课程的学生需要在当地的一所
小学完成为期10天的实习工作。

就读蒙纳士大学 
作为学位课程的内容之一，你需要
在当地的一所学校参加为期80天的
实习工作——为你未来的职业生涯
做好充分准备。

学位课程

 >计算机科学
 >信息技术

双学位课程

可与信息技术组合的学位课程：
 >艺术、设计与建筑
 >人文学
 >商科
 >商务
 >教育学
 >工程学
 >理科

职业选择

 >数据科学
 >专业编程
 >技术分析
 >信息技术顾问
 >信息技术取证
 >项目管理
 >电脑游戏与多媒体
 >网络与安全
 >软件开发

 教育学专业	
的未来前景

这个世界永远需要有知识、有热情、有思想和有担当的师者与教育
家。就读蒙纳士，就等于融入了一个相信教育可以改变人生的大家
庭。在这里，你可以学习教育方面的理论和实践，探索如何根据学生
的年龄、能力与需求选择最佳方式向其传授知识。你将帮助每一位
学生敞开心扉迎接新思想，了解新的可能性，掌握新技能。

monash.edu/education

 信息技术专业	
的未来前景

信息技术（IT）的发展非常快，变化日新月异。无论个人还是机构，人
们越来越意识到借助信息技术促进发展的重要性，作为一名信息技
术方面的专业人员，你在这一转变过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在蒙纳士，我们致力于探索信息技术如何帮助我们应对二十一世纪
的全球性重大挑战。

monash.edu/it

“澳大利亚的教学方式与印度尼西亚的教学方式有很大不同。在蒙
纳士学院，学习是师生之间的双向交流。学校鼓励学生积极地发表自
己的观点，鼓励学生在课堂上多多提问。这种教学方式让我学会了批
判性地思考，这是我作为一名在蒙纳士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学生至今
仍在运用的一项技能。”

ANASTHASIA AGNES HARYANTO（印度尼西亚）

工程学快捷课程——信息技术方向（2010年）；计算机科学学士学位课程（2011年）；信息技术

博士学位课程（2015年）

你知道吗？

蒙纳士学院毕业进入大学就读教育
学的学生中，50%修读了双学位。

只要达到了规定的入学要求与先修条件，两类课程都能保证你升读所选的学位课程。关
键在于要选择最适合自己的课程。 

预科课程 快捷课程第2阶段

培养目标 一年级： 
 > 教育学（所有专业方向）

二年级：
 > 教育学（荣誉学位）/人文学
 > 教育学（荣誉学位）/商科
 > 教育学（荣誉学位）/商务
 > 教育学（荣誉学位）/理科

注意：仅限小学和中学专业方向

双学位课程 是，前提是满足先修科目的要求 仅限双学位课程

蒙纳士学院校区 墨尔本伯克街（Bourke Street） Clayton校区

学习时长 12个月（标准课程） 8个月

专业方向 普通大学预科课程 在人文学、商科或理科快捷课程的基础
上增加教育学专业方向

修读科目 完成2门英语科目和6门选修科目。从 13
个科目中选择。

数学（如有）为先修科目。

完成主要快捷课程的6门核心科目 + 2门
教育学科目。在学习快捷课程期间还需
要完成为期10天的专业工作岗位实习。

学费
注意：费用可能会变更。

26,500澳元（标准模式） 25,575 – 28,650澳元

了解衔接课程的详情：monashcollege.edu.au/education

选择蒙纳士学院衔接课程 
蒙纳士学院为学生提供了两种升读蒙纳士大学教育学学位课程的途径。

选择蒙纳士学院衔接课程 
蒙纳士学院为学生提供了两种升读蒙纳士大学信息技术学位课程的途径。

只要达到了规定的入学要求与先修条件，两类课程都能保证你升读所选的学位课程。关
键在于要选择最适合自己的课程。

预科课程 快捷课程第2阶段

培养目标 一年级： 
 > 计算机科学
 > 高级计算机科学（荣誉学位）
 > 信息技术

二年级：
 > 计算机科学
 > 信息技术

双学位课程 是，前提是满足先修科目的要求 是，前提是满足先修科目的要求

蒙纳士学院校区 墨尔本伯克街（Bourke Street） Clayton校区

学习时长 12个月（标准课程） 8个月

专业方向 普通大学预科课程 以信息技术为重

修读科目 完成2门英语科目和6门选修科目。从13
个科目中选择。

数学（如有）为先修科目。

完成信息技术的5门核心科目 + 3门选
修科目。

学费
注意：费用可能会变更。

26,500澳元（标准模式） 29,400澳元

了解衔接课程的详情：monashcollege.edu.au/it

澳大利亚学制11年级 
或同等水平

预科课程（12个月） 蒙纳士大学本科一年级

蒙纳士大学本科二年级快捷课程第1阶段 
（8 个月）

快捷课程第2阶段 
（12个月）

澳大利亚学制12年级 
或同等水平

澳大利亚学制11年级 
或同等水平

预科课程（12个月） 蒙纳士大学本科一年级

蒙纳士大学本科二年级
人文学、商科、 
理科快捷课程 

第1阶段（8个月） 快捷课程第2阶段—— 
人文学、商科、理科的 

教育学专业方向 
（8个月）

澳大利亚学制12年级 
或同等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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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课程

 >法学（荣誉学位）

双学位课程

可与法学组合的学位课程：
 >人文学
 >商务
 >工程学
 >理科
 >生物医学科学

职业选择

 >国内外律师事务所
 >企业内部法律顾问
 >商业管理与咨询
 >金融与银行	
 >初创企业和企业家
 >环境保护与宣传
 >国际援助与发展
 >非政府、非营利组织，包括红十
字会

 >国际组织，包括联合国

从现在开始为你未来的职业生涯做
好准备

就读蒙纳士学院

在课堂上，你将学会向你的同学提
出一个论点，并就你的观点进行辩
论——帮助你建立升读蒙纳士大
学的信心。

就读蒙纳士大学 
保证你在法学专家的监督下完成临
床教育的学习。你将有机会参与真
实案例，并与真正的客户合作！

学位课程

 >药剂学
 >制药科学
 >高级制药科学
 >工程学与制药科学

职业选择

 >药剂学
 >监管机构
 >医院
 >生物技术
 >食品科技
 >配方科学
 >药物研发
 >公共健康

 法学专业	
的未来前景

蒙纳士法学院的学位课程将教你掌握真正改变世界的实用方式。我
们是排名世界前30强的法学院*，也是澳大利亚规模最大和最有声望
的法学院之一。

monash.edu/law

蒙纳士学院衔接课程 
预科课程是保证你升读蒙纳士大学法学学位课程的唯一途径。你需要做的就是满足相
关的入学要求和先修条件，以确保自己顺利入学。

澳大利亚学制11年级 
或同等水平

预科课程（12 个月） 蒙纳士大学本科一年级

为成功做好充分准备
蒙纳士法学学位在全世界享有极高的声誉。要为顺利升读未来的学位课程做好充分准
备，你可以：

 >考虑修习两门额外的加分科目，提高预科课程的总成绩
 >修习各类人文、商科和理科科目，以满足攻读跨学科双学位的先修条件
 >通过参加蒙纳士系列讲习班访问法学院，同时更好地了解法学院提供的各种机会。

monashcollege.edu.au/law
*2018年QS世界大学学科排名。

 

 药剂学与制药科学专业	
的未来前景

随着全球人口的增长、老龄化现象以及药物的日益复杂，对药剂师
的需求也与日剧增。药剂师和制药科学家在改善社区健康方面起着
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你对发明、开发和研究新药物感兴趣，你将有
机会在蒙纳士师从于国际知名的科学家。

monash.edu/pharmacy

蒙纳士学院衔接课程 
预科课程是保证你升读蒙纳士大学药剂学与制药科学学位课程的唯一途径。你需要做
的就是满足相关的入学要求和先修条件，以确保自己顺利入学。

澳大利亚学制11年级 
或同等水平

预科课程（12 个月） 蒙纳士大学本科一年级

为成功做好充分准备
蒙纳士大学的药剂学和制药科学学位课程倍受青睐，招生名额有限。要为顺利升读未来
的学位课程做好充分准备，你可以：

 >使用蒙纳士专门设计的6大科学实验室
 >加强数学和化学的学习，以帮助你获得满足先修条件所需的学分
 >考虑修习两门额外的加分科目，提高预科课程的总成绩
 >在导游陪同下参观Parkville校区
 >查看本院系关于学位、先修要求及相关机会的介绍，通过自身感受及在读学生的感受
加强对于本院系的了解。

monashcollege.edu.au/pharmacy

“在蒙纳士学院，老师们不仅擅
长以清晰的方式传授知识，同时
还非常注重小组讨论和学生之间
的相互学习。我们需要分享自己
对于事物的看法，并有机会向全
班展示我们的研究结果。这种方
式真的很棒，因为它确实提升了
我的口语沟通能力，加快了我的
学习进度。”

DANSON GITHINJI MURIMI（肯尼亚）

预科课程（2016年）

药剂学学士

（荣誉学位）课程（2017年）

你知道吗？

读过预科课程的学生在升读药
剂学专业后第一学年大都能获
得优异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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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科专业	
的未来前景 

我们当前正面临着一系列复杂的挑战——环境压力、气候变化、人
口激增以及不断变化的技术经济和社会面貌。就读蒙纳士理科学位
课程的你将成为未来的创新者——创造出可以改变世界的解决方
案。蒙纳士大学注重试验、实地考察、行业实习和课堂教学。你可以
展开一次寻找南极化石的实地考察，或者开发一种可以挽救生命的
新型疫苗——挑战无限可能。

monash.edu/science

选择蒙纳士学院衔接课程 
蒙纳士学院为学生提供了两种升读蒙纳士大学理科学位课程的途径。

澳大利亚学制11年级 
或同等水平

预科课程（12个月） 蒙纳士大学本科一年级

蒙纳士大学本科二年级快捷课程第1阶段 
（8个月）

快捷课程第 2阶段 
（8个月）

澳大利亚学制12年级 
或同等水平

“蒙纳士学院为我们提供的
科学设施和设备非常先进！
我掌握了独立学习的方法，
这对于我大学的学习起到了
很大的帮助。我还很喜欢墨
尔本的多元文化，老实说，我
想不到还有哪个地方比这里
更适合学习！”

SU WATI HTUN（缅甸）

预科课程（2016年）

理科学士

（生理学）学位课程（2017年）

学位课程

 >理科
 >高级理科	-	国际挑战（荣誉学
位）

 >高级理科	-	研究（荣誉学位）

双学位课程

可与理科学位组合的学位课程：
 >人文学
 >商务
 >教育学
 >法学
 >信息技术
 >生物医学科学

职业选择

 >工业化学
 >生物化学
 >科学教育
 >食品工艺师
 >天气预报员
 >微生物学
 >物理学
 >大气科学
 >顾问
 >酿酒
 >遗传学

从现在开始为你未来的职业生涯做
好准备

就读蒙纳士学院

作为STEM活动周的内容之一，你将
有机会参观蒙纳士赛车队、澳大利
亚同步加速器和蒙纳士CAVE2的新
一代3D虚拟现实环境。

就读蒙纳士大学 
通过工学计划（WIL）完成实习项
目，获得实际职业经验。

我校化学学院在 

澳大利亚排名第1位
（2017年QS世界大学学科排名）

只要达到了规定的入学要求与先修条件，两类课程都能保证你升读所选的学位课程。关
键是要选择最适合自己的课程。

预科课程 快捷课程第2阶段

培养目标 一年级：
 > 理科
 > 高级理科 – 国际挑战（荣誉学位）
 > 高级理科	–	研究（荣誉学位）

二年级：
 > 理科
 > 理科/教育学

双学位课程 是，前提是满足先修科目的要求 是，前提是满足先修科目的要求

蒙纳士学院校区 墨尔本伯克街（Bourke Street） Clayton校区

学习时长 12个月（标准课程） 8个月

专业方向 普通大学预科课程 以理科为重

修读科目 完成2门英语科目和6门选修科目。从13
个科目中选择。

先修科目：数学、化学、生物或物理任
选其一。

完成理科的5门核心科目 + 3门选修科
目。

学费
注意：费用可能会变更。

26,500澳元（标准模式） 28,650澳元

了解衔接课程的详情：monashcollege.edu.au/sc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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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学、护理学与健康科学专业	
的未来前景

在澳大利亚，蒙纳士医学、护理学与健康科学学院是培养医生、护士
以及综合型健康专业人员的主要教育机构。我们所有的课程均为专
业学位课程，所以需要你从入学第一天起就开始专注于所选领域的
学习。

你将与来自90多个国家的涉及各个健康领域的学生一起学习。无论
选择哪门专业课程，你都会因自己为促进世界人类的健康水平所付
出的努力而获得莫大的满足感。

monash.edu/medicine

蒙纳士学院衔接课程
预科课程是保证你升读蒙纳士大学医学、护理学与健康科学学位课程的唯一途径。你需
要做的就是满足相关的入学要求和先修条件。此类课程名额有限，入学分数仅供参考。

澳大利亚学制11年级或同
等水平

预科课程（12个月） 蒙纳士大学本科一年级

“我很喜欢蒙纳士的老师和
工作人员在理解国际学生方
面采取的独特方式。这包括
从非常简单的申请流程一直
到所有课程的设计。首先，蒙
纳士学院帮助我提高了英语
水平。然后，我通过预科课程
的学习熟悉了澳大利亚的教
学方式。最后，我顺利地升入
了蒙纳士大学，就读了我所
期望的专业课程。目前，我的
学习状态很好，日后想成为一
名医生！”

JIRAYUT PROMPEN（泰国）

蒙纳士英语课程（ME）

预科课程（2016年）

医学学士与医学博士学位课程（2017
年）

为成功做好充分准备
蒙纳士大学的医学、护理学与健康科学
学位课程倍受青睐，招生名额有限。要为
顺利升读未来的学位课程做好充分准备，
你可以：

 >使用蒙纳士专门设计的六大科学实验
室

 >修习各类科目，以满足所选学位课程的
先修科目要求

 >考虑修习两门额外的加分科目，提高预
科课程的总成绩

 >加强数学和化学的学习，以帮助你获得
所需的学分

 >参观Clayton和Peninsula校区，了解本院
系的教学设施，与教职人员和学生见
面。

 >咨询教师代表和校园职业顾问，他们
可为你提供关于学位课程的一对一建
议。

了解预科课程的详情： 
monashcollege.edu.au/medicine

学位课程

 >生物医学科学
 >高级生物医学科学（荣誉学位）
 >医学科学与医学博士
 >护理学
 >护理与助产（荣誉学位）
 >营养科学
 >营养科学(学者项目）
 >健康科学
 >职业疗法（荣誉学位）
 >物理疗法（荣誉学位）
 >心理学（荣誉学位）
 >放射学和医学成像（荣誉学位）

职业选择

 >综合型健康专业人员——营养
学、职业治疗、辅助医学、物理疗
法、心理学、放射学与社会工作

 >医学
 >护理与助产
 >生物医学研究
 >健康促进与政策
 >政府和非政府组织
 >健康与社区服务
 >制药与生物技术

从现在开始为你未来的职业生涯做
好准备

就读蒙纳士学院

参加面试技能讲习班，帮助你为攻
读医学学位所需的多站迷你面试
（MMI）做好准备。

就读蒙纳士大学 
在临床学习的最后一年，你将进入
蒙纳士大学在澳大利亚郊区以及海
外开设的四所临床学校之一工作。

护理学专业 

世界排名 
第12位 
（2017年QS世界大学学科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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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科课程
帮助你顺利直升蒙纳士大学10大院系的本科学位课程。

蒙纳士大学预科课程是大学预备课程，旨在为成功升读蒙纳士大学奠定坚实的基础。作
为一名预科课程学生，你需要培养自己的学术技能和英语技能，并达到蒙纳士大学的入学
水平，同时还需要学习相关的科目，为未来升读本科课程做好准备。

我们完善的后勤服务和敬业的教职员工将为你提供无微不至的引导，帮助你发掘自己
的学习潜力。

monashcollege.edu.au/foundation-year

澳大利亚学制 
11或12年级 
或同等水平

预科课程 蒙纳士大学本科一年级

标准模式（12个月）
CRICOS代码：071178G

标准模式的预科课程最受学生欢迎。该课程开设了类别宽泛的科目，可帮助你升读蒙纳
士大学10大院系中的任意一个。在顺利完成标准课程并达到设定要求后，可保证升读蒙
纳士大学本科一年级。

澳大利亚学制 
11或12年级 
或同等水平

标准模式（第1学期） 标准模式（第2学期） 蒙纳士大学本科一年级

预科课程的授课时间为2个学期。每学期需要完成至少4门科目，其中英语为必修科目。
每个学期还可以自愿选修一门加分科目，这样可以帮助你提高总成绩。

蒙纳士大学本科一年级

墨尔本市区

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马来西
亚、斯里兰卡

12个月（标准模式）

一月和七月（标准模式）

每周每门科目五小时

26,500澳元
基于标准课程；费用可能变更。

教学内容
我们为预科课程开设了13门科目。每个科目均包含2部分：	

 >第1单元主要介绍学科领域与关键主题；
 >第2单元旨在拓展你的知识和理解。

要顺利修完预科课程，必须完成英语以及2个额外科目的第1和
第2单元。

每个科目都会根据入读蒙纳士大学本科学位课程的要求制定相
应的学习目标。我们的课程结合了基本理论和实践知识，注重培
养学生掌握对其未来学习和职业生涯至关重要的4项技能：批判
性思维、问题解决、沟通以及协作的能力。

有关科目的概述，请参阅第36页。

考核 
我们会对学生在整个学期的表现进行考核，具体可能结合作业、
课堂参与、演示、实验室调查和报告等多种形式。对于大多数科
目而言，平时考核的成绩占70%，期末考试成绩占30%。第三周
时会进行第一次考核。老师将根据你的成绩来帮助你确定需要
加强和提升的领域。

扩展模式（18个月）
CRICOS代码：072824G 入学时间：三月和八月

为期14周的扩展学期旨在提升学生在数学、化学和英语方面的水
平。对于上述科目的背景知识较为薄弱或希望获得更多学术支持
的学生，建议选择这一模式。

扩展学期需要完成4门扩展科目的学习，提升学生的信心与学术
能力。这些科目不会增加你的总成绩，但能为你顺利进入标准模
式的学习奠定良好基础。

扩展模式（附加学期） 标准模式（第1学期） 标准模式（第2学期）

强化模式（9个月）
CRICOS代码：071180C 入学时间：三月和八月

英语水平较高且学术成绩出色的学生可以选择报读我们的第1学
期速成课程，完成4门科目：英语和3门选修科目。第2学期可以参
加标准课程模式的学习，完成4门科目：英语和3门选修课，并可
自愿选修可加分的额外科目。

第1学期的科目选择比较有限，但可确保你满足所有目标学位课
程的先修条件。

强化模式（速成学期） 标准模式（第2学期）

其他可选模式

 英语 
（必修科目）
+ 
选修科目2 
选修科目3 
选修科目4 

 个加分 
选修科目 

（可选）

预科课程学生的一周时间表（示例仅基于标准课程）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英语课 
（1.5小时）

数学课  
（1小时）

数学课  
（1.5小时）

英语课  
（1小时）

国际研究课  
（1小时）

参加数学随到随上补习班 
（可选）

与18岁以下学生监护人见面  
（可选）

数学课  
（1.5小时）

化学实验  
（1.5小时）

英语课 
（1小时）

英语课  
（1.5小时）

参加化学随到随上补习班
（可选）

国际象棋俱乐部  
（可选）

化学课  
（1小时）

参加同学导师会（可选）
化学课  
（1小时）

国际研究课  
（1.5小时）

与职业顾问见面（可选）

国际研究课  
（1小时）

化学实验  
（1.5小时）

学习支持随到随上补习班 
（可选）

国际研究课  
（1.5小时）

足球课  
（可选）

与学科负责人见面（可选）
数学课  
（1小时）

你知道吗？

蒙纳士大学预科课程得到澳大利亚所有大学以及许多国际
大学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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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科课程科目
预科课程有 13 门科目可供选择。	
如需了解所有科目概况，请访问monashcollege.edu.au/foundation-year-subjects

如何选择科目？
你必须在到校之前选定你要学习的科目。以下提示旨在帮助你进行科目选择：

1. 英语为必修。	
2.  每学期可选择3门或4门其他科目。
3.  确认自己是否符合目标学位课程的先修条件。详见第52页。
4.  可考虑学习1门数学科目。这可以扩大你攻读蒙纳士大学学位课程时的选择范围。
5.  如果你对所学科目不确定，可在到校后咨询职业顾问，其将帮助你进行科目选择。

英语

英语（必修） 英语可以培养你的语言、研究、组织和学习技能，为在澳接受高等教育做好准备。你将学会如何自信地表
达、聆听、理解和分析各种观点，并在学术英语方面拥有出色的阅读和写作能力。

数学

基础数学 基础数学旨在帮助学生掌握日后进行各领域学习及工作相关的数学能力。

数学侧重于通过模型和相互关系来理解世界，注重培养学生在财务与数据分析方面的技能。

商科、护理学、信息技术、教育学

数学 这一科目旨在培养学生的评判、逻辑和沟通能力，以及运用高级数学概念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

该科目所涉及的内容包括函数、逆函数和图表、导数、积分、概率和概率分布以及统计。

商务、工程学、生物医学科学、计算机科学、药剂学

高等数学 这一科目旨在解答“为什么”。学生将通过运用高级思维的方式以及探索现实世界中的复杂问题掌握可享
用终身的通用数学能力。你将学会运用简炼的数学技巧来探索、解释和关联基本的数学概念。该科目所
涉及的内容包括三角函数、复数、矩阵、向量、圆锥曲线、微分和积分技巧、差分方程、运动学和向量微积
分等。

要学习高等数学，还必须同时学习数学或已成功修完数学科目。

工程学推荐学习

注意：不可同时选修基础数学和数学或者基础数学和高等数学。

人文学

当代问题 年轻一代肩负着解决目前众多世界问题的责任。这门课程旨在开拓学生的思维，让学生认识到其作为世
界公民所应扮演的角色，尤其是在健康和可持续发展领域。你将学习如何成为媒体的批判性消费者、如
何通过推理来确立观点以及掌握批判性思维和解决问题的技能。

国际研究 国际研究可帮助你理解世界不同群体和国家之间的经济、政治和文化联系。你将对增强国家间互动的事
件、问题及其影响进行研究，还将了解不同的国家如何对全球化以及影响全球化的各种因素做出应对。

音乐 音乐专业的学习要求学生对各个时期以及各大流派的音乐进行表演、创作与研究。乐器演奏者需要学习
巴洛克音乐、古典音乐、浪漫音乐和二十世纪音乐，歌手则将主要侧重于民俗音乐、爵士流行和音乐剧场
的学习。在学习音乐史和音乐理论的同时，你还需要进行技巧性作品的练习，并培养独奏和合奏的表演
技能。要选修音乐，乐器演奏水平必须达到英国皇家音乐学院6级或同等水平，且必须具备识谱能力。

商科

会计 会计是收集和记录财务数据，从而对有用的财务信息进行报告的过程。它在企业的成功运营和管理中起
着重要作用。要对大量的财务数据进行鉴别，并对其进行有效的记录和报告，会计师必须具备解决问题
和批判性思维的能力，以及良好的沟通和组织能力。

经济学 经济学是针对如何选择和做决定而进行研究的一门学问。资源是有限的，我们需要对资源进行合理分配
来满足人们无限的需求和愿望。经济学对于理解个人、企业和社会的行为方式至关重要。经济决策的优
劣会对国家乃至整个世界的生活水平产生影响。你需要学习理解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

科学与技术

生物 生物是研究生存物种的一门学问。通过生物学的学习，你将对自然界以及人类在自然界中所扮演的角色
有所认识。本课程旨在学习细胞和生物体的结构、功能及其对环境的反应，以及学习生物的逐渐进化过
程。

理科、放射学和医学成像

化学 化学主要研究物质的结构和性质。你需要学习原子结构、键合、物质状态、平衡、热化学等基本概念。在
掌握这一知识的基础之上，你将进一步学习新药物、新能源和新材料的研发，从而实现未来的可持续发
展。

医学、护理学、健康科学、理科、药剂学、工程学

物理 物理主要研究宇宙的定律。该科目所涉及的内容包括运动规律、作用力、能量、动量、圆周运动、引力和材
料的性质等。物理是一门实验科学，你需要参与实验室工作。进一步的研究包括光、波、电、磁性以及原
子和核物理等内容。

放射学和医学成像、理科、物理疗法、工程学

信息与通信技术 在信息与通信技术的学习中，你需要运用一系列软件应用程序将数据转换为信息。项目包括创建游戏、电
影制作以及多媒体演示。

先修
科目

扩展科目

 >扩展英语
 >理念与沟通
 >基础微积分或情境数学
 >化学与生命
 >商业企业
 >数字世界

强化科目

可选择：

 >英语（必修）
 >数学或基础数学
 >国际研究
 >化学

 >会计
 >经济学*
 >信息与通信技术*

*视学生人数而定



基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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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捷课程
从一开始上蒙纳士学院快捷课程起就确定专业方向，然后通过快速
通道升读蒙纳士大学本科二年级。

 快捷课程
我们的快捷课程可保证国际学生直接升入其首选的蒙纳士大学本科学位课程的二年级。
你需要做的就是通过所有科目的考试，并达到规定的入学分数与先修科目的要求。

我们的5大快捷课程可升读以下学位课程：

 >艺术、设计与建筑
 >人文与社会科学
 >商科与商务
 >教育学（仅限与人文、商科、商务和理科
组成双学位）

 >工程学
 >信息技术
 >理科

课程结构
快捷课程包含两大部分：第1阶段和第2阶段。	
从哪一阶段开始学习取决于你的学业成绩。

澳大利亚学制11年级或同等水平 澳大利亚学制12年级或同等水平

快捷课程第1阶段 快捷课程第2阶段 蒙纳士大学本科二年级

注意：在完成第1阶段的学习后，如成绩达标，可直接升读蒙纳士大学本科一年级。

教育学专业方向
如果你对教育事业感兴趣，可考虑在
人文、商科或理科快捷课程中增加一
个教育学专业方向。完成教育学专业
方向的学习后，你将有机会获得教育
学双学位，并从事一项能够真正改变
人生的职业。

你需要在8个月内修完8门科目——6 
门为主要快捷课程，2门为教育研
究科目。此外，你还需要在当地的一
所小学完成为期10天的专业实习工
作。

毕业时你可获得教育学以及人文、商
科、商务或理科的双学位。

monashcollege.edu.au/ 
education-studies

蒙纳士大学本科二年级

Clayton和Caulfield校区

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斯里
兰卡

第1阶段：4-8个月
第2阶段：8-12个月

二月、六月、十月

每周每门科目五至七小时

25,300 – 29,400澳元 
基于快捷课程第2阶段；费用可能变更。

课程
快捷课程的学习内容与学位课程的学习内容直接相关。第1阶段
主要介绍第2阶段学习需要用到的理论和概念。第2阶段将学习
与本科一年级相同的科目，且需要完成相同的考核。

教学方式
蒙纳士大学的教学方式与你习以为常的方式不同。作为一名快捷
课程的学生，你将在一个充满支持的学院环境中学习。我们不采
用大班讲座或大班课堂的教学方式，你可以在课堂外向老师求
教或使用相关资源。

讲解

通过听老师讲解和提问的方式来学习新内容。你需要参与在线
学生调查和相关活动来进行课堂互动。

辅导

以课堂的形式对你所学的知识进行运用。老师会组织学生进行
讨论并提出问题。你需要完成个人项目以及团队活动。

实验室

通过实际的实验课来巩固你所学到的知识。理科专业的学生将
有机会使用蒙纳士大学的化学、物理和生物实验室。此外，我们
还在蒙纳士学院配备了供工程学和信息技术专业学生使用的计
算机房。

考核
根据你所学的快捷课程，我们会采用不同的方式对你进行考核。
每一科目都需要完成一系列的内部考核，包括课堂作业与演示、
小组作业与演示、个人作业与演示以及考试等形式。

有关评估的完整列表，请下载学院网站上的科目指
南：monashcollege.edu.au/diploma 

过渡至蒙纳士大学
作为快捷课程的学生，你将有许多机会见到你未来就读的蒙纳
士大学专业院系的代表，并向他们提问求教。此外，在需要做出
任何决定时，你还可以向校园职业顾问咨询求助。

快捷课程学生的一周时间表（仅示例）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商法讲解 
（2小时）

经理人会计讲解  
（2小时）

参加学习中心的 
随到随上补习班  
（可选）

金融学基础讲解  
（2小时）

与会计学导师见面 
以进行一对一辅导  

（可选）

金融学基础讲解  
（2小时）

参加个人论文写作补习班  
（可选）

商法辅导 
（3小时）

数学讲习班  
（3小时）

数学讲习班 
（可选）

商科数学讲解  
（2小时）

学生领袖培训  
（可选）

经理人会计辅导  
（3小时）

职业技能讲习班  
（可选）

个人简历书写与 
寻找兼职工作讲习班 

（可选）

monashcollege.edu.au/diplom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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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ICOS代码：045084G CRICOS代码：061625F

我们的艺术与设计快捷课程旨在帮助你做好升读蒙纳士大学美术、
建筑、工业设计或传播设计等学位课程的准备。在顺利完成蒙纳士
学院快捷课程后，如达到了升读所需目标学位课程的先修条件与分
数要求，即可保证你升入蒙纳士大学本科一年级或二年级。

根据你希望在蒙纳士大学攻读的学位课程，有4个专业方向可供选择：

 >传播设计
 >美术

 >工业设计
 >建筑设计

第1阶段主要培养学生在学习艺术与设计原理、理论和制作时所需运用到的必要技能。
第2阶段可以选择你的专业领域，所学科目与蒙纳士大学本科一年级的学生相同。

考核：论文、课堂考试、项目和演示。

monashcollege.edu.au/diploma-art-design

“学习艺术、设计和建筑需
要全身心的投入：你付出的
越多，就越能享受其中的乐
趣和回报。做好全力以付的
准备，你肯定能实现抱负，得
偿所愿。”

BRETT JONES
教务主任

艺术与设计快捷课程

“高科技是我们教学的一部分。它
会帮助你将学到的知识应用到现
实世界中。我们采用Google Forms
和Quizlet来测试你是否掌握了课
堂内容。我们可通过这一方式来
获得有关学习掌握情况的实时统
计反馈。”

TRISH CAP
学科负责人与讲师

人文学快捷课程

你是否想将人文学快捷课程与教育学结
合起来？

完成人文学快捷课程中的教育学专业
方向的学习后，你将有机会攻读教育学
与人文学专业的双学位课程。

monashcollege.edu.au/ 
education-studies

人文学快捷课程是升读蒙纳士大学人文学学位课程的一个途径。如
果你被新颖的思想所鼓舞，关心社会和政治问题，喜欢研究语言，想
知道文学、历史和传播如何塑造着世界，那么人文学快捷课程将是
你的最佳选择。

我们的快捷课程包含两大部分：第1阶段和第2阶段。第1阶段主要学习人文学专业的核
心科目，为所选的专业方向做好准备。第2阶段可以选择你的专业领域，所学科目与蒙纳
士大学本科一年级的学生相同。

 > 心理学方向——适合希望攻读心理学专
业或成为心理学家的学生。 

 > 社会学方向——适合希望主修传播、国
际关系或媒体研究等专业的学生。 

考核：论文、小组项目、演示、研究论文和期末考试。

monashcollege.edu.au/diploma-arts

课程结构

第1阶段 适用于所有学生 8个月

第1学期
（三学期
制）

绘画A 艺术设计理论A 基础设计实践A 视觉艺术实践A

第2学期
（三学期
制）

绘画B 艺术设计理论B 基础设计实践B 视觉艺术实践B

选择你的专业方向

第2阶段 美术 4个月

第1学期
（三学期
制）

美术实践1 绘画C 艺术与设计理论C 艺术与设计之健康
与安全概论（无学
分科目）

或

第2阶段 工业设计 4个月

第1学期
（三学期
制）

工业设计实践1 艺术与设计理论C 绘画C 艺术与设计之健康
与安全概论（无学
分科目）

或

第2阶段 建筑设计/室内建筑 4个月

第1学期
（三学期
制）

建筑设计实践 建筑设计沟通1 艺术与设计理论C 艺术与设计之健康
与安全概论（无学
分科目）

或

第2阶段 传播设计 8个月

第1学期
（三学期
制）

传播设计实践1 绘画C 艺术与设计理论C 艺术与设计之健康
与安全概论（无学
分科目）

第2学期
（三学期
制）

传播设计实践2 艺术与设计理论D 插画

课程结构

第1阶段 适用于所有学生 8个月

第1学期
（三学
期制）

媒体研究A：电影
研究

新闻学入门 学术写作入门 数据分析

第2学期
（三学
期制）

媒体研究B：大众传
播与现代世界

跨文化贸易沟通 心理学入门 现代世界

选择你的专业方向

第2阶段 社会学方向 8个月

第1学期
（三学
期制）

学术写作 媒体与文化 当代世界1 社会学入门

第2学期
（三学
期制）

职业写作 传播与社会 当代世界2 个人与社会

或

第2阶段 心理学方向 8个月

第1学期
（三学
期制）

学术写作 媒体与文化 当代世界1 心理学1A

第2学期
（三学
期制）

职业写作 传播与社会 当代世界2 心理学1B

 艺术与设计快捷课程 人文学快捷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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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科快捷课程

商科快捷课程是攻读商科或商务学位课程的第一步。你需要学会如
何独立工作、批判性地思考以及做出分析决策，同时还要学习大学
需要运用到的商业概念和理论。

你可以从进校第一天起就选定自己的专业方向——从而更好地为升读蒙纳士大学学位
课程做准备。有两个专业方向可供选择：

 > 商科方向——适合希望主修银行与金
融、市场营销和会计学等商科学位课程
的学生。

 > 商务方向——对于数学水平有较高要
求，适合日后攻读经济学、金融、精算研
究和会计学等主修专业。

第2阶段所学的科目与蒙纳士大学本科一年级的学生相同，需要学生掌握商科或商务方
向的专业知识。

考核：商业报告、课堂演示、定期测试、小组作业和期末考试。

monashcollege.edu.au/diploma-business

让你的就业机会成倍增长

完成商科快捷课程中的教育学专业
方向的学习后，即有机会升读教育学
与商科或教育学与商务专业的双学
位课程。

monashcollege.edu.au/ 
education-studies

工程学快捷课程将为你顺利升读蒙纳士大学工程学学位课程做好
准备。

我们的快捷课程包含两大部分：第1阶段和第2阶段。第1阶段主要学习数学与理科理论。
第2阶段所学的科目与蒙纳士大学本科一年级的学生相同，主要侧重于大学本科学习工
程学需要运用到的专业知识和实践技能。

考核：考试、测验、小组项目、演示、海报演示、导师评估和期末考试。

monashcollege.edu.au/diploma-engineering

第3学期快速通道课程

十月入读工程学快捷课程可以在短短八个月内快速修完课业并取得快捷课程证书。次年
七月便可升读蒙纳士大学的本科二年级课程。要报读第3学期（三学期制）快速通道课
程，必须达到大学工程学学位课程本科一年级的入学分数要求。

monashcollege.edu.au/diploma-engineering

CRICOS代码：043634K

“我们的工程学课程旨在培养学
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解决问题
的能力、分析能力、以及好奇心
和想象力。你将参与各种实践活
动——在设计课上，你可以尝试
用意面来建造一座桥！我们的物
理和化学实验课与本科一年级的
大学生是一样的。”

SATHIYAKUMAR SELVARAJAH
教学组组长

工程学快捷课程

“为了解释市场营销的概念，
我们使用了可口可乐、本田、
苹果等现实生活中的产品和
品牌来进行举例说明。老师
会将样品带到课堂上，并使
用互联网和视频向你展示市
场营销在实践中的应用。这
种教学方式有助于你理解这
一理论在市场上是如何运作
的。它可以帮助你学习，因为
你可以将此与你自己的购物
和购买决定进行关联。”

SURESH PERERA
教学组组长

商科快捷课程

课程结构

第1阶段  8个月

第1学期
（三学期
制）

企业会计 管理学入门 数据分析 经济学入门

第2学期
（三学期
制）

市场营销入门 法学入门 跨文化贸易沟通 商科基础数学（商科方向）

或

中等数学（商务方向）

第2阶段  8个月

第1学期
（三学期
制）

微观经济学 商业统计 人事与组织管理 市场营销1

第2学期
（三学期
制）

商业法 金融学基础 经理人会计

或

财务会计导论

选择一门选修科目：
 > 宏观经济学
 > 管理传播学
 > 市场营销 2
 > 商科数学（商科方向）*
 > 函数及其应用（商务方向）*

课程结构

第1阶段  8个月

第1学期
（三学期
制）

工程计算入门 基础化学 基础物理 基础数学

第2学期
（三学期
制）

工程实践 化学A 物理A 中等数学

第2阶段  12个月

第1学期
（三学期
制）

工程物理 化学1 高等数学

第2学期
（三学期
制）

工程设计：更轻、更
快、更坚固

工程计算 工程数学

第3学期
（三学期
制）

工程设计：更清洁、
更安全、更智能

移动应用工程设计

你知道吗？

将商科快捷课程和国际贸易学士学位课程组合起来，只需两年学习便可开启你的职
业生涯！ monash.edu/bib

*对于数学未达到入学要求的学生，此科目为必修。

CRICOS代码：043633M

工程学快捷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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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以教书为职业？

在理科快捷课程中增加教育学专业
方向的学习，你将有机会攻读教育
学与理科专业的双学位。

monashcollege.edu.au/
education-studies

“通过显微镜的使用操作，
你可以观察到池塘里的一滴
水包含着多少生物。你还可
以观察和识别洋葱根尖细胞
的有丝分裂（细胞分裂）所处
的不同阶段。实践课旨在以
互动的方式来加深你通过课
程讲解学到的概念。在课堂
上，老师会告诉你细胞的内
部结构是怎样的，但亲自使用
显微镜进行观察则是一个更
有趣、更吸引人的过程！”

LES HUGHES
教学组组长

理科快捷课程

 理科快捷课程

理科快捷课程旨在帮助你为顺利升读蒙纳士大学理科学位课程做
好准备。蒙纳士大学注重实验、实地考察、行业实习和课堂教学。你
还可以结合个人兴趣定制学位课程，共有23个专业领域可供选择。

我们的快捷课程包含两大部分：第1阶段和第2阶段。第1阶段主要学习理科的核心科目。
第2阶段将学习与大学本科一年级相同的科目，重点在于理科的专业知识。

考核：小组项目、口头陈述、海报演示、导师评估和期末考试。

monashcollege.edu.au/diploma-science

*若打算修读理科学士学位课程中的数学专业，则高等数学为必修课。

工程学快捷课程	
（信息技术方向）

工程学快捷课程（信息技术方向）是攻读蒙纳士大学信息技术学位
课程的第一步。信息技术是所有行业的核心——它开创了更有效的
工作方式、更具影响的方式吸引客户以及更强大的沟通方式。学习
信息技术让你可以掌握必备技能，在不断变化的科技世界中游刃有
余。

我们的快捷课程包含两大部分：第1阶段和第2阶段。第1阶段主要学习大学本科要求的
数学与理科方面的理论和实践技能。第2阶段所学的科目与蒙纳士大学本科一年级的学
生相同，主要侧重于信息技术方面的专业知识。

考核：考试、测验、小组项目、演示、海报演示、导师评估和期末考试。

monashcollege.edu.au/diploma-it

* 若已完成第1阶段的该门课，则需要再修一门选修课。

** 若打算入读计算机科学学士学位课程，则工程数学MCD4500为必修课。

***  若打算入读信息技术学士学位课程，则商业统计为必修课。

“我们的教学法注重在积极
协作的环境中‘通过实践来学
习’。我们采用最先进的技术，
在课堂上开展互动式学习。”

RISHAAD ABDOOLA
工程学/信息技术快捷课程教师

课程结构

第1阶段  8个月

第1学期
（三学期
制）

工程计算
入门

基础化学 基础物理 基础数学

第2学期
（三学期
制）

工程实践 化学A 物理A 中等数学

第2阶段  8个月

第1学期
（三学期
制）

化学I 生物I 商业统计 选择一门选修科目：
 > 高等数学*
 >工程实践
 >人事与组织管理
 > 函数及其应用
 >工程计算
 >工程物理
 > 心理学 1A
 >工程数学
 > 计算机系统、网络与安
全入门

第2学期
（三学期
制）

化学II 生物II 选择两门选修科目：
 > 高等数学*
 >工程实践
 >人事与组织管理
 > 函数及其应用
 >工程计算
 >工程物理

 > 心理学1A
 > 心理学1B（先修科目为心
理学1A）

 >工程数学	
 > 计算机系统、网络与安
全入门

课程结构

第1阶段  8个月

第1学期
（三学期
制）

工程计算
入门

基础化学 基础物理 基础数学

第2学期
（三学期
制）

工程实践 化学A 物理A 中等数学

第2阶段  8个月

第1学期
（三学期
制）

计算机系统、
网络与安全
入门

函数及其
应用

工程实践* 选择一门选修科目：
 >化学1
 >工程物理
 >人事与组织管理
 > 高等数学**
 >工程数学**
 > 商业统计***

第2学期
（三学期
制）

工程计算 算法与编程
入门

选择两门选修科目： 
 >化学1
 >工程物理
 >人事与组织管理
 > 高等数学**

 >工程数学**
 > 商务统计***
 > 移动应用工程设计

CRICOS代码：086068BCRICOS代码：043634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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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预科的英语课程
如果你还未达到学习预科课程的英语要求，蒙纳士英语课程将是你的理想之选。在申请
预科课程时，你会自动收到一份关于蒙纳士英语课程的录取通知书，其中会列明你需要
学习的周数。

雅思考试（IELTS）

蒙纳士英语课程（ME） 预科课程

蒙纳士英语水平分班测试
（MEPT）

英语语言支持
作为英语语言课程的学生，你可以获得专
门针对英语语言方面的支持。课程一般安
排在上午或者下午，方便你有时间参加老
师的单独辅助、各种讲座、随到随上的补
习班或校内的学生活动。

 英语语言
在蒙纳士学院学习英语可以让你为日后顺利修读预科或快捷课程做
好充分准备。

monashcollege.edu.au/english

针对快捷课程的英语语言课程
我们针对快捷课程开设了两类英语衔接课程。哪一类课程适合你取决于你目前的英语
水平。

雅思考试（IELTS）

针对快捷课程的蒙纳士英语直升课程（MEB）

快捷课程蒙纳士英语课程（ME）

蒙纳士英语课程（ME） 雅思考试（IELTS）

墨尔本市区

10 – 60周

每五周

20小时 + 15小时额外学习

入学要求
雅思考试（或同等考试）或
蒙纳士英语水平分班测试
（MEPT）

过渡要求
顺利达到所需的蒙纳士英语
水平
请参阅第48页。

每周460澳元	
费用可能变更

蒙纳士英语课程（ME）

Clayton校区

10、15或20周

与快捷课程的开学时间一致

20小时 + 15小时额外学习

入学要求
雅思考试（或同等考试）或蒙
纳士英语（ME）

过渡要求
完成后直接升读快捷课程

每周540澳元 
费用可能变更

蒙纳士英语直升课程（MEB）

你知道吗？

60%的蒙纳士学院学生是从英语衔
接课程开始学习的。

“这是我第一次出国留学，我
知道自己必须努力学习，同时
还要照顾好自己。蒙纳士学
院的学习氛围非常友好——
所有的老师、工作人员和朋
友都很亲切，也给了我很多帮
助。这让我在墨尔本的生活
变得更加轻松。”

XUEJIAO LI（中国）

蒙纳士英语课程

社会工作硕士

蒙纳士英语课程（ME）
为何选择蒙纳士英语课程？

 >蒙纳士英语课程可助你直接升读预科
课程，而无需参加雅思（或同等）考试

 >该课程很容易申请，你将收到一份包含
蒙纳士英语、预科课程和蒙纳士大学课
程的组合录取通知书。

 >在入读预科课程之前就能结识其他学
生

 >体验蒙纳士大学的教学方式，这将有利
于你预科课程的学习

课程内容

作为蒙纳士英语课程的学生，你需要掌握
进入预科课程学习所需的相关技能。

 >自信地用英语进行交流
 >进行演示，参与小组讨论和小组工作
 >提升和改进语法、词汇和发音
 >提高写作、阅读和听力技能
 >做有用的笔记
 >学习如何对反馈意见做出回应
 >具备独立学习的能力

蒙纳士英语直升课程（MEB）

为何选择蒙纳士英语直升课程？
 >该课程专为快捷课程的学生设置，旨在
培养学生掌握顺利升读蒙纳士大学所
需的技能。

 >顺利修完蒙纳士英语直升课程后，你可
以直接进入快捷课程的学习——无需
参加雅思考试。

 >学习专门针对快捷课程的语汇术语将让
你受益匪浅

 >针对快捷课程的蒙纳士英语直升课程
仅限快捷课程的学生报读，所以你在
开始上快捷课程之前就能结识未来的
同学

课程内容

作为蒙纳士英语直升课程的学生，你需要
掌握升读快捷课程所需的相关技能。

 >在社交对话、学术讨论和演讲过程中进
行有效沟通 

 >提升和改进语法、词汇和发音 
 >提高写作、阅读和听力技能
 >能够理解、运用以及解释快捷课程中涉
及的相关理论

 >会写学术风格的摘要和短篇报告
 >学习和使用澳大利亚的学术写作惯例
 >学习如何对反馈意见做出回应
 >具备独立学习的能力

英语课程学生的一周时间表（仅示例）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上课时间： 
上午8:30至 
中午12:45

上课时间： 
上午8:30至 
中午12:45

上课时间： 
上午8:30至 
中午12:45

上课时间： 
上午8:30至 
中午12:45

上课时间： 
上午8:30至 
中午12:45

发音讲座 
（可选）

老师的单独辅导  
（可选）

英语角  
（可选）

制定个人 
学习计划  
（可选）

参加有组织的
学生活动  
（可选）

如果你尚未达到针对快捷课程的蒙纳士英语直升课程的入学要求，可以考虑入读蒙纳
士英语语言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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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语言入学要求
总

分

听
力

阅
读

口
语

写
作

总
分

听
力

阅
读

口
语

写
作

总
分

听
力

阅
读

口
语

写
作

蒙
纳

士
英

语
课

程
（

M
E）

等级
学术类  

雅思考试
托福网考（IBT） 培生英语考试（学术）

预科课程（标准模式） 5.5 单科不低于5.0 5.5 52 5 5 14 19 42 沟通技能不低于36 42 5级

预科课程（扩展模式） 5.0 5.0 5.0 5.0 5.0 40 5 5 14 15 36 36 36 36 36 4级

预科课程（强化模式） 6.0 5.5 5.5 5.5 5.5 69 9 10 16 19 50 42 42 42 42 6级

快捷课程第1阶段（不含人文学快捷课程第1阶段） 5.5 5.0 5.0 5.0 5.0 52 5 5 14 15 42 36 36 36 36 无

快捷课程第2阶段与人文学快捷课程第1阶段 6.0 6.0 69 21 50 50 无

针对快捷课程的蒙纳士英语直升课程（MEB）
如果你的英语水平尚未达到直升快捷课程的入学要求，可以考虑入读蒙纳士英语直升课程。在修完蒙纳士英语直升课程后，你将达
到快捷课程所要求的英语水平。

针对快捷课程第1阶段和第2阶段的蒙纳士英语直
升课程（20周）

5.0 单科不低于4.5 5.0 40 3 3 13 15 36 沟通技能不低于32 36 4级

针对快捷课程第2阶段和人文学快捷课程第1阶段
的蒙纳士英语直升课程（15周）

5.5 单科不低于5.0 5.0 52 5 5 14 15 42 沟通技能不低于36 36 5级

针对快捷课程第2阶段和人文学快捷课程第1阶段
的蒙纳士英语直升课程（10周）

5.5 单科不低于5.0 5.5 52 5 5 14 19 42 沟通技能不低于36 42 5级

蒙纳士英语课程（ME）
如果你的英语水平尚未达到直升预科课程的入学要求，可以考虑入读蒙纳士英语课程。课程时长取决于你的英语水平和首选课程。
如果你还未完成上方列出的英语能力测试，你应该考虑一下蒙纳士英语水平分班测试。

 蒙纳士学院	
入学要求
要申请预科课程或快捷课程，学生必须符合年龄、学术及英语语言
要求。

 计算你的国际学历资格考试分数
澳大利亚

11年级各科平均分。

12年级澳大利亚大学入学分数。

中国

高二.

各科平均分。

高三

各科平均分。

两种评分标准均适用的分数等级：满分100%，	
60%及格；或满分4分，2.33分及格。

中国香港

香港中学文凭考试（高二，中五）
 > 评分等级为A至E以及1级至5级：最优5科平均分
（不包括体育和圣经知识）。

 > 百分制评分等级：最优4科平均分（不包括体育
和圣经知识）。

香港中学文凭考试（高三）
香港中学文凭考试（HKDSE）有两种评分标准，具
体视就读学校而定。

A类和C类科目中最优5科总分。分数等级：

1级	= 1分  2级	= 2分

3级	= 3分  4级 = 4分

5级	= 5分 

或

A = 5分  B = 4分

C = 3分  D = 2分 

E = 1分

在香港中学文凭考试A类科目中取得5级可获得 1
分的奖励分数，但最多奖励1分。

印度

印度全国高中证书考试XI
各科平均分。

印度全国高中证书考试XII
最优4科平均分。  
分数等级：

A1 = 85%  A2 = 80-85% B1 = 70-80% 
B2 = 60-70% C1 = 50-60% C2 = 40-50%  
D = 33-40% E = 低于33%（不及格）

印度高中毕业证书考试XII

最优4科平均分。  
分数等级：

优异

1 = 90-100%     2 = 80-90%

良好

3 = 70-79%       4 = 60-69%       5 = 50-59%

及格

6 = 40-49%       7 = 35-39%

不及格

8 = 低于35%     9

阿联酋

12年级 – 沙特阿拉伯普通中等教育证书
（Tawjihiyah） 
各科平均分。

分数等级：满分100%，60%及格。

越南

11年级 – 个别高级中学
个别高级中学最终学校成绩单上11年级全部科目
（请参阅全学年/CN栏目）平均分。

12年级 – 高级中学毕业文凭/高中文凭（Bằng Tốt 
Nghiệp Trung Học Phổ Thông）
个别高级中学最终官方学校成绩单上12年级全部
科目（请参阅全学年/CN栏目）平均分。

分数等级：满分10分，5分及格。

国际

剑桥普通教育证书普通水平会考（GCE O Levels）
最优五科总分 

分数等级： 
A = 5 B = 4 C = 3 D = 2  
E = 1（及格）	  F = 0

剑桥普通教育证书高级水平会考（GCE A Level）	
两年内考试中最多最优A Level三科总分。^ 

分数等级： 
A(a) = 5 B(b) = 4 C(c) = 3 D(d) = 2

E(e) = 1 U = 0

在A级科目中取得A+可加1分，但最多加1分

在特定条件下，两个AS level科目可计为一个A level
科目。详见网站。
^ 两年内参加的科目考试可以包括不止一次考试。比如，2012年6
月至2014年6月之间的科目考试成绩均可接受。

国际文凭（IB）课程
总分为最终IB文凭上的分数。	
分数等级：满分7分，4分及格。

分数等级：
 > 满分7分，3分及格。
 >平均分分数，例如平均分满分4分，1分及格。
 >百分制分数，例如满分100%，60%及格。

印度尼西亚

SMA II 第1和第2 学期科目平均分。

SMA III 第1和第2 学期科目平均分。

两种评分标准均适用的分数等级：
 > 满分10分，6分及格。
 > 满分4分，2.66分及格。

马来西亚

SPM最优五科总分。分数等级： 

A+ = 9 A = 8 A- = 7  B+ = 6

B = 5 C+ = 4 C = 3 D = 2 

E = 1 G = 0

STPM最优三科总分。分数等级：

A = 4.00 A- = 3.67 B+ = 3.33

B = 3.00 B- = 2.67 C+ = 2.33

C = 2.00 C- = 1.67 D+ = 1.33   
D = 1.00（及格）	 F = 0.00（不及格）

马来西亚统一考试证书（UEC）
最优5科平均分。

最高平均分标准详见网站。

分数等级：

A1 = 1 A2 = 2 B3 = 3 B4 = 4

B5 = 5 B6 = 6 C7 = 7 C8 = 8

新加坡

新加坡/剑桥普通教育证书普通水平会考（GCE O 
Levels） 
最优五科总分

A = 5 B = 4 C = 3 D = 2 E = 1 
F = 0 

新加坡剑桥普通教育证书高级水平会考（GCE A 
Levels） 
一次考试中最优H2 level三科总分

H2分数等级：
A = 5 B = 4 C = 3 D = 2 E = 1
H1分数等级：
A = 2.5 B = 2 C = 1.5 D = 1 E = 0.5 

在H3 Level科目中取得“优秀”可获得1分的奖励分
数，但最多奖励1分。详见网站。

斯里兰卡

斯里兰卡普通水平会考 
最优五科总分 

斯里兰卡高级水平会考 
一次考试中最优A-Level三科总分^。入读预科课程
需至少4科达标。两种学历资格考试均适用的分
数等级：

A = 5 B = 4 C = 3 S = 1 
^   一次考试至少考3个科目。

蒙纳士英语水平分班测试
入读蒙纳士英语课程（ME）的学生将参加时长一小时的免费
测试。测试结果将决定你在开始目标课程之前所需的英语学
习周数。此外，你将不必参加雅思考试！

详情请联系经蒙纳士认可的留学代理机构，或发送电邮至	 
study@monash.edu

年龄要求

预科课程
16周岁。进入大学本科时必须年满17周
岁。

快捷课程
第1阶段：16周岁	第2阶段：17周岁

如果年龄未到，学生有可能被延迟录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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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修条件和额外信息 澳大利亚 中国 中国香港 印度 印度尼西亚 马来西亚 新加坡 斯里兰卡 中东 越南 国际其他地区

预科课程

标准模式

英语（澳大利亚学制11年级或同等水平）

60% 50 70% 65% 60%^ 10 60% 50% 60% 45% 6.5 6.0 15 6.0 8.0 15 3 15 4 70% 7.0 6.5 15 3 24 无

扩展模式 55% 50 65% 65% 55% 8 55% 50% 55% 45% 6.0 6.0 12 6.0 8.0 11 3 12 4 65% 6.5 6.5 11 3 24 无

强化模式 65% 50 75% 65% 65% 11 65% 50% 65% 45% 7.0 6.0 19 6.0 8.0 17 3 17 4 无 7.5 6.5 17 3 24 无

快捷课程

艺术与设计第1阶段 英语（澳大利亚学制11年级同等水平） 60% 50 70% 65% 60%^ 10 60% 50% 60% 45% 6.5 6.0 15 6.0 8.0 15 3 15 4 70% 7.0 6.5 15 3 24 50

艺术与设计第2阶段
英语（澳大利亚学制12年级同等水平）。入读美术专业需要提交作品集。	
详情请访问：monashcollege.edu.au/courses/diplomas/art-and-design

无 65 无 75% 无 13 无 55% 无 50% 无 6.0 无 6.6 7.5 无 5 无 6 无 无 6.5 无 5 24 55

人文学第1阶段 英语（澳大利亚学制11年级同等水平） 60% 50 70% 65% 60% 10 60% 50% 60% 45% 6.5 6.0 15 6.0 8.0 15 3 15 4 70% 7.0 6.5 15 3 24 50

人文学（社会学方向）第2阶段
英语（澳大利亚学制12年级同等水平）

无 65 无 75% 无 13 无 55% 无 50% 无 6.0 无 6.6 7.5 无 5 无 6 无 无 6.5 无 5 24 55

人文学（心理学方向）第2阶段 无 70 无 80% 无 14 无 65% 无 50% 无 7.0 无 7.5 7.0 无 6 无 7 无 无 7.0 无 6 25 60

商科（商科方向）第1阶段 英语和数学（均需达到澳大利亚学制11年级同等水平） 60% 50 70% 65% 60% 10 60% 50% 60% 45% 6.5 6.0 15 6.0 8.0 15 3 15 4 70% 7.0 6.5 15 3 24 50

商科（商科方向）第2阶段
英语（澳大利亚学制12年级同等水平）和数学（澳大利亚学制11年级同等水平+

或澳大利亚学制12年级同等水平）
无 70 无 80% 无 14 无 65% 无 60% 无 7.0 无 7.5 7.0 无 6 无 7 无 无 7.0 无 6 25 60

商科（商务方向）第1阶段 英语和数学（均需达到澳大利亚学制11年级同等水平） 60% 50 70% 65% 60% 10 60% 50% 60% 45% 6.5 6.0 15 6.0 8.0 15 3 15 4 70% 7.0 6.5 15 3 24 50

商科（商务方向）第2阶段
英语（澳大利亚学制12年级同等水平）和数学（澳大利亚学制11或12年级同等水平）**

或更高等级数学（澳大利亚学制12年级同等水平）
无 70 无 80% 无 14 无 65% 无 60% 无 7.0 无 7.5 7.0 无 6 无 7 无 无 7.0 无 6 25 60

工程学第1阶段 英语、数学和化学或物理任选其一（均需达到澳大利亚学制11年级同等水平） 60% 50 70% 65% 60% 10 60% 50% 60% 45% 6.5 6.0 15 6.0 8.0 15 3 15 4 70% 7.0 6.5 15 3 24 50

工程学（工程学方向）第 2阶段 英语、更高等级数学、化学和/或物理**均需达到澳大利亚学制12年级同等水平） 无 70 无 80% 无 14 无 65% 无 60% 无 7.0 无 7.5 7.0 无 6 无 7 无 无 7.0 无 6 25 60

工程学（信息技术方向）第2阶段 英语（澳大利亚学制12年级同等水平）和数学**（澳大利亚学制11或12年级同等水平，根据选定的本科学位课程而定） 无 65 无 75% 无 13 无 55% 无 60% 无 6.0 无 6.6 7.5 无 5 无 6 无 无 6.5 无 5 24 55

理科第1阶段 英语、数学和化学或物理任选其一（均需达到澳大利亚学制11年级同等水平） 60% 50 70% 65% 60% 10 60% 50% 60% 45% 6.5 6.0 15 6.0 8.0 15 3 15 4 70% 7.0 6.5 15 3 24 50

理科第2阶段 英语（澳大利亚学制12年级同等水平）和数学（澳大利亚学制12年级同等水平）*** 无 65 无 75% 无 13 无 55% 无 50% 无 6.0 无 6.6 7.5 无 5 无 6 无 无 6.5 无 5 24 55

教育学专业方向快捷课程

人文学（社会学教育） 英语（澳大利亚学制12年级同等水平）和数学（澳大利亚学制11年级同等水平） 以人文学快捷课程（社会学方向）入学要求为准。

人文学（心理学教育） 英语（澳大利亚学制12年级同等水平）和数学（澳大利亚学制11年级同等水平） 以人文学快捷课程（心理学方向）入学要求为准。

商科（教育学） 英语（澳大利亚学制12年级同等水平）和数学（澳大利亚学制12年级同等水平） 以商科快捷课程入学要求为准。

商科（商务教育） 英语（澳大利亚学制12年级同等水平）和更高等级数学（澳大利亚学制12年级同等水平） 以商科快捷课程（商务方向）入学要求为准。

理科（教育学） 英语（澳大利亚学制12年级同等水平）和数学（澳大利亚学制11年级同等水平）*** 以理科快捷课程入学要求为准。

各国或各地区学生入学要求有所不同。查看完整列表，请访问monashcollege.edu.au

+  如果未修完数学（澳大利亚学制12年级同等水平），在攻读快捷课程期间必须修完商科数学才能达到
商科学位课程的先修科目要求。

++  如果想攻读数学等级要求更高（澳大利亚学制12年级同等水平）的学位课程，在攻读快捷课程期间必
须学习函数及其应用。

^ 基于50%的及格分数。如及格分数为60%，则入学要求为70%。

#  如果你是蒙纳士大学预科课程学生并且打算攻读快捷课程，则须在英语1和英语2两门课上取得60%
的平均分。

*  第2阶段工程学方向：若未修完物理（澳大利亚学制12年级同等水平），攻读快捷课程期间就需修习这
门课。

**  第2阶段信息技术方向：信息技术学士学位课程（所有主修专业）都要求修读数学（澳大利亚学制11年
级同等水平）。计算机科学学士学位课程要求修读更高等级的数学（澳大利亚学制12年级同等水平）
及在攻读快捷课程期间修完更高等级的数学科目。

*** 理科第2阶段：若你打算将数学作为学位课程的主修专业，就需要在快捷课程期间修完一门数学课。

学术入学要求
蒙纳士学院入学要求可能会改变。	
欢迎登录我校网站在线查询最新信息：monashcollege.edu.au



54 55蒙纳士学院课程指南 蒙纳士学院课程指南

 蒙纳士大学本科目标学位课程的入学要求	
——预科课程
2019年开始攻读预科课程的学生。

课程名称 课程代码 校区
百分制
分数

英语 
（%） 预科课程（FY）先修科目

艺术、设计与建筑

建筑设计 F2001

Caulfield

76.25

65

无设计 F2002

63.75

美术 – 艺术史与策划专业方向 F20033

美术 – 美术专业方向 F20031

作品集。更多指导参见artdes.monash.edu/apply

由于必须单独提交一份作品集进行评估，故预科课程学生不会收到此
课程的组合录取通知书。预科课程不开设专门科目来协助学生设计作
品集。

人文与社会科学

人文学 A2000
Clayton 72.5

65
无

Caulfield 67.5

犯罪学 A2008
Clayton

72.5
Caulfield

国际研究 A2001 Clayton 74.25

媒体传播 A2002 Caulfield 72.5

音乐 A2003 Clayton 63.75 声乐。墨尔本校区的学生将进行演奏考核。G

商科

商科 B2000 Caulfield 70

65

基础数学（最低65%）或数学（最低50%）或高等数学（最低50%）。

工商管理 B2007 Peninsula 60 任何预科阶段数学课程（最低50%）。A

商科专业 B2003 Caulfield 70
基础数学（最低65%）或数学（最低50%）或高等数学（最低50%）。

国际贸易 B20034 City 70

商务 B2001
Clayton 76.25 数学（最低65%）或高等数学（最低65%）。

商务专业 B2004

商科/媒体传播 B2028 Caulfield 72.5 基础数学（最低65%）或数学（最低50%）或高等数学（最低50%）。

商科/人文学 B2019 Caulfield 70 基础数学（最低65%）或数学（最低50%）或高等数学（最低50%）。

商科/商科专业 B2013 Caulfield 70 基础数学（最低65%）或数学（最低50%）或高等数学（最低50%）。

商务/计算机科学 B2008 Clayton 76.25 数学（最低65%）或高等数学（最低65%）。

商务/商务专业 B2014 Clayton 76.25 数学（最低65%）或高等数学（最低65%）。

商务/信息技术 B2025 Clayton 76.25 数学（最低65%）或高等数学（最低65%）。

教育学

教育学（荣誉学位） D3001
Clayton/ 

Peninsula^ 70 65 任何预科阶段数学课程（最低50%）。A C E

教育学（荣誉学位）/人文学 D3002

Clayton

72.5

65

任何预科阶段数学课程（最低50%）。A C E

教育学（荣誉学位）/商科 D3007 70 基础数学（最低65%）或数学（最低50%）或高等数学（最低50%）。C E

教育学（荣誉学位）/商务 D3003 76.25 数学（最低65%）或高等数学（最低65%）。C E

教育学（荣誉学位）/理科 D3005 72.5
任何预科阶段数学课程（最低50%）A。生物（最低65%）、化学（最低
65%）、数学（最低65%）、高等数学（最低65%）或物理（最低65%）任
选其一。C E

课程名称 课程代码 校区
百分制
分数

英语 
（%） 预科课程（FY）先修科目

工程学

工程学（荣誉学位） E3001 Clayton 76.25 65
数学（最低65%）或高等数学（最低65%）外加化学（最低65%）或	
物理（最低65%）。

工程学（荣誉学位）/建筑设计 E3009 Clayton 76.25 65
数学（最低65%）或高等数学（最低65%）外加化学（最低65%）或	
物理（最低65%）。

工程学（荣誉学位）/商务 E3005 Clayton 76.25 65
数学（最低65%）或高等数学（最低65%）外加化学（最低65%）或	
物理（最低65%）。

信息技术

计算机科学 C2001
Clayton 

72.5
65

数学（最低65%）或高等数学（最低65%）。

信息技术 C2000 70 任何预科阶段数学课程（最低50%）。A.

法学

法学（荣誉学位） L3001
Clayton 85 75

无

法学/商务 L3005 数学（最低65%）或高等数学（最低65%）。

医学、护理学与健康科学

生物医学科学 M2003

Clayton

80

75

化学（最低65%）以及数学（最低65%）、高等数学（最低65%）或	
物理（最低65%）任选其一。

生物医学科学（学者项目） M2003 88.75
化学（最低85%）以及数学（最低85%）、高等数学（最低85%）或	
物理（最低85%）任选其一。

健康科学 M2014 Caulfield 63.75 65 无

医学科学与医学博士B M6011 Clayton 90 75 化学（最低75%）、ISAT和多站迷你面试（MMI）。详见院系网站。C

护理学B M2006
Clayton 70

65 任何预科阶段数学课程（最低50%）。A C F

Peninsula 70

护理/助产（荣誉学位）B M3007 Peninsula 72.5 65 任何预科阶段数学课程（最低50%）。A C F

营养科学B M2001
Clayton

72.5 65
化学（最低65%）或生物（最低65%）。C

营养科学（学者项目）B M2001 85 75

职业疗法（荣誉学位）B M3001 Peninsula 74.25 65 无C

辅助医学 M2011 Peninsula 65 65 基础数学（最低65%）或数学（最低50%）或高等数学（最低50%）。C H

物理疗法（荣誉学位）B M3002 Peninsula 85 75
化学（最低65%）、生物（最低65%）、物理（最低65%）、	
数学（最低65%）或高等数学（最低65%）任选其二。C

心理学（荣誉学位） M3005 Clayton 76.25 65 无

公共健康 M2012 Caulfield 63.75 65 基础数学（最低65%）或数学（最低50%）或高等数学（最低50%）。

放射学和医学成像（荣誉学位）B M3006 Clayton 85 75
数学（最低65%）或高等数学（最低65%）外加物理（最低65%）	
或生物（最低65%）。C

药剂学 
制药科学 P2001

Parkville

72.5
65

化学（最低65%）和至少一门数学（最低65%）或	
高等数学（最低65%）。

高级制药科学（荣誉学位） P3002 85

药剂学（荣誉学位）C P3001
75 75

药剂学（荣誉学位）和药剂学硕士C P6001

理科

理科 S2000

Clayton

72.5 65
生物（最低65%）、化学（最低65%）、物理（最低65%）、	
数学（最低65%）或高等数学（最低65%）任选其一。

高级理科 – 国际挑战（荣誉学位）B S3001

85 75

生物（最低75%）、化学（最低75%）、物理（最低75%）、	
数学（最低75%）或高等数学（最低75%）任选其一。D	
注意：无组合录取通知书

高级理科 – 研究（荣誉学位） S3002
数学（最低75%）以及生物（最低75%）、化学（最低75%）、	
物理（最低75%）或高等数学（最低75%）任选其二。

理科/人文学 S2006 72.5 65
生物（最低65%）、化学（最低65%）、数学（最低65%）、	
高等数学（最低65%）或物理（最低65%）任选其一。

请注意：目标学位课程可能会变更。查看完整列表，请访问monashcollege.edu.au

此处并未列出所有的双学位组合。如需查看入学要求的完整列表，请访问monashcollege.edu.au/
courses/foundation-year/destination-degrees

^ 部分专业方向需要在 Clayton 校区或 Peninsula 校区学习。

A 也可能考虑澳大利亚学制 11 年级或同等水平数学。有最低分要求。

B 由于部分学位课程招生名额有限，达到最低入学标准不代表一定能够录取。

C  为入读某些课程，你可能需要获得幼儿工作许可、无犯罪记录证明或国际无犯罪记录证明，并符合教
师免疫和感染风险政策。详见院系网站。

D  所有申请人必须提交书面申请，如果进入最终候选人名单，将被邀请参加面试。如需了解更多信息，请
访问monash.edu.au/admissions/personal-statements预科课程学生不会收到此课程的组合录取通
知书。

E  所有申请者都必须参加 CASPer 评测。维多利亚州的许多初级教师教育课程都对 CASPer 评测有要求。
这是一个非认知性的在线工具，旨在评估申请人的个人特质和职业属性。如需报名或查询详情，请访问 
takecasper.com. CASPer 评测只能在网上进行，具体日期安排在9月至1月期间。如需查询 CASPer 的
申请截止日期，请访问 takecasper.com/test-dates

F  护理学专业学生必须清楚了解依据《1981 年药物、毒药和受控物质法案》（维多利亚州）以及《2006	
年药物、毒药和受控物质条例》（维多利亚州）之规定，其在药物管理和贮存方面所应承担的法律责
任。

G  对于不在墨尔本就读的蒙纳士大学预科课程学生，必须以DVD格式提交一份录制的表演面试/作品
集，并通过以下网站提交“音乐面试——海外申请者登记表”：artsonline.monash.edu.au/music-
auditions

H  学生还必须在维多利亚救护车中心指定的机构完成并通过一项规定的医疗及身体素质评估。如需了解
其他详情，请访问网站：http://med.monash.edu.au/cehpp/ugrad/clinical-placement-information.
html 

如何计算预科课程的分数
第1步：将8个课程科目的成绩相加得出总分。
第2步：将总数除以八——总数为预科课程的总分

第3步： 奖励分数。若符合条件，将你多修并且通过的每个单元分
数乘以1.25%再算入预科课程的总分（最多可算入2门课
的奖励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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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蒙纳士大学本科目标学位课程的入学要求	
——快捷课程
2020年开始攻读本科学位课程的快捷课程学生。

请注意：目标学位课程可能会变更。要查看完整列表，请访问	 
monashcollege.edu.au

此处并未列出所有的双学位组合。如需查看入学要求的完整列表，请访问	  
monashcollege.edu.au/courses/diplomas/destination-degrees

^  部分专业方向需要在Clayton校区或Peninsula校区学习。

A  有先修科目要求；详情请访问	  
monashcollege.edu.au/courses/diplomas/destination-degrees

B  入学需要通过面试。

C  所有申请者都必须参加CASPer评测。维多利亚州的许多初级教师教育课程都对CASPer评测有要求。
这是一个非认知性的在线工具，旨在评估申请人的个人特质和职业属性。如需报名或查询详情，请访问  
takecasper.com。CASPer评测只能在网上进行，具体日期安排在9月至1月期间。如需查询CASPer的申
请截止日期，请访问takecasper.com/test-dates

本手册中所列的快捷课程第1和第2阶段入学要求适用于2020年入读本科目标学位课程的学生。当所列目
标课程入学要求与学生最初被录取时公布的分数不同时，以学生最初被录取时公布的入学要求为准。

第1阶段（%） 第2阶段（%）

课程名称 课程代码 校区 快捷课程

艺术、设计与建筑

艺术与设计快捷课程

建筑设计 F2001

Caulfield
75

65

设计 F2002
50

美术 – 美术专业方向 F20031

美术 – 艺术史与策划专业方向 F20033 80 无

人文与社会科学

人文学快捷课程

人文学 A2000
Clayton/ 
Caulfield

80 55

犯罪学 A2008
Clayton/ 
Caulfield

80 55

国际研究 A2001 Clayton 85 N/A

媒体传播 A2002 Caulfield 80 55

音乐 A2003 Clayton 70 B 55 B

商科

商科快捷课程（商科方向）

商科 B2000 Caulfield 80 A 62 A

工商管理 B2007 Peninsula 70 A 55 A

商科专业 B2003 Caulfield
80 A 62 A

国际贸易 B20034 City

商科快捷课程（商务方向）

商务 B2001
Clayton 80 A 70 A

商务专业 B2004

商科双学位课程

商科快捷课程（商科方向）

商科/人文学 B2019 Caulfield 80 A 62 A

商科/商科专业 B2013 Caulfield 80 A 62 A

商科/信息技术 B2017 Caulfield 80 A 62 A

商科快捷课程（商务方向）

商务/人文学 B2020 Clayton 80 A 70 A

商务/商务专业 B2014 Clayton 80 A 70 A

商务/计算机科学 B2008 Clayton 80 A 70 A

第1阶段（%） 第2阶段（%）

课程名称 课程代码 校区 快捷课程

教育学（双学位）

人文、商科或理科快捷课程教育学专业方向

教育学（荣誉学位）与人文学 D3002

Clayton ^

无 65 A C

教育学（荣誉学位）与商科 D3007

教育学（荣誉学位）与商务 D3003 无 75 A C

教育学（荣誉学位）与理科 D3005 无 65 A C

工程学

工程学快捷课程

工程学（荣誉学位） E3001 Clayton 80 A 60 A

工程学双学位课程

工程学（荣誉学位）/商务 E3005

Clayton
由工程学院对学生进行

个别考核

70 A
工程学（荣誉学位）/商务专业 E3003

工程学（荣誉学位）/理科 E3007 60 A

信息技术

工程学快捷课程 
（信息技术方向）

计算机科学 C2001
Clayton 

80 A 60 A

信息技术 C2000 75 55

信息技术双学位课程

信息技术/人文学 C2002 Clayton 80 55

理科

理科快捷课程

理科 S2000 Clayton 80 A 50 A

如何计算快捷课程的分数
如需了解如何计算快捷课程的分数，请访问	  
monashcollege.edu.au/courses/diplomas/destination-deg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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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申请入学 
 monashcollege.edu.au/apply

1 选择你的衔接课程
选择你中意的蒙纳士大学本科学位课程，决定最
适合自己的是入读预科课程还是快捷课程。

5 未满18岁的学生
如果你未满18岁，我们在发放录取通知书时会向
你发送一份学生监护与住宿安排登记表。填写表
格时需要确定：

1. 选谁作为你的监护人？

你可以选择家长/亲属或蒙纳士学院监护人。
如果你选择与家长或亲属一起居住，就需要从 
homeaffairs.gov.au下载157N表格，并将其提交
给内政部。

2. 你将住在哪里？ 
 >校外的学生住宿
 >寄宿家庭
 > Clayton校区内的宿舍。

2 确认自己是否符合入学要求
入学要求的列表详见第50页。

6 接受录取通知书
在接受录取通知书时，你还需要支付押金和海外
学生医疗保险费（见录取通知书所列项目）。如果
你未满18岁，还需要支付蒙纳士学院监护人和住
宿服务押金。

7 收取学校的录取确认函（CoE）
若你未满18岁，我们还会向你发送一份住宿与监
护安排确认信（CAAW）。

8 申请学生签证
详见网站：homeaffairs.gov.au

你还可以访问以下网页了解有关简化学生签
证框架的更多信息	monash.edu.au/study/
international/apply/visa

9 收拾行李！
恭喜！你即将踏上世界顶尖名校的求学之旅！为了
确保一切准备妥当，我们为你提供了一份出行前
核对清单。

别忘了按时到校报到并参加迎新活动！

monashcollege.edu.au/prepare-to-arrive

3 申请包括两种方式

在线申请

在线申请，请访问  
monashcollege.edu.au/apply 

你需要填写在线表格并上传所有相关证明文件。 

请记住——所有文件都必须经过验证。 

或

通过登记的留学代理机构申请

如需查看登记的留学代理机构，请访问	  
monash.edu/agents

 费用
所列费用均以澳元为单位。

英语语言课程

蒙纳士英语直升课程 每周540澳元

蒙纳士英语课程 每周460澳元

其他费用 295澳元管理费

蒙纳士大学预科课程

标准模式 26,500澳元

强化模式 26,500澳元

扩展模式 38,637澳元

预科课程额外科目/重修科目：每门课	 3,199澳元

预科课程额外科目/重修科目（科目代码 
MUF1001–1007）

2,334澳元

费用基于完成预科课程所需的最少科目（标准模式：8门课；强化模式：8门课，扩展
模式：15门课）。

预科课程的音乐课每个单元课程将额外收取1,000澳元。

快捷课程第1和第2阶段

第1阶段 第2阶段

人文学 22,900澳元 25,300澳元

人文学（教育研究） 22,900澳元 25,575澳元

艺术与设计 23,900澳元 26,300澳元

商科 25,500澳元 28,100澳元

商科（教育研究） 25,500澳元 27,675澳元

工程学 25,800澳元 29,400澳元

信息技术 25,800澳元 29,400澳元

理科 25,800澳元 29,400澳元

理科（教育研究） 25,800澳元 28,650澳元

费用可能变更，仅供2019年参考。	
如需查询最新的费用信息，请访问monashcollege.edu.au

生活成本（每年）

住宿 13,000澳元

国际学生医疗保险 400澳元

日杂用品 4,000澳元

午餐 3,800澳元

书籍、文具和设备 1,400澳元

衣物 1,000澳元

杂费 4,400澳元

合计 28,000澳元

所有费用均为大致估算，可能因具体
情况而变化。如需了解更多信息，	
请访问monash.edu/cost-of-living

生活成本
在来澳之前最好制订一份预算表。使用
本示例中的生活费指南可帮助你进行规
划。

4 领取录取通知书

同时申请蒙纳士学院课程和蒙纳士大学本科学位
课程。这表示你只需要申请一次学生签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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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2018 2019 2020 2021

预科课程

强化模式
2018年8月15日

扩展模式
2018年3月5日

标准模式
2018年7月4日至2019年5月

入读蒙纳士大学本科一年级 
2019年第2学期

强化模式
2019年3月6日

扩展模式
2018年8月15日

标准模式
2019年1月23日至2019年11月13日

入读蒙纳士大学本科一年级 
2020年第1学期

强化模式
2019年8月21日

扩展模式
2019年3月6日

标准模式
2019年7月10日至2020年5月30日

入读蒙纳士大学本科一年级 
2020年第2学期

强化模式
2020年3月9日

扩展模式
2019年8月21日

标准模式
2020年1月28日至2020年11月7日

入读蒙纳士大学本科一年级 
2021年第1学期

强化模式
2020年8月12日

扩展模式
2020年2月19日

标准模式
2020年7月1日至2021年5月

入读蒙纳士大学本科一年级 
2021年第2学期

快捷课程

第1阶段
2018年6月11日至2019年2月5日

第2阶段 
2019年2月18日至2019年10月1日

入读蒙纳士大学本科二年级 
2020年第1学期

蒙纳士
英语直
升课程 

2018年4月26日（20周）

蒙纳士
英语直
升课
程 

2019年1月3日（20周） 
2019年2月7日（15周） 
2019年3月14日（10周）

第1阶段
2018年10月8日至2019年6月4日

第2阶段 
2019年6月17日至2020年2月4日

入读蒙纳士大学本科二年级 
2020年第1学期

蒙纳
士英
语直
升课
程 

2018年8月23日（20周）

蒙纳
士英
语直
升课
程 

2019年4月25日（20周） 
2019年5月30日（15周） 
2019年7月18日（10周）

第1阶段
2019年2月18日至2019年10月1日

第2阶段
2019年10月14日  至2020年6月2日

入读蒙纳士大学本科二年级
2020年第2学期

蒙纳
士英
语直
升课
程 

2019年1月3日（20周）

蒙纳
士英
语直
升课
程 

2019年8月22日（20周） 
2019年10月3日（15周） 
2019年11月7日（10周）

第1阶段 
2019年6月17日至2020年2月4日

第2阶段 
2020年2月17日至2020年9月29日

入读蒙纳士大学本科二年级 
2021年第1学期

蒙纳
士英
语直
升课
程 

2019年4月25日（20周）

蒙纳
士英
语直
升课
程 

2020年1月（20周） 
2020年2月（15周） 
2020年3月（10周）

第1阶段
2019年10月14日  至2020年6月2日

第2阶段
2020年6月15日至2021年2月3日

入读蒙纳士大学本科二年级 
2021年第1学期

 开课时间表
面向快捷课程学生的蒙纳士英语直升课程（MEB）
第1阶段：提前20周上蒙纳士英语直升课程 
第2阶段：提前10、15或20周上蒙纳士英语直升课程

开课情况的完整列表请访问网站：monashcollege.edu.au/english-bridging

你知道吗？

学生必须参加在开课前一周
举行的报到与迎新活动。确
保预订好机票及时到校！

列出的日期是指课程报到日期，直至考试期结束为止。日期可能会变更。最新信息详见网站。

蒙纳士英语课程日期

每年开课九次，每期五周。你的入
学日期与周数将列入你的录取通知
书中。

monashcollege.edu.au/monash-
engl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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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未来从	
蒙纳士学院开始

Hai Qi（英文名Francis）

中国

 >预科课程（2013年）
 >法学学士（2014年）

律师助理

Titania Andiani Rosari（英文名Tania）

印度尼西亚

 >艺术与设计快捷课程（2012年）
 >传播设计学士（2014年）

蒙纳士学院	
数字化学习资源设计师

Padmini Anbalagan

新加坡

 >预科课程（2015年）
 >人文学快捷课程（2016年）

学生领袖

Maria Isabella Reharta

印度尼西亚

 >人文学快捷课程（2015年）
 >人文学学士（2016年）

 > Channel 21制作助理（实习生）
 > Caulfield蒙纳士印度尼西亚学生协
会副会长

Junhao Yang

中国

 >预科课程（2013 年）
 >机械工程学士（2014 年）

Cummins South Pacific  
供应链实习生

Nakjun Sung（英文名 Jerome）

韩国

 >预科课程（2015年）
 >生物医学科学学士	
（2016年）

蒙纳士医疗中心	
急诊科志愿者

David Haryanto

印度尼西亚

 >商学快捷课程（2015 年）
 >商学学士（2017 年）

学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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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ashcollege.edu.au

国际学生咨询 
电话：+61 3 9903 4788 
电邮：study@monash.edu

查找当地的蒙纳士留学中介	  
monash.edu/agents

蒙纳士学院保留更改本手册中信息、程序、费用和规定的权利。

本手册中所含信息在出版时（2018年2月）均准确无误。	
蒙纳士学院保留随时修改相关信息的权利。

Job 18P-0007 
CRICOS代码：蒙纳士大学	00008C
蒙纳士学院 01857J
  
Monash College Pty Ltd 
ACN 064 031 714

2019年	
蒙纳士学院	
国际学生	
课程指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