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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澳大学短期访学项目简介
★ 世界 100 强★

★寄宿家庭条件富裕★

★ 活动课精彩，可以在法庭玩 role-play★

1. 学校简介

西澳大学（the University of Western Australia，简称 UWA）创校于 1911 年，位于西澳大利

亚的首府珀斯（Perth），是澳洲八大名校（Group of Eight）之一，也是世界大学联盟（WUN）、昂

宿星大学联盟（MNU）成员，曾培养了 100 多名罗兹学术奖得主和诺贝尔奖得主。在 2017-2018 年 QS

世界大学排名中，西澳大学名列第 93 位。

UWA 是世界百强名校，拥有“澳洲最美校园”之称，校内古老的罗马式建筑，古朴庄严的走廊，

巨石铺垫的人行道，随处可见的绿色草坪和千年古树，构成了风景如画的校园。它所处的城市——珀

斯（Perth），几乎是最能诠释澳大利亚自然景观和真实生活状态的城市。

西澳大学

2. 校园特色

西澳大学主校区坐落于天鹅河畔，是西澳洲最古老的校园，其赤褐色的校园建筑多用大块的沙岩

建造而成，掩映于景色优美、被列为遗产的公园之中，因此被公认为澳大利亚最美丽的校园之一。西

澳大学拥有高素质的教师队伍，其教职工的水平可与澳大利亚海内外任何一所高等教育机构匹敌。

学校教学的设备现代化，各科系都有其专业图书馆。西澳大学校区旁的有所校园宿舍，可提供给

1000 名学生居住。校园内除了有餐厅和学生服务中心之外，还有电影院、银行、邮局、理发院、旅

行社、健身中心等。校园中经常会举办各种的文化活动，包括了每年 2～3月间的珀斯节，校内会有

http://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546073&ss_c=ssc.citiao.link
http://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546073&ss_c=ssc.citiao.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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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室内及户外活动，像戏剧、电影、舞蹈等。此外，音乐会、剧场活动和艺术展览等也不时的在校

园中举办。

语言中心

校园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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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项目介绍

西澳大学语言访学项目由西澳大学语言中心 (UWA CELT)主办，在一个友好和互助的环境中提供

优质的英语课程，反映了西澳大学的悠久教学传统。教师拥有英语教学的学位和专家资格，教学方法

使学生有很多机会通过任务、活动和专题项目练习运用英语，了解澳大利亚的生活。

西澳大学短期访学项目主要有暑期访学、寒假访学和部分高校专项项目。访学时间一般为 4周，

包括 3周访学课程和 1周东海岸研学旅行。该项目以团队方式组织和开展，根据报名人数同批或分批

次赴西澳大学学习。短期访学主要由跨文化意识提升课程、插班课、课题研究、Workshop、活动课、

寄宿家庭生活、各国青年交流活动、研学旅行等部分组成，西澳大学在每一部分的安排都堪称杰出和

精彩，世界 100 强名校学习机会加上澳洲无与伦比的自然风光，使该项目在世界大学访问项目中享有

盛誉。

*以上内容可能根据当时情况略有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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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澳大学 2017 寒假访学学生合影

西澳大学 2017 暑期访学学生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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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跨文化意识提升课程

跨文化意识提升课程主要涉及澳大利亚历史、文化、法律、经济等方面的学习，与语言训练相结

合，提升学生的跨文化意识和国际视野。这里有来自全世界 120 多个国家的学生，你不用因为口语不

好而害怕交流，只要你露出真诚的微笑，便可以与来自全世界的朋友分享你的精彩。还有机会受邀参

加在校生主题活动呢！

主要内容包含：

中澳文化对比研究和跨文化意识、学术性写作、阅读理解与批判性思维提升、影视和音乐鉴赏、

澳洲原住民文化研究、澳洲法律基础等课程。

学生课堂

5. 插班课

如遇西澳大学教学期，学生可选择在特定下午旁听西澳大学专业课，多种有趣专业可选，与西澳

大学的在校生一同上课，感受一下专业课的全英文式教学，为以后的留学进行一个小小的预热。旁听

完课程后，一般会在第二天上午，由各个学生在课堂上分别分享自己旁听的内容，相互交流。

热门课程：会计、市场营销、人力资源管理、建筑学、农业科学、化学、商法、数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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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班课程

6. 课题研究

完成课程学习之外，访学学生需要分组或者独立完成一个有趣的课题，一般与澳大利亚历史和文

化有关，选题后走上街头或校园进行一些问卷调查，汇总数据后在结业课上展示自己的课题研究成果。

通过课题研究，口语表达、交际能力、归纳演绎能力等都能得到很大的锻炼和提高。

课题研究步骤：分小组-确定主题-制定调查问卷-采访主校区学生-制作 PPT-展示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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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组讨论

采访主校区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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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演讲

7. Workshops

西澳大学还为广大学生开设了 Workshop，是一种以头脑风暴为特征的创新研修方式，通常由 UWA

研究生跟同学们介绍创新科技，如：机器人、桥梁工程等原理，接着让各位同学分组动手实践，通过

动手能力尝试挑战测试，十分有趣！

桥梁搭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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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学生讲解机器人原理

8. 活动课

活动课一般下午开课，与上午的课堂教学有一定的内容联系，一般上午的课程会针对下午的活动

课做一些背景知识和英语词汇学习，便于同学们在下午的活动课上体验和吸收更多知识，加深理解和

记忆，由于做了更充分的知识准备，游览和参观也变得更加有趣和富有收获。

活动课内容摘要：Swan River 天鹅湖、Perth City Centre 珀斯市区、Perth Art Gallery 珀斯

艺术画廊、Perth Museum 珀斯博物馆、Kings park 国王公园、Fremantle City 菲尔曼特市、Bunbury

Western Australia 班伯里港口、Koombana Bay 库姆巴纳湾、Perth Zoo 珀斯动物园、Francis Burt

Law Museum 法律博物馆

另外，在天气良好的情况下，学校会在周末组织海豚中心一日考察，让同学们坐船去看海豚呢！

历史遗迹——弗莱曼特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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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博物馆-模拟法庭 Role-Play

野生动物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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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王公园

海豚中心一日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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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入住当地家庭

寄宿家庭的生活是参加访学的学生满意度最高的环节之一。所有寄宿家庭都经过当地政府备案和

西澳大学认证，全部是独栋房子，学生均有独立房间。珀斯当地居民非常富裕，很多家庭供寄宿服务

不是为了获得经济报酬，而是希望自己或者孩子有更多机会与来自世界各地的年轻人交流。寄宿家庭

提供早晚餐，费用都包含在住宿费里了。有的住家更好，会给你准备好午餐带去学校，这样又省了好

多伙食费，毕竟在澳洲吃饭还是挺贵的。虽然碰到这么好的住家需要一点点运气，但是最重要的是要

精心挑选寄宿家庭以及在住家里好好表现自己。UWA 会在出发前发放表格给大家填写，为学生匹配最

适宜的住家类型。

美丽的寄宿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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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当地人相处，体验澳洲地道生活

10. 研学旅行

访学课程结束后，是为期 1周的东海岸研学旅行活动，从珀斯到悉尼和堪培拉，包含澳洲国立大

学、悉尼大学等澳洲一流高校参观交流，了解澳洲高等教育制度、研究生申请、留学生活等；参观当

地著名景点，如悉尼歌剧院、悉尼海港大桥、蓝山、邦迪海滩、农场活动、国会大厦等。

主要高校和景点：

1. 悉尼大学：创办于 1850 年，是大洋洲第一所大学，是澳大利亚八大名校（Group of Eight）

之一，是一所世界顶尖级研究学府，同时也是世界大学联盟、环太平洋大学联盟、澳大利亚八校联盟、

亚太国际贸易教育暨研究联盟的核心成员。在 2017-2018 英国 QS 世界大学排名中排名全球第 50。

2.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澳洲国立大学）：成立于 1946 年，位于澳大利亚首都特区的堪培拉，是

澳大利亚八大名校（Group of Eight）之一，同时也是澳大利亚唯一由联邦国会立法设立的国立大学。

澳洲国立大学在大洋洲具特殊学术地位，四大国家级研究院有三座设立在 ANU 校园，分别是：澳大利

亚科学院（AAS）、澳大利亚人文学院和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ASSA）。

3. 悉尼歌剧院&海港大桥：悉尼歌剧院是悉尼的标志和灵魂，是澳大利亚最著名的建筑，也是世

界是最伟大的建筑物之一；海港大桥是悉尼市最宏伟的建筑物之一横跨海港，连接悉尼南北海岸。在

这里，你可以尽情享受海风拂面的舒适，感受悉尼的魅力！

4. 蓝山：驱车沿三十二号公路直上海拔一千一百米高的蓝山三姐妹峰，三姐妹峰(The Three

Sisters)是蓝山最知名、最受欢迎的旅游景点之一。分别乘坐高空缆车、丛林火车及丛林缆车在不同

角度感受蓝山的雄伟壮阔。也可以徒步探寻 Wentworth Fall 的壮美。

5. 农场活动：远离城市的喧嚣，来到这里感受开阔的牧场：与农场主家人一道回家，一起参加

农场活动和用餐。其他活动还包括: 澳式牛排午餐，挤牛奶，农场巡游，数牲畜, 牧羊，剪羊毛(视

季节而定), 圈羊，观看牧羊犬工作，领羊驼, 剪羊驼毛（视季节而定）, 喂鸡鸭，丛林漫步, 收集

木柴点燃篝火制作土著人烤面包，赶牲畜，当地观光。

6. 邦迪海滩：邦迪海滩约长一公里，曾是几部澳大利亚或国际电影和电视剧的拍摄场地，每年

都是很多观光客必到之处。在这里，阳光灿烂，微风清凉，你可以感受到蓝天碧海以及澳洲美丽的阳

光沙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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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国立大学

悉尼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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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尼歌剧院

蓝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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邦迪海滩

澳大利亚当地农场

11. 项目特色

1. 世界百强名校，澳洲最美校园，正式注册为访学学生，享受在校生待遇，获得学生证和西澳

大学结业证书。

2. 小班互动式教学，以室内课、活动课、课题研究和讲座等为载体，历史、文化、法律、经济

等课程与语言训练相结合，迅速提升跨文化意识和英语表达能力，激发对文化交流的兴趣；可以申请

旁听在校生课程、参加研讨会和专题讲座，和世界各地学生一起交流，体验和了解留学生学习和生活

情况。

3. 珀斯和中国没有时差，但季节相反，带来良好的适应和别具一格的体验；当地美景无与伦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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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能代表澳洲自然风光；亲密接触澳洲大陆独有的动物和植物，令人耳目一新。

4. 澳大利亚是第三大英语国家，珀斯虽为澳洲最大城市之一，但亚洲移民很少，英语更加纯正

地道；当地非常富裕，寄宿家庭全部是独栋别墅和单人房间，完全融入澳洲本土生活，非常有利于体

验文化差异和提高英语水平。

5. 项目运营非常成熟，仅 2017 年参加人数近 300 人；在风险预防和安全保障方面具备丰富的经

验，有一系列的相关措施，保障学生安全；该项目已签署协议，由中国平安财产保险公司特别承保，

所有访学学生均纳入专属保险的保障范围，包含意外、门诊、住院、财务丢失、因事退出等，是同类

最高额度保险之一。

6. 第四周安排东海岸研学旅行，从珀斯到悉尼和堪培拉，包含澳洲国立大学、悉尼大学等澳洲

一流高校参观交流，了解澳洲高等教育制度、研究生申请、留学生活等；参观当地著名景点，如悉尼

歌剧院、悉尼海港大桥、蓝山、邦迪海滩、农场活动、国会大厦等。

12. 申请条件

1．在校生且专业学科成绩良好；

2．英语听说读写有一定基础；

3．身心健康，独立自理和适应能力较强；

4．遵纪守法，自觉维护国家形象和学校名誉，严格按照学校规定的时间派出及返校。

13. 申请流程

1. 点击 http://dcn-edu.com/f/c7dPN，或扫描右侧二维码，填

写报名表；

2. 参加并通过面试，完成交费，获得访学邀请和资助；

3. 加入访学微信群，参加直播行前交流会；

4. 尽早办理护照，递交签证材料；

5. 出发赴珀斯，在西澳大学学习 3周，第四周赴东海岸研学旅行；

6. 回国，提交总结，小课题结项等。

14. 项目咨询

咨询微信：13929596675

微信公众号：DCN 澳洲访学

咨询电话：020-82002936；13929596675

http://dcn-edu.com/f/c7dPN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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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最新项目

项目时间：

Term 1: 课程 2018 年 1 月 20 日-2 月 11 日 + 研学旅行 2018 年 2 月 11 日-17 日(可选)

Term 2: 课程 2018 年 1 月 27 日-2 月 18 日 + 研学旅行 2018 年 2 月 18 日-24 日(可选)

项目费用：课程 6200 澳元，研学旅行 1900 澳元，可申请国际往返机票资助（最高不超过 8000

元人民币）；

申请截止日期：2017 年 10 月 15 日（第一批）。

★ 学生评论★

“这次访学经历无疑成为了我大学时光中最精彩的一部分，第一次住 host family，每天搭火车去上

学，全英文授课，还要完成作业和 presentation…虽然只有短短三周，却让我真真切切体验到了留

学生活，感受到了其中的快乐、自由，也有着艰辛和自立，这一趟访学使我成长了不少，英语水平也

有了一定提升，结识了不少好朋友，真的很享受，很难忘这次澳洲行！”

刘子琦——南京农业大学

“感受最强烈的就是一种文化冲击吧，发现自己的自己无知还有对一些自己不曾涉及到的东西的误

解，怎么说呢，确实能让自己变成一个更完整的人。在这里，不管你的观念还有生活方式如何不同，

你都可以很享受自己的日子，你不必在意别人的眼光。每个人都能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方式，而完全

无需去在意社会的评价。我的住家就跟教育她的女儿 Sophie，不要跟着别人走，你要学会如何做

Sophie 自己。这么多日子里，我也学会如何尊重别人。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另外一种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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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欣月——长沙理工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