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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时代教育集团简介
COMPANY PROFILE
澳大利亚时代教育坐落于澳大利亚悉尼市中心，在澳大利亚教育部、澳大利亚质量监督权威机构的
批准下设有六所专业学院，分别为：澳大利亚华威学院、澳大利亚商学院、威尔斯国际学院、伯克
利商学院、约克商学院和时代英语学院。作为一所综合性极强的高等学府，时代教育提供多学科交
叉综合的专业课程，充分照顾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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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时代教育凭借高水准的教学科研和高质量的毕业生升学
就业去向，受到用人单位、家长及社会各界的好评。迄今时代教育已经与澳大利亚及纽西兰各名牌
大学开展了教育方面的合作，并于厦门、雅加达和胡志明市设立独资运营机构 ，组建了全球首屈一
指的澳纽教育及咨询平台。
时代教育坚持“真诚、热情、专业、细致”教育理念，根植澳洲，服务全球，凭借在教育行业的领先
优势，创立了教育品牌——时代教育。

澳大利亚时代教育集团
选择在时代教育学习，是学生对其未来的一笔可靠投资。每一位就读于时代教育的学生都是无可替
代的，时代教育永远为学生提供最相关的、高质量的和启发灵感的教育体验。

INSTITUTE OF AUSTRA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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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英语学院
时代英语学院是一所经澳大利亚政府及教育部认

时代英语学院的职业教育和培训课程，包括

可的语言与职业教育院校，学校为学生提供最优

学前教育、领导力与管理等。这些课程均通

质的教学和最周到的服务，助力学生全面发展。

过澳大利亚技能质量管理局批准，为学生提

在这里，不仅能实现语言过关、就业过关，更重

供进入职场所需的技能。

要的是，这段经历和成长定能为您开启美好未
来。

时代英语学院拥有经验丰富、热情且有创造
力的教学团 队。老师定期对学生进行多样化

时代英语学院坐落于悉尼市中心城区，交通方便

的评估与考核，学生可获得多维度的学习反

快捷。现代化崭新的校区、WIFI 全校覆盖、阳光

馈，在既定的时间内有效地提高和掌握语言

清新的教室，我们在美丽的悉尼为您提供一个良

技能和学习能力。

好的学习和工作环境。
时代英语学院温馨舒适的校园环境，为学生
时代英语学院的语言课程包括中小学预备英文课

营造家庭般的温暖。这里的工作人员为学生

程、综合英语与学术英文课程。中小学预备英语

提供无微不至的关怀，帮助学生适应澳大利

课程是为即将入读澳洲精英高中的国际留学生提

亚的新生活。我们举办新生入学周，并时常

供的专业的英文预备课程。 综合英语课程是以交

组织各式各样的社交活动，如文化节、观光

互式的学习方式，让学生灵活的使用多种英语技

旅游等以帮助学生适应学习与生活环境。

能与技巧，以满足生活上的语言需求。学术英文
课程能帮助学生轻松进入澳大利亚名牌高等院校
就读。

英语课程
中小学预备英语
高中预备英语
综合英语
学术英语

ENGLISH COURSES
English for Primary School Preparation
English for High School Preparation
General English
English for Academic Purposes

学前教育课程
学前教育三级文凭
学前教育大专文凭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AND CARE
Certificate III in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and Care
Diploma of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and Care

领导力与管理课程
领导力与管理四级文凭
领导力与管理大专文凭
领导力与管理高等大专文凭

LEADERSHIP AND MANAGEMENT
Certificate IV in Leadership and Management
Diploma of Leadership and Management
Advanced Diploma of Leadership and Management

悉尼校区 Level 4, 338 Pitt St, Sydeny NSW 2000 Australia

邮箱： info@times.nsw.edu.au

电话：＋ 61 2 8316 6688

网站： www.times.nsw.edu.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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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学预备英语

高中预备英语

English for Primary School Preparation

English for High School Preparation

课程简介：
小学预备英语课程重在营造一个充满乐趣的学习环境，通过看字读音、
口语发音、肢体语言等版块进行教学。通过多感官、多媒体、交互式互
动教学，保证孩子的学习兴趣与学习效果，为学生未来在澳大利亚就读
精英小学做最好的准备。这种学习方式不仅增加了孩子们英语学习的兴
趣，而且更能培养他们环 境适应、早期社交、团队协作能力及未来领
导力。通过由浅入深的学习，学生将掌握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小学课
程的各类科目和学习方法。本课程采用小班教学，透过专业教师的耐
心、爱心引导，孩子自在学习、快乐成长。孩子轻松掌握留学的必备技
能，顺利达到进入澳大利亚精英小学的标准，开启精彩人生。

课程简介：
高中预备英语课程 (EHSP) 为即将入读澳洲高中的国际留学生提供专业
的英语辅导。该课程为帮助学生培养在澳大利亚念高中所需的学习技能
而设计，使其具备在澳洲高中学习所需的听、说能力，同时学生将根据
高中常考的内容进行阅读训练，完成高中的学术作业和课题。时代英语
学院注重学生的道德和价值观发展，不仅在学校，而且在他们的生活中
为他们提供了成功的工具。除语言课程外，学生还将学习诸如数学，科
学，人类社会和环境等其它高中相关课程。此外，高中预备英语课程帮
助学生适应澳大利亚的生活，提高必要的社会和学术技巧，从而在学习
中获得成功。

适用英语水平范围：初级到中高级水平
可申请双录取的澳大利亚精英中小学：详见澳大利亚精英中小学PDF
入学日期：每周入学
入学要求：学生年龄在7-12岁之间, 无英文水平要求，需参加分班考试
课程表：周一至周五 早课：9:00 – 15:00

适用英语水平范围：初级到中高级水平
可申请双录取的澳大利亚精英中小学：详见澳大利亚精英中小学PDF
入学日期：每周入学
入学要求： 学生年龄在12-18岁之间, 无英文水平要求，需参加分班考试
课程表：周一至周五 早课：9:00 – 15:00

综合英语

学术英语

General English

English for Academic Purposes

课程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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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程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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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握大学课程的各种学习技巧。

适用英语水平范围：初级到中高级水平
入学日期：每周入学
入学要求：无英文水平要求，需参加分班考试
课程表：周一至周四 早课：9:00 – 15:00 晚课： 16:30- 21:30

适用英语水平范围：初级到中高级水平
可申请双录取的澳大利亚大学:新英格兰大学
入学日期：每四周一次
入学要求： 无英文水平要求，需参加分班考试
课程表：周一至周四 早课：9:00 – 15:00 晚课： 16:30- 2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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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前教育三级证书
Certificate III in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and C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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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生人群：18-25岁

课程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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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他们已经被安排成有先后顺序的7个单元，以训练和
评估具有共同技能和知识的科目，或者由于它们具有共同的工作
职能并且基于行业咨询。该课程的组织提供了逻辑有效的学习顺
序。

适用英语水平范围：中级到高级水平

• 工作合法并符合职业道德

学期时长：35周

• 使用经批准的学习框架来指导实践

入学日期：一月、四月、七月、十月

• 组织个人工作重点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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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培养文化素质
• 促进澳大利亚土著人或托雷斯海峡岛民文化安全
• 在教育和护理环境中提供紧急急救措施
• 参与工作健康和安全培训
• 保证儿童健康和安全
• 明确处于危险中的儿童和青少年，并作出对应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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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C30113后，毕业生可以向以下工作方向
发展：
• 早期幼儿教育
• 家庭日托教育
• 学前助理
• 保姆或家中护理教育者

• 共同协作，维持儿童和青少年安全的环境
• 照顾婴儿和幼儿
• 照顾儿童
• 促进和提供健康的饮食
• 使用有关儿童的信息来指导实践
• 提供支持儿童玩耍和学习的经验
• 支持儿童早期的整体发展
• 与孩子建立积极和尊重的关系
• 对儿童和青少年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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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前教育大专文凭
Diploma of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and C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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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生人群：18-25岁
适用英语水平范围：中级到高级水平

课程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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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他们已经被安排成有先后顺序的13个单元，以训练和
评估具有共同技能和知识的科目，或者由于它们具有共同的工作
职能并且基于行业咨询。该课程的组织提供了逻辑有效的学习顺
序。
• 工作合法并符合职业道德

学期时长：100周（共分为八个学期）

• 使用经批准的学习框架来指导实践

入学日期：一月、四月、七月、十月

• 培养文化素质

入学要求：学生完成高中课程，达到雅思5.5或同等水平的

• 促进澳大利亚土著人或托雷斯海峡岛民文化安全

英语能力

• 在教育和护理环境中提供紧急急救措施
• 保证儿童健康和安全
• 明确处于危险中的儿童和青少年，并作出对应策略
• 照顾婴儿和幼儿
• 照顾儿童

就业方向

• 促进和提供健康的食物和饮料

工作角色和头衔可能在不同的幼儿早期的环境中有所不

• 为儿童建立并维持安全和健康的环境

同。成功完成CHC50113后，毕业生可以向以下工作方向
发展：
• 早期幼儿教育
• 家庭日托教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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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维持工作场所健康和安全
• 与孩子建立积极和尊重的关系
• 开展研究活动
• 制定和实施政策
• 促进教育和护理服务的规范化
• 领导工作团队
• 将可持续实践纳入服务业务
• 促进儿童早期的整体发展和福祉
• 培养儿童的创造力
• 制定和实施合作行为发展规划
• 促进儿童代理
• 实施包容所有儿童的策略
• 分析信息以指导学习
• 与家属合作，为儿童提供适当的教育和照顾
• 设计和实施课程，促进儿童的学习与发展
• 为同事提供指导支持
• 反思和改进自己的专业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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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力与管理大专文凭

领导力与管理高等大专文凭

Diploma of Leadership and Management

Advanced Diploma of Leadership and
Management

课程介绍：
通过本专业的学习，学生在业务能力和商业嗅觉方面的技能将
得到提高；本课程旨在培养出色的管理人员，合理运用企业内
部管理所需的技能与理论，学会如何管理他人工作，处理人际
关系，以及审查管理等实操技巧。

课程介绍：
通过本专业的学习，从而提高业务能力和商业环境方面的培训
和技能；培养在商业范畴中的各种管理与审查管理实践工作的
能力；巩固在管理层面上的技能和知识，更好的管理他人工
作；加强分析、诊断、设计和执行业务管理的能力以及学会运
用必不可少的人际关系技巧在商业部门的管理职位中。

专业课程:
• 情商开发与运用
• 运营计划管理
• 领导和管理有效的工作关系
• 领导并管理团队效率
• 预算和财务计划管理
• 客户服务质量管理
• 员工的招聘、选拔和就职
• 承担项目工作
• 危机管理
• 绩效管理
• 商务文件的设计与撰写管理
• 制定可持续性的工作场所政策和程序

专业课程:
• 财务管理
• 领导和管理组织变化
• 在整个组织中提供领导
• 发展并执行商业计划
• 知识和信息管理
• 管理创新和持续改进
• 制定和实施战略计划
• 规划和建立合规管理体系
• 制定营销计划
• 管理人力资源战略规划
• 制定组织营销目标

招生人群：18-25岁
学期时长：48周（共分为4个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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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开发，实施和维护WHS管理系统
招生人群：18-25岁
学期时长：48周（共分为4个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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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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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华威商学院
商务课程
商业管理四级文凭
商业管理大专文凭
项目管理大专文
商业管理高等大专文凭
项目管理高等大专文凭
领导力和管理高等大专文凭

BUSINESS COURSES
Certificate IV in Business
Diploma of Business
Diploma of Project Management
Advanced Diploma of Business
Advanced Diploma of Program Management
Advanced Diploma of Leadership and Management

信息技术课程
网站开发大专文凭
软件开发大专文
系统分析与设计大专文凭
网络安全高等大专文凭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OURSES
Diploma of Website Development
Diploma of Software Development
Diploma of Systems Analysis and Design
Advanced Diploma of Network Security

市场营销课程
市场营销与传播四级文凭
市场营销与传播大专文凭
市场营销与传播高等大专文凭

MARKETING COURSES
Certificate IV in Marketing and Communication
Diploma of Marketing and Communication
Advanced Diploma of Marketing and Communication

招生人群：18-25岁
适用英语水平范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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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程表：

早班： 周一 周二 ／ 周三 周四 ／ 周五 周六 8:45 AM - 16:45 PM
晚班： 周一至周四 17:45 PM - 21:30 PM

悉尼校区 Level 1, 841 George St, Sydeny NSW 2007
布里斯班校区 Level 3, 316 Adelaide St, Brisbane QLD 4000
电话：＋ 61 2 9211 8838
邮箱： info@warwick.edu.au
网站： www.warwick.edu.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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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管理大专文凭

项目管理高等大专文凭

Diploma of Project Management

Advanced Diploma of Program Management

课程介绍：
本课程针对项目计划书、业务分析，质量测算和项目决策
执行方面进行培养。通过学习并掌握项目管理技能，进行
项目管理的实践工程，成为一名合格的项目负责人。

课程介绍：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将掌握项目负责人所需具备的管理技
能，有能力管理并运作多个项目。通过学习项目策划以及管理
技能的实践，深入了解作为一名独立项目经理人，该如何管理
和运营具体项目以实现企业目标。

专业课程:
• 项目管理范围

专业课程：

• 项目管理时间

• 项目执行

• 项目管理质量

• 促进利益相关者参与

• 项目管理成本

• 项目规划实施

• 项目管理-人力资源

• 管理效益

• 项目管理-信息和沟通

• 情商发展及运用

• 项目管理风险

• 财务管理

• 项目管理集成

• 领导力和组织变革

• 个人工作重点和专业发展管理

• 项目交付管理

• 领导力和团队管理

• 项目风险管理

• 项目采购管理

• 项目领导力提升

• 商业运营计划管理

• 项目计划的直接人力资源管理
• 项目计划的直接采购及承包

学期时长：52周（共分为4个学期）
学期时长：52周（共分为4个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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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开发大专文凭

网站开发大专文凭

Diploma of Software Development

Diploma of Website Development

课程介绍：
本课程主要学习软件开发相关的理论知识与实操技巧，通
过进行从开发到应用到管理的实践流程，清楚掌握产品最
终所需实现的目标，本课程采用最前沿的软件开发实操教
材，针对项目管理人员提升技能所设计。

课程介绍：
本课程以ICT课程为核心培养方案，打造具备应用技能和理
论知识的ICT专业人员，能独立或团队协作完成网站的开
发、建设和管理。
专业课程：

专业课程:

• 工作场所安全性确保

• 在IT环境中为版权，道德和隐私做出贡献

• 数据库与网站集成

• 应用其他语言的中级编程技能

• 信息通信技术的版权，道德和隐私维护

• 应用高级面向对象的语言技能

• 通信环境

• 使用软件管理工具管理项目

• 客户业务需求验证

• 应用测试技术进行软件开发

• 动态网站构建

• 设计数据库

• 动态网页创建

• 使用快速应用程序开发构建。

• 数据收集（以业务需求为导向）

• 识别并管理当前行业特定技术的实施

• ICT需求与企业的战略方向相匹配

• 收集数据以确定业务需求 使用快速应用程序开发

• 管理ICT项目

• 管理IT项目

• 基于网络的程序创建 新兴的网络技术趋势研究及应用

• 管理IT项目系统实施

• 以其他语言应用中级编程技能

• 调试和监视应用程序

• 开发复杂的网页布局

• 将应用程序部署到生产环境

• 调试和监控应用程序

• 根据规范验证应用程序设计

• 将应用程序部署到生产环境

• 应用高级编程技能另一种语言

• 使用快速应用程序开发构建

• 应用中级面向对象的语言技能

• 应用中间对象 -面向语言的技能
• 根据规范验证应用程序设计

学期时长：104周（共分为8个学期）

• 查看和更新灾难恢复与应急计划
• 建立和维护客户端用户联络
学期时长：52周（共分为4个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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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分析与设计大专文凭

网络安全高等大专文凭

Advanced Diploma of Project
Management

Advanced Diploma of Network Security

课程介绍：
本课程为希望从事信息技术相关职业的学生量身定
制，通过学习IT行业必要团队协调能力与资源分配，
实践分析市场与产品的需求，实现企业及个人的目
标。

课程介绍：
本课程主要培养网络安全技术设计与执行方面的人才，通
过掌握最新的网络设计、管理与执行确保网络安全可行，
打造网络安全专家。
专业课程:

专业课程：

• 设计和实施安全系统

• 设计数据库

• 规划，配置和测试基于高级服务器的安全性

• 确定和确认客户业务需求

• 实施安全加密技术

• 应用软件开发方法

• 为ICT网络设计和实施安全边界

• 为IT环境中的版权，道德和隐私做出贡献

• 在ICT规划和设计项目中整合可持续性

• 根据项目规格制定详细的组件规格

• 查看和更新灾难恢复和应急计划

• 收集数据以确定业务需求将

• 设计IT安全框架

• IT需求与企业的战略方向相匹配

• 评估和应用网络安全性

• 将可持续性ICT规划和设计项目

• 规划，配置和测试先进的互联网络路由解决方案

• 根据业务规范制定技术解决方案

• 设计和构建集成的VoIP网络

• 使用快速应用程序开发

• 配置网络设备以实现安全的网络基础设施

• 来准备软件开发使用快速应用程序开发进行构建

• 设计和实施无线网络安全

• 识别和管理当前行业特定技术的
• 实施管理IT项目系统实施
• 确定适当的IT策略和解决方案
• 查看和更新灾难恢复和应急计划
• 应用中间的面向对象语言技能
• 应用高级面向对象的语言技能
• 管理IT项目
• 在另一种语言中应用中级编程技能在另一种语言中
• 应用高级编程技能
• 使用软件管理工具管理项目
学期时长：104周（共分为8个学期）

学期时长：52周（共分为4个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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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商学院
市场营销课程
市场营销与传播四级文凭
市场营销与传播大专文凭
市场营销与传播高等大专文凭

MARKETING COURSES
Certificate IV in Marketing and Communication
Diploma of Marketing and Communication
Advanced Diploma of Marketing and Communication

会计课程
会计四级文凭
会计大专文凭
会计高等大专文凭

ACCOUNTING COURSES
Certificate IV in Accounting
Diploma of Accounting
Advanced Diploma of Accounting

商业课程
领导力和管理四级
领导力和管理大专文凭
领导力和管理高等大专文凭

BUSINESS COURSES
Certificate IV in Leadership and Management
Diploma of Leadership and Management
Advanced Diploma of Leadership and Management

旅游课程
旅游与观光管理大专文凭
旅游与观光管理大专文凭
旅游与观光管理高等大专文凭

TRAVEL AND TOURISM COURSES
Certificate III in Travel
Diploma of Travel and Tourism Management
Advanced Diploma of Travel and Tourism Management

招生人群：18-25岁
适用英语水平范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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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程表：

早班： 周一 周二 ／ 周三 周四 ／ 周五 周六 8:45 AM - 16:45 PM
晚班： 周一至周四 17:45 PM - 21:30 PM

校区：
悉尼校区 Level 3, 1 Bay St, Broadway NSW 2007
布里斯班校区 Level 4, 316 Adelaide St, Brisbane QLD 4000
电话：＋ 61 2 8316 9900
邮箱： info@bia.edu.au
网站： www.bia.edu.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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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营销与传播
大专文凭

市场营销与传播
高等大专文凭

Diploma of Marketing and
Communication

Advanced Diploma of Marketing and
Communication

课程介绍：
本课程适合于在营销和沟通方便具备良好理论知识基础并
具备一定管理能力的学生，通过系统性的学习，能带领团
队有效的执行营销方案。通过本课程的学生可从事广告营
销相关职位、直销主任、市场研究助理、媒体策划等。

课程介绍：
本课程主要为企业培养具备领导力与战略思维的营销人才。通
过学习营销技巧、创意概念、管理与分析能力，学生将具备分
析设计和执行营销方案的能力。毕业生将具备专业化的营销与
传播才能，能为项目的成果以及市场营销、广告、公共关系等
表现负责。

专业课程:

专业课程：

• 解读市场趋势和发展

• 开展广告活动

• 设计和制定整合营销传播计划

• 制定和实施战略计划

• 承担项目工作

• 制定营销计划

• 识别和评估营销机会

• 理财

• 建立和调整营销组合

• 制定和实施商业计划

• 进行营销审计

• 管理创新和持续改进

• 制定媒体计划

• 管理知识和信息

• 规划市场调查

• 管理营销过程

• 规划电子营销传播

• 管理市场研究

• 计划直销活动

• 制定组织营销目标

• 规划与参与社交媒体

• 提供整个组织的领导

• 国际市场简介

• 领导和管理组织变革

适用英语水平范围：中级到高级水平
学期时长：52周（共分为4个学期）

适用英语水平范围：中级到高级水平
学期时长：52周（共分为4个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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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光与旅游管理
大专文凭

观光与旅游管理
高等大专文凭

Diploma of Travel and Tourism
management

Advanced Diploma of Travel and
Tourism management

课程介绍：
本课程旨在打造一名观光与旅游管理高级管理人才，通过
学习观光与旅游所需的相关行业技能，以及管理技能和行
业可持续发展相关的知识与技巧，最终可熟练应用到观光
与旅游行业的项目执行上。通过本课程后，可从事与大部
分观光与旅游产业公司相关的工作，包括旅行社、旅行经
销商、导游、定制化旅游管家、服务中心等。

课程介绍：
本课程旨在培养具有高级操作技能的高级管理人员的人才，利用
广泛的差旅或旅游技能，结合专业化的管理技能和丰富的行业运
作知识来协调旅行和旅游业务。学生可自主的负责制定战略业务
管理和运营决策。
本课程可为观光和旅游业部门、旅行社、旅游批发商、旅游经营
者、入境旅游经营者、旅游景点、信息中心和其他旅游业等各种
各样的雇主企业提供人才输送。

专业课程：
提供财务和业务表现信息
为个人准备税务文件
管理预算和预测
准备公司实体的财务报告
实施和维护内部控制程序
提供管理会计信息
准备财务报告
处理财务交易并提取中期报告
准备财务预测和预测
评估业务表现
评估组织的财务绩效
适用英语水平范围：中级到高级水平
学期时长：52周（共分为4个学期）

专业课程：
管理风险
编写复杂的文件
来源和使用旅游业的信息
解读财务信息
开发旅游产品
管理工作场所的多样性
增强客户服务体验
在预算内管理财务
领导和管理人员
监视工作操作
准备和监测预算
开发和管理优质的客户服务实践
研究并遵守监管要求
建立和开展业务关系
建立和维护职业健康安全体系
制定和实施营销策略
管理风险
编写复杂的文件
出售旅游产品和服务
访问和解释产品信息
使用电脑化的预订或操作系统
提供国际目的地的建议
提供澳大利亚目的地的建议
准备报价
建造正常的国际机票
处理旅行相关文件

建设促销国际机票
图书供应商的产品和服务
出售旅游产品和服务
访问和解释产品信息
使用电脑化的预订或操作系统
提供国际目的地的建议
提供澳大利亚目的地的建议
准备报价
建造正常的国际机票
处理旅行相关文件
建设促销国际机票
图书供应商的产品和服务
来源和使用旅游业的信息
解读财务信息
开发旅游产品
管理工作场所的多样性
增强客户服务体验
在预算内管理财务
领导和管理人员
监视工作操作
准备和监测预算
开发和管理优质的客户服务实践
研究并遵守监管要求
建立和开展业务关系
建立和维护职业健康安全体系
制定和实施营销策略

适用英语水平范围：中级到高级水平
学期时长：104周（共分为4个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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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克商学院
商业课程

Business Courses

商业管理四级文凭

Certificate IV in Business

商业管理高等大专文凭

Advanced Diploma in Business

会计课程

Accounting Courses

会计四级文凭

Certificate IV in Accounting

会计大专文凭

Diploma of Accounting

会计高等大专文凭

Advanced Diploma of Accounting

招生人群：18-25岁
适用英语水平范围：中级到高级水平
入学日期：二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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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程表：
早班： 周一 周二 ／ 周三 周四 ／ 周五 周六 8:45 AM - 16:45 PM
晚班： 周一至周四 17:45 PM - 21:30 PM

校区：
悉尼校区 Level 1, 363 Pitt Street, Sydney NSW 2000 Australia
电话：＋61 2 8316 6600
邮箱：info@york.edu.au
网站： www.york.edu.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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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学大专文凭

会计学高等大专文凭

Diploma of Accounting

Advanced Diploma of Accounting

课程介绍：
本课程适合于具备基础会计实践基本知识的个人。学生将更深
入地了解如何准备财务报表。该课程还将涉及到美洲会计准则
委员会就资产，负债和所有者权益的不同方面所要求的会计准
则。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不仅将掌握准备财务文件，还将
学习到财务技能，以及如何有效地与团队沟通合作，以更好的
进行财务规划和业务协调。顺利完成本课程后，学生可以申请
高等教育课程，如高级文凭课程或本科学位，为事业发展做更
好的准备。学生也可选择从事簿记，会计文员，应付账款主任

课程介绍：
本课程最适合于那些已经具备中级会计知识和个人会计经验
的学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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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应收账款主任等会计职位。

展。此外，他们还配备入门级会计助理职位。
专业课程：
• 监督公司治理活动
• 应用经济原则在金融服务行业工作

专业课程：
• 提供财务和业务绩效信息

• 提供管理会计信息

• 为个人编制税务文件

• 准备财务报告

• 管理预算和预测

• 处理财务交易和提取中期报告

• 准备公司实体的财务报告

• 准备财务预测和预测

• 执行和维护内部控制程序

• 评估业务绩效
• 评估组织的财务绩效

• 解释和使用财务统计和工具
• 为个人编制税务文件
• 准备和管理法律实体的税务文件
• 实施税收计划并评估税收合规性
• 提供财务和业务绩效信息
• 评估业务绩效
• 评估组织的财务绩效
• 执行和维护内部控制程序

适用英语水平范围：中级到高级水平
学期时长：52周（共分为4个学期）

• 审计和财务系统和记录报告
• 进行内部审计
• 提供管理会计信息
• 准备和分析管理会计信息
适用英语水平范围：中级到高级水平
学期时长：52周（共分为4个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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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尔斯国际学院
信息技术课程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OURSES

招生人群：18-25岁

信息技术四级文凭

Certificate IV i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适用英语水平范围：中级到高级水平

网站开发大专文凭

Diploma of Website Development

学期时长：47周（共分为4个学期）

软件开发大专文凭

Diploma of Software Development

入学日期：一月、四月、七月、九月

系统分析与设计大专文凭

Diploma of Systems Analysis and Design

入学要求：学生完成高中课程，达到雅思5.5

IT商务分析高等大专文凭

Advanced Diploma of IT Business Analysis

领导力和管理课程

LEADERSHIP ADN MANAGEMENT COURSES

领导力和管理四级文凭

Certificate IV in Leadership and Management

领导力和管理大专文凭

Diploma of Leadership and Management

领导力和管理高等大专文凭

Advanced Diploma of Leadership and Management

酒店课程

HOSPITALITY COURSES

酒店管理四级文凭

Certificate III in Hospitality

酒店管理三级文凭

Certificate IV in Hospitality

电话：+61 2 9283 4388

酒店管理大专文凭

Diploma of Hospitality Management

邮箱： info@wic.nsw.edu.au

酒店管理高等大专文凭

Advanced Diploma of Hospitality Management

网站： www.wic.nsw.edu.au

或同等水平的英语能力。
课程表：
早班： 周一 周二 ／ 周三 周四 ／ 周五 周六
9:00 AM - 17:30 PM
晚班： 周一至周四 17:45 PM - 21:45 PM

校区：悉尼校区 LG, 101 Sussex Street
Sydney NSW 2000 Australia

IT商务分析高等大专文凭
Advanced Diploma of IT Business Analysis
课程介绍：

专业课程：

学生将在本课程的学习中，无论是作为一个独立的ICT专家或作为一个团队的领导，都能灵活

• 维护信息和通信技术政策和程序

运用信息和通信技术（ICT）环境中的业务分析能力。完成本课程的学生将有能力分析，确定

• ICT业务分析

和协调相关的ICT业务解决方案，以满足特定的企业需求。

• ICT要求规范
• 管理ICT解决方案

适用英语水平范围：中级到高级水平

• 更换管理层

学期时长：52周（共分为4个学期）

• ICT项目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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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管理大专文凭

酒店管理高等大专文凭

Diploma of Hospitality Management

Advanced Diploma of Hospitality
Management

课程介绍：

课程介绍：

本课程旨在培养高度熟练的高级酒店服务人员， 结合管理技

本课程专为培养高度熟练职业技能的高级管理人员而设计，熟

能和行业知识，掌握专业的招待技能，并协调招待业务。毕

练掌握各式各样招待技能，结合专业的管理技能和丰富的行业

业生可独立工作，可作出一系列经营上的业务决策。

知识来协调酒店业务。他们可自主的运作项目，并负责制定战

毕业生持有本文凭可担任酒店业界的部门或小型企业的经

略业务管理决策。

理。

毕业生持有本证书可直通澳大利亚酒店业以及其他相关雇主（
包括餐馆，酒店，汽车旅馆，餐饮业，俱乐部，酒吧，咖啡馆

专业课程：

和咖啡店）。

• 使用卫生习惯进行招待服务
• 电子沟通

专业课程：

• 来源和使用的酒店业信息

• 使用卫生习惯进行招待服务

• 领导和管理人员

• 访问和解释产品信息

• 电子沟通

• 在预算内管理财务

• 显示社会和文化的敏感性

• 来源和使用的酒店业信息

• 准备和监测预算

• 与他人有效地合作

• 访问和解释产品信息

• 识别危害，评估和控制安全实践

• 教导其他人的工作技能

• 显示社会和文化的敏感性

• 实施和监督工作健康和安全做法

• 为客户提供服务

• 与他人有效地合作

• 监视工作操作

• 提供酒类的负责任的服务*

• 教导其他人的工作技能

• 领导和管理人员

• 参与安全的工作实践

• 为客户提供服务

• 在预算内管理财务

• 使用卫生措施来保证食品安全*

• 提供酒类的负责任的服务*

• 准备和监测预算

• 准备和提供咖啡咖啡*

• 参与安全的工作实践

• 研究并遵守监管要求

• 提供食物和饮料

• 使用卫生措施来保证食品安全*

• 建立和开展业务关系

• 处理财务交易

• 准备和提供咖啡咖啡*

• 名册工作人员

• 在酒店服务中有效地工作＃

• 提供食物和饮料

• 开发和管理优质的客户服务实践

• 识别危害，评估和控制安全实践

• 处理财务交易

• 建立和维护职业健康安全体系

• 实施和监督工作健康和安全做法

• 在酒店服务中有效地工作＃

• 理财

• 监视工作操作

• 识别危害，评估和控制安全实践 • 制定和实施营销策略

• 领导和管理人员

• 实施和监督工作健康和安全做法 • 招聘，选拔和引导员工

• 在预算内管理财务

• 监视工作操作

• 监控员工绩效

• 准备和监测预算

＃这将在工作场所进行，

• 管理有形资产

• 识别危害，评估和控制安全实践

*这些单位将由“咖啡学校”

• 制定和实施商业计划

• 实施和监督工作健康和安全做法
• 监视工作操作
• 领导和管理人员

适用英语水平范围：中级到高级水平

• 在预算内管理财务

学期时长：105周（包含8个学期）

• 准备和监测预算
• 研究并遵守监管要求
• 建立和开展业务关系
• 名册工作人员
• 开发和管理优质的客户服务实践
＃这将在工作场所进行，
*这些课程将由“咖啡学校”授课
适用英语水平范围：中级到高级水平
学期时长：80周（包含6个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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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克利商学院
商业管理大专文凭

Diploma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商业管理高等大专文凭

Advanced Diploma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招生人群：18-2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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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学日期：一月、四月、七月、十月
课程表：

早班： 周一 周二 ／ 周三 周四 ／ 周五 周六 8:45 AM - 16:45 PM
晚班： 周一至周四 17:45 PM - 21:30 PM

校区：悉尼校区 338 Pitt Street, Sydney

邮件：info@berkeley.nsw.edu.au

电话：＋61 2 8316 6666

网站: www.berkeley.nsw.edu.au

商业管理大专文凭

商业管理高等大专文凭

Diploma of Business

Advanced Diploma of Business

课程介绍：
本课程为学生提供良好的理论知识基础，能够通过一系列
的专业技术与管理能力策略，从而规划、执行和评估自己
和团队的工作以及个人的作用。
商业管理课程完成后可从事管理人员、办公室主任、办公
室总经理

课程介绍：
本课程适合于具备专业理论和业务技能的管理人员，为提
供巩固和建立进一步教育或就业机会的途径。
课程完成后可从事高级管理人员、高级行政人员、人力资
源总经理、战略高管等职位，
专业课程：

专业课程:

• 开展广告宣传活动

• 会议管理

• 助力企业发展

• 建立和维护工作组计算机网络

• 企业变革领导与管理

• 承担项目工作

• 知识与信息管理

• 规划与检查管理

• 制定组织营销目标

• 系统运营规划管理

• 制定营销计划

• 制定可持续性的工作场所政策和程序

• 制定和实施商业计划书

• 个人工作优先级指定与专业发展规划管理

• 风险管理

• 商业文件设计与开发管理
学期时长：47周（共分为4个学期）
学期时长：47周（共分为4个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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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费标准

如何申请

PRICE LIST

HOW TO APPLY

英文课程

ELICOS COURSES

综合英文
General English

AUD$220/周

学术英文
English for Academic English

小学预备英文
AUD$650/周
English for Primary School Preparation
书本费
Material Fee

2.

AUD$10/周

VOCATIONAL COURSES

大专与证书课程
AUD$9000/年
Diploma and Certificates Course
学前教育大专课程
AUD$12000/年
Diploma of Early Childhood and Education

学前教育材料费
Material Fee – Childcare

3.

AUD$200/学期

其他专业材料费
AUD$50/学期
Material Fee – Other Courses

注册费

AUD$200

ENROLMENT FEE

电子确认录取通知书费用
COE FEE

学生可以选择在线申请或下载并打印pdf格式的
申请表，并如实认真填写。

AUD$380/周

中学预备英文
AUD$380/周
English For High School Preparation

专业课程

1.

完成您的申请表

AUD$50

4.

准备所有所需文件
学生近期护照的复印件
澳洲其他教育机构的录取通知，例如:大学、大
学预科或职业技术教育学历（TAFE/VET）
学生近期签证的复印件
官方英语成绩证明的复印件:雅思、托福、个人
英语考试或剑桥(证书需在有效期内)
签名后的课程申请表格
父母或监护人需签署监护及家庭寄宿安排表(如
学生未满18周岁)

确认您的申请
请将您的申请表及相关文件通过邮件或被认可
的教育中介将表格交到时代英语学院的办 公
室。

申请反馈
如果申请成功，时代英语学院会将您所申请课
程的录取通知、学杂费清单及须知寄送给您。
您需要在确认协议书签字，并和付款证明一起
交还给学院。一旦学院收到了所有所需文件，
将会给您发送一封电子注册确认书(eCoE)，以
便进一步申请学生签证。签证批准后，您就可
以准备来悉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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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 & 生活
在澳大利亚
悉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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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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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教育集团的学院目前坐落于澳大利亚两大城市-悉尼和布里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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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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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fe in Austra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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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成本

海外学生健康保险
(OSHC)

勤工俭学

生活费用包括住宿、交通、食
物、衣服、书籍和娱乐。每年
您需要约20,000澳元用以支付
在澳大利亚全年学习的生活费
（不包括学费）。租房的费用
高低取决于您是否选择与朋友
合租以及您是否选择居住在城
市或郊区。澳大利亚交通十分
便利，所有的火车、巴士、渡
轮和轻轨都通往中央商务区。

澳大利亚政府要求所有国际学生
都必须购买海外学生健康保险
（OSHC）。澳大利亚拥有高质
量的医疗服务，对于澳大利亚受
伤或生病的人来说，可获得最好
的关照，然而对于没有健康保险
的人来说，这种高质量的医疗服
务是相当昂贵的。

国际学生在澳大利亚学习期间可
合法兼职打工，每两周的工作时
间不得超过40小时。咖啡馆、
餐馆或零售商店会为学生提供大
量兼职工作。在澳大利亚勤工俭
学，您将获得法律保障，拥有法
定最低工资标准以及领取退休金
的权利。

OSHC为您提供世界一流的医疗
保健保险系统，购买OSHC可帮
助您减少这方面的花费，享受高
质量的医疗服务。BUPA是其中
一家非常受国际学生欢迎的医疗
保险公司。

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网站
www.fairwork.gov.au。

住宿

寄宿家庭

租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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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寄宿家庭对于年轻的学生来说可
以是一个很好的选择，让您有机
会体验与澳大利亚家庭一起生
活，从而感受到家庭环境的支
持，同时将拥有一个远离家乡
的“家”。

另外，您也可以整租一套自己的
公寓，或与别人分租。租赁时，
每个人通常都有自己的卧室，但
要和室友合用浴室、厨房和生活
区。许多学生在初次到澳大利亚
时选择寄宿家庭，等到一切稳
定、并了解了自己喜欢的区域和
住宿类型之后，再选择租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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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生最主要的住宿方式是入住寄
宿家庭和在校外租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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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根据自己需要进行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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