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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好注册预科课程了吗？
现在就开始吧….

LINKHER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Bxo5FQ_Ak4&feature=emb_lo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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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科课程注册

分为两部分！

如果您注册时需要帮助，请发送电子邮件至:

foundationstudies@rmit.edu.au

或访问以下网站:

www.rmit.edu.au/students/new-student-guide/
enrol-as-a-new-student

第一部分: 完成在线注册核对表

第二部分:通过Microsoft Office表单注册课程

sams.rmit.edu.au            回答核对表中的问题
点击提交 停下! 发邮件至foundationstudies@rmit.edu.au

查找电子邮件 转至MS Office 表单 选择课程

mailto:foundationstudies@rmit.edu.au


第一部分

完成在线注册核对表

登录在线注册页面: sams.rmit.edu.au

您的登录信息: 您的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编号RMIT ID (即用户名)是字母“s”后跟您的学生号。例如s365124

点击课程旁边的“注册Enrol”按钮

https://sso-cas.rmit.edu.au/rmitcas/login?method=POST&service=https://sams.rmit.edu.au/psp/ps/


回答问题并提交核对表:

• 接受RMIT的条款
• 选中复选框

• 提供联系方式；地址、电话号码和个人电子邮件
• 家庭地址(在您的国家)
• 邮寄地址(这学期您住在哪里)
• 澳大利亚居住地址(仅适用于在澳大利亚的学生)
• 手机号码(您本国或澳大利亚手机)
• 个人电子邮件地址

• 提供紧急联系人的详细信息
• 如有紧急情况，请提供您的父母或近亲的电话号码，我们需要与他们联络

• 点击提交
• 停止！

• 您不能通过EOL注册课程。
• 发电邮给foundationstudies@rmit.edu.au以获取MS Office在线注册表

完成在线注册核对表续…

mailto:发电邮给foundationstudies@rmit.edu.au


第二部分

通过Microsoft Office表单注册课程

打开您的个人或学生电邮帐户

• 找到并打开标题为“重要！预科课程注册现已开放”
• 仔细阅读电子邮件
• 包括学术建议和MS注册表单的链接

• 学术建议
• 您必须注册的第一学期课程会显示在电子邮件中



通过Microsoft Office表单注册课程续…

• 完成Microsoft Office注册表
• 每个预科学习方向都有不同的表单
• 电子邮件中提供了指向您必须填写的表单的链接
• 学生必须登录到Office 365帐户(或学生邮箱)才能访问
• 点击电子邮件中的注册表链接
• 在表单中，选择电子邮件中列出的课程
• 提交表单
• 提交后，学生会收到一封确认电子邮件，通知他们已完成表单
• 您现在已准备好注册！

艺术、设计与建筑学
商业
理学、工程学和健康科学
综合

https://forms.office.com/Pages/ResponsePage.aspx?id=cTYy0b7NF0S01L2yS1ExaygAdNH-HrRNmiU5T9f1G1VUODdKMzk0QkxGUDFPTkRFRVZUUEtDNkFNNC4u
https://forms.office.com/Pages/ResponsePage.aspx?id=cTYy0b7NF0S01L2yS1ExaygAdNH-HrRNmiU5T9f1G1VUQTlKWUwwVEw0VzYxTVZNM1g3U084ODY2Ny4u
https://forms.office.com/Pages/ResponsePage.aspx?id=cTYy0b7NF0S01L2yS1ExawwiTXQyPgRKnFN_P7CQ1kNUNjlOM1U1TEVORERJQkE4VFpYNU5SV0lFRyQlQCN0PWcu
https://forms.office.com/Pages/ResponsePage.aspx?id=cTYy0b7NF0S01L2yS1ExawwiTXQyPgRKnFN_P7CQ1kNUQzdOSkNGN1FWRVEyMDZTQlhFWEFMQVEzTCQlQCN0PWcu


通过Microsoft Office表单注册课程续…

查看您的注册情况和课程表

• 您可以从1月23日起通过Canvas查看您的注册情况
• 由1月22日(周五)起，预科课程员工将使用已完成的Microsoft Office注册表格作为授权，为您注册所选课程
• 员工将在这一天生成您的课程表

rmit.instructure.com

https://rmit.instructure.com/?login_success=1


我的课程表…

查看课程表

• 您可以从1月23日开始查看您的课程表
• 预科课程学生不用选择自己的课程表
• 预科课程员工为每个学生生成一个单独的课程表
• 查看课程表

mytimetable.rmit.edu.au/odd/student

https://mytimetable.rmit.edu.au/odd/student


预科课程校历…

查看2021年重要日期

• 2021年预科重要日期

rmit.edu.au/students/student-essentials/important-dates/foundation-studies-important-dates/2021-foundation-
studies-important-dates1

• 2021年2月1日周一开始上课

• 注册或更改课程的最后一天是2021年2月8日周一。

• 统计日Census Date是2021年2月26日周五。统计日是采取关键行动的截止日期，比如取消课程或取消注册并支
付部分罚款。在统计日当天或之前取消的课程不会出现在您的成绩单上。



想了解更多关于基础研究项目的信息吗？

1月25日周一至1月28日周四通过Zoom举行的课程信息会

• 预科课程将举办课程信息会，以:
• 确保学生知道在第一天上课要做什么
• 向他们介绍项目和课程

• 带有会议链接的邀请函将以电邮形式发送至学生邮箱

• 艺术、设计和建筑学
1月25日周一，澳大利亚东部夏令时上午11:00至下午12:30 

• 理学、工程学和健康科学
1月25日周一，澳大利亚东部夏令时下午3:00至4:30 

• 商业
1月27日周三，澳大利亚东部夏令时下午2:30至4:00 

• 综合
1月28日周四，澳大利亚东部夏令时下午2:30至4:00



开学第一天的新生报到会

通过Teams进行新生报到会

澳大利亚东部夏令时2月1日周一下午2:00到3:00

带有会议链接的报道会邀请将以电邮形式发送至学生邮箱

https://teams.microsoft.com/l/meetup-
join/19%3ameeting_NzY1YTQ0ZTEtYWNjYi00ZGJjLWE1Y2QtYWE1ZDYyMTY2NTg1%40thread.v2/
0?context=%7b%22Tid%22%3a%22d1323671-cdbe-4417-b4d4-
bdb24b51316b%22%2c%22Oid%22%3a%22437efbdb-34bb-4d12-9626-
6eeacfb413cb%22%2c%22IsBroadcastMeeting%22%3atrue%7d

https://aus01.safelinks.protection.outlook.com/ap/t-59584e83/?url=https%3A%2F%2Fteams.microsoft.com%2Fl%2Fmeetup-join%2F19%253ameeting_NzY1YTQ0ZTEtYWNjYi00ZGJjLWE1Y2QtYWE1ZDYyMTY2NTg1%2540thread.v2%2F0%3Fcontext%3D%257b%2522Tid%2522%253a%2522d1323671-cdbe-4417-b4d4-bdb24b51316b%2522%252c%2522Oid%2522%253a%2522437efbdb-34bb-4d12-9626-6eeacfb413cb%2522%252c%2522IsBroadcastMeeting%2522%253atrue%257d&data=04%7C01%7Cmandee.dhillon2%40rmit.edu.au%7Ce30b6fc67c5a402c674708d8bb3609f4%7Cd1323671cdbe4417b4d4bdb24b51316b%7C0%7C0%7C637465188050743820%7CUnknown%7CTWFpbGZsb3d8eyJWIjoiMC4wLjAwMDAiLCJQIjoiV2luMzIiLCJBTiI6Ik1haWwiLCJXVCI6Mn0%3D%7C1000&sdata=5ourqtTimHT0nTVU6V6N%2BE0lPYtOFcSyI2y1TQbvEqw%3D&reserve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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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签证

注意事项

学生签证安排的临时变更

-澳大利亚政府将重新开始发放所有在境外递交的学生签证

-如果学生不能在最初的签证有效期内完成学业，他们将能够免
费提交进一步的签证申请

减少注册科目

-需要证明具有富于同情心或令人信服的理由。

-任何变更都可能导致未来需要延签

重要信息:向学校或课程协调员寻求建议，因为这会对您的学业
进度产生影响

-获得奖学金的学生需要得到奖学金提供方的许可

-学生必须在统计日前减少注册科目，以避免产生费用或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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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在澳大利亚新冠疫情资源中心
: https://www.studyinaustralia.gov.au/English/res
ource-hub

在新冠疫情期间获得毕业生
工作签证(485类别)的资格



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海外学生健康保险帮助服务
邮箱: isoshc@rmit.edu.au

如果您不在澳大利亚，并在网上开始您的皇家墨
尔本理工大学课程，您可以接受您的录取通知书
，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将向您发出电子注册确认
函(eCoE)，即使您没有持有海外学生健康保险。然

而，当您准备好申请您的学生签证时，您有责任
安排海外学生健康保险。.

注:

• 申请学生签证时，如果没有有效的海外学生健康保险
，可能会导致签证审理的延迟和拒签。

• 如果您需要更改海外学生健康保险开始日期，请联系
您的海外学生健康保险提供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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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在澳大利亚并在网上开始皇家墨尔本理工
大学课程，学生签证条款的一个要求是您在签证
有效期内持续持有海外学生健康保险

https://www.rmit.edu.au/study-with-us/international-
students/apply-to-rmit-international-students/student-
visas/health-cover-requirements

海外学生健康保险
(OSH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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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授课

• 可通过Canvas在线上课
• 所有课程均已录制，可供观看
• 如果学生在2021年第一学期不能来校园，该怎么办

• 学生可以选择参加同等的在线活动或未来在校内完成活动。
• 如果学生愿意，也可以选择休学(LOA)。

重要信息：定期查看Canvas以了解课程教授的最新情况，如果
有问题，请联系课程/项目协调员。

更多关于2021年教学安排的信息:

https://www.rmit.edu.au/news/alerts/coronavirus/faqs

教学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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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安排

2021

考试

- 2021年第一学期将不举行面对面的考试

-包括在线评估在内的替代评估正在逐项设计。

-课程和项目协调员将通过Canvas直接向学生提供有关评估
更改和/或评估权重更改的建议

更多关于2021年教学安排的信息:

https://www.rmit.edu.au/news/alerts/coronavirus/faq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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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

学生支持

结伴计划:

-志愿学生主导课程
-学生和导师通过Vygo App建立联系

导师可以协助:

-培养学术技能
-建立新的人际网络
-提高成绩

同窗辅导计划:

-新生可以与同窗导师会面，由其向他们介绍在皇家墨尔本理
工大学和墨尔本的生活。

同窗导师将帮助学生:

-提供活动、俱乐部和社团信息
-提供资源和支持服务
-提供在墨尔本生活的建议

有关结伴计划的更多信息:

https://www.rmit.edu.au/students/study-
support/peer-mentoring

更多关于同窗辅导计划的信息:

https://www.rmit.edu.au/students/student-
life/mates-at-rm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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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支持中心

请在线联系我们的学习顾问，获取有关学业的帮助。例如以
下方面:

-作业的规划和结构
-写作、参考和在线资源
-一般学习技能
-数学、工程、化学、物理等课程！

作业和考试支持

通过网页聊天获得在线支持

-访问参考工具和研究资源
-考试支持-备考提示、过去的试卷等。.

在线支持服务和福利:

-学生心理辅导
-更安全的社区
-住宿建议、职业建议、财务建议和福利援助以及学生支持建
议

关于在线学生支持的更多信息:

https://www.rmit.edu.au/students/study-
support/study-support-hub

有关支持服务和福利的更多信息:

https://www.rmit.edu.au/students/support-
and-facilities/student-support/counselling

在线

学生支持



https://www.rmit.edu.au/library
• Swanston 和 Bundoora图书馆

• 学生可以使用图书馆搜索( LibrarySearch)中的“预留Hold”功能
来预留书籍和视听材料

在LibrarySearch中预留书籍(请先登入)

接收带有链接的电子邮件通知

预定领取时间

带上学生证

使用自助结账机领取书籍

保留书籍直至图书馆服务恢复(自动续借且期间无罚款)

在所选日期归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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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找在线资源

• 获得在线支持

• 使用在线聊天询问图书馆
• 给教学支持团队发电子邮件
• 联系研究支持团队

点击并领取服务图书馆服务



您所在学院的学术服务中心可以协助提供课程建
议::

• 课程计划

• 评估和考试foun

• foundationstudies@rmit.edu.au

dationstudies@rmit.edu.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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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您的课程

任何关于预科课程的问题都可以通过电子邮件发送至
foundationstudies@rmit.edu.au

预科课程项目指南可从以下网站获得:

https://www.rmit.edu.au/study-with-us/levels-of-
study/pre-university-study/foundation-
studies/foundation-studies-fs017

预科课程指南可从以下网站获得:

http://www1.rmit.edu.au/browse/Current%20student
s%2FAdmin%20essentials%2FProgram%20and%2
0course%20information%2FCourse%20guides%2F;
ID=msrkgrf8e6ef1;STATUS=A

mailto:foundationstudies@rmit.edu.au
mailto:foundationstudies@rmit.edu.au
mailto:foundationstudies@rmit.edu.au
mailto:foundationstudies@rmit.edu.au
https://www.rmit.edu.au/study-with-us/levels-of-study/pre-university-study/foundation-studies/foundation-studies-fs0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