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家长指南 

在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 我们深知国际学生在学业之外有时还会面临其他挑战, 不论他们是在校内
学习, 还是在澳大利亚之外通过在线方式学习。

本指南概述了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为国际学生量身定制的额外支持, 以帮助他们取得学业成功， 
并为未来的生活与工作做好充分准备。

—
What’s next...rmitchina.cn



我们是墨尔本最好的大学之一，也是澳大利亚最历史悠久
的高等院校之一。

我们在受雇主欢迎、企业合作、拥有最先进的设施和学
生支持方面享有国际声誉，这也是97,000多名学生包括
40,000名来自190个国家的国际学生选择与我们 
一起学习的原因。

我们的校园以其屡获殊荣的城市空间和最先
进的设施而闻名。

 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是 
 一所集科技、设计和企业联系为 
 一身的世界级综合性大学 

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的第一座校舍Francis 
Ormond大楼早在1887年就开放用于教学。

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
的教职员工中有博士
学历的比例

82%
乐意向亲友推荐皇
家墨尔本理工大学
的学生比例

91%
(180多万澳元)

RMIT创业孵化器（RMIT 
Activator）自2015年以来
共拨款180多万澳元资助80
家学生创业公司

$1.8M+ 
2020年学生所获奖
学金份数

2,000+

澳大利亚毕业生 
就业率4

#4
在校龄在50年以下的
全球大学中排名1

#18
在努力减少不平等 
的全球大学中排名2

#1
在澳大利亚艺术和设
计领域排名; 世界排
名第15位3

#1

1 2021年QS校龄50年以下排名
2 2020年泰晤士报高等教育（THE）大学影响力排名

3 2021 年 QS 世界大学学科排名
4 2021年QS毕业生就业能力排名

— 
你知道吗...

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因对英联邦的
教育服务和对战争的贡献被伊丽莎
白二世女王授予皇家资助。

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仍然是澳大利
亚唯一有权使用“皇家”前缀和君主
制徽章的高等教育机构。

了解我们的专业领域，选择你心仪的课程 

https://www.international.rmit.edu.au/info/agentlist/


—
全球合作伙伴

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在社区关系和企业合作能力方面有着明显的优
势，为您的孩子带来了多样化的就业和创新机会。

 3种方法让您的孩子在学习后做好在企业工作准备 

 毕业生成果和就业前景 

— 
1. 工学结合 

融入到学习经历的每一个阶段，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的企业工作安排、实习、实地考察和项目为您的
孩子做好准备，在他们的职业生涯的第一天起就产生影响。

— 
2. 求职服务部Job Shops  

位于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校园内的服务中心内的求职服务无需预约。在这里，您的孩子可获得免费服
务，如求职申请反馈、求职帮助和职业研讨会。

— 
3. 指导

一对一的职业指导，您的孩子可以与已经在他们选择的领域工作的专家合作。他们将获得个性化的
策略和建议，以使他们的职业生涯顺利进行，包括对毕业生在其行业内的角色的精辟见解。

#1 #4 71% 
在澳大利亚开设区 
块链, 太空飞行和 
苹果应用开发相关
课程

澳大利亚毕业生就
业率

皇家墨尔本理工大
学毕业生在四个月
内找到全职工作1

15,8292,362 100,000+
家独特的全球合作 
伙伴在2020年与我 
们的学生合作

名皇家墨尔本理工 
大学学生参与2020 
年工学结合计划

在亚洲拥有100,000 
多名皇家墨尔本理 
工大学校友

1 2021年QS毕业生就业能力排名



 
 支持服务 

我们的首要任务是确保学生在墨尔本学习期间安全无虞、健康快乐。 
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为学生的安康提供了大量的资源。

— 
RMIT Connect服务中心
国际学生及其家长的校内联系服务
中心，提供关于一般学术和个人咨
询的各种支持。

— 
全天候校园安保巡逻
如需紧急求助或非紧急警务援助，
或者需要校园内安全陪护服务以及
在正常工作时间外进入校园，均可
随时联系。

— 
SafeZone应用程序
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推出的这一免
费手机应用可帮助学生应对紧急情
况或需要急救的情况，进行校园安
保签到，以及随时共享位置。

— 
语言支持 

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为想要提高语
言技能的学生提供免费的英语课程
和全英文课程。我们已与Studiosity
勤学网建立合作关系，为在英语语
言或写作方面需要额外帮助的孩子
提供一对一支持。

孩子们可以在平台上全天随时与学
科专家进行一对一聊天，或者提交
作业获得修改意见。

— 
学术支持和福利

在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孩子们将
能学会如何管理学习压力，取得
出色的学习成果。我们提供包括校
内免费学习辅导在内的多种支持服
务，确保学生们能够继续保持优异
成绩，并享受学习的过程。

 
 
 
 

— 
同伴支持 

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通过一系列举
措确保您的孩子在墨尔本获得积极
的学习体验：

RMIT 结伴计划: 
这个计划连接起新生与老生，让新
生顺利适应环境，快速融入皇家墨
尔本理工大学社区。

社团:
 您的孩子可以参加各种学术和文化
俱乐部、创意社团或体育协会，结
识新朋友，获得课外技能。

辅导： 
通过数字应用程序Vygo，我们将
国际学生与辅导者联系起来。在这
个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同龄人的社
交网络中，大家敞开心扉，畅聊生
活、工作、学习或他们想要交流的
任何事情。

 探索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墨尔本校区 

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各校区位于墨尔本及其周边地区。墨尔本是世界著名的多元文化城市，欢迎来自
世界各地的莘莘学子。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为何墨尔本是国际学生首选的留学目的地。

资料来源:  
《经济学人》“2019年安全城市指数”、《经济学人》“2019年全球宜居城市指数”、2019年QS最佳留学城市、墨尔本市议会。

全球宜居城市排名
#2

全球国际学生 
友好城市排名

#3
全球安全城市排名
#10



 国际学生在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感到关怀备至 

闫月宁 
预科课程  
设计学士（动画与互动媒体）

我很高兴能成为RMIT大学动画专业的一名学
生，我们的老师非常专业。他们是动画行业内的
顶尖教师。我的老师都有超过十年的教学经验，
所以他们真正了解学生最想要什么。

我大多数朋友都是在预科学习时结识的，我还加
入了不同的 RMIT 社团。我最爱的汲取灵感之地
是国立美术馆以及 ACMI 美术馆，因为这两个地
方经常举办特别棒的展览。

我下一步的打算是完成我的学位课程并成为一名
动画电影制片人。

91% 的皇家墨尔本理工 
大学学生会将我们介绍 
给自己的亲友

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学 
生使用184种语言，来自 
190多个国家

免费的学习辅导、 
研究和反馈

辅导员和顾问免费指导 
学习，助力个人幸福

免费的在线建议和规划 
工具助力学生出色地完 
成作业

出发前和到达时均有 
线上和校内支持

RMIT Connect为学生社区提
供日程帮助和更多支持信息

专职律师在校内和网上提供
免费保密的法律建议

SafeZone免费应用程 
序帮助学生随时获得支 
持帮助。其中的紧急警 
报按钮让学生可以随时 
随地向校内保安求援， 
还有一键请求急救服务功能



 疫情期间的教学新方法 

墨尔本现在正朝着疫情防控常态化的方向努力，许多限制措施正逐步放宽，我们的城市正恢复往日
的活力。随着限制的放宽，2021年的学习将以面授和网课两种方式混合进行。

1. 目前所有授课和研讨会暂时只在网上进行。 

2. 在安全措施到位的情况下，辅导、讲习班、实验室、工作室、实践和讲解等辅助性学习 
活动将尽可能在校园内面对面进行。

3. 在直到学生在可行情况下恢复面授学习之前，数百门课程将在保证教学质量和学习效果 
的前提下，继续采用网课方式。 

4. 因旅行限制或出于合理的个人原因无法到校上课的学生，可以选择参加效果等同的网课， 
或等以后来到校园进行面授学习。 

5. 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将尽一切努力确保无法亲临校园的学生不会落后，但这确实可能导 
致学习进度及获得学位的时间延后。

 — 
了解关于可保证升读大学的衔接课程的要求，请访问
 rmit.edu.au/study-with-us/foundation-studies 

预科课程

艺术、设计与建筑学

商学 

普通学科

科学、工程学与健康

入学水平

成功完成澳大利亚11年
级或同等学历，平均分不
低于D

雅思（学术类）5.5分 
（单科不低于5.0分）

副学士学位课程

文凭课程

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

学士学位课程

 衔接课程和教育机会 

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开设预科和职业教育课程等衔接课程， 
助力学生顺利入读自己梦想的学位课程。

— 
未满 18 周岁？

如果学生在抵达澳大利亚时未满18岁，必须在离家前得到
由内政部或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组织和批准的住宿和福利
安排。这是为了确保学生获得适当的日常支持，确保个人
安全和健康。

rmit.edu.au/accommodation 

— 
安置费用 

在搬来墨尔本前，学生需要预留3000至5000澳元的安 
置费用，用于支付租房押金，预付一个月的房租，以及 
购买家具和家用物品。

许多学生公寓配套齐全，但多数私人出租的住所往往并 
非如此。后续费用将取决于具体的住宿位置和学生的生 
活方式。

 还有更多问题？

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的国际支持团队会随时为家长解答有关孩子
在墨尔本学习的所有问题。

我们的答疑时间为：澳大利亚东部标准时间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
至下午5点。

 
 
联系电话：+61 3 9925 5000

或发电邮至 study@rmit.edu.au

或与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工作人员在线沟通：
 rmit.edu.au/study-with-us/international-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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