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

家长指南

Guide for Parents
在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我们相信对父母和社区的支持是帮
助我们的留学生在澳大利亚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部分。
在本指南中，您将了解我们从家长那里收到的最重要问题的答复，包括:
■
■
■
■

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的学术优势是什么？
我的孩子在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校园学习安全吗？
我的孩子如何获得学业上和社会上支持？
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学位在中国是否得到认可，学习后的工作前景如何？

—

...

What’s nex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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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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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000多名学生包括40000名来自
230个国家的国际学生选择与我们一起学习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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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的第一个建筑物，弗朗西
斯·奥蒙德大楼，于1887年开放教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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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知道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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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家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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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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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校园半
径3公里内…

■ 我们的校内医疗中心提供免费的
一般医疗服务Medical Hub
■ 我们自己的中医诊所

■ 14多家我们亲手挑选的安全的学生
住宿选择，包括寄宿家庭、
合租住房
和私人公寓

—
了解皇家墨尔本理工
大学墨尔本校园

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的校园位于墨尔本市中心及其周边地区，
墨尔本是一个欢迎各种习俗和传统的多文化城市。
以下是墨尔
本与其他中国留学生首选留学目的地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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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如何保证学生的安全

我们的首要任务是确保您的孩子在墨尔本学习期间安全、健
康和快乐。
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提供了许多资源，使我们所有
的学生满意。
■ RMIT Connect: 是目前国际学生及其家长的校内联系部
门，提供一般学术和个人咨询服务。

■ 24/7 校园安全和巡逻: 随时可联系，以应对紧急情况、非紧
急警察协助、校园安全陪同和课后进入校园。
■ SafeZone 安全区: 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的独家免费移动
应用程序，帮助学生应对紧急情况或急救警报，检查校园
安全，并在任何时候共享位置。

—
国际学生支持

语言支持

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为希望提高语言能力的学生提供免费英
语课程和全套英语课程。
而且，在墨尔本也很容易找到有讲中
文的工作人员的医院、餐厅和其他的一些服务机构。

学术支持与福利

在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为了让您的孩子能够应对学习压力，
并在学术上有长足的发展。
我们提供多种支持服务，包括免费
的校园学习帮助，以确保学生能够继续表现优异，并享受他们
的学习经历。

同伴支持

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有许多举措，以确保您的孩子在墨尔本有
一个积极的学习经历。
■ 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伙伴：这个项目将新生和在校生联系
起来，以帮助新生顺利过渡。

■ 俱乐部：您的孩子可以加入各种学术和文化俱乐部、创意社
团或体育协会，结识新朋友并获得课外技能。

苏安泰

物业总监

安泰第一次远离父母到墨尔本
居住。
但他在皇家墨尔本理工大
学建立的友谊令人难忘:
我们会一起做小组项目，一起
出去玩，即使已经毕业，我们仍
然保持联系。

国际学生在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倍感关爱
91%的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学生
向他们的朋友推荐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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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拥有来自
190多个国家184种语言的学生

免费的学习辅导员

免费的讲中文顾问

免费的在线技巧和规划

在线和校园内的

免费的学习辅导员帮助辅导，学习和反馈

指导学习和个人福利问题

以达到最好的学校作业成绩

出发前及抵达帮助

RMIT Connect

免费并保密的法律意见

提供课程表帮助和更多支持信息

校园内和在线的认证律师提供

—

毕业生成果和就业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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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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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多利亚州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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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澳大利亚毕业生
就业率排名前8 6

3,700+

每年有3700多个全球
企业合作伙伴与我们
的学生合作

—
我孩子的皇家墨尔
本理工大学学位在
中国被认可吗？
是的 !

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为学生
提供在墨尔本学习的机会，并
获得全球认可的资格证书。
我
们许多中国学生返回中国继
续发展学校校友关系，并利用
从他们学位中获得的经验追
求职业生涯。

—
全球合作伙伴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69%

的皇家墨尔本理工大
学学生在完成学业后4
个月内成为全职员工 6

100,000+ 1st
在亚洲拥有100000
多名皇家墨尔本理
工大学校友

澳大利亚第一
家开设区块链、
太空飞行和苹果
应用程序开发课
程的院校

—
3种方法让您的孩子在
学习后做好在企业工作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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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工作申请反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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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和技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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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解。

谷歌公司
阿里巴巴集团
亚马逊公司
波音公司

Priscilla Ho

Prescient 运动 & 娱乐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2014年获得皇家墨尔本
理工大学杰出校友奖

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以正确的工作态度培训我们。我们的教授引
导我们谦虚和开放地面对新的挑战。我们在整个课程中学习了实
用技能，这巩固了我们在现实世界中经营企业的技能。在为每个科
目做小组项目时，良好的团队合作技能也得到了严格的培养。所有
这些经历促使我在经营自己的高速业务时实现了自己的梦想。

还有更多问题吗？

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国际支持团队可以解答关于您的孩子在墨尔本的学
习之旅的任何问题。
时间：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至下午5点（澳大利亚东部
标准时间）。

请致电 +61 3 9925 5000 与我们联系
或发送电子邮件至 study@rmit.edu.au

For agent 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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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我们代理

—
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微信

—
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微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