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你的
未来
开启无
限
机遇之
窗！

维多利亚州留学
准备指南
维多利亚州教育与培训部

贺辞
选择求学维多利亚州政府公立学校，将为你的未来打开一扇令人激动
的窗口。你现在应该已经获得学生签证，我们不久就将欢迎你的到
来。这本指南内含各种信息，将帮助你为旅行和求学维多利亚州作好
准备。尽管这些信息主要是为你而准备，但你的父母也会因此得到帮
助和感到放心。
你可能已经收集了一些信息，也许是关于你的新学校、墨尔本市的
特色或维多利亚州的生活。我们希望你从抵达伊始就感到安全和快
乐。所以，在这本指南中，你将找到关于维多利亚州学生生活和抵
达后各项事宜的大量有用建议。此外，里面还有网站和电话号码等
实用信息。
你即将踏出人生中的重要一步。我们希望这本指南能帮助你了解你的
新学校和新家！

内容
作好准备

–– 携带哪些物品
–– 整理行李之前
–– 行前核查清单

抵达之时

欢迎来到维多利亚州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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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多利亚州和墨尔本的生活

12

求学维多利亚州

–– 维多利亚州学校体系
–– 你的学业进展

有助的信息

我热忱地欢迎你来维多利亚州公立学校学习，也欢迎

8

–– 抵达
–– 需要安排的事项
–– 生活方式和文化
–– 气候和一般信息
–– 交通和出行

部长欢迎致辞

3
4
7

你加入维多利亚教育社区。
选择在维多利亚公立学校进行学习，你将获得一流的
教育。
我们的学校会从你入校的第一天起对你关怀备至。每所学校都有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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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职员工为你提供全天候的生活协助。你的老师不仅传授你知识，
还给予你追求梦想的技能。
更重要的是，你的同学会享受和你一起学习的过程，因为你拥有的新

18

思想、文化和语言将极大地丰富他们的学习经历。我建议你积极地参

19
20

加课外活动，因为这不仅可以帮助你适应新的生活，也可以帮助你在
课外与同学建立友谊。

22

我坚信在维多利亚州你将拥有一段充实的学习经历，并与维州人民结
下深厚友谊。
我殷切地希望你在维多利亚州的生活一切顺利。

詹姆士 莫里诺 议员
副州长
教育部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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携带哪些物品
整理行李前，向航空公司查询行李尺寸和重量限制。别忘了将一份《抵达信息支持单》
(Arrival Information Support Sheet) 和你的旅行文件一起放在随身行李中。

衣物和个人物品
维多利亚州气候多变，所以你需要准备相应的衣物。别忘了个人生活
用品和需要携带的任何校服物品。
如果你住在寄宿家庭，就不需要很多家居用品。带一些亲友照片、
自己喜欢的音乐或能让你想起家乡的小物件会是个不错的主意。

作好
准备

药物
如果你因为某种病症（如糖尿病、哮喘或湿疹）而需要定期服药，
应把药物和你的病历及医生证明信放在一起。

钱
携带约400澳元以备不时之需或抵达后的急用开支。第4、9、10和24
页上有关于银行事务的更多信息。
你可以在机场、购物区外币兑换处或任何银行兑换外币。

应该带食物吗？
为保护环境，澳大利亚针对携带食物和其他物品（如传统药物、植物

前来维多利亚州之前，你应该安排好

和有机材料）入境具有非常严格的规定。在很多情况下，此类物品会
在机场被没收，所以你应该尽量避免携带，而且一定要申报所携带的

一些重要的事宜。本节内容包括有助

物品。

于你顺利启程的信息、行李指南和行

澳大利亚检疫局可以告知哪些物品可以携带入境，哪些应该申报，网址：

前核查清单。

都有，国际学生部主任在你抵达后能帮助你找到你需要的食品。

www.agriculture.gov.au/travelling/to-australia。大多数海外食品在本地

如果你决定携带某些物品，但不确定能否携带入境，你一定要在入境
检疫表上申报，或询问海关人员。你的行李会在机场接受X光检查，海
关还可能用缉毒犬嗅探你的行李中是否有食物或其他违禁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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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行李之前
你的护照

你的健康

检查护照的有效期。确保护照在
学生签证期限内有效。将护照和
签证各复印两份，其中一份与原
件分开存放在安全的地方，另一
份留给家人，以防原件遗失。

前来维多利亚州时，你的病史是
非常重要的考虑因素。启程前，
你应该核实澳大利亚移民和边境
保卫部健康要求。该信息在网上
公布，网址：www.immi.gov.au/
allforms/health-requirements/

预订航班

如果你携带任何药物来澳，或在
澳期间可能需要购买任何药物，
请让你的医生出具信函，提供药
物的学名和使用原因。记录详尽
的病史将确保你在紧急情况下得
到适当的照顾。

你应该等到获得学生签证及支付学
费后再安排旅行。签出学生签证和
支付学费后，应尽快预订到墨尔本
国际机场的航班。航班预订之后，
请将行程电邮给你的留学代理，以
便新学校的海外学生辅导员能针对
你的抵达进行计划。

安排抵达时间
为帮助安顿，最好在开学前一周
之内（最多提前一周）抵达，但
必须在学期第一天之前抵达
(取决于你的入学日期)。

个人保险
你应该购买旅行保险，以防在赴
澳途中需要医疗照顾。你还需要
安排海外学生健康保险。详细信
息可查看以下网站：
www.studyinaustralia.gov.au/en/
Study-Costs/OSHC/OverseasStudent-Health-Cover

我们可以为你安排健康保险，报
名表包括了这项选择。如果你要
求提供保险，健康保险卡将寄往
你的新学校。你的保险将从你的
课程开始日期前一周生效，即使
你还没有保险卡。该健康保险提
回家
供基本保障，所以你应确保理解
其中的任何限制或条件。在你抵
你必须待在维多利亚州，直到学期
达维多利亚州之后，可以安排保
结束后一天。如果你无法及时抵达
障范围更广的健康保险。如果需
或需要提早离开，必须由你的父母
要，国际学生部主任可以就此为
给教育部致函。
你提供帮助。

注：为满足寄宿家庭的需要和签
证要求，寄宿学生不得比开学日
期提前一周以上抵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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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事务
告诉你的银行你将旅行，并安排海
外取款事宜，或兑换外币零钱。

手机
询问你的手机运营商你的手机在澳
大利亚能否使用。在澳期间，你可
能需要新的手机卡或手机。

你的寄宿家庭

学期日期

通过电话或电子邮件向寄宿家庭进
行自我介绍。这样，你们就能在你
抵达前互相了解。你也可以借此机
会向他们提出任何问题。

学年

校服
浏览新学校的网站了解校服信
息。你可能会发现，携带一些物
品 (如鞋子）来澳能省些钱。

海关和检疫
澳大利亚海关和边防局对于携带入
境的物品有严格的规定。这包括可
以携带的现金数额、维他命和药
物(西药或天然/传统药物)、
食物、宠物和动物产品。以下网
站上有澳大利亚海关要求的网上
指 南 ： w w w. c u s t o m s . g ov. a u /
knowbeforeyougo/default.asp

维多利亚州留学准备指南

第一学期 第二学期 第三学期 第四学期

2015年

1月28日 3月27日*

4月13日 6月26日

7月13日 9月18日

10月5日 12月18日

2016年

1月27日 3月24日*

4月11日 6月24日

7月11日 9月16日

10月3日 12月20日

2017年

1月30日 3月31日*

4月18日 6月30日

7月17日 9月22日

10月9日 12月22日

2018年

1月29日 3月29日

4月16日 6月29日

7月16日 9月21日

10月8日 12月21日

*维多利亚州的公立学校的学生在第一学期的第一天无需来校上课，学校可以利
用这一天对学生回校进行计划安排。请根据你选择的开学日期与海外学生辅导员
进行确认。

www.study.vic.gov.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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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前核查清单
作好旅行准备
01

已获得学生签证，并了解所有签证条件。

02

护照在学生签证期限内一直有效。

03

护照和签证复印件安全存放，并留一份给家人保存。

04

已预订航班，在学期开始前一周内抵达。

05

已将抵达信息告知新学校，机场会有人接机。

06

如需要，已获取病史和医生证明信。

07

已安排旅行和医疗保险。

08

已提醒银行你将在澳大利亚进行银行交易。

09

已核实手机服务在澳大利亚是否可用及相关收费。

10

已浏览学校网站了解校服信息。

行李物品

6

维多利亚州留学准备指南

www.study.vic.gov.au

01

行李符合航空公司的尺寸和重量限制。

02

旅行文件和《抵达信息支持单》在随身行李中。

03

任何标准校服物品 (如黑色的鞋子)。

04

适合维多利亚州当季气候的衣物。

05

病历、医生证明信和任何常用药物。

06

旅行和健康保险文件复印件。

07

约400澳元现金。

08

思乡物件、照片和喜欢的音乐。

09

没有违禁物品。
7

抵达
即将在墨尔本着陆时，你会感到很兴奋。注意聆听航空公司提供的关于澳大利亚海关和入境
的信息，这将有助于你迅速过关，找到在外等候的亲切的接待人员。

在机场
如果你将住在寄宿家庭，现在就可能会需要放在随身行李里的《抵
达信息支持单》。这里面告诉你谁将在墨尔本国际机场接机，在哪
里汇合。信息单里还包括寄宿家庭地址和紧急电话号码，以防出现
任何问题。

抵达
之时

寄宿
到机场接机的人将举着一块牌子，上面有你的姓名，所以会很容易
找到。他们将带你去寄宿家庭，你将在那里认识所有家庭成员。

打电话回家

本节内容是关于初抵澳大利亚时的相关事
宜。国际学生部主任将帮助你在家中和学
校生活中安顿下来。有很多事情需要安
排，但如果不清楚该怎么做，请不要担
心。你会得到很多帮助。

抵达澳大利亚后，你可能想要给父母打电话。如果你的手机卡在澳
大利亚可以使用，你可以用自己的手机打电话。否则，你可以向寄
宿家庭要求使用他们的座机电话。

取钱
初抵之时如果需要用钱，最简单的方法是使用你的银行卡或信用
卡。澳大利亚几乎所有的自动取款机 (ATM) 都接受PLUS、Maestro
和Cirrus卡。查看你的卡的背面是否有这三种国际认可的标识之一。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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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安排的事项
保持联系
即使你的手机卡可以使用，购买
澳大利亚手机卡仍是更经济的方
式。你可以在大多数超市和购物
中心购买。
你的寄宿家庭可能会同意你使用
座机电话打国际长途，然后偿还
费用。即便如此，你最好每次打
电话时都提出请求，以免出现误
解。
国际电话卡到处有买，可用于打
廉价国际长途。
当你父母打电话到澳大利亚和你联
系时，他们应该使用+61国家编
号。在维多利亚州区号或你的手机
号码前无需拨零(0)。所以，拨打座
机时应拨61 3 (8位本地号码)，拨打
手机则是61 (以4开头的9位号码)。
该信息列于你的寄宿家庭电话簿
上和网址 www.timeanddate.com/
worldclock/dialing.html?p2=152

出行
维多利亚州的公共交通系统使用
预付费电子车票。如果你将使用
火车、有轨电车或巴士，就需要
MYKI卡。车票在火车站、零售网
点和网上有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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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和电脑
大多数寄宿家庭都有电脑可以让
你上网。购买预付费无线modem
使你的开支与寄宿家庭分开是一
个不错的主意。
学校和公共图书馆有免费上网。
你也可以支付小额费用在购物中
心内或大学附近的上网亭或网吧
上网。

学校用品
抵达后不久，你将需要购买校
服、课本和其他学校用品（如午
餐盒或文具）。国际学生部主任
将为此提供帮助。

你的银行账户
你将在维多利亚州待较长一段时
间，所以最好开设一个澳大利亚
银行账户。海外学生辅导员将为
此提供帮助。你可以用带来的旅
行支票开设银行账户。账户开设
后，你或父母就能从家里汇款。
如果你打算找兼职工作，工资也
能付到这个账户中。最好不要携
带大额现金来澳大利亚，但如果
携带，国际学生部主任可以把钱
存放在学校保险箱里，直到你开
好银行账户。

刚听说我要来澳大利亚时，我
非常兴奋！我从小就有这么一
个梦想，现在终于实现了。
我觉得自己很幸运！如果对
事情不要过于认真，融入新
学校和结交 新朋友很简单，
因为澳大利亚人很好相处，
很爱开玩笑。
– 11年级学生阮氏黄英（凯特琳）
（越南）

我担任国际学生部主任已有多
年。让学生感到舒适、安全和
快乐是我的重要职责之一。每
个学生抵达时，我都会和他们
见面，告诉他们如果有任何顾
虑，可以随时给我打电话。我
认识所有的寄宿家庭，我们一
起帮助学生了解本地交通、银
行和商店。学生第一天上学
时，我们送他们去英语语言中
心，他们通常会很快结交朋
友。此后，我帮助学生选定课
程、购买校服和书本。
让学生知道他们可以提问以
及每个人都乐意帮助，这非
常重要！如果最初难以用澳
式英语沟通，我总能找到翻
译员帮忙。
–国际学生部主任洛伊斯·克鲁格
(斯特拉摩尔中学)

维多利亚州留学准备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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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方式和文化

维多利亚州和
墨尔本的生活

娱乐、活动和乐趣

食品和三餐

如果你将住在寄宿家庭，你对
其中的好处一定已经有了不少
了解。

在维多利亚州接受高质量的教
育的同时，你的生活也可以充
满乐趣和兴奋。你的学校朋友
和寄宿家庭会邀请你在附近和
州内各地分享各种有趣的活
动。你的新朋友们可能喜欢户
外活动（如骑车和游泳）、外
出就餐、看电影或探索城市。
你可能受邀参加运动队、本地
教堂、音乐或戏剧团体。维多
利亚州居民还热爱澳式橄榄球
( AFL )，很多人会热切鼓励你去
看球赛或选择支持一支球队。

大多数澳大利亚人喜欢来自世
界各地的食品，经常在家烹制
异国风味的菜肴。你的寄宿家
庭会非常希望了解你最喜欢的
食物，可能还会和你一起烹
调。

本指南前文中，我们也提到了
你需要携带的物品。寄宿家庭
由你的学校精心挑选，有些接
待国际学生已有多年。你会发
现你的寄宿家庭热情友好，在
本地社区中表现活跃。他们将
确保你感到安全和快乐，让你
能尽情享受在维多利亚州的时
光。寄宿家庭甚至可能有孩子
和你上同一个学校。

维多利亚州以包容不同文化而著称，留学
生在其中具有重要的作用。你可能已经知
道，墨尔本是一个欣欣向荣的现代城市，
你将在这里享受许多不同的兴趣和活动。
本节内容提供关于墨尔本和维多利亚州生
活的信息。我们还包括了一些网址，让你
可以获取更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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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宿

下表中列出澳大利亚人典型的
一日三餐：

澳大利亚人典型的一日三餐

维多利亚州留学准备指南

早餐

午餐

晚餐

上学或上班前早餐，吃烤面
包、麦片、水果、茶或咖
啡。

中午 12 点到 2 点之间半小时或一
小时午餐休息，吃三明治、汤或
色拉。

晚餐通常是让人感到饱足的
热食。

www.study.vic.gov.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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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和一般信息
个人安全

公共假日

维多利亚州是一个友好、安全和
多元文化的社区。墨尔本清洁、
安静、热情。如果你有任何担
心，无论问题多小，都可以问你
的老师、寄宿家庭或国际学生部
主任。他们会尽力帮助你感到安
全和快乐。你还能使用学生支持
服务，包括紧急电话号码。

维多利亚州公共假日公布在以下
网站上： www.vic.gov.au/
Victorian-Public-Holiday-Dates.
html

阳光和海浪深受游客和本地人的
喜爱，但享受的同时别忘了其中
也有风险。你应该随时注意保护
皮肤，尤其是在海滩或泳池。澳
大利亚的阳光在夏季会非常炙
热，而且不同于其他国家，这里
的紫外线全年都非常强烈。长袖
上装、防晒霜和宽沿帽非常重
要，尤其是在一天里最热的时
段。游泳时一定要选择有救生员
巡逻的冲浪海滩。如果你不会游
泳，请告诉邀请你去泳池或海滩
的寄宿家庭或朋友，以便他们能
保证你的安全。以下网站上有关
于海滩安全的更多信息：
www.beachsafe.org.au/Visiting_
the_beach

时差
维多利亚州位于澳大利亚东部标
准时间GMT+10 (AEST) 国际时
区。夏季采用夏令时，时钟拨快
一小时。你可在以下网站上了解
一年内任何时间的时差。

在维多利亚州工作
国际学生签证允许你在求学期间
工作。如果你决定从事兼职或临
时工作，开始工作前必须已经开
始学习。学期内，每两周可以工
作最多40小时，假期内则可以全
日制工作。
由于在校外时间工作会影响你的
学习，你应该至少等到第二学期
才开始找工作。这将让你有时间
逐步适应日常学习。我们建议你
只在周末工作，将周一到周五的
晚上留作回家作业和学习之用。
国际学生部主任能帮助你获得澳
大利亚税号。任何有信誉的雇主
在你开始工作前都会向你索取该
信息。“现金交易”或“不入
账”的工作是违法的，会使你得
不到适当的保护，所以请勿接受
此类工作。

家人来访
在你求学期间，我们欢迎你的父
母来访维多利亚州。如果你的家
人计划来访，请告诉国际学生部
主任。他们可以建议你的父母前
来参加学校的一些特殊日子的活
动。父母不能住在寄宿家庭里，
所以需要自行安排机场接送和住
宿。国际学生部主任知道学校附
近有哪些旅馆和公寓可供选择。

上学服装和闲暇服装
大多数学校都有课堂、学校活
动或运动日的校服或着装标
准。如果你从事兼职工作，也
可能需要穿制服。上学和工作
时间以外，衣着完全是个人选
择。澳大利亚人接受其他文
化，所以你经常会看见来自其
他国家的人穿着其文化或宗教
服装。

夏季必备品：

宽沿帽

与很多地方相比，维多利亚州的气候温和舒适。但是，天气会很快变化，有时
候一天多次。下表列出平均日最高温度。随地点不同，这些温度会有变化，例
如，山区附近通常更凉爽。气象局网站上有更多维多利亚州天气信息，网址
www.bom.gov.au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平均最高温度 (°C)
25.9 25.8 23.9 20.3 16.7 14.1 13.5 15.0 17.2 19.7 22.0 24.2
防晒霜

T恤衫

平均最低温度 (°C)
14.3 14.6 13.2 10.8 8.6

6.9

6.0

6.7

8.0

9.5

11.2 12.9

平均降雨量 (毫米)
47.6 48.0 50.4 57.3 55.8 49.0 47.5 50.0 58.1 66.4 60.4 59.5
裙子/短裤

薄夹克/毛衣

冬季必备品：

冬季外套

围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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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镜

天气和地点

手套

完全包裹
住脚的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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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节性气候
维多利亚州温和的气候为户外活动和活跃健康的生活方式提供了大量机会。
和南半球的所有其他国家一样，澳大利亚的季节顺序如下：
夏季：

十二月至二月

秋季：

三月至五月

冬季：

六月至八月

春季：

九月至十一月

交通和出行
你会发现墨尔本拥有出色的公交系统，出行便利
火车、有轨电车和巴士组成的网络连通学校、住所、市中心和其他热
闹的地方。V-Line火车和巴士使你能方便往来于墨尔本和维多利亚州
各地之间。你还可以步行、骑车或乘坐寄宿家庭的汽车。
http://ptv.vic.gov.au网站上有墨尔本公共交通的更多信息，V-Line服务
信息可见于 www.vline.com.au

初到墨尔本时，我觉得很难适应。但在遇到寄宿家庭
和交到朋友后，我真的爱上了这个国家。我的寄宿家
庭让我感到快乐、舒适，就像在家里和越南一样。
学校的朋友们也很友好，每当我在功课上遇到困难
时，他们都会给我很多帮助。
我发现所有国际学生初来时都较难适应，但不久就会
在这个国家找到归属感。。
– 11年级学生阮河（越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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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多利亚州学校体系

维多利亚州的学校体系以激发学生的最佳能力而声誉卓著。你不久就将因这里多样
的课程设置和敬业的教师而受益匪浅。

求学维多
利亚州
你可能已经调查了求学维多利亚州的
很多优势。本节内容将让你初步了解
这里真实的学生生活。以下网站上还
有关于这些重要主题的更多信息：
http://www.study.vic.gov.au/deecd/
learn/study-in-victoria/en/educationsystem.cfm

学年

学生和教师

学校上课时间为周一到周五上午
8:30到下午3:30左右。学生通常
改换教室上不同的课，而不是待
在一间教室里。

你会发现维多利亚州的课堂气
氛比你以前的学校更为宽松。
然而尽管教师和蔼可亲，师生
关系依然建立在尊重的基础之
上。例如，你应该用教师的姓
和称谓打招呼，如琼斯博士、
女士、先生或太太，教师则用
你的名字叫你。

日间通常有一次早茶短休息和一
次午餐长休息。

学习空间
教师认为学生能取得最佳学习效
果的任何地方都可作为课堂。你
会发现教师们选择使用各种学习
空间，甚至包括公园、动物园、
博物馆或美术馆。课堂内外，你
既需要独立学习，也会开展集体
学习（例如回家作业和考试学
习）。
课堂教学充满互动，令人兴奋，
让学生采用各种不同的方式学
习。在课堂上，你将有机会参加
热烈的讨论，提很多问题，并获
得别人的积极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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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的课程安排
上午8:30 开课
上午8:30
第一授课时段
– 9:25
上午9:25
第二授课时段
– 10:15
上午10:15
课间休息
– 10:45

教师们会支持、挑战和激励
你。他们很好相处，会尊重地
对待你。如果你有不懂的地
方，教师总会帮助你。

上午10:45
第三授课时段
– 11:35

国际学生部主任会提供你在学
校和家庭生活中需要的任何额
外支持。

上午12:20
午休
– 下午1:20

上午11:35
第四授课时段
– 12:20

下午1:20
第五授课时段
– 2:10
下午2:10
第六授课时段
– 3:00
下午 3.00

学习辅导/放学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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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学业进展
你的学校会和你的父母保持经常联系，使他们了解你的
学业进展和总体状况。
大多数学校在学年内会邀请住在澳大利亚的家长参加至少两次家长
会。你的学校可能会安排电话家访，很多国际学生部主任还会前往海
外拜访学生家长。你的父母还会收到翻译成中文的学校成绩报告。你
应该确保学校获得有效的家庭地址，这很重要。如果父母有电子邮
箱，也请提供。
你的国际学生部主任是你的家庭与学校联系的第一联系人。家长可随
时致电学校与他们交流。家长也可以联系维多利亚州教育及儿童早期
发展部国际教育处，电话：+61 3 9637 2990。

教育课程和考核
在维多利亚州，学习课程根据“年级”传授。从预备班到10年级，你
将根据《维多利亚州基础学习标准》学习。11和12年级学生攻读维多
利亚州教育证书 (VCE)。在每项课程的全过程中，以及在10、11和12年
级末，有各种考试和考核来监督你的学业进展。学校还会提供各种课
外活动，如远足及各种体育和音乐活动。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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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
紧急服务 – 警察局、救护车、消防队
要求接通警察局、救护车或消防队的免费电话。
如果需要，会提供口译员。
拨打：000
拨打：112 (手机致电)
拨打：106 (聋哑人专用文本电话)
非紧急报警
拨打：9247 6666
阻止犯罪热线
拨打：1800 333 000
网站：police.vic.gov.au

求学维多利亚州
国际教育处
拨打：9637 2990
维多利亚州政府公立学校国际学生课程
网站：www.study.vic.gov.au
高校入学
网站：www.vcaa.vic.edu.au/Pages/faqs/
vcecurrentstudents.aspx
维多利亚州教育证书 (VCE)
有关维多利亚州学习考核的更多信息：
网站：www.vcaa.vic.edu.au/Pages/vce/index.aspx

电话号码查询
拨打：1223 (免费电话)
网站：whitepages.com.au
网站：yellowpages.com.au

有助
的信息

澳大利亚税务局
申请税号
拨打：132 861
网站：ato.gov.au
维多利亚州法律援助处
法律信息服务
拨打：1300 792 387
网站：legalaid.vic.gov.au
外国驻澳使馆
拨打：02 6261 1111
网站：dfat.gov.au

健康和医疗
健康保险
网站：www.studyinaustralia.gov.au/global/live-inaustralia/insurance
电话护士
拨打：1300 606 024

维多利亚州毒物信息中心
拨打：13 11 26
澳大利亚救生热线
关于预防自杀和精神健康服务的24小时危机
支持：
拨打：13 11 14
网站：lifeline.org.au

即使你已经为在维多利亚州的生活作好准
备，了解何处可以找到信息仍会有好处。
使用以下联系资料和网上资源，能使你迅
速方便地得到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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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和签证

旅游

澳大利亚移民和边境保卫部
拨打：131 881
网站：immi.gov.au

维多利亚州各地
网站：visitvictoria.com

金钱和银行事务
网站：banks.com.au
网站：moneysmart.gov.au

网站：Thatsmelbourne.com.au
网站：visitmelbourne.com

墨尔本市内

交通
道路地图和方向
网站：street-directory.com.au
墨尔本机场
航空旅行 – 国际和国内：
拨打：9297 1600
网站：melbourneairport.com.au
墨尔本机场巴士
Skybus运行于墨尔本机场和市中心之间：
网站：skybus.com.au
出租车服务
拨打：132 227
网站：victaxi.com.au/taxi-customers/hiring-a-taxi.
aspx
公共交通
PTV

拨打：1800 800 007
网站：ptv.vic.gov.au

维多利亚州生活和工作
如欲详细了解维多利亚州的生活和交通：
网站：liveinvictoria.vic.gov.au
墨尔本市国际学生指南
在墨尔本充分享受学生生活的建议：
网站：www.melbourne.vic.gov.au/
CommunityServices/ForYouth/
InternationalStudents/Pages/
InformationInternationalStudents.aspx

有用网站
澳大利亚邮政局
澳大利亚邮政编码和邮局地点：
网站：auspost.com.au/
时间和日期
比较家乡时间和维多利亚州当地时间：
网站：timeanddate.com/worldclock/
生活开支
了解最新学费和开支预测：
网站：www.study.vic.gov.au/Intstu/fees.htm

VLine
网站：vline.com.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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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希望本指南中的信息有助于你为在维多利亚州的学
习作好准备。请别忘了浏览我们提供的网站，以便充分
享受在维多利亚州和墨尔本的生活。
如果你有任何问题或需要帮助，请联系国际教育处
(电话：+61 3 9637 2990) 或你就读学校的国际学生部主任。
祝你的留学准备一切顺利，我们期待着不久在维多利亚
州欢迎你的到来！

澳大利亚教育和培训部国际教育司出版
墨尔本
2015年9月
© 维多利亚州 (澳大利亚教育和培训部) 2015年
该出版物版权为维多利亚州（澳大利亚教育和培训
部）所有，其中涉及第三方资料则为第三方版权所
有。除非与《澳大利亚中学教育著作权协议 (NEALS)
》或《1986年版权法案》的条款相符，或经允许，出
版物的内容不得以任何形式进行复制。
位于澳大利亚境内的非营利性教育学府，
或负责管理此类学府的机构，可出于该学
府的教育目的，复制和传播第三方资料以
外的本资料。

为你的未来
开启无限
机遇之窗！

有关如何申请的信息，请登陆网站
www.study.vic.gov.au 或与你所在地的
授权教育中介联系。
澳大利亚教育和培训部
国际教育处
联邦政府招收海外学生院校及课程注册登记
(CRICOS) 注册号：00861K

电话：+61 3 9637 2990
传真：+61 3 9637 2184
电邮：international@edumail.vic.gov.au
网址：www.study.vic.gov.au

澳大利亚教育和培训部授权
2 Treasury Place, East Melbourne, Victoria, 3002.
ISBN 978-0-7594-0700-8
无障碍
如果你希望获得本出版物的无障碍格式版本，请致电
1800 809 834或电邮至 edline@vic.gov.au
本文件也可从网上获取：
www.study.vic.gov.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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