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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馨 
致辞

UOW澳大利亚学院热烈欢迎来自海外合作院校的学生参加
我校的游学之旅和团体课程。

超过 95%  
在学习设施和教职工友好度方面 
学生满意度超过95%

超过 96%  
学生对校园环境的满意度超过96%

超过 97%  
学生对技术和图书馆设施的 
满意度超过97%

^英语学习晴雨表(ELB) 2017/2018

我校排名 
我们为不同英语水平、文化背景和年
龄的学生量身定制团体课程，以满足
他们的需求。课程时长多样化，有些仅
持续几天，而有些课程提供综合经验，
学生可通过一学期的出国留学项目学
习一系列的英语语言课程。

和正式的英语课程一样，UOW澳大
利亚学院的体验可以为您提供各种机
会，培养您与讲英语的人交流时的自
信心。您可以选择与讲英语的家庭一
起居住，体验澳式生活，或者您也可以
住在我们的大学宿舍。

另外，我们还提供一系列生动有趣的
教育和文化活动，与英语语言课程和
游学亮点活动相辅相成，让您能更好
地了解澳大利亚的环境和文化。 

UOW澳大利亚学院期待您的到来。

Felix Lanceley
UOW澳大利亚学院 
总经理

30多年来，UOW澳大利亚学院坚持致力于
帮助学生实现个人、教育和职业目标。我校
的特长是提供英语语言课程、学术衔接课程、 
高等教育文凭资格以及职业教育和培训。
我们是伍伦贡大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我们的学生在世界一流的校园里勤奋学习、
茁壮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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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学之旅
数据

1000+
2019年游学学生超过1000人

250+
250多个寄宿家庭

12+
提供12个以上的阿尔法项目

143
伍伦贡大学有来自143个国家的人

9
参与游学之旅的人来自9个国家

UOW澳大利亚学院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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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伦贡位于悉尼以南仅90分钟 
车程的地方，离悉尼中央商务
区很近，每日往返切实可行， 
并且没有大城市的繁忙和高昂
物价。 
伍伦贡人口30多万，既拥有城市应有的一
切设施、娱乐和便利，又保持了沿海社区
友好、轻松的氛围。
伍伦贡是一个多元、友好和安全的城市，
有着各种各样的语言、美食、宗教和习俗。
文化日历上满满的活动吸引了来自澳大
利亚和世界各地的人们来此安居，居民享
受着健康、积极的生活方式。伍伦贡气候
温和，一年四季都适合学习。每年伍伦贡
大学（UOW）和UOW澳大利亚学院都吸
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万千学子来这个美
丽的地方生活和学习。

游览胜地 
有巡逻的海滩·Sea Cliff大桥和
Grand Pacific Drive·Symbio野生
动物公园·冲浪假期·美丽的丛林步
道·沿海自行车道和步道·植物园·科
学中心和天文馆·国家公园· 
免费的伍伦贡城市穿梭巴士·大型购
物中心·市场和本地区节日·可当天
往返悉尼、蓝山、堪培拉和杰维斯湾。

伍伦贡
简介

5 分钟
可从UOW到伍伦贡市 

90 分钟
可至悉尼CBD 

每天有32班火车
直通悉尼 

免费公车
免费的“城市环线”公车全天运行直至深夜 

17个海滩
有救生员季节性地巡逻  

35个自然步道
在伍伦贡地区由新南威尔士州国家公园 
进行维护 

306,591 人
以伍伦贡地区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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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家园 
在海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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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OW澳大利亚学院游学之旅是
提高自信和英语水平的好方法。
我校的灵活度、知识和专业水平确保我校
的课程是为学生量身定制的，能满足不
同学生群体的预算、学习目标和利益。游
学之旅的长度多样化，有些仅持续几天， 
而有些能提供综合经验。注重提高学生的
英语水平、教授生活技能和开放的思想、
发展跨文化友谊并建立学生的信心。

英语语言 
学生在来澳期间能完全沉浸在英语环境
中，包括在寄宿家庭住宿时、在课堂上，以
及在我们提供的各种妙趣横生的教育和
文化活动中。

英语语言部分侧重于培养学生的口语、听
力和反思性思维技能。这种方法不仅为跨
文化交流、辩论和讨论提供了大量的机
会，而且还使学生将所学的英语置于情景
中，并带着全新的自信感回国，能自信地
用英语口语进行交流。通过对广泛的有趣
话题进行讨论和小班教学，我校提供了充
满支持的互动环境，帮助学生开发英语技
能。

我们还提供一系列的英语加阿尔法项目，
旨在提高学生的英语语言能力，同时也让
学生有机会获得特定的行业经验。主题包
括护理、社会福利、老年护理、工程和生活
技能。

所有学生在完成游学之旅项目后都会获
得参与证书。

各类活动 

在UOW澳大利亚学院，我们明白学习不
仅仅发生在课堂里。我校提供多样化的文
化和教育活动，旨在补充学生在课堂上
学到的内容。这包括访问当地的学校、与
当地产业和企业保持联系、客座大学讲座
以及与当地学生的对话课程。学生们将在
伍伦贡周边地区观光游览，享受迷人的海
滩、美丽的山峦和通往市区的便捷交通。
学生们可以参观当地的野生动物保护区，
亲自摸一摸袋鼠和考拉。我们还提供本土
的“丛林食物”之旅，并可以安排让学生使
用最先进的技术，如3D打印机和激光切割
机。我们还可以安排学生去更远的地方游
览，如悉尼、堪培拉、蓝山或去杰维斯湾观
鲸鱼。

UOW澳大利亚学院还积极支持各种慈善
活动、地方活动和志愿者组织，鼓励学生
参加社区外展活动，丰富学生在澳大利亚
的体验、提高英语水平，同时回馈社会。

游学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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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院校机构可能 
会低估自身职场文化的 
重要性。
而贵校和贵校的教职工团队在这一点
上做得很好。与我交流过的每一位教
职员工都非常乐于助人，大家都反应迅
速、高效并且有礼有节。我们的团队得
到了友好、尊重和专业的接待。授课的
老师都很友善、热情，而且都是非常专
业的老师。这些优良品质都得到了完美
的发挥，这一点在贵校与寄宿家庭的良
好关系方面非常明显，而寄宿家庭是
贵校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这是
UOW澳大利亚学院的一向水准，那么
贵校必定能造福整个社区，从更广阔的
角度来看，也为澳大利亚这一品牌锦上
添花……贵校是这个领域的佼佼者。”

DANIEL JENKINS 
执行董事 
GLOBAL OPULENCE

PANDIT DEENDAYAL  
石油大学

我们还举办了一系列的客座讲座，包
括了政治、文化、营销、商业和工程等
课题。所有的讲座都由专家讲授，内容
极其翔实和鼓舞人心。教师鼓励我们
在所有讲座上提问，让我们惊喜的是，
我们没有一次听到了错误的答案！教
师从不认为我们提出的问题愚蠢，也
不会对我们评头论足。这一切都让我
们的旅程充实有益。我们都认为本次
游学开启了大家独立思考的过程，在
这一过程中，我们可以将自己对理论
的理解应用到实践中。”

本次游学之旅 
棒极了，一切都安排得
很妥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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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加社会 
福利课程

英语加社会福利课程
上午（9.30am – 12.30pm） 下午（12.30pm – 4.30pm）

周日 抵达悉尼国际机场。 接机。转到伍伦贡。开学介绍并与寄宿
家庭会面。休息放松。

周一 欢迎来到UOW澳大利亚学院。英语
课——澳大利亚社会政策：澳大利亚的
幼儿教育。

环游伍伦贡市、中央商务区和沙滩，随
后与市政委员会和文化服务部会面。

周二 英语课——澳大利亚社会政策：澳大利
亚的残障。

参观残障儿童学校。

周三 英语课——澳大利亚社会政策：人口。 参观当地退休村，进行文化展示并与居
民聊天。

周四 英语课——澳大利亚社会政策：原住民
问题。

由伍伦贡原住民中心进行展示，随后
前往植物园了解传统的丛林美食和丛
林药物。

周五 英语课——澳大利亚社会政策：心理学
和心理咨询。

客座讲座，随后进午餐，举行毕业仪式
并颁发证书。

周六 全天：悉尼一日游。游览著名景点，包括悉尼歌剧院和悉尼海港大桥。

我校的社会福利课程探讨了社区中重
要的社会问题，包括残障、青少年问题
和弱势群体。

学生们将有机会学习新理念和理论，并
通过行业参观、课堂观察和专家讲座获
得实践经验。课程结束时还有机会研究
并展示学习成果，对各国的社会福利系
统进行比较。

18 岁以下学生的课程
通过我校游学之旅项目中提供的大量机
会和经验，培养重要的生活技能和全球思
维。

通过互动英语课、跨文化交流、与校内和
寄宿家庭的新朋友交流以及学校互访，鼓
励学生全方位沉浸在澳大利亚文化中。

针对18岁以下学生的课程为学生们提供
了非常安全和友好的环境，让学生在澳大
利亚成长并及体验生活，然后带着开放的
思维回国。

18岁以下学生的课程
上午（9am – 12pm） 下午（1pm – 4pm）

周日 抵达悉尼国际机场。 接机。转到伍伦贡。开学介绍并与 
寄宿家庭会面。休息放松。

周一 
寄宿家庭 
负责交通

欢迎来到UOW澳大利亚学院。

英语课—— 澳大利亚地理，与寄宿家庭
交流，写日记。

游览伍伦贡大学，随后环游伍伦贡市、
沙滩和中央商务区。拜访Keira山观景
台看风景。

周二 
寄宿家庭 
负责交通

英语课——澳大利亚动物。 参观Symbio动物园——去看澳大利亚
的本土动物。与考拉合影、观赏爬行动
物表演、喂袋鼠。

周三 
寄宿家庭 
负责交通

英语课——澳大利亚土著风情。原住民
梦幻旅行和点画。

参观植物园，了解丛林美食和丛林药
物。

周四 
寄宿家庭 
负责交通

英语课——澳大利亚运动、俚语和文化。 参观当地中学。在当地中学度过下午，
与当地学生交流并进行澳式体育运动。

周五 
寄宿家庭 
负责交通

英语课——给寄宿家庭写感谢信，随后
毕业仪式及颁发证书。

游览南海岸小镇Kiama。参观著名的喷
水洞，在海边乐享炸鱼薯条。

周六 全天：蓝山一日游。参观壮丽的蓝山和著名的三姐妹峰。

游学之旅 
日程范例我喜欢小班授课， 

这样在我需要额外帮
助时，我有机会和老师
一对一的交流。
班上有来自不同文化的学生，这意味
着我可以体验多种不同文化，学习许
多其他的语言！家庭寄宿是我一生中
最有价值的经历之一。”

所有完成UOW澳大利亚学院 
游学之旅的高中生都有资格获
得3000澳元的奖学金以继续 
深造。UOW澳大利亚学院游学
之旅奖学金旨在鼓励学员返回
伍伦贡大学，入读UOW澳大利
亚学院的学术衔接课程或职业
资格。有适用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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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加阿尔法项目
英语加阿尔法学习项目的目标受众是大
学生、成年学生和企业客户，学生能通过
学习体验获得特定的行业知识。

我们课程的开发始终应对行业需求，目前
课程包括：
• 社区服务
• 早教
• 经济
• 工程
• 环境
• 健康和营养学
• 酒店服务业
• 生活技能
• 护理
• 科技
• 社会福利

为您量身定制
每个英语加阿尔法学习项目都根据学生
群体的目标、需求和语言水平量身定制。
课程通常持续1至6周，每天有4小时英语
课程，然后是活动项目，包括客座讲座、行
业参观和短途旅行。

我们相信这种方法可以帮助学生将学到
的经验融会贯通，并为学生日常体验的英
语口语提供语法和功能结构。

建议学生群体的人数在 15 人以上。 

您有兴趣在国际环境中获得行业经验吗？您是否有兴趣获得说 
一门新语言的实践经验，并磨炼跨文化和人际沟通技巧？如果答案
是肯定的话，那么UOW澳大利亚学院的英语加阿尔法学习项目 
正好适合您！ 

英语加阿尔法
项目

游学之旅
奖学金

HARUK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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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刚到澳大利亚的时候，非常紧张，
但我的寄宿家庭非常善良，为我提供
了很多帮助。我的英语还不流利，但
我的寄宿家庭总是耐心倾听并和我
对话。
家庭寄宿对想学英语的学生来说非常
有益，我很高兴能和他们住在一起。即
使在我回国之后，我也希望和寄宿家
庭保持联系。”

MIYU

住宿

“家庭寄宿是一个很棒的选择，因为
它提供了在教室外的自然环境中练
习英语的机会！我的寄宿家庭非常乐
于助人、灵活、友善。他们一直称赞我
的英语进步很快，并一路鼓励我。”

UOW澳大利亚学院的家庭寄宿
是最受游学生欢迎的住宿选择。家
庭寄宿项目始于25年前，自成立以
来，兢兢业业照顾了成千上万的学
生和寄宿家庭。

该项目由UOW澳大利亚学院的员
工现场协调。我们有一支专门的家
庭寄宿管理团队，与250多个当地
家庭密切合作，确保接收我校学生
的家庭是善良和乐于助人的，并愿
意向学生展示澳大利亚和伍伦贡
地区的风土人情。

学生和工作人员与UOW澳大利亚
学院家庭寄宿团队有直接的联系，
如果有需要，还有24小时的紧急联
系人。

UOW澳大利亚学院家庭寄宿项目
非常自豪的一点，就是对最小10岁
的未成年人的照顾，确保安全和高
水平的照顾。接待18岁以下游学学
生的家庭会提供特殊服务，例如每
天往返学校的接送并准备午餐。

除了UOW澳大利亚学院家庭寄
宿，伍伦贡大学还提供一系列的学
生住宿。

家庭寄宿
UOW澳大利亚学院的家庭寄宿项目让学生 
在当地家庭寄宿，全方位体验澳大利亚的生活方式。

我们非常有幸成为了寄宿家庭。 
这是一个丰富了我们人生的体验， 
很荣幸能照顾寄宿的学生。 
欢迎学生来我们家不仅扩大了我们的家庭，也扩展了我们的思维 
方式。我们很高兴能与学生建立友谊，并为他们留学期间取得的个人
成就感到自豪。在他们离开之前，我们喜欢回顾大家在一起的时光， 
看看他们成长和发展了多少，不仅是在英语熟练程度上，还包括他们
的成熟度、智识和文化适应/参与度。

ELVIS & REN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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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OW澳大利亚学院 
家庭寄宿项目：
在澳大利亚和全球 
排名第1
在寄宿家庭的欢迎度方面 
学生满意度100%
^英语学习晴雨表(ELB) 2017/2018 KYOK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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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方式
如果您有任何关于 
UOW澳大利亚学院游学之旅的问题，

请致电： + 61 2 4252 8914 或  
study-tours@uow.edu.au

伍伦贡大学（UOW）学院和伍伦贡大学澳大利亚学院（CRICOS: 02723D: RTO: 91159）是UOWC有限公司（ABN: 14 105 312 329）的注册商业名称。UOW学院尽量
确保在制作时（2019年12月）本出版物中包含的信息是正确的；然而，如果情况有变或有其他原因，UOW学院有权修改章节，恕不另行通知。欲了解最新信息，请查看
UOW学院网站。

了解详情
uowcollege.edu.au

facebook.com/uowcollegeaustralia 
instagram.com/uowcollegeaustralia 
#uowcollegeaustrali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