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表格适合澳洲新南威尔士大学大四交流项目及研究生直接申请。可用中、英文填写。不能保存和填写此表的，请升级PDF阅读软件或使用
国产软件"福昕PDF阅读器"填写。 加入群的同学请将备注名称改为：年份-学校-姓名（如：2016XXX大学张三）群号：183919519

澳洲新南威尔士大学3+1+2 
大四交流项目信息表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Exchange Service Center of Hebei Province

河 北 省 国 际 教 育 交 流 中 心

个人基本信息:
姓名及拼音:

出生日期: 身份证号:

性别: 男 女 未婚已婚婚姻状况:

户籍所在地:居住国: 国籍:

父亲手机号:

微信号码:

邮寄地址精确到门牌号:

QQ号码:

母亲手机号:本人手机号:

电子邮箱:

常住地址精确到门牌号: 邮编:

邮编:

英语六级成绩: 雅思成绩: 托福成绩: 大学平均分: 大学GPA成绩:

受教育经历:

申请文件清单: 成绩单公证 在读证明公证 大学推荐信中英文 个人陈述 六级英语证书 出生公证签证用

学历 学校名称 起止时间 专业名称及学位

高中

本科

研究生

文科 理科 艺术生 高考成绩:

所获奖励:

实习情况单位: 实习起止时间:

实习工作内容及成就:

研究生申请专业：（大四交流学生所填专业需和本科专业接近或相同，本科毕业直接申请的学生按喜好填写但也不宜跨度太大。此处为意向填写。）

计划申请年份: 计划申请月份: 第二学期，七月第一学期，三月

序号

1

2

3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研究方向

父母工作信息:（签证环节，使馆会随机或全部拨打学生、家长办公电话及个人电话核实信息，此处签证培训时会着重强调）

父亲姓名:

母亲姓名:

工作单位:

工作单位:

单位座机联系电话:

单位座机联系电话:

有无护照: 无有 护照号码: 签发时间: 到期时间: 签发地:

曾经出国经历:

曾经出国经历:

大四交流生计划所选课程：（大四交流期间必须选足八门课程，建议填写本科未完成课程或将来研究生打算报的专业课程。此处为意向填写。）

计划所
选课程:



内侧通过的学生提前赴澳参加本
校自费语言学院读语言直升课
程，语言课程完成后直接进入硕
士无需再考试。或一次性考到雅
思6.5及以上直接入读研究生课
程

澳洲新南威尔士大学3+1+2学业流程示意图 

大学前三年平均分80分以
上，拿到雅思6分或考过英
语六级

了解国内大四需要学习的课程名
称、毕业论文、毕业设计等事
项，确认澳洲有相关课程学习

报名：提交成绩单公证，在读证
明公证，大学推荐信中英文，英
语六级或雅思成绩单，并填写研
究生专业申请表正表和信息表

参加交流生面试培训及面试。 
研究生直接申请但没有雅思成绩
者，可以参加内侧考试评估语言
直升课程时间

面试通过收到通知书，办理预交
学费和签证申请等工作，集体买

机票

成功赴澳办理入学，住宿手
续，根据个人情况完成选课
程序（含大四未完课程在内
必须选满八门课程，多出的
课程可以选研究生课程）

大四交流期间努力学习课
程，准备国内论文，毕业设
计等，并适当与国内导师保
持联系

大四交流期间，成绩过关，但平
均分不到65%或不愿继续在澳读
研究生的学生，可回国领取毕业
证，国内考研或找工作

适当时间回国办理毕业手续，论文
答辩，毕业设计评定，毕业演出等

成绩达到65%的，在拿到中国学
位证后，直接进入新南威尔士研
究生学习（研究生专业课程以第
三步中研究生专业申请表正表为
准）

硕士课程毕业后，可以根据自身
意愿申请并获得2-3年工作签证
（授课类硕士为2年、研究类硕
士为3年），就读移民清单上专
业的学生有机会经过自己的努力
申请获得澳洲长期居留权并移民
澳洲。

将大四交流期间多学的研究生课
程学分兑换到研究生学院中（学
分兑换需要所报专业和大四交流

多学的课程有相关关系）

办理签证手续。直接申请比
大四交流生要求文件复杂，
主要区别：直接申请者必须
满足硕士录取要求的本科平
均分要求，并且必须在入读
硕士前达到雅思6.5分或者
顺利完成校内语言直升课
程。而交流生只需要满足平
均分80分以上、英语六级并
且通过面试即可



项目申请流程： 
  
1、面试通过，办理护照或提前办理护照，不久拿到澳洲通知书  
2、根据通知书交保险费和学费，通过中国银行汇款 . 
3、汇款后收到COE确认录取通知书  
4、申请签证（电子签证）  
5、携带护照和体检表到使馆指定医院体检  
6、电子签证培训 ，电话调查培训（使馆会拨打学生本人、家长办公电话及家长个人电话核实信息）  
7、签证通过，买机票 
  

需个人承担的费用： 
  
1、公证费：报名用在读公证、报名用成绩单公证、签证用出生公证、研究生申请学位证公证、研究生申请毕业证公证。每个公
证200-350元不等。 
2、护照费：200元左右。 
3、澳洲签证费：交流中心代缴，连同转账手续费共545澳元，约合人民币2700元人民币。 
4、教育厅交流中心项目服务费：6000元人民币。 
5、使馆指定北京体检费：900元人民币左右。 
6、到达澳洲接机费：100澳元每人，可选。 
7、大学申请费：大四交流项目学生已免，直接申请学生约100澳元。 
8、机票费：5000-15000人民币不等，根据出发时间而定。 
（服务费应当面试前交齐，未交者不得面试，以防以报名为由参加面试而后无故退出，干扰其他学生录取率，未被面试录取学
生所涉及的缴费全额退款，被录取学生开发票不退款。签证费及体检费无法退款） 
  

签证主要文件： 
  
所有文件需要原件及原件扫描 
1、护照原件 
2、旧护照原件及签证页 
3、4张护照照片白底3.5X4.5 
4、全家户口本原件及全部复印（分户也提供户主页和分页） 
5、全家身份证原件及正反复印件 
6、雅思成绩单原件或证明 
7、在读公证原件 
8、成绩单公证原件 
9、出生公证原件 
10、COE确认录取通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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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新南威尔士大学3+1+2
大四交流项目信息表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Exchange Service Center of Hebei Province
河 北 省 国 际 教 育 交 流 中 心
个人基本信息:
姓名及拼音:
出生日期:
身份证号:
性别:
婚姻状况:
户籍所在地:
居住国:
国籍:
父亲手机号:
微信号码:
邮寄地址精确到门牌号:
QQ号码:
母亲手机号:
本人手机号:
电子邮箱:
常住地址精确到门牌号:
邮编:
邮编:
英语六级成绩:
雅思成绩:
托福成绩:
大学平均分:
大学GPA成绩:
受教育经历:
申请文件清单:
学历
学校名称
起止时间
专业名称及学位
高中
本科
研究生
高考成绩:
所获奖励:
实习情况单位:
实习起止时间:
实习工作内容及成就:
研究生申请专业：（大四交流学生所填专业需和本科专业接近或相同，本科毕业直接申请的学生按喜好填写但也不宜跨度太大。此处为意向填写。）
计划申请年份:
计划申请月份:
序号
1
2
3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研究方向
父母工作信息:（签证环节，使馆会随机或全部拨打学生、家长办公电话及个人电话核实信息，此处签证培训时会着重强调）
父亲姓名:
母亲姓名:
工作单位:
工作单位:
单位座机联系电话:
单位座机联系电话:
有无护照:
护照号码:
签发时间:
到期时间:
签发地:
曾经出国经历:
曾经出国经历:
大四交流生计划所选课程：（大四交流期间必须选足八门课程，建议填写本科未完成课程或将来研究生打算报的专业课程。此处为意向填写。）
计划所选课程:
内侧通过的学生提前赴澳参加本校自费语言学院读语言直升课程，语言课程完成后直接进入硕士无需再考试。或一次性考到雅思6.5及以上直接入读研究生课程
澳洲新南威尔士大学3+1+2学业流程示意图 
大学前三年平均分80分以上，拿到雅思6分或考过英语六级
了解国内大四需要学习的课程名称、毕业论文、毕业设计等事项，确认澳洲有相关课程学习
报名：提交成绩单公证，在读证明公证，大学推荐信中英文，英语六级或雅思成绩单，并填写研究生专业申请表正表和信息表
参加交流生面试培训及面试。
研究生直接申请但没有雅思成绩者，可以参加内侧考试评估语言直升课程时间
面试通过收到通知书，办理预交学费和签证申请等工作，集体买机票
成功赴澳办理入学，住宿手续，根据个人情况完成选课程序（含大四未完课程在内必须选满八门课程，多出的课程可以选研究生课程）
大四交流期间努力学习课程，准备国内论文，毕业设计等，并适当与国内导师保持联系
大四交流期间，成绩过关，但平均分不到65%或不愿继续在澳读研究生的学生，可回国领取毕业证，国内考研或找工作
适当时间回国办理毕业手续，论文答辩，毕业设计评定，毕业演出等
成绩达到65%的，在拿到中国学位证后，直接进入新南威尔士研究生学习（研究生专业课程以第三步中研究生专业申请表正表为准）
硕士课程毕业后，可以根据自身意愿申请并获得2-3年工作签证（授课类硕士为2年、研究类硕士为3年），就读移民清单上专业的学生有机会经过自己的努力申请获得澳洲长期居留权并移民澳洲。
将大四交流期间多学的研究生课程学分兑换到研究生学院中（学分兑换需要所报专业和大四交流多学的课程有相关关系）
办理签证手续。直接申请比大四交流生要求文件复杂，主要区别：直接申请者必须满足硕士录取要求的本科平均分要求，并且必须在入读硕士前达到雅思6.5分或者顺利完成校内语言直升课程。而交流生只需要满足平均分80分以上、英语六级并且通过面试即可
项目申请流程：
 
1、面试通过，办理护照或提前办理护照，不久拿到澳洲通知书 
2、根据通知书交保险费和学费，通过中国银行汇款 .
3、汇款后收到COE确认录取通知书 
4、申请签证（电子签证） 
5、携带护照和体检表到使馆指定医院体检 
6、电子签证培训 ，电话调查培训（使馆会拨打学生本人、家长办公电话及家长个人电话核实信息） 
7、签证通过，买机票
 
需个人承担的费用：
 
1、公证费：报名用在读公证、报名用成绩单公证、签证用出生公证、研究生申请学位证公证、研究生申请毕业证公证。每个公证200-350元不等。
2、护照费：200元左右。
3、澳洲签证费：交流中心代缴，连同转账手续费共545澳元，约合人民币2700元人民币。
4、教育厅交流中心项目服务费：6000元人民币。
5、使馆指定北京体检费：900元人民币左右。
6、到达澳洲接机费：100澳元每人，可选。
7、大学申请费：大四交流项目学生已免，直接申请学生约100澳元。
8、机票费：5000-15000人民币不等，根据出发时间而定。
（服务费应当面试前交齐，未交者不得面试，以防以报名为由参加面试而后无故退出，干扰其他学生录取率，未被面试录取学生所涉及的缴费全额退款，被录取学生开发票不退款。签证费及体检费无法退款）
 
签证主要文件：
 
所有文件需要原件及原件扫描
1、护照原件
2、旧护照原件及签证页
3、4张护照照片白底3.5X4.5
4、全家户口本原件及全部复印（分户也提供户主页和分页）
5、全家身份证原件及正反复印件
6、雅思成绩单原件或证明
7、在读公证原件
8、成绩单公证原件
9、出生公证原件
10、COE确认录取通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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