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indy Alexandra
来自印度尼西亚

UTS 商学院学生 

可选择以下课程
•  英语课程
•  UTS Foundation Studies
•  文凭课程 (Diploma):

•  商学
• 传媒
• 设计与建筑
• 工程
• 信息技术
• 科学

*基于学生成功完成文凭课程，且不及格不得超过两门。

UTS Insearch 帮助您为取得大学乃至更
高阶段的成功做好准备。
 
我们提供一系列英语课程，悉尼科技大学预科课程和文凭
课程，这些课程都是为了培养您的自信和学术技能而设计
的。 

      成功完成文凭课程后*能确保升入悉尼科技大学 
    本科课程。

      直接升入悉尼科技大学本科的二年级 
   取决于您所选的文凭课程。

      小班制，大支持。根据每一位学生的需求量身定 
   制支持服务。

      最新的技术和设施，包括我们的英语语言中心， 
   高科技讲座厅和教室。

    未来职场菁英计划在您的学习中创造了提早获 
  得就业技能的独特机遇。 

进入

排名第一的

年轻大学的途径



Notes

Leadership Advantage 奖学金 
价值7,000澳元的Leadership Advantage奖学金等你
来领取。

详情请见 insearch.edu/leadership-advantage 

衔接课程—
进入悉尼科技大学的方式

哪个课程适合您？

英语课程
我们的英语课程为您提供成功学习所
需的英语水平和学术读写技能,  
为您入读全英教学的大学作好准备。

从多种英语課程中选择适合您未来学
习需求的課程:  
UTS 预科课程, 文凭课程 (Diploma) 
或大学学位。

UTS Foundation Studies

我们的预科课程专为已经完成高中  
11 年级的学习, 并准备入读澳大利亚
大学的国际学生而设计。完成课程的
学生可以入读文凭课程。对于成功满
足大学要求的学生，可以直升第一年
任何悉尼科技大学本科学位。

UTS 预科课程是由悉尼科技大学 
和 UTS Insearch 共同合作 
为国际学生专门量身定制的课程。 
你将会和其他国际学生一起學習, 
从而得到有力的学习支持。

文凭课程
如果你还未符合直入大学的学术和英
语要求, 我们的文凭课程是你的理想
选择。

你可跟据个人的学习进度而选择适合
你的文凭课程。我們分別有延长,  
标准或加速课程给学生选择。你也可
跟据个人的英语程度选择一个较长的
课程。

*如果您不符合 UTS Insearch 英语入学要求, 您便需要入读 UTS Insearch 学术英语课程。
^入读悉尼科技大学基于学生选择的专业方向, 以及学生顺利完成文凭课程 (Diploma) 并且没有超过两科不合格。 
并非所有专业都能让学生直升入大学第二年。有关完整的学分详情，请参阅网站 insearch.edu.au 上的各个课程页面。 
#只有达到所需的平均分成绩，才能达成此途径。 
**成功完成 AE5 满足大多数悉尼科技大学本科和研究生学位的英语入学要求。有关悉尼科技大学英语入学要求的具体细节，请参阅悉尼科技大学网站上的各个学系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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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学要求 – 马来西亚

学术要求

UTS Foundation Studies

UTS Insearch diploma programs 文凭课程

英语要求

Extended 延长课程 (3个学期 − 12个月) Standard 标准课程 (2 个学期 − 8个月)

IELTS (学术英语) 雅思总分 5.5, 写作最低 5.0 分 雅思总分 5.5, 其他单项成绩最低 5.0 分

TOEFL-PB 525 TWE 4.0 525 TWE 4.0

TOEFL-CB 197 TWE 4.0 197 TWE 4.0

TOFEL- iBT 托福网试 71 分, 写作 16 分 托福网试 71 分, 写作 16 分

UTS Insearch 英语课程 AE3 合格 AE3 合格

Pearson 学术英语考试 总分 46, 写作最低 38 分 总分 46, (其他单项成绩最低 38 分）

Extended 延长课程 
(4 个学期 − 16个月)

Standard 标准课程  
(3 个学期 − 12个月) 

Accelerated 加速课程 
(2 个学期 − 8个月)

IELTS (学术英语)
雅思总分 5.5, 其他单项成绩最低 
5.0 分

雅思总分 6.0, 写作 6.0 分 雅思总分 6.0, 写作 6.0 分

TOEFL-PB 525 TWE 4.0 550 TWE 4.5 550 TWE 4.5

TOEFL-CB 197 TWE 4.0 213 TWE 4.5 213 TWE 4.5

TOFEL- iBT 托福网试 71 分, 写作 16 分 托福网试 80 分, 写作 21 分 托福网试 80 分, 写作 21 分

UTS Insearch 英语课程 AE3 合格 AE4 合格 AE4 合格

Pearson 学术英语考试 总分 46, (其他单项成绩最低 38 分) 总分 54, (其他单项成绩最低 54 分) 总分 54, (其他单项成绩最低 54 分)

UTS Foundation Studies

Extended 延长课程  
(3 个学期 − 12 个月)

UTS Foundation Studies

Standard 标准课程 
(2 个学期 − 8个月)

UTS Insearch Diploma 文凭课程 

Extended 延长课程 (4 个学期 − 16 个月) 
Standard 标准课程 (3 个学期 − 12个月)
Accelerated 加速课程 (2 个学期 − 8个月)

马来西亚 UEC 3 – 五门科目共取得最高 35 
分, 英语达到 B4 等级符合英语入
学要求。

SPM – 完成 SPM, 3 门科目合格(符
合入学英语要求) 包括 1119 英语 (
符合入学英语要求)

UEC 3 – 五门科目共取得最高 30 
分, 英语达到 B4 等级(符合英语
入学要求)

SPM – 完成 SPM, 最少三门科目达
到C级  包括英语达到C等级 1119 (
符合入学英语要求）

Accelerated and Standard Diploma 加速和
标准文凭课程: STPM 3 门科目一次考试中达
到C级 (也接受预测成绩), 
英语C等级, UEC 三门科目共取得最高 12 分,
英语达到 B4 等级

Extended Diploma 延长文凭课程: STPM 3 门
科目一次考试中达到C级(也接受预测成绩), 
英语达到D+等级, UEC 三门科目共取得最高 
12 分但不包括英语, 
英语达到 B6 等级

英国教育体系/英国 O level 最少三科合格 O level 最少四科合格 , 成绩D GCE 兩科 A Level合格, 1 门科目成绩D级及1 
门科目成绩E级

IB 国际文凭 成功完成第一年文凭 18 21 
Forecast IB score minimum 23 acceptable

课程 种类 费用

UTS Insearch  
英语课程

General English (GE) 基础英语

Academic English (AE) 学术英语

A$540 每个星期
A$540 每个星期

UTS Foundation 
Studies

Standard 标准课程 (2个学期 — 8个月)
Extended 延长课程 (3个学期 — 12个月)

A$26,500 
A$38,000

UTS Insearch  
文凭课程

Accelerated 加速课程 (2个学期 — 8个月)
Standard 标准课程 (3个学期 — 12个月)
Extended 延长课程 (4个学期 — 16个月)

A$32,000 
A$32,000 
A$39,000

2019 年学费 报名费：国际学生首次申请 UTS Insearch 需要支付 A$250的报名手
续费, 该款项不能退回。

成绩不合格: 学费是基于学生满足所有学术成绩要求, 没有任何一门科
目不合格。学生需要支付所有重读科目和相关的费用。

UTS Insearch 课程折扣: UTS Insearch课程优惠折扣可以使用於UTS
预科课程和 UTS Insearch 文凭课程, 也可以包括基本英语课程。 
参加 UTS Insearch 学术折扣套餐的学生将获得英语学费折扣 5%, 与
UTS 预科课程一起打包时，还可获得文凭课程费用的 5% 折扣。

有关详情，请访问网站



insearch.edu.au
UTSINSEARCH UTS_INSEARCH UTSINSEARCH

356732630_0719

Information correct at time of printing July 2019.

UTS Insearch CRICOS provider code: 00859D   I   UTS CRICOS provider code: 00099F   
Insearch Limited (UTS Insearch) is a controlled entity of the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Sydney (UTS), and a registered private higher education provider of pathways to UTS.    
UTS Foundation Studies CRICOS course code: 2 Semesters (Standard) CRICOS course 
code: 082432G | UTS course code: C30019   I   3 Semesters (Extended) CRICOS course 
code: 082433G | UTS course code: C30020   I   UTS Foundation Studies is a UTS course, 
delivered by Insearch Limited (UTS Insearch), on behalf of UTS. The UTS Foundation 
Studies program meets the requirements for Foundation Programs which have been 
registered on CRICOS for delivery in Australia providing academic preparation for entry 
into first year undergraduate study to overseas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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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QS世界大学专业排名

前50名的
专业

前51-100名
的专业

前101-151名
的专业

第10名

护理

• 会计与金融
• 建筑
• 传媒与媒体研究
• 计算机科学与信息系统

• 土木与结构工程
• 电子与电气工程
• 法学与法律研究

• 商务与管理学
• 经济学与计量经济学
• 教育与培训
• 工程与技术

• 环境研究
• 数学
• 社会科学与管理
• 统计与运筹学

第23名

艺术与设计

第24名

运动相关
专业

第36名

图书馆与信
息管理

1
第

澳大利亚校龄低于50年的年轻大学
2020年QS世界大学排名® 
校龄低于50年的年轻大学前50名

第

2019年QS全球高校就业能力排名

1
第

澳大利亚校龄低于50年的年轻大学
2019年泰晤士高等教育年轻大学
排名

11
第

全球校龄低于50年的年轻大学
2020年QS世界大学排名®
校龄低于50年的年轻大学前50名

13
第

全球校龄低于50年的年轻大学
2019年泰晤士高等教育年轻大
学排名

五星评级

2018-2021年QS星级大学排名™

名 名 名 名

名

2019年泰晤士高等教育全球大
学排名

200
2020年QS世界大学排名®

140
第 名

前

UTS 排名和奖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