悉尼科技大学预科
招生简章
办学背景

无锡光华学校创办于1995年8月，坐落在太湖风景区，毗邻无锡大学城，自然环境优美，办学条件优越，
是无锡地区创办最早的高起点、
高规格的国际化民办寄宿制中小学。
于2003年注册为剑桥大学国际考
评部（CAIE）华东地区首家剑桥国际教育、
考试中心，成立剑桥国际高中。
国际高中由国内外资深教育专
家进行教育教学管理，拥有一支具有丰富国际教育经验的教学管理和服务团队，主要师资由博士、
硕士
学位或教授职称的外籍教师和双语教师组成。
结合中西方教育的优点与中国实际情况，在保证课业成
绩的前提下，用心关注每位学生，培养学生获取知识和应用知识的学习能力，实现其与发达国家高等教
育的无缝对接。
剑桥国际高中自成立以来，已有数百名毕业生，学生近100%被英国、
澳大利亚、
加拿大、
美国等国际名校录取，其中80%学生进入世界前100位大学，大批学生还获得了大学提供的部分或全额
奖学金。

课程介绍

2021年1月，无锡光华学校与悉尼科技大学正式签署协议，大学预科课程落户无锡光华学校。
无锡光华
学校是经悉尼科技大学批准的，并在澳洲教育部获得注册是国内首家大学预科课程基地，是澳洲、
英
国、
新西兰等英联邦世界100强名校认可的官方本科优录课程。

五大课程优势

权威可靠

经济省时

科学管理

过渡全面

悉尼科技大学UTS负责核心课程
的教学管理与监督以及专业外教
的遴选

中国传统教学优势，辅以悉尼科技
大学线上教育系统；线上线下相结
合的教育，满足不同学生的需求，
让每一个孩子成为主动的学习者、
探索者和创造者

升学途径便捷

学生完成课程后获得悉尼科技大
学注册预科毕业证，直接申请澳洲
所有大学及他们的海外分校

学生17岁进入海外名校本科，无
需海外1年的预科，节省30万元左
右人民币的学费和生活费

全面的语言和专业知识学习，
针对性的专业训练和能力储备，
保障学生更好适应国外大学课堂
的教学文化

课程设置

该预科课程为悉尼科技大学标准预科，分为两学期，每年1月和9月入学，时间完美衔接每年海外大学春
季和秋季入学。

• 预科核心段课程（UTS Foundation Studies）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创造性思维

国际视野

学术英语2

学术英语1

环境艺术

社会文化与交流

计算机科学或者基础数学3
(工程专业必须选读基础数学3)

基础数学1或者基础数学2
学术写作技巧

学术写作技巧

课程设置、授课进度、相关考试与澳洲悉尼科技大学预科同步。
悉尼科技大学预科不同于其他澳洲预科
课程，无须提前分科选课，几乎可以衔接所有澳洲大学本科。

高二、高三、
高三毕业生

核心课程
8个月

入读大学本科课程

升读大学硕士课程

招生对象

高二或者高三学生（或同等学历）

入学要求
学术要求

语言要求

高二成绩平均分80分以上

雅思5.5（单项不低于5.0）
，或
同等水平的语言成绩

收费标准

学费：9.2万/年，其他费用：书本费、校服费、住宿费等
按实收取

申请联系方式

上海办公室

+86 21 6248 7576

Email

info@insearch.com.cn

腾讯官方微信

UTSCollege

北京办公室
新浪官方微博
网址

+86 10 6526 2802
悉尼科技大学学院
utsaustralia.cn

悉尼科技大学学院

悉尼科技大学学院

UTSCollege

Insearch Limited - ABN 39 001 425 065
Insearch Limited (UTS College) CRICOS provider code: 00859D I UTS CRICOS provider code: 00099F
Insearch Limited (UTS Colle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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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悉尼科技大学预科课程) CRICOS course code:
2 Semesters (Standard) CRICOS course code: 082432G | UTS course code: C30019
3 Semesters (Extended) CRICOS course code: 082433G | UTS course code: C30020

Insearch Limited （悉尼科技大学学院）是悉尼科技大学（UTS）的控股实体并提供大学衔接课程。悉尼科技大学（UTS）
授权 悉尼科技大学学院 为其提供大学预科课程。UTS预科课程满足澳大利亚联邦政府招收海外学生院校及课
程注册中有关大学预科课程的要求，该课程为海外学生入读大学本科第一年做准备。

The information contained in this brochure is correct at time of printing. Changes in circumstances may impact
the accuracy or currency of the information. UTS College reserves the right to vary any matter described in this
brochure at any time without notice.
Please visit utsaustralia.cn for latest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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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TS Foundation Studies is a UTS course, delivered by Insearch Limited (UTS Colle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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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