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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来到澳大利亚RGIT，本学

院是澳大利亚领先的职业教育和培

训学院之一。在澳大利亚RGIT，服

务我们的学生是我们的首要任务，

我们为他们的成就感到自豪。 我

们的基本目标是为学生提供一个能

够充分发挥潜力的环境。

我们的导师 / 培训师提供高

质量的培训和相关的行业知识，为

学生提供必要的技能，帮助他们开

始自己的职业生涯。 毕业生将有

机会进入相关的劳动力市场或在大

学继续深造，以实现他们的职业

目标。

我们完全理解学生在远离祖国

学习时可能遇到的挑战。 我们敬

业的专业人员全力支持学生的学术

需求，致力于照顾学生的个人福利

和福祉。 学生可以与我们的任何

工作人员交谈以获得帮助。 我们

量身订做的培训设施和我们的专职

培训和管理团队就是证明。

欢迎来到澳大利亚RGIT，等待

您的是正宗的澳大利亚教育体验。

Chandra Yonzon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CEO), 
Founder & Dire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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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信息会有变化。请从下列网站下载本招生说明书：

www.rgit.edu.au/InternationalStudentProspectusChinese

学生可在国家培训注册网站www.training.gov.au上找到更多信息，或者与澳大利亚RGIT学院员工交流以获得详细资料。

澳大利亚RGIT根据我们的课程过渡政策和程序处理所有被取代的资格，详见www.rgit.edu.au/policies。

*学费以澳元计，2020年有效，会有所变化。
†Course tuition fees are quoted in Australian dollars (AUD), are valid for 2020 and are subject to change.

RGIT Australia提供以下经认证和国家认可的资格证书：*

课程纵观

 CRICOS National  Qualifications Duration  Tuition  Campus
 Code Code   (Incl. Holidays) Fees† 

BUSINESS AND MANAGEMENT

 086834B BSB30115 Certificate III in Business  52 Weeks  $15,000 M & H

 086954E BSB40215 Certificate IV in Business  27 Weeks  $15,000 M & H

 087225G BSB50215 Diploma of Business 52 Weeks  $15,000 M & H

 0100875      BSB51918      Diploma of Leadership and Management 52 Weeks   $15,000 M & H

 087499D BSB60215 Advanced Diploma of Business  78 Weeks  $22,500 M & H

NURSING, CHILDCARE AND COMMUNITY SERVICES

  091411E      CHC30113      Certificate III in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and Care 52 Weeks       $15,000     M & H

  091412D     CHC50113      Diploma of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and Care 78 Weeks        $22,500      M & H

 096653B CHC52015 Diploma of Community Services 72 Weeks   $22,500 M & H

 096780F HLT54115 Diploma of Nursing  80 Weeks  $37,500 M

INFORMATION TECHNOLOGY

  091409K      ICT40115      Certificate IV i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52 Weeks       $15,000      M & H

  086700E ICT50715 Diploma of Software Development 63 Weeks  $18,500 M & H

 086658B ICT50415 Diploma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Networking 63 Weeks  $18,500 M & H

  091410F      ICT60115      Advanced Diploma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76 Weeks        $22,500     M & H

HOSPITALITY

 096059J SIT31016       Certificate III in Patisserie     52 Weeks       $22,500     M & H

 096060E SIT40716       Certificate IV in Patisserie    72 Weeks       $22,500      M & H

 096057M SIT30816  Certificate III in Commercial Cookery  52 Weeks  $15,000 M & H

 096058K SIT40516 Certificate IV in Commercial Cookery  72 Weeks  $22,500 M & H

  091443G SIT30616 Certificate III in Hospitality 52 Weeks  $15,000   M & H

 096083J SIT40416 Certificate IV in Hospitality 50 Weeks  $22,500 M & H

 091044A SIT50416 Diploma of Hospitality Management 102 Weeks  $28,000 M & H

 091119J SIT60316 Advanced Diploma of Hospitality Management 131 Weeks  $37,500 M & H

ENGLISH

  092002C - General English (Starter-Advanced) 73 Weeks  $19,040 M & H

 072504B - English for Academic Purposes I (Intermediate) 12 Weeks  $2,800 M & H

 072505A - English for Academic Purposes II (Upper-intermediate) 12 Weeks  $2,800 M & H

 084570D - English for Academic Purposes III (Advanced) 12 Weeks  $3,000 M & H

M = Melbourne
H = Hob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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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学要求
年龄要求

所有国际学生在澳大利亚RGIT学院就学时必须至少在18周岁以上。 未满18岁的学生签证申请者，如能证明将由21岁或

21岁以上的父母、法定监护人或合适的亲属陪同，将被接受。这一安排需要民政事务局的批准。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内

政部网页“18岁以下学生签证申请者的福利要求”，网址为www.homeaffairs.gov.au/trav/stud/more/welfare-arrangements-under18.

英语要求
国际学生，无论在岸或离岸申请，都必须：

i) 在主要的职业教育与培训课程之前，要么具有直接进入职业教育与培训课程的雅思（普通）考试成绩，达到5.5或相当

于雅思成绩4.5，或上过相当于通用英语(ELICOS)课程（最多30周），另外加上完成通用英语(ELICOS)课程后又成功通过

了澳大利亚RGIT 的语言和数学测试。

不接受两年前的考试结果。

或者

ii) 有证据显示学生曾在以下国家有至少五年的英语学习时间：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爱尔兰共和国，南非，英国或

美国，或

iii) 有证据表明，在申请日期的两年内，学生已成功在澳大利亚资格框架中在澳大利亚完成了基础课程或高中教育证书或

大部分四级或更高级别资格证书。或者

iv) 来自学生签证评估等级1和2（国家）但没有达到雅思成绩的申请人必须在RGIT澳大利亚校区进行英语入学考试，作为

招生过程的一部分。

如果申请人的英语水平不足，学生需要通过适当的通用英语(ELICOS)或EAL课程。 要获得有关学生签证评估等级的更多

信息，请访问内政部网站www.homeaffairs.gov.au

请注意：澳大利亚RGIT学院接受下列英语测试的同等测试结果：

- 英语作为外语考试(TOEFL)iBT

- 英语作为外语考试(TOEFL)PBT

学习水平 – 学业要求
三级证书- 相当于澳大利亚11年级或更高年级的相当成绩

四级证书 – 完成相当于澳大利亚11年级或三级或以上的证书

文凭 - 相当于澳大利亚12年级或四级或以上高级文凭的成绩 

高级文凭- 完成相当于澳大利亚12年级或文凭或更高级别的成绩

社区服务
社区服务工作培训（WBT）组成部分开始前的要求包括：

1. 合格且有效的州警察无犯罪纪录/澳大利亚联邦警察无犯罪纪录证书

2. 合格且有效的可做儿童工作的核查

学业要求
无论离岸或在岸申请的国际学生必须达到最低学业要求才能进入RGIT澳大利亚课程。下表总结了学业入学要求。有关课

程特定要求，请参阅有关各个课程的信息。

培训前审查
所有学生都必须进行培训前评估，目的是通过询问以前的教育或培训，课程与学习者的相关性以及相关经验来确定他

们的培训需求。

语言，文化和数学测试(LLN)
参加VET课程的学生必须具备良好的语言，识字和算术（LLN）技能才能顺利完成课程。所有学生都必须参加由RGIT 

Australia进行的语言，识字和算术（LLN）测试。如果学生不符合英语和LLN要求，将要求学员进一步学习语言，识字和算

术，例如：RGIT Australia开设的海外学习者英语强化课程（ELICOS）

- Pearson英语考试(PTE)学术

- 剑桥英语：高级(CAE)

早期儿童教育和照看
幼儿教育工作培训（WBT）组成部分开始前的要求包括：

1. 合格且有效的可做儿童工作的核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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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申请加入HLT54115护理文凭的

国际学生必须：

1. 入学时年满18岁

2. 高中12年级毕业或具有澳大利亚

同等学历。

或者

已完成相关的澳大利亚三级或四级

证书，即老年护理，健康服务援

助。

3. 通过ACER语言和识字测试，至少

达到工作四级 /三级以上

4. 如果成功完成ACER测试或同等学

历，需经过护理协调员和护理培

训师的面试（抵达澳大利亚后）

英语语言要求：
从2018年7月1日起，澳大利亚护理

和助产士委员会(NMBA)要求所有学生在

获取护理文凭开始之前和申请注册之前

提供正式的英语语言技能测试。这可以

通过以下方式证明：

1. 受过并圆满完成至少六年的小学

和中学教育（在7年级至12年级之

间至少两年），在以英语授课和

考试的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

兰，爱尔兰共和国，南非，英国

或美利坚合众国学习过。

请注意：在申请NMBA注册为课

程毕业生时，申请人将完成NMBA批
准的注册护理课程，因此将具有仅以

英语授课和考试的学业资格。

或者

在申请NMBA注册为课程毕业

生时，申请人将能够证明已完成6年
（全职等效）的英语教学和考试，

包括中学，职业或高等教育（或仅

需高等教育），以及在以下国家有

至少一年全日制等效预注册学业的

证据，该学业由认可的护理和/或助

产士监管机构批准， 这些国家包括

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爱尔

兰共和国，南非，英国或美国。

或者

有正式的英语语言测试分数结果显

示：

i. 雅思（学术单元），总成绩最

低为7分，四个成分（听力，

阅读，写作和口语）的最低分

数为7分

请注意：仅接受以下考试成绩：

1. 一次考试，或

2. 最多在六个月内的两次考试，仅如果

a. 每次考试的部分为7，并且

b. 在两次考试中每一项交流技能的最

低分数为7，并且

c. 每一项交流技能分数不低于6.5

或者

ii. OET四项（听说读写）的每一项最低

分数为B

请注意：仅接受以下考试成绩：

1. 一次考试，或

2. 最多在六个月内的两次考试，仅如果

a. 在每次考试时所有项目都经过考试

b. 在两次考试中所有项目的最低分

为B 

c. 考试中没有项目的分数低于C

或者

iii. PTE学术的最低总分为65分，四种交际

技能（听力，阅读，写作和口语）的最

低分数为65分。

请注意：仅接受以下考试成绩：

1. 一次考试，或

2. 最多在六个月内的两次考试，仅如果

a. 每次考试最低分为65

b. 在两次考试中每项交流技能最低分

为65

c. 任何一项交流技能的分数不低于58

或者

iv. 托福iBT的最低总成绩为94分，每个部

分的最低分数如下：

 � 24听力

 � 24阅读

 � 27写作

 � 23口语

请注意：仅接受以下考试成绩：

1. 一次考试，或

2. 最多在六个月内的两次考试，仅如果

a. 每次考试最低总分为94，两次考试

中听力最低分24，阅读最低分24，
写作最低分27，会话最低分23，

b. 任何部分的分数不低于

 � 20 听力

 � 19 阅读 

 � 24 写作

 � 20 会话

或者

NMBA批准的其他英语语言测试，

这些测试公布在理事会网站上，附有所

需的最低分数

其他需求

1. 计算机技能（在线进行研究并进行一

些在线研究以满足单位要求的能力）

2. 职业经历安置(PEP)的适当要求

专业经验安置(PEP)开始前的要求

1. 在PEP前3个月签发了合格且有效的州

警察无犯罪纪录/澳大利亚联邦警察的

无犯罪纪录证书(AFP)。

2. 合格且有效的可做儿童工作的核查。

3. 免疫记录（建议从学生本国为国际学

生提供免疫记录）。

4. 持有当前的急救证书。

作为护理学生的注册要求

根据国家法律，所有注册护理文凭

课程的学生必须在澳大利亚保健从业者

注册机构(AHPRA)和澳大利亚护理和助产

士委员会(NMBA)注册为学生。 学生必须

在课程开始前注册，并在课程期间保持

注册，或直到不再申请入学为止。 澳大

利亚RGIT 有责任确保所有注册护理文凭

课程的学生都在AHPRA/NMBA注册。

对先前学业的认可或学分转移
你具有的与本课程相关的课程相

关工作，在先学业和/或生活经历可能

使您有资格获得学分或认可。

护士文凭入学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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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澳大利亚RGIT求学
授课

RGIT使用多种课程教授方法。 

课程教授方法可能包括教师主导的课

堂讲授，现场会，实践，研讨会，辅

导和指导下的研究。 在课堂上，学生

将通过回答问题，提出意见，展示任

务，和小组合作，进行演示和角色扮

演情况来参与。

考试测验
RGIT教职员使用多种方法做课

程评估。 评估方法可包括观察课堂

表现，实际演示，研讨会，进行案例

研究，项目，作业，演讲，角色扮

演，书面测试或考试以及基于工作的

评估。

在一个单元中获得Not Yet 
Competent (NYC) 的学生可以重考而无

需与重新评估官见面，条件是他们已

经参加该单元的至少70%的预定课程

并且他们在学期内完成了所规定的单

元。

然而，如果学生：

i. 出勤率低于70%并没有通过该单

元考试，

或

ii. 有从上学期带到这学期的NYC，

或

iii. 没有通过烹调实习课考试，

那么，该学生需要支付重新评估

管理费，以支付雇用重新评估官和/或

购买烹饪材料的费用。

请查阅 www.rgit.edu.au/policies 以获得

更多有关细节。

针对抄袭的政策
所有考试测验都不允许抄袭，串

通和欺骗行为。此类行为将受到书面

警告，并且要重上VET能力单元，还要

交付所有相关费用。 如果学生第二次

被发现有此类行为，他们的学业会被

中止，或被RGIT除名。 提交的所有作

品必须准确反映学生的能力水平。

请查阅www.rgit.edu.au/policies 以获得

更多有关细节。

学生身份标识 (USI)
所有接受职业教育和培训的学生

必须持有唯一学生标识(USI)，并在注

册过程中将其出示给RGIT。 如果学生

不提供USI，RGIT将无法颁发证书，成

绩单或成绩单。

请查阅www.rgit.edu.au/policies 以
获得更多有关细节。行政人员会协助

学生获得身份标识。

学分转换
在其他院校完成相同单元课程

的学生可以通过出示经过验证的成绩

单，奖励或成绩单获得学分。 学分

转换申请必须以书面形式提出。你

可在以下网站获得RGIT学分转换的

申请表：www.rgit.edu.au/downloads/
important-forms

对之前学习成绩的认
可 (RPL)

如果学生认为他们已经具备了他

们希望学习的课程的一些能力，可以

申请RPL。 RPL的基本要求是能力证

明。 这可能涉及提供您的简历和/或

工作绩效评估，工作职位描述以及任

何内部或正式培训证书的副本。 可能

会要求学生提供可以保证您的技能水

平的人员的联系方式，例如当前或以

前工作场所的主管，客户或社区的个

人品质推荐信。 其他有用记录的例子

包括雇主的信件和您的专业发展会议

的记录。 申请RPL必须通过填写RGIT
的RPL申请表以书面形式提交。该申请

表可在以下网站获取：www.rgit.edu.au/
downloads/important-forms

资历认可
RGIT 提供的资格基于澳大利亚

资格框架 (AQF) 和VET质量框架 (VQF) 
制定的原则，指南和标准，并得到全

国认可。

材料与设备
RGIT 在适用情况下，为每位学

生提供一套完整的学习资料，包括

工作簿，评估记录和教科书。可能需

要交纳材料费。培训师向学生推荐学

习资料。学生需自己付费获取这些资

料。

转学或更换课程
2018年《国家海外学生教育和

培训提供者实施守则”（“国家代码

2018”）》限制学生在完成主要课程

六个月之前转学。

希望申请转学到其他学院的学

生必须在www.rgit.edu.au/downloads/申
请表上填写申请表以获得RGIT 的许可

信。 申请不需要任何费用，但是，学

生必须联系内政部，咨询是否需要新

签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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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获得转学许可的原因如下：

- RGIT已取消/停止提供学生课程（RGIT
提供的信件）

- 海外学生被投诉是因为他们无法在其

水平上取得令人满意的课程进度，即使

注册教育方根据《国家规范2018标准8》
给该海外学生注册提供协助之后，仍无

进展。

- 有证据表明有令人同情或令人信服的

特殊情况

- RGIT 未能按照书面协议的规定提供

该课程

- 有证据表明海外学生对其当前课程的

合理期望未得到满足

- 有证据表明海外学生被RGIT或教育或

移民代理人误导，因此该课程不适合他

们的需求和/或学习目标

所有申请将根据 RGIT Australia 的政

策进行评估，包括入学程序，费用支付

和退款政策（国际学生）（可在www.
rgit.edu.au/policies获取）以及学生在他

们的申请中提交的学习计划和声明。本

申请必须包括提供寻求转学许可信的情

况/原因的文件证据。

如果学生在收到入学确认书 (CoE) 
后希望在RGIT更改课程，他们将需要支

付100澳元的CoE管理费。

课程推迟或暂停
（包括任何长达5 天以上的缺席）

学生可以基于值得情心或令人信

服的情况提出推迟课程或暂停学习的请

求。 希望推迟或暂停学习的学生必须

以书面形式向RGIT申请。

暂停入学的原因仅限于情有可原

的情况，例如：

 �个人疾病，如手术

 �丧亲之痛，如家庭直接成员死亡

 �家庭直接成员的严重疾病

如果学生知道他们不能正常上

课，他们必须联系RGIT并安排预约讨论

他们的情况。 在会面后，在提供书面

证据支持寻求暂停或取消入学的情况/

原因后，他们需要填写并提交暂停学

习，延期和/或休假表格，网址为 www.
rgit.edu.au/downloads/important-forms。

RGIT可能会决定暂停或取消学生的

注册，作为对以上情况的对应：

学生行为不良

学生没有按RGIT书面协议规定支付

应付的学费

国际学生违反出勤率规定，该规

定见《国家代号2018标准9》

RGIT 可以在以下情况推迟入学：

课程没有在预设时间和地点提供，或其

他必要原因不得不取消该课程。 在这

种情况下，退款应按要求处理或提供替

代课程。

延迟入学，暂停入学和取消入学

必须由RGIT 向内政部报告，这可能会

影响学生签证的状态。 要查看推迟，

暂停或取消学生的入学政策和程序，请

访问www.rgit.edu.au/policies。

已授予的资格
通过资格评估要求的学生将获得

与完成的课程相对应的证书。 通过部

分资格评估要求的学生将获得已有能力

的成绩声明。

完成课程并不能保证就业结果。 

某些职业和地点可能需要除教育资格

以外的正式文件（例如许可，专业注

册等）。

如何申请
在RGIT，我们希望确保学生注册

的课程是最适合他们的课程。 我们将

与申请人讨论他们的抱负和未来计划。 

我们将审查申请人可能拥有的任何工作

经验，以及他们可能已完成的任何研

究。 我们将在申请过程中考虑申请人

现有的技能和能力。 根据这些信息，

我们将为他们推荐最合适的课程。

要申请课程，申请人必须填写 www.
rgit.edu.au/downloads/important-forms 上
的国际学生申请表。

墨尔本：通过电子邮件将扫描并

申请表以及支持文件的认证副本发

给marketing@rgit.edu.au 或寄到 RGIT 
Australia GPO Box 5466, Melbourne, VIC, 
3001, 或将其带到RGIT 主校区，学

生管理，二楼，28-32 Elizabeth Street, 
Melbourne。

霍巴特：通过电子邮件将扫描并

申请表以及支持文件的认证副本发给 

adminhobart@rgit.edu.au。 或将文件寄

到 RGIT Australia, Hobart Campus, Level 
3,162 Macquarie Street, Hobart, 7000。

奖学金
RGIT 根据学业成绩向学生提供奖

学金。 奖学金将学费免除到由奖学金

委员会决定的水平，奖学金委员会每

季度召开会议以评估申请。 打算学习

VET课程的学生可以通过www.rgit.edu.
au/students/international/scholarship申请

奖学金。

通向高等教育的路径
RGIT 毕业生可以在澳大利亚大学

的相关学位课程中寻求对等学分。 RGIT 
与澳大利亚任何一所大学都没有特殊安

排，也没有保证进入大学课程。 作为

一般规则，获得高分的学生将有最大的

机会被大学录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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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课程需要基于工作的培训

(WBT) 组成部分。 有关详细信息，请

参阅个别课程说明。

WBT实习职位是指作为培训机构

的RGIT与职业或继续教育课程或课程的

主办雇主之间的书面协议的任何结构

化工作场所学习。 它旨在包括工作观

察，工作经验和其他形式的工作场所学

习。 WBT是许多职业和继续教育计划

的重要组成部分。

WBT实习职位旨在让学生有机会

在适当的行业环境中执行与其课程相关

的任务，并确保他们所学的技能可以实

用，并且可以在真实的行业工作环境中

进行演示。

工作实习涉及RGIT评估员在工作

场所进行评估，还将包括主管报告。

完成地点
RGIT负责确保工作场所符合课程

要求。

RGIT 为每个学生找到一个主办工

作地点。 如果学生不能接受RGIT 安排

的雇主的安置，或者更喜欢找到自己的

雇主，学生将有责任找到自己的，RGIT 
将进行检查以确保其适用性。 在极端

情况下，如学生生病或其他事项，RGIT 
可以为学生的利益做第二次安排。

现实产业工作场所
工作场所必须获澳大利亚基于工

作培训总协调人的批准。

对学生的益处

对于学生而言，WBT给学生以下

机会：

- 在反映当前行业需求和标准的工作

场所学习

- 与经验丰富的工人互动，他们将传授

宝贵的技能和知识

- 体会他们的资格在实际工作中的感受

- 有机会以结构化的方式练习和展示他

们的实践技能并巩固知识

- 通过证明和记录证据来获得对其技能

和知识的认可

- 提问并了解行业和工人

- 验证他们未来就业可能性。

WBT 信息讲座
关于实习的信息会议是在新生报

到时候进行的，并且在工作开始之前进

行详细的实习信息介绍。

在课程期间，学生将收到以下信

息：

- 他们的责任和要求

- 基于工作的培训协调员的作用

- 学生的特殊需求（如适用）

- 工作场所健康与安全(WHS)问题

- 机会均等问题

- 与工作场所相关的相关政策

- 主办方雇主和工作场所主管的角色

- 工作场所的安全

- 提供合适学生的上岗计划

主办方雇主
- RGIT学生的目前雇主，以及经过RGIT

筛选后适合WBT的雇主和场所

- 学生可以自己找到合适的实际工作实

习机会，并应与课程协调员或WBT协

调员联络，以确保向主办方雇主提

供适当的信息和协议，并确保该场

所符合WBT要求。

- RGIT澳大利亚工业网络合作伙伴，

包括RGIT 的员工，如培训师， 通

常由WBT协调员先与主办雇主联

系，他们可以确保该工作场所符合

WBT标准，并提供主办雇主所需的

信息。

- 与行业接触并瞄准新机遇。 与主办

雇主的初步联系通常由WBT协调员

进行，他可以解释参与该计划的好

处，责任和要求。

参与WBT计划的RGIT员工，学生和

主办方雇主必须遵循一套明确的指导方

针和程序。

护理，幼儿教育和护理以及社区服务课
程WBT前检查要求

为了完成本课程的要求，学生必

须满足某些入学前检查要求。 例如，

警察出示的无犯罪纪录，从事儿童工作

的许可，制服等。学生必须出示入学前

检查要求的证据，或者能够证明他们在

入学前获得这些要求的意愿。 有关更

多信息，请联系WBT协调员。

有关RGIT WBT要求的更多详细信

息，请参阅 www.rgit.edu.au/policies 上
的基于工作的培训政策和程序。

基于工作的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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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位置
RGIT 在墨尔本的中央商务区

(CBD)设有两个校区。 主校区位于伊丽

莎白街28-32号，维多利亚校园位于伊

丽莎白街43-45号。

训练厨房
专门建造的培训厨房设施齐全，

符合商业厨房标准，位于墨尔本伊丽

莎白街28-32号校区一层。 第二个最

先进的培训厨房设施将根据学生人数

提供，学生将在学习开始前获知其位

置。

教室
RGIT 教室有现代化空调，设施齐

全，可为您提供良好的学习体验。

 

学生管理和支持服务
位于主校区2层的学生管理和学

生支持服务可为学生的任何疑问提供

解答。

护理实验室
RGIT 注重我们的模拟护理实验室

的理论和实践培训，该实验室位于墨

尔本中央商务区中心的维多利亚大厦

校园内。 我们的培训设施旨在提供现

实环境中的实践培训，使学生对自己

的知识和工作充满信心。

模拟儿童看护室
RGIT 的模拟儿童保育环境包括现

代日托儿童保育设施所具备的一切。 

学生将在模拟儿童看护室学习他们的

理论和实践知识。

学生咖啡馆
素食咖啡馆位于主校区的1层，学

生可以在那里放松并与他人会面。

学生图书馆和资源中心
    我们的图书管理员可以指

导学生使用与课程相关的有用在线资

源，并定期更新图书馆资料。 图书

馆配有日报，教科书，杂志，期刊，

自定进度学习CD，免费无线网络连

接，DVD，并为学生提供打印和复印设

施。 图书馆外的学生告示板提供有关

房间的租赁/分享和校园生活相关的其

他一般信息。

电脑室
RGIT 有两个计算机实验室。 一

个是供所有学生使用的一般计算机

室，另一个是为在澳大利亚RGIT进行

信息技术(IT)研究的学生提供的专用设

施。

校园位置
我们的霍巴特校区位于霍巴特市中

心，地址为：Level 1, 262, Macquarie Street, 
靠近城市购物中心的购物区，主要零售

区和许多咖啡馆，步行可至。

邮局和州立图书馆以及学生宿舍的

城市公寓也在附近。

训练厨房
训练厨房位于霍巴特麦格理街162

号的校园内。

教室
我们的空调教室拥有现代化的自然

光线，可欣赏到惠灵顿山和霍巴特四周

的迷人景色。. 

墨尔本校园设施

霍巴特校园设施
小吃店

为学生提供午餐室，配有舒适

的座椅，小厨房，微波炉，冰箱，电

视和咖啡设施。

电脑设备
我们的电脑室可供所有学生使

用，并提供免费无线网络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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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作为消费者的权利
作为消费者，学生有权在作出

入学决定之前获得有关RGIT 提供的

课程的真实和准确信息。为确保这一

点，RGIT制定了严格的政策和程序。

学生应阅读澳大利亚RGIT澳大利

亚国际学生招生简章2018并访问RGIT澳

大利亚网站www.rgit.edu.au，这一点非

常重要。随后在RGIT申请，以确保课程

符合他们的要求，并且要完全理解学生

的学费和义务。

费用支付和退款政策以及投诉和

申诉政策和程序（可从www.rgit.edu.au/
students/ international / policies获取）不

影响学生根据“澳大利亚消费者法”采

取行动的权利（如果适用）。

媒体同意
国际学生申请表让学生有机会拒

绝RGIT使用任何学生代表进行宣传。

RGIT工作人员可能会不时要求在

RGIT或学生参与活动的地方拍摄照片/

录像或口头/书面访谈/推荐。这些作品

可用于教室或在职工作活动，也可由

RGIT以印刷，数字形式或在广播媒体上

发布，如文件，学生杂志，网站，电

视，YouTube，社交媒体平台，新闻通

讯，展览，期刊，培训师和营销材料或

第三方的专业发展材料。

广告和/或出版物。工作人员有时

也可能要求学生提供以上学生自己创作

的任何内容以达到同样的目的。

学生有权拒绝使用他们的形象或

作品进行此类创作，并且还可以通过在

任何此类请求时签署媒体同意书来撤销

他们拒绝媒体同意的决定。



商业三级证书

National Code: BSB30115
CRICOS Course Code: 086834B
时长：52周（包括假期）
假期：12周
入学要求：见第五页
授课方式：课堂授课
入学时期：二月，四月，七月，十月
学费： AU $15,000
材料费： AU $0

课程简介
商业三级证书将通过商业自主

权，判断力和相关理论知识为学生提

供广泛的能力。 学生将培养技能，为

团队提供技术建议和支持。

就业机会
不同行业的工作角色和职称各不

相同。 与此资格相关的可能职位包

括职员（账户/应收账款/普通职员）

，客户服务顾问，办公室助理，接待

员。

课程结构
学生需要完成1个核心课程和11

个选修课程才能获得资格。

核心课
 � BSBWHS302 - Apply knowledge of 
WHS legislation in the workplace

选修课*
 � BSBDIV301 - Work effectively with 
diversity

 � BSBINN301 - Promote innovation in a 
team environment

 � BSBINM301 - Organise workplace 
information

 � BSBRES411 - Analyse and present 
research information

 � BSBITU313 - Design and produce 
digital text documents 

 � BSBWRT301 - Write simple documents

 � BSBITU314 - Design and produce 
spreadsheets 

 � BSBFIA301 - Maintain financial records

 � BSBPRO301 - Recommend products 
and services

 � BSBITU306 - Design and produce 
business documents

 � BSBWHS401 - Implement and 
monitor WHS policies, procedures 
and programs to meet legislative 
requirements

*此资格的选修课程在出版时是最新的，可

能会有变化。

商业四级证书 

National Code: BSB40215
CRICOS Course Code: 086954E

时长：27周（包括假期）

假期：7周

入学要求：见第五页

授课方式：课堂授课
入学时期：二月，四月，七月，十月学
费：AU $15,000
材料费： AU $0

课程简介
商业四级证书体现出在各种环境

中使用发达技能和广泛知识基础的个

人的作用。 学生将学习如何将解决方

案应用于一系列不可预测的问题，并

分析和评估来自各种渠道的信息。 该

课程将鼓励学生了解其所需的适当商

业工作能力在工作场所中的角色和责

任。 学生可以领导其他人或提供指

导，对他人的建议和贡献承担有限责

任。

就业机会
不同行业的工作角色和职称各不

相同。 与此资格相关的可能职位包

括管理员，执行个人助理，办公室管

理员，项目官员，销售客户助理，销

售代理，小型企业经理（特许经营/零

售）和团队负责人。

课程结构  
学生需要完成1个核心课程和9个

选修课程才能获得资格。

核心课
 � BSBWHS401 - Implement and 

monitor WHS policies, procedures 
and programs to meet legislative 
requirements

选修课*
 � BSBCMM401 - Make a presentation

 � BSBRSK401 - Identify risk and apply 
risk management processes

 � BSBMKG413 - Promote products and 
services

 � BSBMGT402 - Implement operational 
plan

 � BSBCUS401 - Co-ordinate 
implementation of customer service 
strategies

 � BSBMKG414 - Undertake marketing 
activities

 � BSBADM405 - Organise meetings

 � BSBLED401 - Develop teams and 
individuals

 � BSBMGT401 - Show leadership in the 
workplace 
 
*此资格的选修课程在出版时是最新的，可

能会有变化。

商业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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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招生说明书中包含的课程信息在印刷时是最新的，可能会有变化。 请在

www.rgit.edu.au/InternationalStudentProspectusChinese 出版物下载本招生说明书的

电子版，或访问www.rgit.edu.au获取最新信息。 学生可以在www.training.gov.au
的国家培训注册处找到更多信息，或者与RGIT工作人员联系以获取详细信

息。 RGIT 会根据我们的课程过渡政策和程序处理所有被取代的资格，网址

为www.rgit.edu.au/policies。



领导能力和管理
文凭

National Code: BSB51918       
CRICOS Course Code: 0100875      
时长：52周（包括假期）
假期：12周
入学要求：见第五页
授课方式：课堂授课
入学时期：二月，四月，七月，十月学
费：AU $15,000
材料费： AU $0

课程简介
领导和管理文凭课程将为学生提

供在各种企业和行业背景下的领导和

管理方面的知识，实践技能和经验。 

学生将掌握在规划，组织，实施和监

控自己的工作量以及其他人的工作量

方面展示主动性和判断力的技能。 学

生将学习沟通技巧，以支持个人和团

队，满足组织或企业要求。

就业机会
与此资格相关的可能工作角色

包括：业务经理，人力资源经理，经

理，销售团队经理。

课程结构
学生需要完成4个核心课程和8个

选修课程才能获得资格。

核心课
 � BSBLDR501 - Develop and use 
emotional intelligence

 � BSBMGT517 - Manage operational plan

 � BSBLDR502 - Lead and manage 
effective workplace relationships

 � BSBWOR502 - Lead and manage team 
effectiveness

选修课*
 � BSBWOR501 - Manage personal work 
priorities and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 BSBWHS521 - Ensure a safe workplace 
for a work area

 � BSBRSK501 - Manage risk

 � BSBADM506 - Manage business 
document design and development

 � BSBMGT516 - Facilitat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 BSBCUS501 - Manage quality 
customer service

 � BSBHRM506 - Manage recruitment, 
selection and induction processes

 � BSBDIV501 - Manage diversity in the 
workplace

*此资格的选修课程在出版时是最新的，可
能会有变化。

商业文凭

National Code: BSB50215
CRICOS Course Code: 087225G
时长：52周（包括假期）
假期：12周
入学要求：见第八页
授课方式：课堂授课
入学时期：二月，四月，七月，十月学
费：AU $15,000
材料费：AU $0

课程简介
商业文凭课程将通过各种商业相

关工作环境中的案例研究，讨论和评

估，为学生提供知识，理解理论，方

法和实践技能。

就业机会
不同行业的工作角色和职称各不

相同。与此资格相关的可能职称包括

政经理，执行官，出口经理。

课程结构 
学生需要完成8个选修课程才能

获得资格。
  
选修课*

 � BSBADM506 - Manage business 
document design and development

 � BSBSUS501 - Develop workplace 
policy and procedures for sustainability

 � BSBHRM506 - Manage recruitment, 
selection and induction Process

 � BSBDIV501 - Manage diversity in the 
workplace

 � BSBRSK501 - Manage risk

 � BSBMGT517 - Manage operational plan

 � BSBWOR501 - Manage personal work 
priorities and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 BSBHRM513 - Manage workforce 
planning

*此资格的选修课程在出版时是最新的，可

能会有变化。

商业高级文凭

National Code: BSB60215
CRICOS Course Code: 087499D
时长：78周（包括假期）
假期：18周
入学要求：见第五页
授课方式：课堂授课
入学时期：二月，四月，七月，十月学
费：AU $22,500
学费：AU $0

课程简介
高级商业文凭课程将为学生提供

在商业环境中茁壮成长的高级技能。 

它提供管理技能和实用技术，使学生

掌握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跨行

业的项目管理。

就业机会
与此资格相关的可能的工作职责

包括：执行经理或人力资源经理（战

略），高级主管。

课程结构 
学生需要完成8个选修课程才能

获得资格。

选修课*
 � BSBINN601 - Lead and Manage 
organisational change

 � BSBMGT617 - Develop and implement 
a business plan

 � BSBFIM601 - Manage finances

 � BSBMKG609 - Develop a marketing 
plan

 � BSBHRM602 - Manage human 
resources strategic planning

 � BSBMGT605 - Provide leadership 
across the organisation

 � BSBINM601 - Manage knowledge and 
information

 � BSBSUS501 - Develop workplace 
policy and procedures for sustainability

*此资格的选修课程在出版时是最新的，可
能会有变化。

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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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幼儿教育看
护三级证书

National Code: CHC30113 
CRICOS Course Code: 091411E
时长：52周（包括假期）
假期：12周
入学要求：见第五页
授课方式：课堂授课
WBT: 120小时的规定教育保育服务（见
第九页）
入学时期：二月，四月，七月，十月学
费： AU $15,000
材料费： AU $0

课程简介
如果学生愿意帮助婴儿，幼儿和

儿童的教育和学习发展，那么这个课

程就是为他们准备的。 作为幼儿专

业人员，学生将支持实施经批准的学

习框架，并协助儿童的福祉，学习和

发展。

就业机会
可能的工作角色包括：早期儿童

教育者，校外时间护理助理，游戏组

主管，娱乐助理，家庭日间护理工作

者和保姆。

授课方式
面对面课堂授课加实地工作

课程结构
学生需要完成15个核心课程和3

个选修课程才能获得资格。

核心课
 �CHCLEG001 - Work legally and 
ethically

 �CHCECE009 - Use an approved 
learning framework to guide practice

 �CHCECE001 - Develop cultural 
competence

 �CHCDIV002 - Promote Aboriginal and/
or Torres Strait Islander cultural safety

 �HLTAID004 - Provide an emergency 
first aid response in an education and 
care setting

 �CHCECE002 - Ensure the health and 
safety of children

 �CHCPRT001 - Identify and respond to 
children and young people at risk

 �HLTWHS001 - Participate in workplace 
health and safety

 �CHCECE003 - Provide care for children

 �CHCECE004 - Promote and provide 
healthy food and drinks

 �CHCECE005 - Provide care for babies 
and toddlers

 �CHCECE011 - Provide experiences to 
support children’s play and learning

 �CHCECE010 - Support the holistic 
development of children in early 
childhood

 �CHCECE013 - Use information about 
children to inform practice

 �CHCECE007 - Develop positive and 
respectful relationships with children

选修课*
 � BSBWOR301 - Organise personal work 
priorities and development

 �CHCPRT003 - Work collaboratively 
to maintain an environment safe for 
children and young people

 �CHCECE006 - Support behaviour of 
children and young people 

保健，育儿和社区服务

保
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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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资格的选修课程在出版时是最新的，可

能会有变化。



保
健

，育
儿

和
社

区
服

务

15

RG
IT AU

STR
ALIA

早期幼儿教育看
护文凭

National Code: CHC50113 
CRICOS Course Code: 091412D
时长：78周（包括假期）
假期：18周
入学要求：见第五页
授课方式：课堂授课
WBT: 240小时的规定教育保育服务（
见第九页）
入学时期：二月，四月，七月，十月学
费： AU $22,500
材料费： AU $0

课程简介
幼儿教育和护理文凭是早期儿

童教育工作者的理想选择，他们负责

设计和实施儿童早期教育和护理服务

课程。 在此过程中，学生将努力在

教育和护理服务国家法规和国家质量

标准的要求范围内实施经批准的学习

框架。

就业机会
可能的工作角色包括长日托，幼

儿园和家庭日托中的职位。 角色可能

包括儿童教育经理，校外时间协调员

授课方式
面对面课堂授课加实地工作

课程结构
学生需要完成23个核心课程和5

个选修课程才能获得资格。 

核心课
 �CHCLEG001 - Work legally and 
ethically

 �CHCECE009 - Use an approved 
learning framework to guide practice

 �CHCECE001 - Develop cultural 
competence

 �CHCDIV002 - Promote Aboriginal and/
or Torres Strait Islander cultural safety

 �HLTAID004 - Provide an emergency 
first aid response in an education and 
care setting

 �CHCECE002 - Ensure the health and 
safety of children

 �CHCPRT001 - Identify and respond to 
children and young people at risk

 �CHCECE005 - Provide care for babies 
and toddler

 �CHCECE003 - Provide care for 
children 

 �CHCECE004 - Promote and provide 
healthy food and drinks

 �HLTWHS003 - Maintain work health 
and safety

 �CHCECE016 - Establish and maintain 
a safe and healthy environment for 
children

 �CHCECE007 - Develop positive and 
respectful relationships with children

 �CHCECE019 - Facilitate compliance in 
an education and care services

 �CHCECE025 - Embed sustainable 
practices in service operations

 �CHCECE017 - Foster the holistic 
development and wellbeing of the child 
in early childhood 

 �CHCECE018 - Nurture creativity in 
children

 �CHCECE020 - Establish and 
implement plans for developing 
cooperative behaviour

 �CHCECE022 - Promote children’s 
agency

 �CHCECE021 - Implement strategies for 
the inclusion of all children

 �CHCECE023 - Analyse information to 
inform learning

 �CHCECE026 - Work in partnership 
with families to provide appropriate 
education and care for children

 �CHCECE024 - Design and implement 
the curriculum to foster children’s 
learning and development

选修课*
 �CHCPOL002 - Develop and implement 
policy

 �CHCPOL003 - Research and Apply 
Evidence to Practice

 �CHCMGT003 - Lead the work team

 � BSBMGT605 - Provide leadership 
across the organisation

 �CHCPRP003 - Reflect on and improve 
own professional practice

*此资格的选修课程在出版时是最新的，可

能会有变化。 





护士文凭

National Code: HLT54115
CRICOS Course Code: 096780F
时长：80周（包括假期）
假期：10周
入学要求：见第六页
授课方式：课堂授课加模拟教学，以专
业经验实地工作（PEP）
PEP: 至少480小时临床老师指导下的
工作
入学时期：二月，四月，七月，十月学
费：AU $37,500 
材料费：AU $0

课程简介
护理文凭课程旨在培养能够申

请注册为澳大利亚保健从业人员注册

机构（澳大利亚护理和助产士委员会

（NMBA））注册护士的称职，知识渊

博，专业的毕业生。 此外，该课程还

有一个特定的目标和承诺，使毕业生

能胜任初级护理文凭毕业实习。

就业机会
它反映了在注册护士监督下工

作的登记护士的作用。 该资格涵盖

了为各类病患人员提供护理所需的技

能和知识的应用。 整体生命时期方

法是该资格基础，使学生具有课程规

定的对应各年龄层需求的相应技能。 

有关注册的更多信息，请访问澳大

利亚护理和助产士委员会网站 www.
nursingmidwiferyboard.gov.au.

课程结构
学生需要完成15个核心课程和3

个选修课程才能获得资格。

核心课
 � CHCDIV001 - Work with diverse people 

 � CHCDIV002 - Promote Aboriginal and/
or Torres Strait Islander cultural safety 

 � CHCPRP003 - Reflect on and improve 
own professional practice 

 � HLTAAP002 - Confirm physical health 
status 

 � HLTAAP003 - Analyse and respond to 
client health information 

 � HLTENN001 - Practice nursing within 
Australian health care system 

 � HLTENN002 - Apply communication 
skills in nursing practice 

 � HLTENN003 - Perform clinical 
assessment and contribute to planning 
nursing care 

 � HLTENN004 - Implement, monitor and 
evaluate nursing care plans 

 � HLTENN005 - Contribute to nursing 
care of a person with complex needs 

 � HLTENN006 - Apply principles of 
wound management in the clinical 
environment 

 � HLTENN007 - Administer and monitor 
medicines and  intravenous therapy

 � HLTENN008 - Apply legal and ethical 
parameters to nursing practice 

 � HLTENN009 - Implement and monitor 
care for a person with mental health 
conditions 

 � HLTENN011 - Implement and monitor 
care for a person with acute health 
problems 

 � HLTENN012 - Implement and monitor 
care for a person with chronic health 
problems 

 � HLTENN013 - Implement and monitor 
care for the older person 

 � HLTENN015 - Apply nursing practice in 
the primary health care setting 

 � HLTINF001 - Comply with infection 
prevention and control policies and 
procedures 

 � HLTWHS002 - Follow safe work 
practices for direct client care 

选修课*
 � CHCAGE005 - Provide support to people 

living with dementia 

 � CHCPOL003 - Research and apply 
evidence to practice 

 � HLTAID003 - Provide first aid 

 � HLTENN010 - Apply a palliative 
approach in nursing practice

 � HLTINF003 - Implement and monitor 
infection prevention and control policies 
and procedures

*此资格的选修课程在出版时是最新的，可能
会有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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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服务文凭

National Code: CHC52015 
CRICOS Course Code: 096653B
时长：72周（包括假期）
假期：12周
入学要求：见第五页
授课方式：课堂授课加实地工作
WBT: 至少100小时的社区服务环境工作
（见第九页）
入学时期：二月，四月，七月，十月学
费:  AU $22,500 
材料费： AU $0

课程简介
改善他人的生活！ 社区服务文

凭课程非常适合那些希望从事社区

服务，个案管理和社会住房工作者工

作的人，他们参与管理，协调或向个

人，团体和社区提供以人为本的服

务。 获得社区服务范围广泛的职业

资格。

就业机会
职业机会可能包括案件协调员，

个案工作者或经理，社区服务工作

者，家庭支持工作者，小组辅导员或

协调员，牧师护理顾问，项目协调员

或经理和高级青年官员。

课程结构
学生需要完成8个核心课程和8个选修

课程才能获得资格。

 核心课
 �CHCCCS007 - Develop and implement 
service programs

 �CHCCOM003 - Develop workplace 
communication strategies

 �CHCDEV002 - Analyse impacts 
of sociological factors on clients in 
community work and services

 �CHCDIV003 - Manage and promote 
diversity

 �CHCLEG003 - Manage legal and ethical 
compliance

 �CHCMGT005 - Facilitate workplace 
debriefing and support processes

 �CHCPRP003 - Reflect on and improve 
own professional practice

 �HLTWHS004 - Manage work health and 
safety

 选修课*

 �CHCCSM005 - Develop, facilitate 
and review all aspects of case  
management

 �CHCCCS019 - Recognise and respond 
to crisis situations

 �CHCCSL001 - Establish and confirm the 

counselling relationship

 �CHCADV002 - Provide advocacy and 
representation services

 �CHCMHS001 - Work with people with 
mental health issues

 �CHCPRT001 - Identify and respond to 
children and young people at risk

 �CHCAOD009 - Develop and review 
individual alcohol and other drugs 
treatment plans

 �CHCCCS004 - Assess co-existing nee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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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资格的选修课程在出版时是最新的，
可能会有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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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招生说明书中包含的课程信

息在印刷时是最新的，可能会

有变化。 请在www.rgit.edu.au/
InternationalStudentProspectusChinese 
出版物下载本招生说明书的电子

版，或访问www.rgit.edu.au获取最

新信息。 学生可以在www.training.
gov.au的国家培训注册处找到更多

信息，或者与RGIT工作人员联系

以获取详细信息。 RGIT 会根据

我们的课程过渡政策和程序处理

所有被取代的资格，网址为www.
rgit.edu.au/poli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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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技术网络文凭

National Code: ICT50415
CRICOS Course Code: 086658B
时长：63周（包括假期）
假期：13周
入学要求： 见第五页
授课方式： 课堂授课
入学时期：二月，四月，七月，十月
学费：AU $18,500
材料费： AU $0

课程简介
信息技术网络文凭为个人提供掌

握高级网络和系统管理能力的技能和知

识。 研究领域包括网络，系统管理，

系统分析和设计以及项目管理。

就业机会
可能的工作角色包括网络管理

员，IT管理员，IT运营管理员，网络服

务管理员，网络支持协调员，网络运营

分析员，网络安全协调员，网络电子商

务协调员。

课程结构
学生需要完成5个核心课程和11

个选修课程才能获得资格。

核心课
 � ICTICT418 - Contribute to copyright, 
ethics and privacy in an ICT environment

 � ICTICT511 - Match IT needs with the 
strategic direction of the enterprise

 � ICTNWK529 - Install and manage 
complex ICT networks

 � ICTSUS501 - Implement server 
virtualisation for a sustainable ICT 
system

 � ICTTEN611 - Produce an ICT network 
architecture design

选修课*
 � ICTNWK503 - Install and maintain valid 
authentication processes

 � ICTNWK506 - Configure, verify and 
troubleshoot WAN links and IP services 
in a medium enterprise network

 � ICTNWK507 - Install, operate and 
troubleshoot medium enterprise routers

 � ICTNWK508 - Install, operate and 
troubleshoot medium enterprise 
switches

 � ICTICT509 - Gather data to identify 
business requirements

 � ICTNWK505 - Design, build and test a 
network server 

 � ICTTEN514 - Install, configure and test 
a server

 � ICTNWK513 - Manage system security

 � ICTNWK525 - Configure an enterprise 
virtual computing environment 

 � ICTNWK535 - Install an enterprise 
virtual computing environment 

 � ICTNWK527 - Manage an enterprise 
virtual computing environment 
 
*此资格的选修课程在出版时是最新的，可
能会有变化。

本招生说明书中包含的课程信

息在印刷时是最新的，可能会

有变化。 请在www.rgit.edu.au/
InternationalStudentProspectusChinese 
出版物下载本招生说明书的电子

版，或访问www.rgit.edu.au获取最

新信息。 学生可以在www.training.
gov.au的国家培训注册处找到更多

信息，或者与RGIT工作人员联系以

获取详细信息。 RGIT 会根据我们

的课程过渡政策和程序处理所有被

取代的资格，网址为www.rgit.edu.au/
poli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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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技术高级文凭

National Code: ICT60115
CRICOS Course Code: 091410F
时长：76周（包括假期）
假期：16周
入学要求：见第五页
授课方式：课堂授课
入学时期：二月，四月，七月，十月
学费：AU $22,500
材料费： AU $0

课程简介
信息技术高级文凭课程为个人提

供中级技能和知识，使其能够作为独立

的ICT专家或作为项目团队的一部分，

计划，设计，实施，管理和监控企业信

息和通信技术(ICT)系统并负责以先进的

业务为导向的先进ICT系统。

该资格认证拥有强大的核心ICT基
础，包括制定知识管理战略，建立数据

仓库，实施知识管理战略，指导复杂的

ICT项目，在业务层面与客户互动以及

通过持续改进管理创新。

就业机会
可能的工作角色包括软件分析

员，项目开发员，应用程序开发员，

软件开发员，数据库管理员和网站设

计员。

课程结构
学生需要完成5个核心课程和11个

选修课程才能获得资格。

核心课
 � BSBWOR502 - Lead and manage team 
effectiveness

 � ICTICT608 - Interact with clients on a 
business level

 � ICTICT610 - Manage copyright, ethics 
and privacy in an ICT environment

 � ICTPMG609 - Plan and direct complex 
ICT projects

 � ICTSUS601 - Integrate sustainability in 
ICT planning and design projects

选修课*
 � BSBMGT605 - Provide leadership 
across the organisation

 � ICTDBS501 - Monitor and improve 
knowledge management system

 � ICTICT604 - Identify and implement 
business innovation

 � BSBINN601 - Lead and manage 
organisational change

 � ICTICT605 - Implement a knowledge 
management strategy

 � ICTDBS601 - Build a data warehouse

 � ICTDBS602 - Develop a knowledge 
management strategy

 � BSBHRM602 - Manage human 
resources strategic planning

 � BSBMGT617 - Develop and implement a 
business plan

 � ICTPMG606 - Manage ICT project 
quality

 � BSBMGT608 - Manage innovation and 
continuous improvement

*此资格的选修课程在出版时是最新的，可能
会有变化。

软件开发文凭

National Code: ICT50715
CRICOS Course Code: 086700E 
时长：63周（包括假期）
假期：13周
入学要求：见第五页
授课方式：课堂授课
入学时期：二月，四月，七月，十月
学费：AU $18,500
材料费： AU $0

课程简介
软件开发文凭为学生提供编程和

软件开发能力的技能和知识。 它涵盖

了所有必要的方面，包括编程，图形

用户界面，面向对象编程，数据库编

程，数据库设计和系统分析。

就业机会
本课程专为就业而设计作为程序

分析师协助员，助理编程开发人员，

软件应用程序助理员，软件开发助理

人员，数据库支持程序员，Web支持

程序员。

课程结构
学生需要完成10个核心课程和6

个选修课程才能获得资格。

核心课
 � ICTICT418 - Contribute to copyright, 
ethics and privacy in an ICT 
environment

 � ICTPRG418 - Apply intermediate 
programming skills in another language

 � ICTPRG501 - Apply advanced object-
oriented language skills

 � ICTPRG502 - Manage a project using 
software management tools

 � ICTPRG503 - Debug and monitor 
applications

 � ICTPRG504 - Deploy an application to 
a production environment

 � ICTPRG520 - Validate an application 
design against specifications

 � ICTPRG523 - Apply advanced 
programming skills in another language

 � ICTPRG527 - Apply intermediate 
object-oriented language skills

 � ICTPRG529 - Apply testing techniques 
for software development

选修课*
 � ICTPRG509 - Build using rapid 
application development  

 � ICTPRG505 - Build advanced user 
interface

 � ICTICT509 - Gather data to identify 
business requirements

 � ICTWEB 501 - Build a dynamic website 

 � ICTWEB502 - Create dynamic web 
pages

 � ICTDBS504 - Integrate database with 
a website

 
*此资格的选修课程在出版时是最新的，可
能会有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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糕点三级证书

National Code: SIT31016
CRICOS Course Code: 096059J
时长：52周（包括假期）
假期：12周
入学要求：见第五页
授课方式：课堂授课
WBT:

时长：160小时，包括至少12个完整的

服务期/班次，结合早餐，午餐，晚

餐和特殊功能。

地点：培训必须在工业标准商业厨

房中完成，厨房工作人员与客户的

比例要与现实相符（详情请参阅第9
页）。

入学时期：二月，四月，七月，十月
学费：AU $22,500
材料费： AU $0

课程简介
糕点三级证书为学生提供了在餐

饮或餐厅类型环境中成为糕点厨师所

需的法式蛋糕技能的知识。学生将学

习如何使用自主权和判断力，并对酒

店业有充分的了解。 他们还将学习如

何在监督下独立工作，以及如何为团

队成员提供操作建议和支持。

就业机会
    可能的工作角色包括巧克力

师，糖果师，甜点师，面食师和糕点

师。

课程结构
学生需要完成21个核心课程和4

个选修课程才能获得资格。

核心课
 � BSBSUS201 - Participate in 
environmentally sustainable work 
practices

 � BSBWOR203 - Work effectively with 
others

 � SITHCCC001 - Use food preparation 
equipment

 � SITHCCC005 - Prepare dishes using 
basic methods of cookery 

 � SITHCCC011 - Use cookery skills 
effectively 

 � SITHKOP001 - Clean kitchen premises 
and equipment 

 � SITHPAT001 - Produce cakes 

 � SITHPAT002 - Produce gateaux, torten 
and cakes 
 � SITHPAT003 - Produce pastries

 � SITHPAT004 - Produce yeast-based 
bakery products 
 � SITHPAT005 - Produce petits fours 

 � SITHPAT006 - Produce desserts 
 SITXFSA001 - Use hygienic practices 
for food safety

 � SITXFSA002 - Participate in safe food 
handling practices

 � SITXHRM001 - Coach others in job 
skills

 � SITXINV002 - Maintain the quality of 
perishable items 

 � SITXWHS001 - Participate in safe work 
practices

 �选修课*

 � SITHCCC018 - Prepare food to meet 
special dietary requirements

 � SITHFAB005 - Prepare and Serve 
Espresso coffee

 � SITHIND002 - Source and use 
information on the hospitality industry

 � SITHKOP005 - Coordinate cooking 
operations

 � SITXCCS007 - Enhance customer 
service experiences

*此资格的选修课程在出版时是最新的，可能
会有变化。

餐饮旅游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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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招生说明书中包含的课程信

息在印刷时是最新的，可能会

有变化。 请在www.rgit.edu.au/
InternationalStudentProspectusChinese 出
版物下载本招生说明书的电子版，

或访问www.rgit.edu.au获取最新信息。 

学生可以在www.training.gov.au的国家

培训注册处找到更多信息，或者与

RGIT工作人员联系以获取详细信息。 

RGIT 会根据我们的课程过渡政策和

程序处理所有被取代的资格，网址

为www.rgit.edu.au/poli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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糕点四级证书

National Code: SIT40716
CRICOS Course Code: 096060E
时长：72周（包括假期）
假期：12周
入学要求：见第五页

授课方式：课堂授课

WBT:

时长：160小时，包括至少12个完整的

服务期/班次，结合早餐，午餐，晚

餐和特殊功能。

地点：培训必须在工业标准商业厨

房中完成，厨房工作人员与客户的

比例要与现实相符（详情请参阅第9
页）。

入学时期：二月，四月，七月，十月
学费：AU $22,500
材料费：AU $0

课程简介
糕点四级证书体现糕点厨师的职

能，他们在厨房中担任监督或团队领

导角色。 学生将学习如何独立操作或

在其他人的有限指导下学习，并使用

自主权来解决非常规问题。

就业机会
可能的工作角色包括：厨师De 

Partie和厨师Patissier。

课程结构
学生需要完成26个核心课程和6

个选修课程才能获得资格。

核心课
 � BSBDIV501 - Manage diversity in the 
workplace

 � BSBSUS401 - Implement and monitor 
environmentally sustainable work 
practices

 � SITHCCC001 - Use food preparation 
equipment

 � SITHCCC005 - Prepare dishes using 
basic methods of cookery

 � SITHCCC011 - Use cookery skills 
effectively

 � SITHCCC018 - Prepare food to meet 
special dietary requirements

 � SITHKOP005 - Coordinate cooking 
operations

 � SITHPAT001 - Produce cakes

 � SITHPAT002 - Produce gateaux, torten 
and cakes

 � SITHPAT003 - Produce Pastries

 � SITHPAT004 - Produce yeast-based 
bakery products

 � SITHPAT005 - Produce petits fours

 � SITHPAT006 - Produce desserts

 � SITHPAT007 - Prepare and model 
marzipan

 � SITHPAT008 - Produce chocolate 

confectionery

 � SITHPAT009 - Model sugar-based 
decorations

 � SITHPAT010 - Design and produce 
sweet buffet showpieces

 � SITXCOM005 - Manage conflict

 � SITXFIN003 - Manage finances within 
a budget

 � SITXFSA001 - Use hygienic practices 
for food safety

 � SITXFSA002 - Participate in safe food 
handling practices

 � SITXHRM001 - Coach others in job 
skills

 � SITXHRM003 - Lead and manage 
people

 � SITXINV002 - Maintain the quality of 
perishable items

 � SITXMGT001 - Monitor work operations

 � SITXWHS003 - Implement and monitor 
work health and safety practices

 �选修课*

 � SITXWHS001 - Participate in safe work 
practices

 � BSBWOR203 - Work effectively with 
others

 � SITHFAB005 - Prepare and Serve 
Espresso coffee

 � SITHIND002 - Source and use 
information on the hospitality industry

 � SITHKOP001 - Clean kitchen premises 
and equipment

 � SITXCCS007 - Enhance customer 
service experiences

*此资格的选修课程在出版时是最新
的，可能会有变化。



商业烹饪三级证书

National Code: SIT30816
CRICOS Course Code: 096057M

时长：52周（包括假期）

假期：12周

入学要求：见第五页

授课方式：课堂授课
WBT:

时长：280小时，包括至少48个完整的

服务期/班次，结合早餐，午餐，晚

餐和特殊功能。

地点：培训必须在工业标准商业厨

房中完成，厨房工作人员与客户的

比例要与现实相符（详情请参阅第9
页）。

入学时期：二月，四月，七月，十月
学费：AU $15,000
材料费： AU $0

课程简介
商业烹饪三级证书为学生提供食

品准备，演示和其他技能的知识，以

成为一名熟练的，合格的商业厨师。 

该课程包括在商业厨房环境中规划，

准备，展示和提供食物。

这个课程提供各种烹饪技术，方

法和实用技能。 该课程包括当前的行

业知识和技能，在食品准备和厨房环

境中保持高标准的卫生和安全。

就业机会
本课程专为就业而设计，使学生

能在酒店，餐馆，度假村，餐饮公司

担任厨师或继续学习以获得四级证书

或文凭级别的商业烹饪资格 。

课程结构
学生需要完成21个核心课程和4

个选修课程才能获得资格。

核心课
 � BSBSUS201 - Participate in 
environmentally sustainable work 
practices

 � BSBWOR203 - Work effectively with 
others

 � SITHCCC001- Use food preparation 
equipment

 � SITHCCC005 - Prepare dishes using 
basic methods of cookery

 � SITHCCC006 - Prepare appetisers and 
salads

 � SITHCCC007 - Prepare stocks, sauces 
and soups

 � SITHCCC008 - Prepare vegetable, fruit, 
egg and farinaceous dishes

 � SITHCCC012 - Prepare poultry dishes

 � SITHCCC013 - Prepare seafood dishes

 � SITHCCC014 - Prepare meat dishes

 � SITHCCC018 - Prepare food to meet 
special dietary requirements

 � SITHCCC019 - Produce Cakes, 
pastries and breads

 � SITHCCC020 - Work effectively as a 
cook

 � SITHKOP001 - Clean kitchen premises 
and equipment

 � SITHKOP002 - Plan and cost basic 
menus

 � SITHPAT006 - Produce desserts

 � SITXFSA001 - Use hygienic practices 
for food safety

 � SITXFSA002 - Participate in safe food 
handling practices

 � SITXHRM001 - Coach others in job 
skills

 � SITXINV002 - Maintain the quality of 
perishable items

 � SITXWHS001 - Participate in safe work 
practices

选修课*
 � SITHIND002 - Source and use 
information on the hospitality industry
 � SITXFSA004 - Develop and implement 
a food safety program
 � SITXCCS007 - Enhance customer 
service experiences

 � SITHKOP005 - Coordinate cooking 
operations

*此资格的选修课程在出版时是最新的，可
能会有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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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烹饪四级证书

National Code: SIT40516
CRICOS Course Code: 096058K

时长：72周（包括假期）

假期：12周

入学要求：见第五页

授课方式：课堂授课
WBT: 

时长：280小时，包括至少48个完整的

服务期/班次，结合早餐，午餐，晚

餐和特殊功能。

地点：培训必须在工业标准商业厨

房中完成，厨房工作人员与客户的

比例要与现实相符（详情请参阅第9

页）。

入学时期：二月，四月，七月，十月
学费：AU $22,500
材料费：AU $0

课程简介
商业烹饪四级证书旨在提供厨房

操作和有效管理方面的培训和技能开

发，并使学生具备合格厨师资格。

学生将学习各种烹饪技巧，这些

技能旨在成功地在餐馆，酒店，汽车

旅馆，俱乐部，咖啡馆，咖啡店和餐

饮业务的商业厨房中工作。 本课程涵

盖的领域有助于理解酒店业内各种业

务流程，团队合作，沟通和人际关系

技巧，营销和销售技巧，业务运营技

能，菜单和工资成本。

就业机会
本课程专为就业而设计，为学生

提供在酒店，餐馆，度假村，餐饮公

司担任厨师或继续在商业烹饪方面接

受高等教育。

课程结构
学生需要完成26个核心课程和7

个选修课程才能获得资格。

核心课
 � SITXFSA001 - Use hygienic practices 
for food safety

 � BSBDIV501 - Manage diversity in the 
workplace

 � BSBSUS401 - Implement and monitor 
environmentally sustainable work 
practices

 � SITHCCC001 - Use food preparation 
equipment

 � SITHCCC005 - Prepare dishes using 
basic methods of cookery

 � SITHCCC006 - Prepare appetisers and 
salads  

 � SITHCCC007 - Prepare stocks, sauces 
and soups

 � SITHCCC008 - Prepare vegetable, fruit, 
egg and farinaceous dishes

 � SITHCCC012 - Prepare poultry dishes

 � SITHCCC013 - Prepare seafood dishes

 � SITHCCC014 - Prepare meat dishes

 � SITHCCC018 - Prepare food to meet 
special dietary requirements

 � SITHCCC019 - Produce Cakes, 
pastries and breads

 � SITHCCC020 - Work effectively as a 
cook

 � SITHKOP002 - Plan and cost basic 
menus

 � SITHKOP004 - Develop menus for 
special dietary requirements

 � SITHKOP005 - Coordinate cooking 
operations

 � SITHPAT006 - Produce desserts

 � SITXCOM005 - Manage conflict

 � SITXFIN003 - Manage finances within 
a budget

 � SITXFSA002 - Participate in safe food 
handling practices

 � SITXHRM001 - Coach others in job 
skills

 � SITXHRM003 - Lead and manage 
people

 � SITXINV002 - Maintain the quality of 
perishable items

 � SITXMGT001 - Monitor work operations

 � SITXWHS003 - Implement and monitor 
work health and safety practices

选修课
 � BSBSUS201 - Participate in 
environmentally sustainable work 
practices

 � SITHIND002 - Source and use 
information on the hospitality industry

 � SITHKOP001 - Clean kitchen premises 
and equipment

 � BSBWOR203 - Work effectively with 
others

 � SITXCCS007 - Enhance customer 
service experiences

 � SITXFSA004 - Develop and implement 
a food safety program

 � SITXWHS001 - Participate in safe work 
practices

*此资格的选修课程在出版时是最新的，可
能会有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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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三级证书

National Code: SIT30616
CRICOS Course Code: 091443G

时长：52周（包括假期）

假期：12周

入学要求：见第五页

授课方式：课堂授课
WBT:

时长：200小时，包括至少36个完整的

服务期/班次。

地点：培训必须在工业标准餐饮环

境中完成，厨房工作人员与客户的

比例要与现实相符（详情请参阅第9
页）。

入学时期：二月，四月，七月，十月
学费： AU $15,000
材料费： AU $0

课程简介
酒店管理三级证书提供个人在许

多商业酒店环境中工作所需的技能和

知识，如餐馆，酒店，汽车旅馆，俱

乐部，咖啡馆，咖啡店和餐饮业。 学

生将接受培训，对其他人负责，并为

团队提供技术建议和支持。

就业机会
本课程旨在用作厨房助理和主

管，酒吧服务员，服务员，葡萄酒服

务员，前台助理，协助和监督餐厅和

餐饮业务。

课程结构
学生需要完成7个核心课程和8个

选修课程才能获得资格。

核心课
 �  SITHIND004 - Work effectively in 
hospitality service 

 � BSBWOR203 - Work effectively with 
others

 � SITXWHS001 - Participate in safe work 

Practices

 � SITXCCS006 - Provide Services to 
customers

 � SITHIND002 - Source and use 
information on the hospitality industry

 � SITXCOM002 - Show Social and 
Cultural Sensitivity

 � SITXHRM001 - Coach others in Job 
Skills 

选修课*
 � SITXFSA001 - Use Hygenic Practices for 
food safety

 � SITHFAB005 - Prepare and Serve 
Espresso coffee

 � SITXFIN002 - Interpret financial 
information

 � SITHFAB016 - Provide advice on food

 �  SITHFAB002 - Provide Responsible 
Service of Alcohol 

 � SITHFAB001 - Clean and tidy bar areas

 � SITHFAB003 - Operate a bar

 � SITHFAB004 - Prepare and serve non-
alcoholic beverages

*此资格的选修课程在出版时是最新的，可

能会有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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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四级证书

National Code: SIT40416 
CRICOS Course Code: 096083J

时长：50周（包括假期）

假期：10周

入学要求：见第五页

授课方式：课堂授课
WBT: 

时长：200小时，包括至少36个完整的

服务期/班次。

地点：培训必须在工业标准餐饮环境

中完成，厨房工作人员与客户的比

例要与现实相符（详情请参阅第9

页）。

入学时期：二月，四月，七月，十月
学费： AU $22,500
材料费：AU $0

课程简介
酒店管理四级证书建立在证书

III技能和知识的基础上，进入熟练操

作领域，团队领导或监督各种酒店环

境，如餐厅，酒店，汽车旅馆，俱乐

部，咖啡馆，咖啡店和餐饮业务。

请注意：想在澳大利亚RGIT酒店管

理学习第四证书的学生必须首先成功

地完成第三证书的酒店管理。

就业机会
本课程旨在为厨房主管，前台或

接待监督，食品和饮料主管，餐饮业

务监管和酒店业务等领域提供就业机

会。
 

课程结构
学生需要完成9个核心课程和12

个选修课程才能获得资格。

核心课
 � SITXHRM001 - Coach others in Job 
Skills
 � SITHIND004 - Work effectively in 
hospitality service 
 � BSBDIV501- Manage diversity in the 
workplace
 � SITXCCS007 - Enhance customer 
service experiences
 � SITXCOM005 - Manage Conflict
 � SITXFIN003 - Manage Finances within 
a budget
 � SITXHRM003 - Lead and Manage 
People
 � SITXMGT001 - Monitor Work 
Operations

 � SITXWHS003 - Implement and monitor 
work health and safety practices

选修课*
 � SITXFSA001 - Use Hygienic Practices 
for food safety

 �  SITHFAB002 - Provide Responsible 
Service of Alcohol 
 � BSBWOR203 - Work effectively with 
others
 � SITHFAB001 - Clean and tidy bar areas
 � SITHFAB003 - Operate a bar
 � SITHFAB004 - Prepare and serve non-
alcoholic beverages
 � SITHFAB005 - Prepare and Serve 
Espresso coffee
 � SITHFAB016 - Provide advice on food
 � SITHIND002 - Source and use 
information on the hospitality industry
 � SITXCCS006 - Provide Services to 
customers
 � SITXFIN002 - Interpret financial 
information
 � SITXWHS001- Participate in safe work 
Practices

*此资格的选修课程在出版时是最新的，可
能会有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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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招生说明书中包含的课程信

息在印刷时是最新的，可能会

有变化。 请在www.rgit.edu.au/
InternationalStudentProspectusChinese 出
版物下载本招生说明书的电子版，

或访问www.rgit.edu.au获取最新信

息。 学生可以在www.training.gov.au
的国家培训注册处找到更多信息，

或者与RGIT工作人员联系以获取详

细信息。 RGIT 会根据我们的课程

过渡政策和程序处理所有被取代的

资格，网址为www.rgit.edu.au/poli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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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管理文凭

National Code: SIT50416  
CRICOS Course Code: 091044A

时长：102周（包括假期）

假期：22周

入学要求：见第五页

授课方式：课堂授课
WBT:

时长：200小时，包括至少36个完整的

服务期/班次。

地点：培训必须在工业标准餐饮环境

中完成，厨房工作人员与客户的比

例要与现实相符（详情请参阅第9

页）。

入学时期：二月，四月，七月，十月
学费：AU $28,000
材料费： AU $0

课程简介
酒店管理文凭课程将为个人提供

灵活的职业发展途径，其中管理者可

以在各种酒店区域中发挥作用。 酒店

管理文凭为酒店业的监督和入门级管

理技能提供技能和知识。 通过对营

销，财务管理，人力资源管理，工作

场所多元化，酒店业务的法律知识，

排班人员和优质的酒店服务的研究，

毕业生将有资格在该行业的许多领域

寻找工作。

就业机会
该课程旨在为各种监督或管理

职位提供就业机会，包括酒吧经理，

接待经理，厨房经理，食品和饮料经

理，或食品和饮料企业和部门的出口

经理。  

课程结构
学生需要完成13个核心课程和15

个选修课程才能获得资格。

核心课
 � SITXHRM003- Lead and Manage 
People
 � BSBDIV501- Manage diversity in the 
workplace
 � BSBMGT517 - Manage Operational 
Plan
 � SITXCCS007 - Enhance customer 
service experiences
 � SITXCCS008 - Develop and manage 
quality customer service practices
 � SITXCOM005 - Manage Conflict
 � SITXFIN003 - Manage Finances within 
a budget
 � SITXFIN004 - Prepare and Monitor 
Budgets
 � SITXGLC001 - Research and comply 
with regulatory requirements
 � SITXHRM002 - Roster staff
 � SITXMGT001 - Monitor Work 

Operations
 � SITXMGT002 - Establish and conduct 
business relationships
 � SITXWHS003 - Implement and monitor 
work health and safety practices

选修课*(商业烹调专业)
 � SITXFSA001 - Use hygienic practices for 
food safety
 � SITXFSA002 - Participate in safe food 
handling practices

 � SITHCCC005 - Prepare dishes using 
basic methods of cookery

 � SITHIND002 - Source and use information 
on the hospitality industry

 � SITXFSA004 - Develop and implement a 
food safety program

 � SITHCCC007 - Prepare stocks, sauces 
and soups

 � SITHCCC008 - Prepare vegetable, fruit, 
egg and farinaceous dishes

 � SITHCCC013 - Prepare seafood dishes

 � SITHCCC014 - Prepare meat dishes

 � SITHCCC006 - Prepare appetisers and 
salads  

 � SITHCCC012 - Prepare poultry dishes

 � SITHCCC019 - Produce Cakes, pastries 
and breads

 � SITHCCC018 - Prepare food to meet 
special dietary requirements

 � SITHCCC020 - Work effectively as a cook

 � SITHKOP004 - Develop menus for special 
dietary requirements

*此资格的选修课程在出版时是最新的，可能
会有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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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修课* (酒店专业)
 � SITXFSA001 - Use Hygenic Practices for 
food safety

 � SITXWHS001 - Participate in safe work 
Practices

 � SITXCCS006 - Provide Services to 
customers

 � SITHIND002 - Source and use information 
on the hospitality industry

 � SITXCOM002 - Show Social and Cultural 
Sensitivity

 � SITXHRM001 - Coach others in Job Skills

 � SITHFAB005 - Prepare and Serve 
Espresso coffee

 � BSBWOR203 - Work effectively with others

 � SITXFIN002 - Interpret financial information

 � SITHFAB016 - Provide advice on food

 � SITHFAB002 - Provide Responsible 
Service of Alcohol 

 � SITHFAB001 - Clean and tidy bar areas

 � SITHFAB003 - Operate a bar

 � SITHFAB004 - Prepare and serve non-
alcoholic beverages

 �  SITHIND004 - Work effectively in 
hospitality service

*此资格的选修课程在出版时是最新的，可能
会有变化。

选修课* (糕点专业)
 � BSBSUS401 - Implement and monitor 
environmentally sustainable work practices

 � SITHCCC005 - Prepare dishes using basic 
methods of cookery

 � SITHCCC011 - Use cookery skills effectively

 � SITHCCC018 - Prepare food to meet special 
dietary requirements

 � SITHIND002 - Source and use information 
on the hospitality industry

 � SITHKOP005 - Coordinate cooking 
operations

 � SITHPAT001 - Produce cakes

 � SITHPAT002 - Produce gateaux, torten and 
cakes

 � SITHPAT003 - Produce Pastries

 � SITHPAT004 - Produce yeast-based bakery 
products

 � SITHPAT005 - Produce petits fours

 � SITHPAT006 - Produce desserts

 � SITHPAT010 - Design and produce sweet 
buffet showpieces

 � SITXFSA001 - Use hygienic practices for 
food safety

 � SITXFSA002 - Participate in safe food 
handling practices

*此资格的选修课程在出版时是最新的，可能
会有变化。

酒店管理高级文凭

National Code: SIT60316
CRICOS Course Code: 091119J

时长：131周（包括假期）

假期：31周

入学要求：见第五页

授课方式：课堂授课
WBT: 

时长：200小时，包括至少36个完整的

服务期/班次。

地点：培训必须在工业标准餐饮环

境中完成，厨房工作人员与客户的

比例要与现实相符（详情请参阅第9

页）。

入学时期：二月，四月，七月，十月
学费：AU $37,500  
材料费： AU $0

课程简介
酒店管理高级文凭课程将以文凭

课程的技能和知识为基础，反映高级

管理人员在各种酒店领域的作用。 该

计划的毕业生将受益于对酒店企业运

营和管理的更高水平的培训和知识。 

具有此资格的个人能够在大型酒店企

业中担任高级管理职务，或在酒店企

业中担任所有者/经理职位。

就业机会
本课程旨在为毕业生提供各种监

督或管理职位的就业机会，包括酒吧

经理，餐饮经理或业主，接待经理，

餐饮经理，咖啡馆老板或经理，汽车

旅馆老板或经理，区域经理或业务大

型酒店组织的经理。

 课程结构 
学生需要完成16个核心课程和17

个选修课程才能获得资格。

核心课
 � BSBDIV501 - Manage diversity in the 
workplace

 � BSBFIM601- Manage finances

 � BSBMGT517 - Manage operational plan

 � BSBMGT617 - Develop and implement 
a business plan

 � SITXCCS008 - Develop and manage 
quality customer service practices

 � SITXFIN003 - Manage finances within 
a budget

 � SITXFIN004 - Prepare and monitor 
budgets

 � SITXFIN005 - Manage physical assets

 � SITXGLC001 - Research and comply 
with regulatory requirements

 � SITXHRM003 - Lead and manage 
people

 � SITXHRM004 - Recruit, select and 
induct staff

 � SITXHRM006 - Monitor staff 
performance

 � SITXMGT001 - Monitor work oper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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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SITXMGT002 - Establish and conduct 
business relationships

 � SITXMPR007 - Develop and implement 
marketing strategies

 � SITXWHS004 - Establish and maintain a 
work health and safety system

选修课* (商业烹调专业)
 � SITXFSA001 - Use hygienic practices for 
food safety

 � SITXFSA002 - Participate in safe food 
handling practices

 � SITXWHS001 - Participate in safe work 
practices

 � SITHCCC005 - Prepare dishes using basic 
methods of cookery

 � SITXHRM001 - Coach others in job skills

 � BSBWOR203 - Work effectively with others

 � SITHIND002 - Source and use information 
on the hospitality industry

 � SITXFSA004 - Develop and implement a 
food safety program

 � SITHCCC007 - Prepare stocks, sauces 
and soups

 � SITHCCC008 - Prepare vegetable, fruit, 
egg and farinaceous dishes

 � SITHCCC006 - Prepare appetisers and 
salads  

 � SITHKOP002 - Plan and cost basic menus

 � SITHPAT006 - Produce desserts

 � SITHCCC019 - Produce Cakes, pastries 
and breads

 � SITHCCC020 - Work effectively as a cook

 � SITXCOM005 - Manage conflict

 � BSBSUS401 - Implement and monitor 
environmentally sustainable work practices

选修课* (酒店专业)
 � SITXFSA001 - Use Hygienic Practices for 
food safety

 � SITXCCS006 - Provide Services to 
customers

 � SITHIND002 - Source and use information 
on the hospitality industry

 � SITXCOM002 - Show Social and Cultural 
Sensitivity

 � SITXHRM001 - Coach others in Job Skills

 � SITHFAB005 - Prepare and Serve 
Espresso coffee

 � BSBWOR203 - Work effectively with others

 � SITXFIN002 - Interpret financial information

 � SITHFAB016 - Provide advice on food

 �  SITHFAB002 -  Provide Responsible 
Service of Alcohol 

 � SITHFAB003 - Operate a bar

 � SITHFAB004 - Prepare and serve non-
alcoholic beverages

 �  SITHIND004 - Work effectively in 
hospitality service 

 � SITXCOM005 - Manage Conflict

 � SITXWHS003 - Implement and monitor 
work health and safety practices

 � SITXCCS007 - Enhance customer service 
experiences

 � SITXHRM002 - Roster staff

选修课* (糕点专业)
 � BSBSUS401 - Implement and monitor 
environmentally sustainable work practices

 � BSBWOR203 - Work effectively with others

 � SITHCCC005 - Prepare dishes using basic 
methods of cookery

 � SITHCCC011 - Use cookery skills 
effectively

 � SITHCCC018 - Prepare food to meet 
special dietary requirements

 � SITHKOP005 - Coordinate cooking 
operations

 � SITHPAT001 - Produce cakes

 � SITHPAT002 - Produce gateaux, torten 
and cakes

 � SITHPAT003 - Produce Pastries

 � SITHPAT004 - Produce yeast-based 
bakery products

 � SITHPAT005 - Produce petits fours

 � SITHPAT006 - Produce desserts

 � SITHPAT010 - Design and produce sweet 
buffet showpieces

 � SITXFSA001 - Use hygienic practices for 
food safety

 � SITXFSA002 - Participate in safe food 
handling practices

 � SITXHRM001 - Coach others in job skills

 � SITXWHS001 - Participate in safe work 
practices 
 
*此资格的选修课程在出版时是最新的，可
能会有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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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在印刷时是最新的，可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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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StudentProspectusChinese 出
版物下载本招生说明书的电子版，

或访问www.rgit.edu.au获取最新信息。 

学生可以在www.training.gov.au的国家

培训注册处找到更多信息，或者与

RGIT工作人员联系以获取详细信息。 

RGIT 会根据我们的课程过渡政策和

程序处理所有被取代的资格，网址

为www.rgit.edu.au/poli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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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英语（初学至高级）
CRICOS Course Code: 092002C

时长： 最长73周（包括假期）

入学时期： 每周一

入学要求： 无
学费： AU $19,040
材料费： AU $0†

学生专注于发展他们的阅读，写作，口语和听力技能，

以满足个人，社交，工作和学习目的。

RGIT 为各级学生量身订做，非常适合刚开始学习英语的

初级水平学生！

家庭作业，每周测试，教师反馈和友好课程帮助学生快

速提高英语水平。 学生还参加短途旅行，帮助他们融入当地

文化，了解口音并与当地居民和企业互动。

*学生必须参加分班考试，以确定哪个英语水平最适合他

们的需求。

†注意：RGIT不收教材费，但学生必须自己购买所需书

籍。

英语

普通英语级别
 级别  学习时长（周）  课程时数（小时） 
 起步 12 weeks 240

 初级 12 weeks 240 

 中级前期 12 weeks 240 

 中级 12 weeks 240 

 中级后期 12 weeks 240 

 高级  12 weeks 240

英
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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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游补贴

为何在RGIT学英语?

yy 主权山
yy 威利比野生动物园
yy 墨尔本板球场
yy 大洋路
yy 森林小火车

yy 艺术馆
yy 老墨尔本监狱
yy 科学馆
yy 海诗威保护区

现代化教室
yy 投影仪
yy 免费WIFI
yy 空调
yy 市中心便利

yy 电脑室
yy 娱乐室
yy 明亮宽大

免费课程
yy 澳洲俚语

yy CV写作
yy 语法训练
yy 词汇积累

大量短期课程
yy 酒精饲料责任销售
yy 酒吧操作
yy 咖啡操作
yy SITXFSA0001 食物安全卫生





学术英语 I (EAP I)
CRICOS Course Code: 072504B

水平： 中级

时长： 最长12周

入学时期： 二月、四月、七月、十月

入学要求： 雅思4.5, 或成功考过RGIT入学考试

学费： AU $2,800

材料费： AU $0

本课程适用于在学术目的上使用英语的经验不足的学

生。 它介绍段落和论文写作技巧，研究技巧和口头表达技

巧。它帮助学生理解段落制定和整体写作结构的基础知识。

学术英语 II (EAP II)
CRICOS Course Code: 072505A

水平： 高中级

时长： 12周

入学时期： 二月、四月、七月、十月

入学要求： 雅思5, 或成功考过RGIT入学考试

学费： AU $2,800

材料费： AU $0

本课程的重点是培养学生将学术用途的英语应用到中高

级水平。 学生将学习学术论文写作技巧，研究技巧和高度

发展的演讲技巧。 该课程还侧重于培养讨论技巧。

学术英语 III (EAP III)
CRICOS Course Code: 084570D

水平： 高级

时长： 12周

入学时期： 二月、四月、七月、十月

入学要求： 雅思5.5, 或成功考过RGIT入学考试

学费： AU $3,000

材料费： AU $0

本课程的重点是帮助学生培养成功完成英语高等教育所

需的高级学术技能。 该课程涵盖高级水平的学术阅读，写

作，口语和听力技巧。

英
语

36

RG
IT AU

STR
ALIA

英语



英
语

37

RG
IT AU

STR
ALIA



入学指导
入学指导在所有课程开始之前进

行。 目标是让学生充分了解学院生活

的各个方面。 它还介绍了在澳大利亚

RGIT学习，当地生活费用，交通，设

施，银行和住宿等相关事宜。 这是一

个提问，与同学和RGIT工作人员会面

的好机会。

抵达协助
由政府管理的墨尔本机场学生欢

迎台在学生抵达时间开放，并在学生

抵达时提供信息，建议和迎宾礼包。 

想了解欢迎台开放时间,请访问www.
studymelbourne.vic.gov.au.

墨尔本学生中心
(SMSC)

SMSC为国际学生提供广泛的免费

支持服务和推荐，包括健康问题，一

般福利，法律服务，住宿，财务管理

和安全问题。 口译员可应要求提供。 

SMSC可以提供有同情理解心的和实际

支持来帮助学生解决个人困难。 可通

过电话1800 056 449通过24小时免费电

话联系支持人员。
营业时间为周一至周五上午9:00至下
午5:00，位于墨尔本Little Bourke Street 

599号。

学生咨询
压力，经济困难，健康，家庭，

关系问题和社会问题都会影响你融入

学习的能力。 我们的学生辅导员在

必要时提供保密的支持服务和外部转

介。 需要特殊或强化帮助的学生必须

联系学生管理部门，如果需要，他们

会将他们转介给我们的辅导员或外部

支持服务。

RGIT工作人员可以提供有关学习，评估，住宿和英语语言问题的建议和帮助，还可以提供辅导员以解决个人困难。

学生服务

• 消防，救护车，警察（威胁生命的紧急情况）：致电000
• 医院和医疗问题：

The Alfred: (03) 9076 2000
Austin Hospital: (03) 9496 5000
Royal Children’s Hospital: (03) 9345 5522
Royal Women’s Hospital: (03) 8345 2000
Royal Melbourne Hospital: (03) 9342 7000
St Vincent’s Hospital: (03) 9411 7111

• 有关您附近的服务，请访问www.yellowpages.com.au上的黄页。
• 全国翻译和口译服务：131450
• Life Line 24 小时咨询服务: 131 114

• 律师：
Resolution Institute:免费电话1800 651 650; www.iama.org.au
维多利亚法律援助: www.legalaid.vic.gov.au

• 在澳大利亚学习: www.studyinaustralia.gov.au

• 青年中心: www.youthcentral.vic.gov.au

宗教场所
• 澳大利亚教会: www.australianchurches.net

• 住在墨尔本（清真寺）: www.living-in-melbourne.com/muslims-mosques-in-
melbourne.html

• 澳大利亚印度教委员会: www.hinducouncil.com.au

• 澳大利亚犹太人:  www.jewishaustralia.com/prayer.htm

其他服务
• 以下服务是免费的，能够为您提供推荐，以帮助您处理您所面临的问题。
• Lifeline: 13 11 14 (小时咨询服务)
• Mensline Australia: 1300 78 99 78

• Griefline (电话咨询服务): 1300 845 745 (12 noon - 3:00am, 7 Days a Week)

• 危机帮助：: 1800 627 727

• Direct Line (药物和酒精使用): 1800 888 236

• 危机联络服务（无家可归者帮助服务）: 1800 627 727

• 安全步骤：家庭暴力应对中心: 1800 015 188

• 在线赌博帮助: 1800 858 858

墨尔本实用联系信息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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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防，救护车，警察（威胁生命的紧急情况）：致电000

• 塔斯马尼亚警察（失踪人员）: 131 444

• 塔斯马尼亚服务（塔斯马尼亚州政府服务中心信息）: 
1300 13 55 13, +61 3 6169 9017 (Overseas), visit www.
services.tas.gov.au

• TASWater (供水和下水道紧急情况): 136992, visit www.
taswater.com.au

• Tas Gas (Gas Emergency): 1802 438 427, visit www.tasgas.
com.au

• Aurora Energy: (断电) 13 2004, (燃气紧急事件) 1802111, 
visit www.auroraenergy.com.au

• 住宿:
www.au.easyroommate.com
www.realstate.com.au 
www.domain.com.au
www.gumtree.com.au

• 医疗服务:

• National Health Services Directory (NHSD) by 
Healthdirect Australia: 1300 135 513, 1800 022 222

www.myhospitals.gov.au

www.dhhs.tas.gov.au

www.healthdirect.gov.au

• Royal Hobart Hospital: 6166 8308

• Hobart Private Hospital: 6214 3000

• Calvary Lenah Valley Hospital - Calvary Health Care: 
6278 5333

• St Helen’s Private Hospital : 62216444

• Argyle Medical General Practice: 6238 8222, 1800 022 222 
(After Hours)

• North Hobart Medical Centre (Health Direct): 62310318

• City Doctors & Travel Clinic: 6231 3003

• Collins Street General Practice: 6223 3355

• Davey Street Medical Centre: 6223 6223

• Wellness Medical: 62311555

霍巴特实用联系方式



重要信息

退款费用

学生退学时-退还学费
学生必须在www.rgit.edu.au/downloads/important-forms上填写退款申请表，以书面形式提交申请，并向

RGIT Australia申请退款。如果RGIT Australia在课程或学期开始之前收到书面退学通知，RGIT Australia将按照下

表列出退还费用的百分比，减去任何管理费用，根据费用支付和退款政策（国际学生）在www.rgit.edu.au/
FeesPaymentandRefundPolicyInternationalStudents 

表A：课程退出（VET）

收到书面撤回通知 退还已支付的费用
（按学期退款）*

退还已支付的费用（未来的
学期）* 退还材料费

课程/学期开始日期前28天或更长时间 80% 80% 100%

课程/学期开始日期前15至27天 70% 80% 100%

在课程/学期开始日期之前的14天内，
如 从当天/学期开始

不退还 80% 100%

* 减少管理费用

表B：课程退出（ELICOS）

收到书面撤回通知
退还已支付的费用

最初的12周 *
退还随后几周的费用 *

课程/学期开始日期前28天或更长时间 80% 80%

课程/学期开始日期前15至27天 70% 80%

在课程/学期开始日期之前的14天内，

如 从当天/学期开始
不退还 80%

* 减少管理费用

如果签证被澳大利亚政府拒绝，则退款
如果澳大利亚政府拒绝学生签证申请或签证续签，将全额退还课程费用，减去管理费用。管理费为500美元或5%的

学费总额，以较低者为准。 RGIT Australia将在内政部拒绝学生签证之日起28天内（20个工作日）处理退款。有关更多信

息，请参阅www.rgit.edu.au/FeesPaymentandRefundPolicyInternationalStudents 上的费用支付和退款条例（国际学生）。

若校方违约提供资格证
如果学院无法开始或提供课程（称为学院默认），学生可以选择接受:

a. 退还课程费用，将在14天内发给学生; 要么

b. 与其他学生一起被安排在另一个课程中在同一个学校或转学。如果学生选择此选项，他们必须签署新的书面协

议，表明他们已接受该安排。

欲了解更多信息，请参阅费用支付和退款政策（国际学生）和学费保护服务政策 www.rgit.edu.au/policies 。

特殊的情况 
如果学生因为具有同情性质的特殊和情有可原的情况退出课程并返回家中，例如直系亲属的死亡或严重疾病，所有

未支付的费用，减去任何管理费的100%将退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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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习的同时工作
澳大利亚移民法允许学生在澳大

利亚学习签证的同时工作数小时。 在

RGIT的学习期间，学生目前每两周工

作40小时，在休息期间全职工作。 然

而，工作并不总是很容易找到，在任

何情况下学生都不能依靠澳大利亚的

收入来支付学费。 欲了解更多信息，

请访问

www.studyinaustralia.gov.au/english/live-
in-australia/working/work-while-you-study

18岁以下的学生
所有国际学生必须年满18周岁或

以上，才能在RGIT学习。 申请课程的

未来学生，在申请时未满18周岁，必

须由其父母或法定监护人签署申请，

以便申请得到批准。

学生投诉和上诉
RGIT的投诉和申诉政策和程序为

学生提供公平公正的程序，以解决他

们可能遇到的任何争议或投诉。在完

成RGIT Australia的正式和非正式投诉流

程后，对结果不满意的学生可以启动

内部申诉。 如果对此结果不满意，

学生可以通过海外学生申诉专员请求

调解。
    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www.
ombudsman.gov.au/about/overseas-
students。 RGIT的投诉和申诉政策和
程序可以在学生管理部门获得，也可

以在www.rgit.edu.au/policies中查看。

学龄儿童
国际学生的学龄家属必须在澳上

学。 在维多利亚州和塔斯马尼亚州，

除非获得豁免参加，否则6至17岁的学

生必须接受学校教育。 学校的选择包

括公立学校，私立学校和宗教学校。 

持有学生签证的人的家属可能需要在

澳大利亚注册的学校，学院或大学支

付全额费用。

准入和公平政策
RGIT促进，鼓励和重视公平和多

元化，并确保以公平公正的方式向所

有学生提供服务，不受偏见。 它是所

有RGIT员工有责任，确保始终满足获

取和公平政策和程序的要求。 访问和

公平政策和程序可在www.rgit.edu.au/
policies获取。

ESOS立法框架
澳大利亚政府希望海外学生获得

安全，愉快和有益的学习经历，并制

定法律，促进海外学生的优质教育和

消费者保护。 这些法律被称为ESOS
立法框架，它们包括“2000年海外学

生教育服务法”（“ESOS法案2000”
）和《国家法典2018》。RGIT受ESOS
立法框架管辖，并致力于履行其在框

架下的义务。
有关ESOS立法框架的更多信息，
请访问www.internationaleducation.
gov.au/regulatory-information/pages/
regulatoryinformation.aspx.

相关立法
一系列立法适用于RGIT的所有员

工和学生。 有关相关立法的信息可在

以下网站上找到。

• 维多利亚州平等机会与人权委

员会 

www.humanrightscommission.vic.
gov.au/index.php/the-workplace

• 平等机会塔斯马尼亚 

www.equalopportunity.tas.gov.au

• 职业教育与培训质量框架 

www.asqa.gov.au/about/australias-
vet- sector / vet-quality-framework

• 2000年海外学生教育服务法 

www.rgit.edu.au/esos-framework

• 内政部 

www.homeaffairs.gov.au

• “2006年教育和培训改革法” 

www.education.vic.gov.au/about/
department/legislation/Pages/
act2006.aspx

可能还有别的相关特定课程立

法。 课程期间将提供有关此立法的

信息。

个人信息的使用
RGIT为履行 在《2000ESOS法》 

和《2018国家法令》下的义务，在学

生注册期间收集信息，并确保学生遵

守其签证条件和澳大利亚移民的义务

法律。收集此信息的权限包含上上述

法令中。

根据《2012年数据提供要求》

，RGIT必须收集有关您的个人信息，

并将该个人信息传达给国家中心职业

教育研究有限公(NCVER)。

学生的个人信息可能是由RGIT 
用于或公布、统计，监管和研究目

的。 RGIT可能会出于这些目的向第三

方传达您的个人信息，包括：

• 学校 - 如果您是VET的中学生，包

括以学校为基础的学徒或培训;

• 雇主 - 如果您参加了由雇主支付

培训;

• 联邦和州或领地政府部门和授权

机构;

• NCVER;
• 学生调查研究组织

• 调查和研究人员

在其他情况下，未经学生同意或

法律要求，在学生注册期间收集的信

息不得透露。学生信息也将提供给学

费保护服务(TPS)。

VET质量框架要求学生可以访问

RGIT持有的个人信息，学生可以要求

更正不正确或过时的信息。如果学生

希望查看他们的记录，可以书面形式

向学生管理部门提出申请。

RGIT还收集学生信息用于各种营

销目的。 RGIT 将始终在收集和使用

这类信息之前寻求同意学生。学生始

终有权拒绝此类请求。国际学生申请

表包含有关媒体同意的声明。

有关个人信息使用的更多信息，

请参阅www.rgit.edu.au/ policies中提供

的隐私政策和程序以及投诉和申诉政

策和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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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学生健康保险
海外学生健康保险(OSHC)是一种

涵盖医疗保险的健康保险，支付看医

生的费用，一些医院治疗，救护车保

险和一些药品。 国际学生在学习期间

必须在澳大利亚有OSHC。 在签发学

生签证之前必须支付OSHC。

RGIT可应要求通过Allianz Global 
Assistance OSHC为学生组织保险。 请

发送电子邮件至admin@rgit.edu.au联系

学生服务部，并在卫生署网站 www.
health.gov.au上阅读有关OSHC的更多

信息。

全日制学习
澳大利亚法律要求国际学生全日

制学习。 全日制学习负荷通常至少每

周20小时，每个日历年至少40周或连

续12个月。

出勤率 
    学习VET课程的国际学生应

参加所有课程。 但是，RGIT仅在学生

课程进展不理想的情况下向内政部汇

报（见学术进展）。 欲了解更多信

息，请参阅www.rgit.edu.au/政策中的国

际学生出勤政策和程序(VET)。

    学习通用英语(ELICOS)的国际学
生如果出勤率不到80％，会被报告给
内政部。 欲了解更多信息，请参阅
www.rgit.edu.au/policies，了解国际学
生出勤政策和程序（ELICOS）以及满

意课程进展政策和程序（ELICOS）。

向内政部报告学生将导致取消学

生的入学确认书（CoE）以及可能取

消学生签证。

学业进展
如果学生没有取得令人满意的

学业进展，他们将被报告给内政部，

这可能导致他们取消签证。不满意

的学术进展被定义为在任何两个连续

学期，同一课程中超过50%的单元失

败。在一个学期超过50%的单元失败

将引发RGIT 对学术进展的审查以及介

预策略的实施。单元失败即考试成绩

为“尚未胜任（NYC）”。为了获得

满意的进步，学生必须：

• 参加所有理论和实践课程？

• 关注在课堂上进行的作业和活动

• 学习理论并练习课堂上讲授的技巧

• 确保您参加培训师安排的所有评

估活动

• 如果您的学习有任何困难，请与学

生支持员工预约。

除了上述最低要求外，RGIT还将

在学生培训师认为他们可能有不符合

要求的风险时实施咨询程序和介预策

略。可以更频繁地进行咨询和介预。

如果学生未能达到令人满意的

课程进度要求，他们将被报告给内政

部。请参阅www.rgit.edu.au/policies，
查看满意的课程进度政策和程序

（VET）以及满意的课程进度政策和程

序（ELICOS）。

更改地址
抵达澳大利亚后，学生必须告知

RGIT 他们的住址，电子邮件地址，手

机号码和紧急联系方式。学生签证的

条件是，必须在变更后的7天内将其地

址的任何变更通知给RGIT 。学生通知

RGIT 更改地址非常重要。如果学生违

反与出勤或学业成绩相关的学生签证

条件，RGIT 有义务在您上次知道的地

址发出通知。 RGIT 还可以向学生发

送警告通知，以帮助防止他们违反签

证条件。根据学费保护服务（TPS）规

定，国际学生必须至少每六个月更新

一次当前地址信息。学生有责任并且

为了他们的最佳利益，确保他们的地

址详细信息始终是RGIT 的最新信息。

有关学生签证问题的更多信息，请访
问内政部网站 www.homeaffairs.gov.au.

学生签证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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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文化
澳大利亚是世界上文化最多元化

的国家之一。 澳大利亚充满活力的多

元文化主义可归功于其独特的土着文

化，早期欧洲定居点和来自世界各地

的移民。

澳大利亚人重视国际学生为其校

园和社区带来的丰富的文化多样性和

社会成熟度。 RGIT 非常注重照顾国

际学生并帮助他们适应澳大利亚的生

活方式。 国际学生也从他们在澳大利

亚的教育中获得巨大的利益，并建立

终身的友谊。

语言
虽然英语是官方语言，但超过

20%的澳大利亚人会说英语以外的语

言。 几乎所有来自其他英语国家的人

都很容易理解澳大利亚英语。 虽然

城市和乡村地区的口音略有不同，但

差异远小于美国，英国和加拿大的差

异。 随着学生提高英语水平，他们将

学习一些澳大利亚丰富多彩且经常幽

默的俚语，并乐于向朋友和亲戚解释

其含义。

宗教
澳大利亚主要是一个基督教国

家，但也有其他宗教。 澳大利亚人尊

重人们选择宗教的自由。 教堂，清真

寺，寺庙和犹太教堂都能在大多数主

要城市看到。

卫生保健
澳大利亚有一个非常好的医疗

系统。 所有澳大利亚人都支付医疗

保险税（附加税）来资助公共卫生系

统，以确保每个人都能获得公共系统

医生，医院和其他医疗保健服务。 在

使用私人医疗保健服务时，额外支付

私人医疗保险基金的人将获得额外的

特权。

学生将在澳大利亚各地找到常

用的医疗保健服务，包括全科医生，

牙医，整骨医生，脊椎按摩师，心理

学家，辅导员和许多补充医疗从业人

员，如中医，自然疗法，针灸，运动

机能学等。 在澳大利亚学习的学生必

须在学生签证期间持有海外学生健康

保险（OSHC）（参见本节中的海外学

生健康保险）。

餐饮
澳大利亚有各种各样的美食。 

其优质的肉类，鱼类，水果和蔬菜出

口到全球市场。 澳大利亚农产品市场

提供种类繁多的水果和蔬菜。 学生应

不难找到他们在家里习惯的食物。

学生们可以在澳大利亚的许多

餐馆和咖啡馆品尝几乎所有类型的美

食。 民族餐厅提供来自世界各地的美

食。 在小酒馆，咖啡馆和酒吧可以找

到价格合理的美食。 对于那些喜欢外

卖的人来说，大多数主要的全球快餐

连锁店都有分店。 

喜欢冒险的人可能想品尝澳大

利亚的丛林食品和国家特产，如袋鼠

（超市有售）和鳄鱼（有些餐馆有

售）。

运动和娱乐
澳大利亚人非常热衷于运动和户

外活动，并且在个人和团队体育赛事

中作为强硬竞争者赢得了全球声誉。 

澳大利亚有100多个国家体育组织和数

千个州和地区体育机构。 澳大利亚人

也热衷于丛林徒步，钓鱼，划船和水

上运动。

电力
澳大利亚的电流为240/250伏交流

电，50个周期。 澳大利亚三针插头绝

对安全。 大多数外国设备通常都需要

适配器。 如果学生从海外带来不同电

压的设备，可能需要变压器。

交通
澳大利亚拥有广泛的公共交通

系统，包括火车，公共汽车，有轨

电车，渡轮，两家主要的国家航空公

司和一些区域航空公司。请参阅第44
和45页的生活在墨尔本和生活在霍巴

特。

驾驶：旅游学生如持有效的海外

驾驶执照，可以在澳大利亚驾驶，但

如果该文件不是英文，则访客必须携

带有许可证的翻译。仅靠国际驾驶执

照是不够的。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

问（维多利亚州）www.vicroads.vic.
gov.au/licences/renew-renew-replace-or-
update/new-to-victoria/overseas-drivers,  
（塔斯马尼州）www.transport.tas.gov.

au/licensing/newtotas/overseas.

出租车：计程出租车在所有主要

城镇都有运营。学生可以在交通枢

纽，主要酒店或购物中找到出租车，

或可以在街上招呼出租车。车顶上的

灯和标志表明出租车是否空置。上车

时收取最低费用，然后每公里收费一

次。学生不需要给出租车司机小费。

电话
澳大利亚拥有现代化的电信系

统，通常可以低成本获得移动和互联

网接入。 

公用电话由澳大利亚最大的电信

公司Telstra运营，可在所有邮局，购

物中心使用，通常位于街角。 Telstra
公共付费电话接受各种硬币和Telstra
电话卡。 

电话卡预付费用于公共付费电

话，可以在零售店购买，如邮局和报

刊亭，面额分别为5元，10元，20元和

50元。 信用卡使用大多数主要信用

卡，如Visa和万事达卡，可以在国际和

国内机场，中心城市和酒店使用。 移

动电话非常受欢迎，可以从许多零售

商处购买。 

付费电话的本地电话费用为0.50
元。州际（STD）的费用在每分钟0.50
元到0.75元之间。拨打移动电话的费用

为每分钟1元。

在澳大利亚生活



预算
学生应制定涵盖住宿，食物，

交通，服装和娱乐的预算。 如果适

用，还应考虑儿童保育。有关在澳大

利亚生活相关费用的更多信息，请访

问 www.studyinaustralia/english/live-in-
australia/living-costs.

旅行
在学期休假期间，学生可能喜欢

在墨尔本或霍巴特之外冒险，体验更

多澳大利亚壮观的自然环境和美景，

如海洋和国家公园，包括大堡礁，卡

卡杜，乌鲁鲁，昆士兰雨林和原始乡

村和塔斯马尼亚山脉。大都市的学生

和背包客旅行社提供廉价航班和套餐

价。

货币和银行
澳元（AUD）是澳大利亚的法定

货币。当学生第一次到达时，其他国

家的货币可以在国际机场，银行和主

要酒店兑换。旅行支票更容易。

如果已经有澳元旅行支票，就可

随时使用，银行兑现任何货币的旅行

支票。主要酒店和一些商店，根据其

政策，也将兑现旅行支票。

设立一个澳大利亚银行账户是一

个好主意。学生需要提供签证详情和

居住证明。澳大利亚的银行服务极具

竞争力。所有主要银行都在城市和区

域中心设有分支机构。主要银行包括

澳新银行，西太平洋银行，国家银行

和联邦银行。像本迪戈银行这样的社

区银行是一种受欢迎的选择。

大多数购物中心都有自动柜员

机（ATM）设施。这些机器可用于存

款，并且在许多情况下，可以一天24

小时取款。许多百货商店，超市和专

卖店都有电子转帐终端（EFTPOS），

除了购买商品外，还可以提取现金。

银行正常交易时间
周一至周四 - 周五上午9:30至下

午4:00 - 上午9:30至下午5:00

有些银行周六早上营业。

信用卡
信用卡在澳大利亚各地被广泛

接受。最普遍接受的信用卡是Visa和
MasterCard。

货币
澳大利亚使用澳元和澳分十进制

货币系统，每澳元100澳分。使用的

银行票据分别为5澳元，10澳元，20澳
元，50澳元和100澳元。使用的硬币是

银色5澳分，10澳分，20澳分和50澳分

硬币以及金色1澳元和2澳元硬币。

小费
给小费不是澳大利亚的一般习

惯，酒店和餐馆不会将服务费添加到

账户中。然而，在高质量的餐厅，通

常会向食品和饮料服务员提供高达

10%的费用以获得良好的服务。

搬运工在火车站设置收费，但不

在酒店收费。然而，小费是个人选择

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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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住宿
国际学生可以使用以下类型的

住宿。

家庭寄宿：
这个选项对学生来说是一个机会

住在私人住宅，与当地人住在一起，

这些家庭也许有夫妻，也许是单身人

士，学生可以了解澳大利亚人的生

活。学生可能需要与生活安排妥协，

因为学生需要适应家庭的日常生活和

要求。学生需要考虑对他们来说很重

要的事情。学生可能需要询问适应餐

时间与学习和其他活动的关系。学生

可能还想考虑其他人对他们的朋友访

问的感受，他们的音乐播放声音以及

时间。有不同类型的家庭住宿安排，

从每周235.00澳元到325.00澳元不等。

全包寄宿：
通常包括一个带家具的房间（

床，桌子，灯，衣柜），每天三餐和

电，煤气和水，但不包电话和互联

网。一些寄宿家庭甚至可能会提供洗

衣服务。

半食宿：
半食宿通常包括一个带家具的

房间（床，书桌，灯，衣柜）和电，

煤气和水，但不包括电话和互联网。

学生可以使用房子里的烹饪和洗衣设

施。

交换住宿：
交换住宿通常意味着免费或低

成本的住宿（包括水电），以换取家

务，如清洁或儿童保育。

租赁/租赁：
通过房地产经纪人租赁公寓或房

屋。学生必须签署一份名为“租约”

的合同租房子，每月，或有时需要6
个月，12个月或2年的租约。租约使租

户有权在租赁期间私人使用该物业。

这样做的好处是隐私和独立性。学生

必须支付保证金（等同于一个月的租

金，以弥补他们可能对房屋造成的任

何损害）。学生们负责支付所有账单

（水和理事会费率除外），维护财产

和提供所有自己的家具和家居用品。

如果学生选择在一个受欢迎的地

区的房子或公寓，将有很多竞争。房

地产经纪人选择他们认为最稳定且能

够满足租赁要求的租户。与共享住宿

相关的费用从85.00澳元到215.00澳元

不等。

有用的学生宿舍网站是：

www.lestudent8.com

www.roomeez.com/en

www.youthcentral.vic.gov.au

www.homestaydirect.com.au

www.gumtree.com.au

www.flatmatefinders.com.au

www.studymelbourne.vic.gov.au

www. studyinaustralia.gov.au

有关出租住宿的更多信  息，请

访问：

www.realestate.com.au

www.domain.com.au

www.realestateview.com.au

生活费用 
澳大利亚是一个发达友好的国

家，享有世界上最高的生活标准之

一。

学生每年至少需要21,041澳元（

不包括学费），以支付住宿，食物，

衣物，娱乐，交通，国际和国内旅行

以及其他杂费等生活费用。 然而，生

活费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学生选择的

住宿类型。 对于有家属的已婚学生来

说，每名受抚养人每年需要额外7,362
澳元左右。

以下是典型日常用品的价格表。 

这只是一个指南。 请记住，您可以多

走几个地方，以便找到更便宜的日常

用品的货源。 有关更多信息，请访问

www.studyinaustralia.gov.au/english/
live-in-australia/living-costs/living-costs-
in-australia

食品和个人用品服务价格

一升牛奶 $2.50 一双鞋 $70.00

一条面包 $2.50 一条牛仔 $80.00

一公斤苹果 $4.00 140克牙膏 $5.00

一公斤土豆 $1.00 500毫升香波 $8.00

十二个鸡蛋 $5.50 理发 $25.00 to $85.00

一公斤麦片 $4.50 T恤 $20.00

一公斤大米 $4.00 公共交通 有关与公共交通相关的费用 
   的更多信息，请访问维多利 
   亚公共交通局的网站www. 
   ptv.vic.gov.au（墨尔本） 
   和Metro Tasmania的网站  
   www.metrotas.com.au.

以上价格仅供参考，可能有所不同。 有关更多信息，一些有用的超市网站包括：
www.woolworths.com.au
www.coles.com.au
www.aldi.com.au
www.iga.com

在澳大利亚生活



墨尔本
墨尔本是维多利亚州的首府，坐

落在亚拉河（Yarra River）河畔，周围

环绕着菲利普港湾（Port Phillip Bay）美

丽的海滩。这是一个迷人，宽敞的城

市，拥有众多的公园，花园，体育场

馆和风景名胜。墨尔本也是一个庞大

的城市，方园60公里。

墨尔本是一个真正的多元文化城

市。人口约为400万。现在有来自140
多个国家的人和睦相处。这种广泛

的民族组合为这座城市带来了许多好

处，包括各种美食和2,300多个优雅和

国际化的餐厅，小酒馆和咖啡馆。

墨尔本被认为是澳大利亚的时尚

和购物之都，提供一些澳大利亚最大

的购物中心以及精致，独特的精品店

和众多热闹的市场。

墨尔本拥有一流的公共交通系

统，电车，火车和公共汽车在整个城

市和郊区提供广泛的网络。欲了解更

多信息，请访问 www.studymelbourne.
vic.gov.au.

气候
墨尔本气候温和，全年有四个不

同的季节 - 春季，夏季，冬季和秋

季。 以下是日平均温度指南：

春季 - 9月至11月 – 12-22C

夏季 - 12月至2月 - 28-32C

秋季 - 三月冬季 – 12-20C

冬季 - 六月至八月 - 10 - 15C

墨尔本没有特定的雨季; 它可以

在一年中的任何时候下雨。

节日之城
墨尔本被称为澳大利亚的节日之

城，每个月都会提供热闹的节日娱乐

活动。主要节日包括：墨尔本国际喜

剧节，中国新年游行，梦巴节，墨尔

本国际艺术节，墨尔本美食与葡萄酒

节，墨尔本国际电影节，春季时装周

和墨尔本边缘艺术节。

墨尔本的主要社区场地是联邦广

场。全年举办许多多元文化节日，如

印度电影节，排灯节印度节日，佛陀

节，尼泊尔节，泰国文化和美食节以

及马来西亚嘉年华。

墨尔本的音乐节很多，从吸引流

行国际演出的独立音乐活动到爵士音

乐节应有尽有。一些国际体育赛事包

括春季赛马嘉年华（墨尔本杯），澳

大利亚公开赛（大满贯赛事），大奖

赛赛车，世界系列赛和测试板球以及

贝尔斯海滩冲浪经典赛。

娱乐
RGIT 的校园位于墨尔本中央商

务区（CBD）的中心位置，靠近保龄

球馆，电影院和卡拉OK，以及精致的

艺术馆等各种娱乐场所，包括画廊，

戏剧和舞蹈活动，以及常见的酒吧和

俱乐部。墨尔本是澳大利亚的节日之

都，每个月都会在城市和社区场地举

办免费活动。这个城市美丽的绿色和

宽敞的环境非常适合社交，体育和其

他户外活动。国际学生有很多机会与

朋友度过愉快的时光。

公共交通票
墨尔本使用Myki公共交通票务系

统，包括电车，火车和公共汽车，必

须在乘车之前购买。火车站，一些电

车站或7Eleven等零售店都有售Myki。
公共交通车辆上不卖票。欲了解更多

信息，请访问：www.myki.com.au。逃

票会受到高额罚款。

墨尔本分为不同级别旅行区，与

您的车票类型相对，费用取决于您要

前往的区域和停留时间。 RGIT 位于

CBD区的免费电车区（2015年1月1日起

生效）。如果您在电车免费区域外开

始或结束，您需要使用Myki以确保您

拥有有效的车票。有关详细信息，请

访问www.myki.com.au和维多利亚公共

交通局，网址为http://ptv.vic.gov.au/。

费用： 每周约25至38澳元。

生活成本
参见“在澳大利亚生活”。

在墨尔本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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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墨尔本生活信息也适用

于霍巴特的生活。 以下是一些差

异。 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www.
studytasmania.tas.gov.au.

霍巴特
霍巴特是塔斯马尼亚州的首府，

塔斯马尼亚州位于澳大利亚南部海岸

附近。它是澳大利亚最古老的城市之

一，坐落在惠灵顿山下，德文特河流

经它。这是一个美丽的城市和澳大利

亚人喜爱的度假胜地。

这里以其历史建筑，丰富的海洋

历史，美丽的公园，精致的餐厅，萨

拉曼卡市场，充满活力的艺术场所和

节日而闻名。

大霍巴特的人口约为217,000人，

其中约13%的人口出生在海外。

气候
整个霍巴特的气候属于温带海洋

性气候。这意味着夏天不太热，冬天

也不会太冷。

它有四个不同的季节 - 夏季，

冬季，春季和秋季。

每日平均温度如下：

夏季：12月至2月（10-23°C）

秋季：3月至5月（4-20°C）

冬季：6月至8月（3-12°C）

春季：9月至11月（7-18°C）

天气可能无法预测，人们可以在

一天中体验四季。在夏季惠灵顿山上

降雪的情况并不少见！

节日和娱乐
霍巴特周围有很多节日，招待

当地人以及来自州际或其他国家的游

客。主要活动包括：悉尼至霍巴特帆

船比赛，黑暗MOFO，皇家霍巴特帆船

赛，可持续生活节，塔斯马尼亚岛味

道，岛上十天，MONA FOMA，小天鹅

民俗节，音乐节，霍巴特国际网球，

塔斯马尼亚国际艺术节。

公共交通
公共交通： 塔斯马尼亚州没有火

车或有轨电车服务。

服务塔斯马尼亚岛主要是巴士。

有关价格和路线的详细信息，请访

问www.metrotas.com.au。州内的区域

连接由Tassielink等私人公交运营商提

供。主要的巴士总站距离RGIT校园仅

500米。

旅行
在学期休息期间，学生可以体

验塔斯马尼亚的许多自然奇观，包括

Freycinet湾，酒杯湾，摇篮山，Cataract
峡谷，朗塞斯顿，亚瑟港历史遗址以

及塔斯马尼亚南部景观中的许多非凡

的自然漫步。

生活成本
见生活在澳大利亚。但塔斯马尼

亚州的住宿和公共交通往往更便宜。

住宿（私人或寄宿）：每周120澳
元至300澳元

公共交通：每周15澳元至20澳
元。

在霍巴特生活



费用及政策
费用

学费 - 参考个别课程信息

报名费（不可退款） - 250澳元

资源和材料费 - 请参阅个别课程信息

报名变更费 - 100澳元

单元重复费（仅限VET课程） - 300澳元

重新评估费（仅限VET课程） - 根据重新评估政策

海外银行转账费 - 最高30澳元

RPL费用 - 取决于资格和单元（更多信息请联系学生服务部）

管理费 - 200澳元 （如果签证拒签，500美元或5%的已经全部交付的学费，以较低者为准）

海外学生健康保险（OSHC）费用 - 申请时获得通知

机场接机费（可选） - 100澳元

住宿安置费（可选） - 100澳元

寄宿费（可选） - 取决于具体安排

所有费用均以澳元报价，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有关费用支付和退款政策的更多信息，请参阅www.rgit.edu.au/policies
上的费用支付和退款政策，或与RGIT员工交谈。

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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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改地址

• 在预期时间内完成课程政策

• 推迟，暂停或取消学生的入学政策和程序

• ESOS框架资料表

• 入学程序

• 国际学生出勤政策和程序(VET)
• 费用付款和退款政策（国际学生）

• 入学通知及学生同意协议

• 重新评估政策和程序

• OSHC程序

• 令人满意的课程进展政策和程序（VET）
• 学生转校或更换课程政策

• 教学保障政策

ELICOS 学生
 � 课程评估和审查政策

 � 令人满意的课程进度政策和程序

 � 出勤监测政策和程序（ELICOS）
 � 教学和评估政策

 � 学生入学和安置政策

 � 版权政策

国际学生
有关所有现行政策，请参阅 www.rgit.edu.au/policies.

所有学生
• 准入和公平政策和程序

• 评估政策和程序

• 投诉和上诉政策和程序

• 计算机和互联网使用政策（学生）

• 付费及退费政策（国内全费学生）

• 课程过渡政策和程序

• 学分转移政策和程序

• 确定并支持学生学习需求政策和程序

• 颁发证书和制定政策和程序声明

• 语言，文化和计算政策与程序

• 图书馆馆藏发展政策与程序

• 市场营销和学生招聘政策

• 抄袭和欺骗政策与程序

• 对先前学习政策和程序的认可

• 学生行为守则和纪律政策与程序

• 学生成绩归档政策

• 学生支持政策及手续

• 学生安全和保障政策

• 学生选拔和招聘政策和程序

• 教学保障政策

• WBT政策及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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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RESSION OF INTEREST FORM 
PLEASE COMPLETE ALL SECTIONS IN BLOCK LETTERS 

 
Campus Location: Melbourne Hobart 

 

 

Family name:    
(as stated in your passport) 

Given name (s):    

Nationality: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Address in Your Home Country:    
 

    Country:     

Date of birth*:    
(dd/mm/yyyy) 

Country of birth:    

City of Birth: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Telephone: ( ) Mobile:    

Gender: Male Female 

First Language:    

Languages spoken at home:     
*Student must be at least 18 years of age at the time of arrival in Australia. 

Fax: ( ) E-mail:    
 

Mailing Address in Australia (if different) 

Street address:    

Suburb: State:  Postcode:    

Address in Australia (if known) 

Street Address:      

Suburb:    

State: Postcode:   

Telephone: (        )      

Telephone: (        )      

Mobile: Fax: (        )     

E-mail:    

Do you have any disabilities or medical conditions? Yes           No 

If 'Yes', please specify:    

Mobile: Fax: ( )       

E-mail:    
 

Will it impact your ability to study? Yes No 

 
Do you have a Unique Student Identifier Number? Yes, please specify 

 No If 'No', I will create myself (please visit www.usi.gov.au) I authorise RGIT to create on my behalf (please fill USI Consent Form) 
 

 

Passport number:     
 

Expiry date:    
(dd/mm/yyyy) 

Country of citizenship:    

Are you currently in Australia: Yes No 

If yes, state your visa type: 

Student, visa subclass:      

Other: Please specify:     

 
 
 
Spouse Visitor 

Do you have a valid Overseas Student Health Cover (OSHC)? Yes No    Have you applied for permanent residency in Australia:       Yes         No 
 

Please list the course/s you are applying for to study at RGIT Australia. 
 

CRICOS Code Name of the Course Course Duration Proposed Commencement Date 
(e.g. July 2019) 

    

    

    
  

 

☐  To get a job 

☐  To develop my existing business 

☐  To start my own business 

☐  To try for a different career 

☐  To get a better job or promotion 

☐  It was a requirement of my job 

☐  I wanted extra skills for my job 

☐  To get into another course of study 

☐  For personal interest or self-development 

☐  Other reasons 

 

Where did you hear about us? Website  Agents/ Seminars Advertisements Friends Other:    

My referring agent/ consultant is    

 

 

 

 
 

 

A PERSONAL DETAILS 

B PASSPORT AND VISA DETAILS 

C COURSE OF STUDY 

Agent Code/Stamp 

D REASON FOR CHOOSING THIS COURSE/S (please Tick one only) 



Page: 2 of 2 

Version: 8.6 Responsibility: Admissions and Administration Department Last Reviewed: January 2019 

Please tick () which of the following applies to you. Attach relevant evidences/ documentation to support your selections. 

English is my first language. English was the language of instruction in my secondary/tertiary studies. 
I have completed a recognised English language test.   Name of the test (e.g. IELTS, TOEFL):  Test score:    
I intend to complete an ELICOS course in Australia. Other (Please specify)  

Please make sure you refer to the specific entry requirements that apply to the course you are applying for. These requirements are detailed in the 
student prospectus. From 1 July 2018, students applying for HLT54115 Diploma of Nursing, would be required by the NMBA to provide a formal English 
language skills test when applying for registration and must provide a formal English language test result demonstrating achievement of the NMBA 
specified level of English language skills, prior to commencing the program (www.nursingmidwiferyboard.gov.au). 

Please provide details and documentation of your past education including the highest qualification reached or completed. 

Year Completed Name of School/Institution State/Country Name of Qualification Course Duration 

G EMPLOYMENT HISTORY 
Please provide details and documents of your relevant employment. Attach a separate page if necessary. 

Date Employed 
(e.g. Mar 13 – Feb 14) 

Name & Country of Employer 
(e.g. Sheraton Pty Ltd, Australia) 

Position Duties 

H REQUESTS AND PREFERENCES 
Do you want RGIT Australia to organise your accommodation? Yes No 

If yes, what type of accommodation do you need? Homestay Sharing with others Apartments, units and flats 

Would you like RGIT Australia to provide you an airport pick-up? Yes No 

Please indicate your preferred timetable choices for classes 
(This Time-table choice is not guaranteed. RGIT Australia will do their best to meet this request): 

Weekdays Weekends 

I MEDIA CONSENT 
From time to time, RGIT Australia staff may request to take photographs/videos or verbal/written interviews/testimonials of students at RGIT or at places where 
the student is involved in an activity. These creations may be used in a classroom or on-the-job work activities or could be published by RGIT in print, digital or 
broadcast media such as documents, student magazine, website, RGIT TV, newsletters, displays, journal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materials for trainers and 
marketing collateral. Staff may also at times request students provide any of the above of the students’ own creation for the same purposes. 

I do consent to RGIT Australia using any of the above materials involving me for the purposes outlined above. 

I do not consent to RGIT Australia using any of the above materials involving me for the purposes outlined above. 

I confirm that I have read and understood RGIT Australia’s current 
Student Prospectus or information provided on RGIT 
Australia website (www.rgit.edu.au) which details information 
about the ESOS framework, course entry requirements, English entry 
requirements, LLN requirements. I also understand fees payments and 
refund policy, including an explanation of what occurs, if for some 
unforeseen reason, the course is not delivered. 
I confirm that I am fully aware of the fees and refund policy, 
conditions of enrolment and privacy statement as set out in Privacy 
Policy and Procedure, available at www.rgit.edu.au/policies, which 
I agree to abide by as a student at RGIT Australia. 

I understand that I am not required to pay more than the initial tuition 
fee amount as stated on this offer letter (or 50% of the tuition fee) 
before the start of the course. 
However, I am also aware that I have a choice to pay more than 50% 
of the tuition fees or the full course fees upfront if I choose to do so. Any 
amount of fees paid before the start of the course will be reflected in 
my Confirmation of Enrolment (CoE). 
I declare that all information provided in this expression of 
interest is complete and correct. I understand that failure to 
provide correct information or documentation in relation to this 
expression of interest may result in cancellation of my enrolment. 

Signature of Student* Signature of Parent or Legal guardian* Date (dd/mm/yyyy) 

*Note: This expression of interest and declaration must be signed by a parent or legal guardian if the student is under 18 years of age at the time of expression of
interest. Student must be at least 18 years of age at the time of arrival in Australia. 

Street Address: 28-32 Elizabeth Street, Melbourne, VIC 3000, Australia 
Postal Address: GPO Box 5466 Melbourne VIC 3001 
Phone: +61 3 8639 9000 Fax: +61 3 8639 9001 
Email: admissions@rgit.edu.au Web: www.rgit.edu.au 

E 

 

ENGLISH LANGUAGE PROFICIENCY 

F EDUCATION HISTORY 

J STUDENT DECLARATION 

Office Use only 
Student File No. 

Offer Numb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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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ression of interest assessed by  : __________________ 

Please return this completed Expression of Interest Form to: 



Notes: 

Page: 2 of 2 

Version: 8.6 Responsibility: Admissions and Administration Department Last Reviewed: January 2019 

Please tick () which of the following applies to you. Attach relevant evidences/ documentation to support your selections. 

English is my first language. English was the language of instruction in my secondary/tertiary studies. 
I have completed a recognised English language test.   Name of the test (e.g. IELTS, TOEFL):  Test score:    
I intend to complete an ELICOS course in Australia. Other (Please specify)  

Please make sure you refer to the specific entry requirements that apply to the course you are applying for. These requirements are detailed in the 
student prospectus. From 1 July 2018, students applying for HLT54115 Diploma of Nursing, would be required by the NMBA to provide a formal English 
language skills test when applying for registration and must provide a formal English language test result demonstrating achievement of the NMBA 
specified level of English language skills, prior to commencing the program (www.nursingmidwiferyboard.gov.au). 

Please provide details and documentation of your past education including the highest qualification reached or completed. 

Year Completed Name of School/Institution State/Country Name of Qualification Course Duration 

G EMPLOYMENT HISTORY 
Please provide details and documents of your relevant employment. Attach a separate page if necessary. 

Date Employed 
(e.g. Mar 13 – Feb 14) 

Name & Country of Employer 
(e.g. Sheraton Pty Ltd, Australia) 

Position Duties 

H REQUESTS AND PREFERENCES 
Do you want RGIT Australia to organise your accommodation? Yes No 

If yes, what type of accommodation do you need? Homestay Sharing with others Apartments, units and flats 

Would you like RGIT Australia to provide you an airport pick-up? Yes No 

Please indicate your preferred timetable choices for classes 
(This Time-table choice is not guaranteed. RGIT Australia will do their best to meet this request): 

Weekdays Weekends 

I MEDIA CONSENT 
From time to time, RGIT Australia staff may request to take photographs/videos or verbal/written interviews/testimonials of students at RGIT or at places where 
the student is involved in an activity. These creations may be used in a classroom or on-the-job work activities or could be published by RGIT in print, digital or 
broadcast media such as documents, student magazine, website, RGIT TV, newsletters, displays, journal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materials for trainers and 
marketing collateral. Staff may also at times request students provide any of the above of the students’ own creation for the same purposes. 

I do consent to RGIT Australia using any of the above materials involving me for the purposes outlined above. 

I do not consent to RGIT Australia using any of the above materials involving me for the purposes outlined above. 

I confirm that I have read and understood RGIT Australia’s current 
Student Prospectus or information provided on RGIT 
Australia website (www.rgit.edu.au) which details information 
about the ESOS framework, course entry requirements, English entry 
requirements, LLN requirements. I also understand fees payments and 
refund policy, including an explanation of what occurs, if for some 
unforeseen reason, the course is not delivered. 
I confirm that I am fully aware of the fees and refund policy, 
conditions of enrolment and privacy statement as set out in Privacy 
Policy and Procedure, available at www.rgit.edu.au/policies, which 
I agree to abide by as a student at RGIT Australia. 

I understand that I am not required to pay more than the initial tuition 
fee amount as stated on this offer letter (or 50% of the tuition fee) 
before the start of the course. 
However, I am also aware that I have a choice to pay more than 50% 
of the tuition fees or the full course fees upfront if I choose to do so. Any 
amount of fees paid before the start of the course will be reflected in 
my Confirmation of Enrolment (CoE). 
I declare that all information provided in this expression of 
interest is complete and correct. I understand that failure to 
provide correct information or documentation in relation to this 
expression of interest may result in cancellation of my enrolment. 

Signature of Student* Signature of Parent or Legal guardian* Date (dd/mm/yyyy) 

*Note: This expression of interest and declaration must be signed by a parent or legal guardian if the student is under 18 years of age at the time of expression of
interest. Student must be at least 18 years of age at the time of arrival in Australia. 

Street Address: 28-32 Elizabeth Street, Melbourne, VIC 3000, Australia 
Postal Address: GPO Box 5466 Melbourne VIC 3001 
Phone: +61 3 8639 9000 Fax: +61 3 8639 9001 
Email: admissions@rgit.edu.au Web: www.rgit.edu.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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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pression of interest assessed by  : __________________ 

Please return this completed Expression of Interest Form to: 



Melbourne Campuses:
28-32 Elizabeth Street, Melbourne, VIC 3000, Australia
Phone: (+61 3) 8639 9000  |  Fax: (+61 3) 8639 9001
Email: admin@rgit.edu.au   
www.rgit.edu.au

43-45 Elizabeth Street, Melbourne, VIC 3000, Australia
Phone: (+61 3) 9662 8022  |  Fax: (+61 3) 8639 9001

Hobart Campus:
162 Macquarie Street, Hobart, TAS, 7000, Australia
Phone: (+61 3) 6217 9000
Email: adminhobart@rgit.edu.au 
www.rgithobart.edu.au

Postal Address:
GPO Box 5466, Melbourne, VIC 3001, Australia

Oakhill Education Group Australia Pty Ltd trading as Royal Gurkha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RGIT) Australia.
National Provider No. 22088 | ABN 68 127 999 160 | CRICOS Code 03002G

I N T E R N AT I O N A L  C O L L E G E

Oakhill Education Group 
Australia Pty Ltd. t/a

这是2020年国际学生招生简章的中文翻译，作为服务提供给有关各方。如果中文版中的任何文本与英文版信息不一致，

则以英文版为准。 

有关最新信息，请访问RGIT Australia的网站www.rgit.edu.au

This is a translation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 Prospectus 2020, which is provided as a service to interested parties. If any text in this translated 
publication is inconsistent with the English publication, the original publication in English shall govern. Please refer to RGIT Australia’s website at 
www.rgit.edu.au for the most up-to-date information. Thank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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