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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墨尔本 21天雅思强化培训项目

21天征服雅思 “听说读写”

一、墨尔本概况

墨尔本多年被评为“全球最宜居城市”，它位于澳大利亚素有“花园

之州”美誉的维多利亚州，其以多元文化，富有创意设计的建筑，多姿

多彩的各种社交活动，美食美酒而著称。除此之外，墨尔本还是世界

第二大的“学生城市”，充满着很多创意，有理想，有激情的学生，他们

都在热烈追求自己的梦想并积极为自己成功的未来描绘蓝图！

二、项目目的

该项目是为满足需要获得英语国家（澳大利亚、英国、美国、新西

兰等)高等教育课程英语入学资格而设立的学习培训及文化体验项

目。该项目通过 21天浸泡式雅思课程，实战听、说、读、写四大模块，

搭配丰富的游戏及当地体验，帮助学员短期内掌握最实用的英语语言

及多元文化特色，开阔视野，提升未来求学就业竞争力。

三、项目特色

 澳大利亚本地具备多年雅思应试及授课经验的导师授课及辅导，有

效了解雅思考试的要求 ，帮助设定个人目标并取得理想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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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天精品班，学习为辅，实战为主，2次全真模拟考试

 参与雅思考试背景中出现的丰富活动，瞬间征服听说读写障碍，提

高雅思关键分数

 在全球最适宜居住的城市感受人文、美景、美食，并领略大自然的

无穷魅力

 全渗透式语言学习环境提高听说能力，留学生活预先体验

 免费参加澳洲雅思考试，让不同的体验带来意外收获

 邀请来自顶尖学府的精英执教，直击中国学生最弱的地方，快速有

效的提高分数

四、师资力量

1.JohnGiatrakos资深讲师

JohnGiatrakos先生毕业于墨尔本大学，曾多年担任英国文化协

会（BritishCouncil）口语考官和剑桥大学 ESOL（EnglishforSpeakers

ofOtherLanguages）考试主管。现担任 GBCA雅思听力与口语讲师。

Giatrakos先生对于雅思考试的出题规律、听力和口语各题型的应试

技巧有着深入系统地研究。其轻松活跃的课堂氛围，技巧与实战并重

的授课方式，深入浅出地一一击破学生的薄弱环节，帮助学生快速提

高成绩。

2.KarriJoy资深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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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rri老师拥有多年的教学经验，擅长教授不同类型的学生英语语

言及沟通技能。她能够针对不同国家地区的学生在英语学习中存在的

弱点了如指掌，对症下药，在短期内快速有效地提升学生的英语综合

水平和应试能力，她曾培训出多名雅思 7-7.5分高分学员。Karri现担

任 GBCA雅思阅读和写作主讲，英语课程负责人和课程开发负责人。

其严谨细致的授课风格，注重启发和互动的教学方法，深受学生喜爱。

五、澳洲国际商学院介绍

澳洲国际商学院(简称“GBCA”)位于澳大利亚墨尔本的市中心，其

办学宗旨是“创新思维，关怀社会，环球智慧”，为了能培养出一批有创

造力，事事与社会紧密相接，有国际视野复合型人才，GBCA全心全意

提供最优质的教育给学生，对学生关怀备至。GBCA致力提高学生的

实际应用能力和技巧，不遗余力地完善学科及专业的建设，更好地帮

助学生进入职场，并让学生有足够的信心及能力达成他们的目标，迈

出成功的第一步。

GBCA非常注重校园环境的文化建设，为此特邀请墨尔本著名建

筑师设计策划，务求让学生有更好的学习体验，这对提高学生的学习

兴趣，增强老师与学生之间的互动发挥有很大的作用。GBCA交通方

便，门前便是电车站，属于电车免费的区域。周围高校林立，学术气氛

浓厚。现 GBCA已与多家企业机构签署 “实习基地协议”，并有针对

性地对学生提供就业指导和推荐面试机会。学生可在市中心参加各种

各样的社区活动，行业会议以及学术交流活动，这对增长他们的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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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野以及软技能有很大正面的作用。

六、项目费用

21天：32,000元/人

费用包含：

1.签证服务费及签证费 2.境外保险费 3.国际往返机票 4.接送机服

务 5.当地交通费 6.住宿费 7.课程费 8.材料费 9.景点第一道门票

10.导览费 11.行程项目费

费用不包含：

餐饮费及其他个人消费

七、课程安排（以三周为例，可根据要求作出修改）

课程安排

出团时间：2018年 8月

第一周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天

9.00am-10.00am 欢迎典礼 英语水平

测-阅读 &

写作

阅读 &

写作

阅读 &

写作

阅读 &

写作
墨尔本

市中心

文化艺

术之旅

墨尔本一日

游

(最美自然

风景-大洋

路)

10.00am-12.30p

m

阅读 &写

作

12.30pm-1.30

pm
午休 午休 午休 午休 午休

1.30pm -5.00

pm

听力 &口

语

英语水平

测-听力 &

口语

听力 &

口语

听力 &

口语

听力 &

口语

第二周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天

9.00am -12.30

pm

阅读 &写

作

阅读 &

写作

阅读 &

写作

模拟测试

–阅读 &

写作

阅读 &

写作

墨尔本

一日游

(亚拉河

谷农场)

自由活动

12.30pm -1.30 午休 午休 午休 午休 午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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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日程仅供参考，实际日程可能会根据天气及学校安排略有调整

部分景点介绍

 墨尔本大学

墨尔本大学始建于 1853年，是澳大利亚历史第二悠久的高等学

府，是八大名校的核心盟校成员，是国际著名研究型大学联盟组织环

太平洋大学联盟、亚太国际贸易教育暨研究联盟的成员大学之一。作

为南半球首屈一指的学术重镇，墨尔本大学在 2015年泰晤士高等教

育全球大学又一次在澳大利亚排名最高，并在全球两万余所大学中排

名第 43位。建校以来，墨尔本大学已经培养出 6名诺贝尔奖得主，其

学术能力可见一斑。

 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

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是澳大利亚历史最悠久的领军高等教育学

府之一，并因其毕业生就业率位居全澳榜首而闻名遐迩。RMIT为学生

提供创新性教育与国际认可的资格证明，同时与工业界保持着密切联

pm

1.30pm -5.00

pm

听力 &口

语

听力 &

口语

听力 &

口语

模拟测试

–听力 &

口语

听力 &

口语

第三周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天

9.00am -12.30

pm

阅读 &写

作

阅读 &

写作

阅读 &

写作

模拟测试

–阅读 &

写作

阅读 &

写作
参加雅

思官方

考试

（RMIT）

返回中国
12.30pm -1.30

pm
午休 午休 午休 午休 午休

1.30pm -4.00

pm 听力 &口

语

听力 &

口语

听力 &

口语

模拟测试

–听力 &

口语

听力 &

口语
4.00pm-5.0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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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不断地根据业界的需求定制、优化课程设置。

其课程的高度实用性吸引了大量的学生，因为这种学习模式使 RMIT

的学生有大量的机会在实践中学习，并且能很快适应各种工作环境，

毕业时成为优秀的职业人。RMIT建筑学院在 2014年名列全球十大建

筑学院， 另外其商学院的商科和管理课程在澳大利亚和东南亚都处

于领先地位。

 墨尔本大洋路

大洋路位于墨尔本的西部，是澳大利亚最著名的自驾车游缆路

线，也是众多旅行者来澳洲的必游之地，在这里能欣赏到全球最佳的

海岸风光，其中最著名的景点就是十二使徒门徒。并且被称为是世界

上最伟大的景观之一。

 维多利亚国际画廊

维多利亚国家美术馆拥有两个宏大的的展馆，两家展馆内的固定

藏品均可免费参观。这里简直就是国际艺术品的世界！展馆内陈列着

来自欧洲、亚洲、大洋洲和美洲的各种艺术品。自从维多利亚国家美

术馆于 1968年在圣科达路落成之后，馆内的藏品数量已经增加了一

倍，达到了目前的 7万多件。

 菲利普岛一日游

菲利普岛（PhillipIsland），俗称 “企鹅岛”自然保护区。在前往

菲利普岛的途中，将首先参观维多利亚洲东南部的巧克力工厂，亲身

体验制造巧克力的乐趣。然后前往野生动物园(MaruPark)观看袋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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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拉，塔斯马尼亚魔鬼等澳洲特有动物。最终抵达企鹅岛，在夜幕中

观察小企鹅归巢景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