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际学生 

到校前准备指南 

恭喜！ 

我们很高兴您选择在悉尼大学继续学业，悉尼大学属世界领先的高等教育机构。 

在您离家之前，需要做好一些重要安排、了解注意事项并作出相应计划。 

本手册介绍了一些注意事项，或许可以作为您抵达澳洲之前的准备清单。 

抵达澳大利亚之前遵循这些指引将在最大程度上帮助您顺利抵达，快速融入悉尼

大学。 

本手册中还包含悉尼生活信息，以及实用小贴士，帮助您在初到悉尼的头几周内

尽可能不遇到困难！相关信息包括澳洲法律、您的权利和责任、可以使用的服务、

交通信息及如何自我保护等。 

另请参阅我们的“到校后指南”，获取更多关于快速融入悉尼生活的更多信息。我

们会通过电子邮件发出国际学生到校信息介绍会（International Student Arrival 

Information）和其它迎新周（Welcome Week）以及为国际学生特设的信息介绍

会等，请密切关注。 

如有任何其它问题，请发送电子邮件至: international.support@sydney.edu.au 

您还可以在Facebook上加入悉尼大学国际学生社区：
facebook.com/Student.Transition 

您可能想查阅澳大利亚政府的国际学生网站：studyinaustralia.gov.au/global/live-

in-australia或新南威尔士州学习（Study NSW）网站：study.sydney 

继续阅读下列的小贴士，我们悉尼见！ 

学生过渡与保留（Student Transition & Retention，STAR） 

地址：Level 5, Jane Foss Russell Building G02 

The University of Sydney 

电子邮件： international.support@sydney.edu.au 

网站： sydney.edu.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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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达悉尼前的准备事项 
出行安排 

• 接受悉尼大学录取通知之后，请安排好机票和出行保险，确保护照和学生签证的

有效期能覆盖您留在澳大利亚的时间。

• 确保手提行李符合航空公司行李尺寸和重量要求。有些航空公司不允许在手提行

李中携带装有大于 100 毫升液体的瓶子、喷雾罐或尖锐物体。

• 整理一个文件夹，装好“入读许可文件原件”（可能需要查看）和其它重要文件

（护照、机票、出行保险和其它贵重物品），并将其放入手提行李中。务必多带

几张护照复印件。

• 查阅澳大利亚海关和进口要求，找出您不能携带或需要抵澳后在机场申报的任何

物品。非常重要的是，要在前往澳大利亚之前了解澳大利亚政府生物安全要求，

该链接涵盖了生物安全要求，列出了不能带到澳大利亚的物品，并提供了能够轻

松完成边境清关的小贴士。请务必了解相关要求，试图携带违禁物品将面临严格

处罚。

• 购买行李箱包挂锁和地址标签，并将其固定在行李上。

• 打包一些个人物品，例如照片和地址簿（其中包含家人、朋友及您国家驻澳大使

馆的联系方式）。

• 要了解如何从国际机场到达您在悉尼的住宿地点。到达悉尼后请前往迎宾台

（Welcome Desk）获取信息。

• 如果您在“欢迎周”前 4 周内抵达，您可能有资格享受免费机场班车服务。请查阅

我们的网站获取更多信息。在这个高峰期之外的其它时间里，悉尼机场还有多种

交通方式可供选择，包括火车和巴士（乘坐公共交通工具需要购买 Opal 交通

卡：opal.com.au ——查阅乘车路线：transportnsw.info）或达成出租车直接前往

目的地。务必调查清楚您的交通路线和费用 sydneyairport.com.au。
如果您在迎新周之前4星期内抵达澳大利亚，就可能有资格使用免费机场班车服务。请查
阅我们的网站了解更多详情。

• 您的银行账户中至少要有 1500 澳元可以在抵达悉尼后使用（外加约 300 澳元

现金）。大多数币种都可以在机场兑换，但您可以在抵达前就兑换好。包括出租

车在内的大多数商家都接受信用卡，但可能会收取附加费。

• 王牌小贴士：到达澳大利亚后 —— 过街前一定要先看右方来车、再看左方来

车。澳大利亚的交通可能与您在自己国家的习惯有所不同。

打包行李 

• 悉尼的天气有时较为极端，夏天可能非常炎热、干燥，冬天可能寒冷、潮湿且

风大。一定要带上适合各种天气的衣服，包括毛衣和外套。

• 悉尼各处都容易找到相对便宜的衣服、床上用品、文具和其它用品。不需要带

太多洗漱用品或其它可以到悉尼买的物品，这样会加重您的行李。

• 别忘了检查您航班的行李限重，以便不用因此而支付超重行李运输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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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费用 

• 一定要确保您可以承担悉尼的生活费用，这非常重要。请前往下列网站查询一般

开支费用估算（食、宿、交通）：sydney.edu.au/study/finances-fees-costs/living-

costs.html 

• 前往下列网站查询预算计划工具，帮助管理财务：www.moneysmart.gov.au/tools-

and-resources/calculators-and-apps/budget-planner 

住宿安排 

• 至少要安排一个临时住宿，地点可以在校内或校外——前往学生住宿服务网站

获取更多帮助：sydney.edu.au/current_students/accommodation  

查找包食宿或只包住宿的居住地点，或进入数据库寻找私人出租房。 

• 悉尼大学可以提供一系列的住宿选择，但往往很快就被订完 —— 一定要尽早提

交住宿申请。 

• 还有一些网站可以帮您找到私人出租房与合租房，例如：

flatmatefinders.com.au 或 flatmates.com.au 

• 购买电源转换插头，确保适用于您任何插头和澳大利亚电源插头不匹配的电器

设备。 

健康与药品 

• 要做体检和牙科检查，配备备用眼镜/隐形眼镜和处方药。如果可能的话，至少带

够一个月的药品。 

• 咨询您的医生，确保可以在澳大利亚获得您需要的药品。携带一封医生介绍函，

说明药品名称、用药的原因，以及您的病史。 

• 如果您患有持续或慢性疾病，请让您的医生出具介绍函，将您介绍给澳大利亚当

地医生。 

• 确保您已经打了应该打的全部疫苗，携带您的疫苗记录。 

• 确保安排了海外学生健康保险（Overseas Student Health Cover）。访问下列网

站获取相关信息：sydney.edu.au/study/finances-fees-costs/living-costs/health-insurance.html 

文件 
确保带上下列文件的翻译件（在可能的情况下）： 

• 有效护照、护照复印件若干、学生签证 

• 出行文件（行程单、机票、出行保险）及出行携带物品清单，以便自留查看及供

海关查看。 

• 悉尼大学发送给您的全部录取通知以及付款凭证。 

• 全部入读许可文件的原件（可能会要求提供）。 

• 身份证明，例如出生证明、驾照、国际驾照（如果需要）等文件的公证件。 

• 信用卡、旅行支票和银行账户记录。 

• 任何由先前的房东、雇主等撰写的推荐信，用于帮助获得住宿或工作（如果您的

签证允许工作）。 

• 如果您在澳大利亚期间需要接受专科护理或药物治疗，则需要携带医生介绍函，

并携带任何相关病史或需要在悉尼治疗的慢性疾病等信息。 

• 与您同行的家人也需要携带上述文件，包括任何学龄儿童的成绩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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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人陪同签证 

• 大多数学生签证允许您将家人作为陪同（subsequent entrants）带到澳大利亚。

请访问国内事务部（The Department of Home Affairs）网站获取关于家人签证

的信息：https://archive.homeaffairs.gov.au/trav/stud/brin 

• 咨询您的健康保险公司，了解您的家庭成员是否有保险，如果没有则请自行购

买保险。 

学校和儿童保育 

• 请访问新南威尔士州教育部网站获取澳大利亚学校、学费和儿童保育等信息：

dec.nsw.gov.au 

• 一些私立和公立学校可能会收取学费。更多详情请查询：

https://www.deinternational.nsw.edu.au/study-options/fees 

• 您还可以使用 MySchool 网站 myschool.edu.au 针对性搜索和比较澳大利亚小学

和中学。 

• Camperdown、Darlington 和 Cumberland 校区内或附近开设了 5 所儿童保育中

心，向 200 多名 0 至 5 岁的儿童提供服务。悉尼大学的儿童保育办公室可以向

您提供关于这些服务及其它协助的更多信息：sydney.edu.au/stuserv/child_care 

了解您在澳大利亚的权利 

• 澳大利亚有许多法律可以保护您且保证您的安全，这些法律可能与您国家的法

律不同，该等法律包括： 

• 作为消费者的权利：无论您是购买汽车还是签订手机合同，您都有消费者

权利，详情请阅读：accc.gov.au/consumers/consumer-rights-guarantees 

• 如果你计划要在澳大利亚工作，您有权先享受最低工资、工作条件和工作

待遇等相关权利。了解您的工作权利请阅读：fairwork.gov.au 

• 如果您在澳大利亚出租房产，您有权利和责任。详情请阅读：

tenants.org.au/resources/all 

• 作为一名国际留学生，您可以使用政府的许多服务。致电“Services NSW”

获取关于申请驾照、开通 eToll 过路费电子账户或申请税号等信息，请拨打

13 77 88；或访问网站：service.nsw.gov.au/transaction/support-

international-students 

• 您有权在澳大利亚随时感到安全。请了解澳大利亚的紧急电话号码。拨打

000 接通警察、消防局或救护车。 

• 您作为国际学生可以通过本科学生代表委员会（SRC）和悉尼大学研究生

代表委员会（SUPRA）获得免费法律服务。详细联系方式请查阅悉尼大学

网站：sydney.edu.au 

• 悉尼大学提供一系列免费服务，包括心理咨询和心理服务、职业服务、残

疾服务、健康服务、多种信仰牧师服务和学术服务。更多详情请查阅：

sydney.edu.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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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入读准备 
入学注册 

• 悉尼大学大多数课程都可以在线注册，根据您的行程日期，您可以在抵达澳

大利亚之前完成注册。请访问悉尼大学入学注册网页了解注册方法：

sydney.edu.au/current_students/enrolment/index.shtml

• 您可以在悉尼大学网站上查阅每个学位课程的学习单元。请在网站上搜索您的

录取课程，获取学院信息手册（Faculty handbook）：

http://sydney.edu.au/study/find-a-course.html

• 熟悉您的学院。查阅学院网站，了解注册、入学介绍日和学习等关键日期：

sydney.edu.au/about/faculties_schools.shtml

• 一旦接受了录取通知，就会收到 Unikey 大学系统登录号和悉尼大学（机构域名）

电子邮件。请定期查看该电子邮件，了解有关参加入学介绍日和过渡活动的邀请

函，特别是关于国际学生的该等活动，帮助你快速在悉尼安顿下来。

• 您将需要使用您的学生卡到图书馆借阅书籍、使用打印机及进入一些大楼。您接

受录取通知之后，请尽快上传照片，以便为您准备好学生卡：

sydney.edu.au/study/student-administration/student-cards.html

奖学金 

• 悉尼大学向国际学生提供多种奖学金，还有一些奖学金是由政府和若干行业

资助。由于奖学金种类多，相应的资格要求也就不同。申请奖学金之前请详

细阅读申请条件。请访问奖学金网站获取关于奖学金和申请的更多信息：

sydney.edu.au/scholarships/prospective/international_students.shtml

• 另一种选择是通过澳大利亚政府“澳大利亚奖学金”（Australia Award）计划提供的奖

学金。请访问奖学金网站获取关于奖学金和申请的更多信息：sydney.edu.au/

future-students/international/undergraduate/australia-awards-scholarship

• 别忘了探索在您祖国的奖学金机会。

迎新周 

• 迎新周是每学期开始之前非常重要的一段时间，您可以找到关于开始上大学的所

有信息，以便尽可能地做好准备。请参加国际学生到校介绍会（International

Arrival Sessions），了解大学内的学生服务和支持、如何保护自身安全，了解更

多有关公共交通和悉尼的一些好地方，参加校园导览以熟悉校园。您还应该参加

您学院的迎新会和网站上及“迎新周”APP 上显示的其它您感兴趣的活动。

• 请随时查询您的悉尼大学机构域名电子邮件，获取更多信息、接收活动邀

请函。

• 迎新汇（Welcome Festival）是由悉尼大学联盟主办，属于大学入学信息介

绍期内的社交活动。您可以结交朋友、加入俱乐部和社团、了解如何参与

大学生活的各个方面。请查阅大学网站了解更多详情。

我们期待在悉尼与您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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