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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讯

去澳洲读本科 两种途径值得选

□

信息时报记者 徐珊珊

离 6 月的国内高考仅剩下三

个月左右的时间，高三学生都在为

即将到来的高考紧锣密鼓地做最

后的冲刺。 如今，高中生的升学路

线出现了很多可能性，高考不再是

上大学的“独木桥”，出国留学也成

了主流选择之一。 澳洲作为留学热

门目的地， 除了直接申请海外大

学， 高中生还可以通过读预科、快

捷课程等方式入读海外本科。

预科语言要求低 课程选择灵活

虽然目前澳洲众多院校已承

认中国高考成绩，但部分高中毕业

生

（成绩优秀者除外 ）

由于语言达

不到授课的要求，或专业背景达不

到澳洲大学的要求，往往不能直接

申请澳洲的大学本科，因此预科成

了他们入读澳洲大学本科的直接

途径。 预科作为一个过渡课程，能

让学生能够快速的提高英语表达

沟通的能力，比较适合在国内的高

中毕业生、高三在读生以及结束高

二学年的学生。

据悉，预科课程对申请人的语

言要求比较低，澳大利亚大学本科

一般要求雅思 6.0～6.5 分， 但预科

只要求 5.5～6.0 分。 此外，预科课程

选择非常灵活，一般而言，数学和

英语是必修课，而选修课程非常丰

富，学生可以根据将来要读的本科

专业进行选择。 但由于预科课程的

种类非常多，而每种预科的课程范

围和特点不同， 因此在选择的时

候，学生务必了解清楚所申请的预

科可以对接哪些大学和哪些本科

专业、预科的升学率如何。 这样才

更有把握在完成预科的学习后，顺

利升入大学本科。

值得一提的是， 通常情况下，

预科是与该高校本科课程衔接，但

是澳洲有很多大学间有互相认同

预科的情况，因此预科毕业想要更

换大学的同学还可以根据具体大

学的情况来申请。

快捷文凭课程可节省成本

为了适应国际化的需要，澳大

利亚政府开设了一种新型的教育

形式———快捷文凭课程，也称作大

学证书课程。 这种课程得到澳洲境

内 40 所大学和英联邦国家高校的

承认。 它由澳洲教育部发起，教学

质量和教学计划的执行收到澳洲

高等教育评估委员会的监督。 快捷

文凭课程一般由大学讲师在大学

内开课，包括了专门的英语课程和

专业基础课程，比普通大一课程更

切合国际留学生的需要。 快捷文凭

课程适合正在读高三或者高三毕

业，平均成绩 80 分以上的学生。

据悉，快捷课程以小班的授课

形式，学生在课堂上能受到更多关

注，增加互动，学习收获更大。 在快

捷文凭课程中，学生不仅学习预科

基础知识，还要学习部分大一的专

业课程， 可以在 8 到 12 个月的学

习后， 直接进入本科二年级学习

（个别专业除外 ）

。 相对于预科学

校，要减少了一年的时间。 这就节

省了大量时间、精力和资金等留学

成本。 澳洲优秀的大学入学条件都

比较高，而学习快捷课程就相对低

一些。 如果申请人的雅思成绩不

高， 快捷课程还设置了 5 到 10 周

的语言学习课程。 需

要注意的是，不是所

有澳洲高校都

开设这个课程，

并且法律和医

学相关专业不

提供此课程。

5G 时代来临，作为相

关专业———通信工程成为

不少学生的心仪专业。 通

信工程是信息科学技术发

展迅速并极具活力的一个

领域， 是电子工程的一个

重要分支。 由于通信产业

在全球的高速及持续发

展， 该专业在国外也是最

热门的专业之一。 留学专

家建议， 有意选择深造通

信工程专业的学生， 不妨

首选以下海外院校。

英国

作为工业与科技强国，

英国大学在传媒与通信领

域先后创造了无数研究硕

果。 而通信工程作为一门接触面广，交叉

学科较多，具有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的典

型科目， 去英国大学深造通信工程领域，

是许多留学生的梦想，部分院校更是其中

的佼佼者。

南安普顿大学：

其工程学院在全英所

有与工程研究有关的大学中排名第一，是

英国唯一一所大学达到学术教育研究最高等

级 5星级的认定。 在最新的学术教育研究排

名中显示，电子与计算机科学学院(ECS)在

全英国高校中排名第一，全球排名第五。

帝国理工学院

(IC)

：

研究水平被公认

为英国三甲之列，以工程、医科专业著名。

其工程学院是欧洲第一所工程研究机构，

也是目前英国最大的工程学院，拥有高端

的试验室设备和顶尖的研发技术。 IC 工

科专业非常齐全，在多数工科的专业排名

前十中都有 IC，课程的含金量非常高。

伦敦大学学院

(UCL)

：

ULC 是继牛

津、 剑桥之后英格兰第三古老的大学，综

合性大学， 其电子工程学院历史悠久，设

备一流。 学院和 IC 合资创建了伦敦纳米

中心。 课程非常实用，而且学校和工业公

司有着广泛的合作，为学生提供广泛的研

究机会和实习机会。

美国

美国通信工程研究生

是留学申请的热门，通信工

程专业是信息科学技术发

展迅速并极具活力的一个

领域，尤其是数字移动通信、光纤通信、网

络通信，使人们在传递信息和获得信息方

面达到了前所未有的便捷程度。部分开设

通讯工程专业的美国高校实力在全球名

列前茅。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加州大学伯克

利分校的最新一期的通信工程专业大学

排行榜上与麻省理工学院、斯坦福大学并

列排在第一位。大学下的通信工程中的方

向主要有通信网络、 现代通信智能系统、

数据库管理系统、人机交互、整合电路、操

作系统与网络、物理电子学、编程系统、科

学计算、安全性能、信号处理等。

密歇根大学：

密歇根大学被称为美国

的“学术重镇”，以研究著称，校内拥有全

美最高的研究预算、浓厚的学术气氛以及

优良的师资。在美国的 STEM 领域(

科学、

技术 、工程 、数学

)，密歇根大学有足够的

发言权，而其下的通信工程自然也属全美

顶尖。

卡内基梅隆大学：

一所顶级的私立全

球研究型大学，位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

匹兹堡市。该校拥有全美顶级的计算机学

院，计算机、机器人科学、理学、美术及工

业管理都是举世公认的一流专业。该大学

也被称为是学习机器人、人工智能和网络

安全等专业的最理想之地。

信息时报记者 徐珊珊

真光教育集团

首届艺术展演 “搬

进”中山纪念堂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徐珊珊）

3 月 9 日晚， 广州市真光中学在

中山纪念堂召开“真光爱·艺起

来” 首届真光教育集团艺术展演

活动。 当晚，除学校校本部、汾水

校区、岭南湾畔校区、芳村花园校

区、真光实验学校、真光中英文小

学以及教育集团成员校等近

3000 名师生代表济济一堂外，活

动还进行了全球网络同步直播，

让海内外校友一起欣赏这场艺术

盛宴。

晚上 7 点整， 艺术节正式开

始，由 91 届黄婉菁校友监制拍摄

的“真光爱·艺起来”开场视频，穿

插真光中英文小学管乐队的表演

让全场气氛活跃起来。 紧接着的

“真”“光”“爱” 艺术展演篇章，各

校区的年级节目以及社团精彩表

演让人目不暇接。节目的最后，校

长陈秋兰、 书记李延彬等学校领

导班子还一起与合唱团合唱《真

光版成都》，真正体现了“真光爱·

艺起来”。

值得一提的是， 此次艺术展

演还着重展示真光“爱”的文化以

及和真光校训“尔乃世之光”的文

化内涵。 活动现场，黄婉菁捐赠 5

万元设立真光“日

晞

”艺术基金，

并监制开场视频； 支教贵州的教

师叶炳健从贵州毕节赶回来参加

访谈，并带来贵州支教的消息，呼

吁捐赠支援贫困学生， 让真光之

爱传播四方。

艺术素质教育对于促进学生

全面发展具有不可代替的作用，

对于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

科学文化素质、 身心健康素质和

劳动技能素质都具有深远意义。

真光中学相关负责人表示， 期望

通过这次的艺术展演， 深切推动

真光各校区艺术教育的内涵式发

展，发挥美育的功能，培养真光学

子的综合素质和能力。

5G时代来临，哪些海外院校通信工程专业吃香？

艺术展演现场。 学校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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