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澳⼤大利亚欢迎您 

 

l   澳⼤大利亚是世界面积第六⼤大的国家，也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国⼟土覆盖整个⼤大

陆的国家。这里是被⼤大洋包围的⼀一块⼤大陆，⼤大陆东侧是太平洋，西侧是印

度洋。澳洲与西北⽅方的印尼和东南⽅方的新西兰隔海相望。澳洲物产丰富，

被称为“骑在⽺羊背上的国家”、“坐在矿车上的国家”和“⼿手持麦穗的国家”。 

l   澳⼤大利亚的国⼟土面积与美国本⼟土相似，但⼈人⼝口还没有北京市的⼈人⼝口多，只

有 2400 万。澳洲的⼈人⼝口主要集中在东南沿海的⼤大城市，悉尼、墨尔本和布

里斯班三座城市就占据了全国⼈人⼝口的⼀一半。 



l   作为世界上经济最发达的国家之⼀一，宜居、现代化、环境优美是澳洲城市

的标签。阳光沙滩、慢节奏的⽣生活、⼲干净的街道与花园般的城市不仅吸引

了络绎不绝的观光客，更吸引着来自全世界的新移民来此定居，因此在澳

洲可以领略多元的⽂文化，品尝世界各国的美食。 

l   澳洲有着优美的自然风光和珍稀动植物资源；袋鼠、考拉、鸭嘴兽、塔斯

马尼亚恶魔又是唯独在澳⼤大利亚才看得到的珍奇动物。

  

 



 

 

 

 

 

 

 

 

           

 

 

 

 

 

 



澳洲微留学简介 
⼀一， 项目综述 

 为全面推进和实施⼤大学联盟个性化,⾼高端化,国际化战略,⼤大⼒力开拓学⽣生国际化视

野 ,亲身体验西⽅方⾼高等教育⽅方式,北⽅方国际⼤大学联盟自2018年起设立了澳⼤大利亚

海外办公室,并与澳⼤大利亚多所⼤大学合作, 特设立为期两周的“微留学”体验项

目。澳洲微留学设立为“悉尼－墨尔本”两站式实践体验，从美轮美奂的自然环

境到车⽔水马龙的世界⼤大都市，通过深⼊入探访世界顶尖名校和⼀一周的⼤大学专题课

堂，亲身体验传统英式教育的特⾊色和中西⽂文化的差异；通过‘侏罗纪时代’遗留的

⼤大陆风貌与国际化的世界级⾦金融中⼼心－悉尼的融合，感受古老与现代的碰撞；

通过20世纪最伟⼤大建筑之⼀一“悉尼歌剧院”和博物艺术馆的⽆无价作品们，了解世

界多元⽂文化与历史，开拓眼界，提⾼高社会认识。实践出真知，澳洲微留学在真

实的留学体验基础上，打破盲目跟从的“出国”误区，培养学⽣生从团队实践中获

得独立思考，学习和⽣生活的能⼒力；引导学⽣生从实际出发，结合国外所学所感，

作出适合个⼈人发展的未来留学规划，从⽽而成为满⾜足新时代需要的个性化，创新

化和国际化的优秀⼈人才。 

⼆二， 项目优势 

Ø   海外课堂－小班教学：为期⼀一周的专题海外课堂根据学⽣生⼈人数和英语

评级，分为⼏几个小班，设计个性化专题课程，平均每班配备2个老

师，保证学⽣生们⾜足够的教学资源，得到老师⼀一对⼀一的辅导。通过课堂

教授，课题研讨和小组实践相结合的模式，课堂全英语教学，培养学



⽣生自主思考与学习能⼒力，提升团队协作与领导⼒力，以确保整个课程完

成后，学⽣生的⽂文化知识和英语⽔水平都得到⼀一定的提⾼高。 

Ø   优异结业－证书傍身：顺利完成⼤大学课程，学⽣生可获得官⽅方认证的结

业证书，届时将由学校分学院领导颁发。其中，优异毕业⽣生，有望获

得学校出具的优异毕业奖状，或学院校长推荐信，都将是继续申请海

外硕⼠士和未来求职的有利砝码。 

Ø   名⼈人名校－耳濡目染：校友带你深度探访，出过7位澳⼤大利亚总理的

“南半球的⽜牛津“－悉尼⼤大学；世界排名前30的“名⼈人墨尔本⼤大学”；“南

半球硅⾕谷”－莫那什⼤大学。聆听校友分享学习⽅方法与留学⽣生活，交流

经验与⼼心得，激发学⽣生海外求学的激情的同时，建立校友交际⽹网，成

为日后留学⽣生活的有效助⼒力和坚实后盾。 

Ø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古⼈人云：‘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古⼈人又

云：‘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跨越太平洋，从‘经济首都’－悉尼到

‘⽂文化首都’－墨尔本，从⾼高度发达的现代⽂文明到历史遗产，亲密接触

‘侏罗纪时代’遗留的动植物；从实践中获得真知，看过世界⽽而后树立

正确的世界观；较之于书本，更可贵的是开阔的眼界和⾛走过的路。 

 

 

 



三， 合作院校介绍 

1，   澳⼤大利亚西悉尼⼤大学（Western Sydney University） 

  西悉尼⼤大学简称 WSU，位于澳⼤大利亚的新南威尔⼠士州悉尼市。成立于 1989

年，是澳⼤大利亚首家联合市⼤大学，拥有全澳最⼤大的学校⽹网络。在全世界所有⼤大

学中，西悉尼⼤大学属于最优秀的 2%之列；在以科研为先导、以学⽣生为中⼼心的

教学⽅方式⽅方面国际声望不断增长。 

   西悉尼⼤大学分别在 20 多个国家与超过 50 所⼤大学和⾼高等教育机构有合作关

系。在新加坡、印度、马来西亚、中国、中国台湾和香港均有海外课程和学历

提供。西悉尼⼤大学有着来自世界 70 多个国家的 3000 多名留学⽣生，攻读西悉尼

⼤大学的本科、研究⽣生、英⽂文以及⽂文凭课程。 

   西悉尼⼤大学是⼀一所综合性⼤大学，设有 20 多个学院，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其

⼈人⽂文学院，以及其所提供⼀一系列关于翻译专业。西悉尼⼤大学早在 1984 年就开设

了翻译与⼝口译学位课程，该课程是全澳洲唯⼀一⼀一个被 NAATI 认证超过 20 年的

学位课程。所有授课老师皆为⾏行业资深从业⼈人员或者该领域研究领头⼈人。 

   西悉尼⼤大学还被称为“南半球最⼤大的护⼠士培训学校”。其教育和护⼠士专业也最

为出名，幼⼉儿教育在教育⾏行业享有很⾼高的声誉。 

 

2，   麦考瑞⼤大学（Macquarie University） 

	 麦考瑞⼤大学坐落于澳洲最⼤大⾼高新科技中⼼心－麦考瑞科技园区；学术⼝口碑仅次

于‘澳洲⼋八⼤大’，麦考瑞⼤大学商学院是澳洲顶尖商学院之⼀一，其⼯工商管理相关课

程处于全球领先地位，其商学院被《世界经理⼈人⽂文摘》评为全球最佳商学院之

⼀一。此外，在《亚洲企业》杂志 2000 年的亚洲排名中，该研究院名列第⼋八。



同时，它还被《伦敦⾦金融时报》评为全球最顶尖的 40 ⼤大商学院之⼀一。商科优

秀专业包括：应用⾦金融，精算，会计，⼯工商管理，国际贸易等。 

 

 

四，澳⼤大利亚悉尼基地介绍 

  基地坐落于澳洲的经济中⼼心——悉尼，2018 年正式成立，为北⽅方⼤大学联盟的

的师⽣生们开拓了海外交流，留学深造和多元⽂文化实践的新⼤大陆。主要业务包括

短期海外实践－微留学项目，与澳洲⾼高等院校合作，为我们的学⽣生提供本科升

硕的机会，整合海外校友资源，开拓海外⾼高校与国内⾼高校的双向学习交流。 

 

 

五， 基地导师介绍 

麦奇导师（Maggie）：本科毕业于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传媒专业，主修⼤大众

传播和新媒体，研究⽣生毕业于悉尼⼤大学会计硕⼠士专业，曾担任学校悉尼华⼈人社

团项目负责⼈人。现已移民澳洲，多年的海外留学经历使其对于西⽅方教育体制和

教学模式有着深刻的认识和了解，对于当地的社会⼈人⽂文及习俗都非常熟悉。作

为团队导师，她不仅可以⾔言传身教，更能全面的辅导学⽣生海外求学所需的各种

知识技能。 

易老师（Alex）：本科毕业于复旦⼤大学，研究⽣生毕业于悉尼⼤大学⼯工程科技专

业，从本科到研究⽣生，曾获得不少国家级专利和国际设计奖项，同时也是复旦

⼤大学学⽣生会主席，还担任过中国青年学者夏令营导师。易老师是⼀一位学术造诣

很⾼高且学历和实践经验都很丰富的导师。 



六，项目特⾊色  

1，   开拓国际化视野: 让北⽅方国际⼤大学联盟所属院校的学⽣生们体验纯西⽅方式

教育, 从海外⽣生活和西⽅方教学模式中扩展学⽣生们的视野，树立更多元的

世界观和价值观；从⽽而使学⽣生对中西⽅方教育，以及自身的未来规划有更

确切的认识。 

2，   开展多元⽂文化学习模式: 通过实地考察、澳洲⼤大学的亲身学习,深度体验

澳⼤大利亚的⼈人⽂文特⾊色，感受地球最古老⼤大地的奇妙景观，从实践中收获

真知，亦培养学⽣生独立自主的学习能⼒力。 

3，   培养创新应用型⼈人才: 通过与教育专家、社会精英面对面交流, 了解应用

型⼈人才的培养模式，使学⽣生开拓思维，发展成为全面型⼈人才，提⾼高学⽣生

的社会适应能⼒力, 为今后就业创业奠基。 

4，   实现海内外学分对接:青年领袖训练营项目作为课堂学习的⼀一部分,学⽣生在

提升综 合能⼒力和素质的同时,其修得的学分将纳⼊入⼈人才培养⽅方案规定的

素质教育学分。 

 

 

 

 



七. 项目开展⽅方式  

1. 海外对接学校: 西悉尼⼤大学 

2，课程时长：5天 

2. 海外实践城市：悉尼，墨尔本 

3. 管理制度: 海外导师+国内带队老师 

4. 项目时长: 14 天 /13 晚 

5. 考核⽅方式: 由带队老师、海外基地导师、国内所在学校三⽅方综合评定⽽而成。 

 6. 考核项目包括: ⾏行前培训;出勤;作业完成度; 上课态度 /纪律; 活动参与度; 

团队特殊贡献等 注:考核通过后,其学分将纳⼊入⼈人才培养⽅方案规定的素质教育学

分(或通识选修课学分)  

 

 

 

 

 

 

 



表格1，项目总揽 

项目名称 课时时长 项目简介 

西悉尼⼤大学－

北⽅方⼤大学联盟

专题课程 

20小时 开学典礼（2小时）；澳洲历史⽂文化（5小

时）；澳洲艺术和设计（2小时）；沟通交流

基础技能学习（2小时）；国际管理能⼒力与词

汇（2小时）；谈判技巧中的语⾔言运用（2小

时）；商务礼仪（2小时），⾼高效商业交流课

程（1.5小时）；毕业演讲及结业典礼（1.5小

时） 

移动课堂 15小时 该课程由各团的海外基地导师负责,每天利用⼤大

巴车上的时间,结合自身的学习⽣生活体验来跟同

学分享澳⼤大利亚的历史⽂文化；同时有专业导游

为学⽣生们对所到参观地做详细的解说和介绍。 

实地考察课程 15小时 悉尼及墨尔本市中⼼心商务区考察(3 小时);新南

威尔⼠士洲和维多利亚洲艺术馆，博物馆考察(3 

小时);悉尼2000年奥运会奥运村考察(3 小时); 

悉尼野⽣生动物园珍稀动物课堂。 

户外/⽂文化 体

验课程 

30小时 项目包括:  

1.   顶级学府探访： 



通过参观澳洲百年名校悉尼⼤大学，新南威尔⼠士

⼤大学，墨尔本⼤大学等,了解全球顶尖排名⾼高校的

历史和⽂文化、教学模式和校园体验,感受西⽅方世

界名校的校园⽣生活及学习氛围,帮助今后有出国

深造计划的同学明确升学⽅方向,树立学习目标。  

2.   名城探索： 

畅游悉尼及墨尔本两⼤大中⼼心城市,游览地标性景

点,感受澳⼤大利亚的古老与时尚相结合的风俗和

⼈人⽂文魅⼒力；了解天主教⼤大教堂的威严魅⼒力；去

乔布斯纪录在苹果系统里的悉尼之眼“邦迪海

滩”；零距离接触浩瀚太平洋；亲眼看看侏罗纪

时代留下来的动植物。  

3.   西⽅方节日体验： 

根据项目开展的不同季节,节日等因素,制定多元

化⾏行程,最⼤大可能的展现澳⼤大利亚在每个时节的

独特魅⼒力。比如春夏体验满城蓝花烂漫，⼤大型

游园复活节和独特的夏季圣诞节;秋冬参观悉尼

缤纷灯光节，体验西⽅方万圣节。 

注:该项目学时解析仅为参考,请以实际学习内容为准。 

 



表格2，西悉尼⼤大学专题课程介绍 

授

课

形

式 

12-16⼈人小班现场教学，保证每位同学的教学资源。历史填空，小组比

拼，快速抢答等丰富的授课模式让学⽣生不仅获得⽂文化知识，更使其英⽂文

⽔水平明显提升。 

授

课

教

师 

西悉尼⼤大学语⾔言中⼼心校长及资深讲师 

课

程

内

容  

 

以澳洲历史⽂文化，商业管理和领导⼒力，英⽂文运用及技能为基础的教学⼤大

纲，根据学⽣生的实际语⾔言⽔水平设定具体教学内容，保证学⽣生能从全英⽂文

的教学中，听懂并且自主开⼝口英⽂文对答。 



课

程

表

模

版 

 

结

业

考

核

⽅方

式 

上课表现； 

小组讨论及作业； 

结业汇报演讲； 

 

  

 

 

 

 



⼋八，项目收获  

1. 名校结业，证书奖状: 顺利完成学习项目后,西悉尼⼤大学会为每⼀一位同学颁发

官⽅方的结业证书,并举办正式的结业典礼。名校游学体验证书将为今后的求职和

深造奠定良好基础,增加今后留学申请竞争⼒力。  

2. 国际⼈人脉，国际资源: 通过与名校留学⽣生面对面的交流与接触,了解真实留学

感受和海外⽣生活经历, 收获宝贵的升学留学经验。结实名校老师和领导，取得

海外老师指导机会，为以后的留学深造建立基础。  

3. 自主学习，地道英语: 小班式全英⽂文教学，根据同学们的英语基础⽔水平设置

授课内容，多元化的授课⽅方式鼓励和激发学⽣生的听说能⼒力，使学⽣生在了解澳洲

⽂文化历史和学习知识技能的同时迅速提升英语⽔水平。  

4. 团队意识，⼈人才个性: 小组化学习和⽣生活，培养学⽣生团队精神，协同作业，

促进领导⼒力及⼈人际沟通能⼒力的提升。  

5. 实地考察，深度体验: 通过对著名学府实地考察, 对西⽅方教育模式和教学⽅方

式的深刻体会, 激发学习潜⼒力, 树立海外留学的信⼼心，明确今后深造⽅方向。  

6. 国际思维，价值提升: 通过学习和体验澳洲的⽣生活必备知识、技能和西⽅方价

值观，对比中西⽂文化差异，辩证地看待西⽅方⽂文化, 汲取精华，求同存异，从⽽而

树立和完善自我的世界观，价值观。 

 

 



九，学校课程实况展示 

（图为西悉尼⼤大学帕拉马塔主校区） 

（全体师⽣生结业留念） 



（图为微留学课程教学材料） 

 

（图为学⽣生小组作业演讲） 



 

（图为老师⼀一对⼀一辅导） 

 



                     

（图为最受欢迎教师及他的小明星助教mona） 



 

（图为丰富的课间早茶） 



 

（图为微留学课程西悉尼⼤大学负责⼈人Fiona接受学⽣生采访） 

（学⽣生进⾏行汇报演讲） 

 



 

 

 

 



（同学在⽕火车上背诵演讲稿） 

 

（演讲评分表） 



 

（结业报告及颁发结业证书） 



 
（小组分组学校内实践活动） 

 

（与外国学⽣生交流） 



 

 

（墨尔本⼤大学留念） 

 



⼗十，澳⼤大利亚微留学⾏行程表预览 

 

 Day1 Day2 Day3 Day4 

上午 北京国际机场

出发赴澳 

抵达悉尼 西悉尼⼤大学开

学典礼 

澳洲艺术与设

计课程 

下午 情⼈人港／奥林

匹克公园 

澳洲历史⽂文化

课程 

澳洲节日与⼟土

著⽂文化 

 Day5 Day6 Day7 Day8 

上午 基础邮件格式

与交流课程 

谈判礼仪与技

巧课程 

跨⽂文化管理课

程 

皇家植物园／

海港⼤大桥 

下午 国际管理课程 商务技巧与管

理课程 

结业汇报及结

业证书 

悉尼歌剧院／

岩⽯石区／DFS

免税商场 

 Day9 Day10 Day11 Day12 

上午 新南威尔⼠士⼤大

学参观 

悉尼野⽣生动物

园及珍惜动物

讲解体验课程 

悉尼市中⼼心／

新洲艺术馆 

弗林德斯中央

车站／联邦⼴广

场 

下午 悉尼⼤大学参观 邦迪海滩 

 

维多利亚⼥女王

⼤大厦／悉尼塔 

 

亚拉河／涂鸦

巷／咖啡厅／

st.patric ⼤大教

堂 飞往墨尔本 



 Day 13 Day14 Day15  

上午 墨尔本⼤大学参

观 

维多利亚州立

艺术馆／墨尔

本市区 

乘机回北京  

下午 彩虹小屋和布

莱顿海滩 

维多利亚图书

馆／柯林斯⼤大

街／库克船长

的小屋和公园 

备注: 此模板为行程参考模板,具体课程及活动安排请以各团实际行程为准。 

 

 

 

 

 

 

 

 

 

 

 

 

 

 



⼗十⼀一：微留学⾏行程实况分享： 

第⼀一站——悉尼 

  悉尼（Sydney）是新南威尔⼠士州的首府，是澳⼤大利亚东南部城市，也是澳⼤大

利亚第⼀一⼤大城市，面积为2400平⽅方公里，位于杰克逊湾的低丘之上，是用当时

英国内务⼤大臣悉尼⼦子爵的名字命名的。悉尼已成为澳⼤大利亚最繁华的现代化、

国际化城市，全国的经济中⼼心，有“南半球纽约”之称。 

 



 

 

世界伟⼤大建筑：悉尼歌剧院 

  悉尼歌剧院（Sydney Opera House）是 20 世纪最杰出最具特⾊色的建筑之⼀一，

位于悉尼市区北部，是⼀一座贝壳形屋顶下⽅方是结合剧院和厅室的⽔水上综合建

筑。由丹麦建筑师约恩乌松（Jorn Utzon）设计，是悉尼市著名的地标建筑。物

歌剧院内部建筑结构则是仿效玛雅⽂文化和阿兹特克神庙。该建筑 1959 年 3 月开

始动⼯工，于 1973 年 10 月 20 日正式竣⼯工，耗时 14 年。 



 

环绕环形码头，可以体验到歌剧院各种各样的魅⼒力，歌剧院每周举办超过 40 场

演出，能在这里举办演出的都是重量级艺术家，有幸能看⼀一场演出，必将会是

难忘的体验。 

 

（图为歌剧院主厅交响乐演出） 



  在这里，⼀一定要去可以远眺海景的 bennelong 餐厅，这家餐厅可是《美食旅

⾏行家》（Gourmet Traveller）美食评论家 Pat Nourse 推荐的不能错过的澳⼤大利

亚九⼤大餐饮体验之⼀一。 

 

（图为 bennelong 餐厅） 

20世纪杰出⼯工程巨作：海港⼤大桥 

   1932年竣⼯工的悉尼海港⼤大桥被誉为悉尼“衣架”，支撑着悉尼南北两岸的重要

桥梁，游客可以在这座宏伟的建筑上自由漫步或骑⾏行。 



 

 

“南半球的⽜牛津”：悉尼⼤大学 

  悉尼⼤大学（The University of Sydney），始建于 1850 年，位于新南威尔⼠士州的

世界著名顶尖研究型⼤大学，全澳⼤大利亚历史最悠久的⼤大学，是整个南半球首屈

⼀一指的学术殿堂和全球著名的⾼高等学府之⼀一，被誉为“南半球的⽜牛津”。上百年

的古老校区古堡建筑，是电影“哈利波特”的拍摄地。 



 

（学⽣生与“哈利波特楼”合影） 

 

（悉尼⼤大学主楼内院） 

 

 



悉尼之眼：邦迪海滩 

  邦迪海滩（Bondi Beach）的名字来自于原居民的语⾔言 bondi，意思是海⽔水拍

岸的声浪。它是澳洲具历史的冲浪运动中⼼心，是澳洲传统冲浪救⽣生训练基地。

如果要了解当地⼈人是如何享受⽣生活的话，最好的⽅方法就是到邦迪海滩，⽆无论在

夏季或冬季，都是悉尼的精华所在，这里也是日光浴和冲浪的绝佳地点，还可

在这里观看⼀一场嘉年华会。

 

 



澳洲天主教堂之母：圣玛丽⼤大教堂 

   圣玛丽⼤大教堂(St Mary's Cathedral)是悉尼天主教社区的精神家园。它是悉尼

⼤大主教的所在地，建于悉尼第⼀一个天主教堂的旧址。是澳⼤大利亚规模最⼤大、最

古老的宗教建筑，⼤大教堂是由当地的砂岩建成，“哥特式”的建筑风格是欧洲中

世纪⼤大教堂的建筑遗风。教堂⽓气势雄伟恢宏，内部庄严肃穆。教堂地下墓⽳穴是

以创世纪为主题的马洛哥神⽗父地板图案，由彩⾊色的碎⽯石镶嵌⽽而成，因⼿手⼯工⼗十分

精巧⽽而闻名世界。它不仅是过去的宝贵遗产，也是今天整个城市和国家精神和

⽂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图为⼤大教堂正门） 



 

（图为⼤大教堂内部） 

著名中央公园：海德公园 

  1810 年海德公园就已经成为伦敦式样的典范。海德公园(HYDE PARK)坐落于

悉尼市中⼼心，树荫下修剪得又短又齐的草坪是午餐时间⼈人们喜爱的约会地点，

漫步越过柔和的丘陵，经过涌动的亚奇伯德喷泉(ARCHIBALD FOUNTAIN)(为

了纪念⼀一战中法澳联盟⽽而建)，把车辆噪音远远抛在身后。 

 



与珍稀动物亲密接触：悉尼野⽣生动物园 

  悉尼野⽣生动物园（(Featherdale Wildlife Zoo)为世界上最⼤大的室内野⽣生动物

园，同时也是世界上拥有最多种类澳洲动植物的室内动物园，⽣生活有上千种动

物。动物世界分为 10 ⼤大展馆，参观每个展馆都是⼀一次刺激的探险。这个世界⼀一

流的环境中⽣生活着多种多样的野⽣生动物，从那些冰冷的爬⾏行动物，恐怖凶残的

猛兽到⼈人见⼈人爱的考拉熊，可以同它们亲密接触，获得非凡感受。我们为同学

们精⼼心准备了饲养员讲解课程，不仅可以获得知识还可以与珍惜动物亲密接触

哦。 

 



 

（珍稀动物课堂与小动物亲密接触） 

 

（还在育⼉儿袋里的小袋鼠） 



 

（活化⽯石－鸭嘴兽） 

 

 

 

 

 

 

 

 

 

 

 

 

 



可遇不可求的：悉尼⽂文化节 

  悉尼⼀一年⼀一度的⽂文化盛事，包括新南威尔⼠士州艺术馆举办的比赛──阿切博

尔德奖（ArchibaldPrize），以及在1月举办的音乐、剧场与视觉艺术庆典－悉尼

节。 

 

（悉尼专门为庆祝中国年准备的“China Red－中国红”） 

 

（中国红悉尼歌剧院） 



 

（歌剧院旁的鸡年吉祥物） 

3-4月复活节，在奥林匹克公园有盛⼤大的Easter show 复活节演出和⼤大型游乐

园。

 



5-6月，VIVID Sydeny 灯光节，届时，整个悉尼将被五彩斑斓的灯光笼罩，迷

幻⽽而浪漫，现代与艺术的完美结合，如果有幸遇到，将终身难忘。 

 

 



 

 



 

 

 

 

 

 

 

 

 

 

 

 

 

 

 



悉尼⽂文化艺术博物馆 

  悉尼拥有许多博物馆，在新南威尔⼠士美术馆（ArtGalleryofNewSouthWales）

你可以⼀一睹梵⾼高和毕加索真迹、在悉尼当代艺术馆

（MuseumofContemporaryArt）领略现代艺术与古老⽂文化的冲击、在维多利亚

州立艺术馆（National Gallery of Victoria）看⼀一场盛⼤大的世界巡回名展 (如过往

的“梵⾼高展”“莫耐展”“迪奥展”)。 

 

 

 

 

 

 

 



11 月蓝花之城 

 

 



 

（图为西悉尼⼤大学校园） 

 

 

 

 



第⼆二站——墨尔本 

  墨尔本是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的首府、澳⼤大利亚联邦第⼆二⼤大城市，澳洲⽂文

化、⼯工业中⼼心，是南半球最负胜名的⽂文化名城，以纪念英国首相威廉·兰姆——

第⼆二代墨尔本⼦子爵⽽而命名，  

 

（墨尔本弗林德斯中央车站） 

  墨尔本是全澳乃⾄至亚太地区的经济和商业中⼼心城市之⼀一。多家澳⼤大利亚⼤大型

公司的总部位于墨尔本中央商务区以及东南区的莫纳什⼤大学周边。 

  墨尔本亦是全球⽣生物科技的中⼼心城市之⼀一和全澳的科技中⼼心，澳⼤大利亚以及

世界各国的⼤大多数⽣生命科学、电⼦子、⾼高科技、能源企业总部或是澳⼤大利亚（澳

纽）总部都位于墨城东南部的莫纳什⼤大学周边地区；该地区附加了多个莫纳什

⼤大学以及墨尔本⼤大学的⼤大型实验室，亦被称为是“澳⼤大利亚硅⾕谷”。  



 

（墨尔本亚拉河畔） 

专出名⼈人的百年名校：墨尔本⼤大学 

  墨尔本⼤大学是澳⼤大利亚⼋八⼤大名校之⼀一，也是 21 世纪⼤大学联盟的创始会员和秘

书处所在地。墨尔本⼤大学是澳洲第⼆二古老的⼤大学，主校区位墨尔本市中⼼心商务

区北面的帕克维尔（Parkville）区，校园环境异常优美，拥有众多历史悠久的

建筑，其古典的钟楼、⽅方场与新式的多栋教学⼤大楼交相辉映。著名的南草坪于

20 世纪 70 年代重新修葺，其建筑设计曾在澳⼤大利亚获得殊荣。 

  在最新的世界四⼤大⼤大学排名（ARWU、THE、USNews、QS）中，墨尔本⼤大

学在 2018/19USNEWS 世界⼤大学排名中位居澳⼤大利亚第 1 名、世界第 26 名。墨

尔本⼤大学强调学⽣生在学术造诣与⼈人格修养等⽅方面的综合能⼒力)，建校已来，已经

培养出 28 万名遍布世界各地的优秀毕业⽣生。其中包括 4 位澳洲总理，8 位诺贝

尔奖得主，120 名罗德学者。 



 

（科德学院同学在墨尔本⼤大学合影） 

 

渗透墨尔本的涂鸦⽂文化：Hosier Lane 涂鸦巷 

  墨尔本的涂鸦街指的是位于墨尔本市区的⼀一条小巷霍西尔巷（Hosier 

Lane），因遍布涂鸦⽽而闻名。 

  “涂鸦”这个中⽂文的称谓，不免有些草率的意味。⽽而英⽂文“graffiti”是⼀一个源自希

腊⽂文的俚语字，象征着这⼀一艺术的草根性和原创性。最被认同的起源说法是上

世纪六⼗十年代的美国费城和宾⼣夕法尼亚州，从那时简单地书写和字母与数字组

合，到七⼗十年代前期开始在字型、效果等⽅方面的实践，这个近四⼗十年的发展，

已经让涂鸦⾛走出美国的墙角，成为全球性的艺术创作。 



  霍西尔巷是墨尔本最出名最有特⾊色的街头艺术涂鸦巷，它是墨尔本涂鸦艺术

的圣地，现在也变成了街头摄影爱好者们最喜欢去的地⽅方。这条小巷⼦子之所以

出名，源于当地⼀一位涂鸦⼤大师 Andrew Mcdonale，当年他在这开设了⼯工作室，

⼀一时技痒，便在巷⼦子里创作起来，没想到竟引发巨⼤大回响，后来仿效者络绎不

绝。发展⾄至今，墙上的涂鸦每⼏几个星期都会焕然⼀一新，⽽而繁多的涂鸦作品当中

不乏有世界顶级⼤大师的作品。在这个巷⼦子里，不仅可以欣赏到众多极具特⾊色的

涂鸦艺术作品，还可以亲眼看到很多涂鸦⼤大师在现场作画 。涂鸦在墨尔本⼈人⼼心

中是那些迸发在民间的灵感与那些被官⽅方供奉在空旷的⼤大展厅中的画作分庭抗

礼的艺术，是这座城市的背面，是凌乱⽽而绚烂的⾊色彩。 

 

 

 

 

 



⽹网红打卡“彩虹小屋” 

  彩虹小屋位于墨尔本的 Brighton Beach，總共有 82 間⾊色彩奪目、富個性的彩

虹小屋，所以也是最多⼈人來這裡欣賞美麗彩虹小屋的原因。 

  這種彩虹小屋，當地⼈人叫作 Bathing Boxes，在 Port Philip Bay 沿岸總共有⼀一

千⼋八百多個這樣的 Bathing Box，在 1860 年代開始在澳洲、英國、法國和意⼤大

利普遍出現，每個 Bathing Box ⼤大小相約，無不塗上濃妝艷抹，來惹⼈人注目，

在維多利亞統治時期，民風保守，想到海灘暢泳又沒地⽅方更衣沐浴，於是⼤大家

便建造了⼀一種有輪⼦子的小⽊木屋（Bathing Machine），帶到海邊使用，就像⼀一個

流動浴室。據說 1800 年代初，維多利亞⼥女皇及喬治三世也擁有 Bathing 

Machin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