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校长欢迎词 

澳大利亚商业管理学院（澳大利亚国
王学院）位于世界大都市悉尼，是澳
大利亚政府注册、被中澳两国教育部
认证的一所高等教育学院，是新南威 
尔斯州规模最大最好的民办高等院
校。 

学校具有学士和硕士学位授予权，开
设会计、信息技术和英语教育三大类
专业。会计专业获得澳大利亚三大会
计师专业协会的专业认证（澳大利
亚注册会计师协会、澳大利亚和新西
兰注册会计师协会、公共会计师协会） 
，颁发的学位可获得中国留学服务中
心学位认证，全世界被认可。 

学校设有三个教学校区，都位于悉尼
商业中心，学习和生活环境优越，在
校生来自60多个国家。学校拥有一
支 高素质、国际化的管理团队和教
学团 队，具有多元文化背景学历和
工作经 历。 

学校秉承“挖掘人生潜力，成就发展梦
想”的办学宗旨，与30所境外大学有
学分互认联合培养协议。 

学校在中国设有代表处，提供出国留
学一条龙服务。学生在境外留学期
间，国王学院将提供英语和学习辅
导、心理咨询、就业咨询等一系列学
工服务。 

澳大利亚国王学院欢迎你！ 

Dr Doug Hinchliffe 

President 

PhD, MSc, MEd, BEc, BEd, GradDipEdAdmin, 
GradDipTESOL,TPTC, DSMC, DSAC, GAICD, CPT 
AIBM Director, KOI Academic Board Member 

KOI 鲤鱼跳龙门 



国王学院竞争优势 

 十大优势 

办学资质保障 中澳政府认定

本硕专业认证 行业认可度高

师资队伍卓越 教学经验丰富

学费性价比高 奖学助学金优

英语内训内测 免费英语辅导

专本硕和本硕 连读深造直通

学生中心理念 教务服务周全

校区位市中心 学习环境优雅

多元文化环境 社会安全放心

挖掘人生潜力 成就发展梦想 

远景 KOI Vision 

以卓越和创新成就高等教育的成功 

Success in higher education through excellence and innovation 

使命 KOI Mission 

建设具有培育全球事业人才特色的教育引领学府 

To become a leading education provider distinguished for nurturing our students

and  preparing   them  for  global  careers

价值 KOI Core Values 

应用导向教育、学生中心服务、协作协力协同、创新创意创始、道德为重原则 

Practical education， Student-centered service， Collaboration， Innovation， Ethical Principles 



 办学资质优势 

办学资质保障 中澳政府认定 



  专业优势 

 国王学院授予三个学士学位和三个硕士学位 

商学学士学位（管理与金融专业） 
3年6学期24门课程 

信息技术硕士 
2年4学期16门课程 

商学学士学位（会计专业） 
3年6学期24门课程 

文学硕士（英语教育） 
1年3学期12门课程 

信息技术学士学位 
3年6学期24门课程 

专业会计硕士 
2年4学期16门课程 



 行业认证优势 

本硕专业认证 行业认可度高 

PROFESSIONAL 

RECOGNITION 

Chartered Accountants Australia 

and New Zealand (CA ANZ) 

Certified Practising 

Accountant (CPA) 

行业协会专业认证: 

Institute of Public Accountants 

(IPA)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注册会计师协会 

澳大利亚注册会计师协会 

公共会计师协会 



KOI 

International 

Jiangx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Jiangxi, China 

Richmond The American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London, United Kingdom 

Guangdong Baiyun University 

Guangdong, China 

Guangzhou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Guangzhou, 

China 

Quancheng College of 

Jinan University 

Jinan, China 

Chongqing Institute of 

Foreign Studies 

Chongqing, 

China 

Haikou College of Economics 

Haikou, Hainan, China 
Guangzhou Sontan 

Polytechnic College 

Guangzhou, China 



专本硕和本硕 连读深造直通 

与国王学院签署学分互认协议合作院校的学生可以通过    ‘高中升本科升硕项目’、‘专本硕联合培养项目’ 

、‘双本升硕联合培养项目’ 和 ‘本升硕3+M项目’入读国王学院，享受学分认定和学费减免。国王学院擅 
长解决中国学生升本难和升硕难的问题。 

国王学院的中教集团合作院校：江西科技学院、广东白云学院、广州应用科技学院、济南大学泉城学 

院、重庆外语外事学院、海口经济学院、广州松田职业学院、白云技师学院、西安铁道学院、郑州城 
轨学校、海口经济学院附属艺术学校 

国王学院的中国合作院校：中北大学、泉州信息工程学院、温州大学瓯江学院、南昌航空大学、温 州 
商学院、东华理工大学、浙江工商大学杭州商学院 

高中升本升硕士项目 （0 + 3 + 1.3） 

高中毕业生（包括全国统考生）无需入学考试直接入读国王学院学士学位课程, 无文理科限制。入读
专业：商学学士学位（会计专业）Bachelor of Business (Accounting)、商学学士学位（管理与金融专
业）Bachelor of Business (Management and Finance) 和 信息技术学士学位 Bachelor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学制：2-3年，需完成6个学期24门课程。入学要求：高中课程平均成绩在60%以上或者
统考成绩总分在375分以上；中学英语课程平均成绩80分或高考英语成绩100分以上或者雅思6分（段
分都低于5.5分）或者培生英语50（段分不低于42分）或者通过国王学院12周免费英语内训内测课程 
。  申请材料：入学申请表、高中毕业证、成绩单（包括统考成绩单）、身份证彩色复印件。入学学期 

：3 月份学期、7月份学期、11月份学期。深造路径：国王学院学士学位毕业生无需入学考试直接入读硕
士 学位课程（学制1.3 年，共需完成4学期16门课程）。 

专本硕联合培养项目 （2 + 1.3 + 1.3） 

在校第三年大专生无需入学考试直接入读国王学院大二本科课程。根据专业对口原则和在校2年完成的 专
业课程及其成绩单可以申请获得高达相当于2个学期8门课程的学分认定并获得免除相当于1年学费的 
入学奖学金。入读专业： 商学学士学位（会计专业）Bachelor of Business (Accounting)、商学学士学
位（管理与金融专业）Bachelor of Business (Management and Finance) 和 信息技术学士学位Bach-   

elor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学制：1.3-2年，共完成4个学期16门课程。入学要求：专业对口，在 
中国完成2年大专核心专业课程在读证明；雅思6分（段分都低于5.5分）或者培生英语50（段分不低于 

42分）或者通过国王学院12周免费英语内训内测课程。在国王学院完成学士学位的毕业生升硕时无需 英
语入学要求。申请材料：入学申请表、在读证明和成绩单、身份证彩色复印件。入学学期 
：3月份学 期、7月份学期、11月份学期。深造路径：国王学院学士学位毕业生可以无入学考试直接入 

读硕士学位 课程（学制1.3 年，共需完成4学期16门课程）。 

双本升硕连读项目（2 + 1.3 + 1.3） 

在校第三年本科生无需入学考试直接入读国王学院大二本科课程。根据专业对口原则和在校2年完成的 专
业课程及其成绩单可以申请获得高达相当于2个学期8门课程的学分认定并获得免除相当于1年学费的 

入学奖学金。入读专业： 商学学士学位（会计专业）Bachelor of Business (Accounting)、商学学士学
位（管理与金融专业）Bachelor of Business (Management and Finance) 和 信息技术学士学位Bach- 
elor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学制：1.3-2年，共完成4个学期16门课程。入学要求：专业对口，在 中
国完成2年本科核心专业课程在读证明；英语雅思6分（段分都低于5.5分）或者培生英语50 
（段分不 低于42分）或者通过国王学院12周免费英语内训内测课程。申请材料：入学申请表、在读证
明和成绩 单、身份证彩色复印件。在国王学院完成学士学位的毕业生升硕时无需英语入学要求。入学学
期：3月 份学期、7月份学期、11月份学期。深造路径：国王学院学士学位毕业生可以无入学考试直接入
读硕士 学位课程（学制1.3年，共需完成4学期16门课程）。 

高中升本升硕和 
专本硕本升硕连读优势 



本升硕项目 （3+M） 

在校第四年本科生或者本科毕业生无需入学考试直接入读国王学院硕士学位课程。入读专业： 专
业会 计硕士学位 Master of Professional Accounting 、信息技术硕士 Master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文学硕士（英语教育专业）Master of Arts (TESOL)。学制：1.3-2年，共完成4个
学期16门课程。入读信息技术硕士 Master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的信息技术和计算机学类
学生需要完成国王学院认定的计算机编程、  数据库设计、计算机语言相关的课程。申请入读文
学硕士（英语教育TESOL专业）的英语和外语学科 类学生需要较高的入学英语水平。入学要
求：专业对口、在中国完成3年本科核心专业课程的在读证明（或者毕业证与学位证）及其成
绩单；雅思6分（段分都低于5.5分）或者培生英语50（段分不低于42 分）或者通过国王学院
12周免费英语内训内测课程。申请材料：入学申请表、在读证明和成绩单、身 份证彩色复印
件。入学学期：3月份学期、7月份学期、11月份学期。深造路径：国王学院硕士毕业生可以
无入学考试申请入读澳大利亚其他大学的博士学位。 

注明： 

1）专升本项目需要专业对口，双学士项目需要专业对口，国王学院本科毕业生专业对口限制（除信息技术硕士外）。
2）由于疫情，2022年3月份学期学生将与国王学院学生同班同课程同时在中国网上学习。
3）计划申请澳洲学士毕业生工作签证或硕士毕业生工作签证的学生务必选择入读1.3年本科或1.3年硕士（4学期16门课程）。

4）以上模式适用于与国王学院签有学分互认协议中国院校的学生。仅供其他中国院校的学生参考，他们的入学申请将个案处理。



英语内训内测 免费英语辅导 
 英语要求优势 

2022年入学英语要求的优惠措施 

成功提交入学申请的学生将允许课程注册前免费入读国王学院12周或6周网上英语技能课程‘LSC100’

（每周3课时或6课时）, 成功完成此课程后无需提供入学雅思英语考试成绩，直接注册并入读 

专业课程。 

成功提交入学申请和获得在校大学英语课程成绩在70分以上的学生，经过国王学院的英语课程部主

任的评估面 试，将允许课程注册后与专业课程一起免费入读国王学院12周或6周网上英语技能课程

‘LSC100’（每周3课时或6课时）。 

如果学生最终没有成功完成国王学院免费英语技能课程，已交的没有及格专业课程的学费在扣除注

册费后全部退回。及格专业课程的学费不退，学校提供成绩单，供学生以后入读国王学院获得相

应学分认定。 

MINIMUM ENGLISH ENTRY REQUIREMENTS 

REQUIREMENT DIPLOMA & UNDERGRADUATE POSTGRADUATE TESOL 

IELTS* 

(Academic only) 

Minimum overall score of 6.0 
with no band less than 5.5 

Minimum overall of score 6.5 

with no band less than 6.0 

Minimum overall score of 7.0 

with no band less than 6.5 

TOEFL* 

(Internet Based Test) 

Listening – 11 
Speaking – 17 
Reading – 12 
Writing – 20 

Overall – 60 

Listening – 19 
Speaking – 19 
Reading – 18 
Writing – 23 

Overall – 80 

Listening – 23 
Speaking – 22 
Reading – 23 
Writing – 26 

Overall – 94 

PTE* Minimum overall score of 50 
with no band less than 42 

Minimum overall score of 58 
with no band less than 50 

Minimum overall score of 65 
with no band less than 58 

CAE Minimum overall score 
of 169 with no band less 
than 162 

Minimum overall score of 176 
with no band less than 169 

Minimum overall score of 185 
with no band less than 176 

HKCEE Minimum C in Syllabus B Minimum B in Syllabus B Minimum B in Syllabus B 

HKALE Minimum D use of English 

in AS-Level 

Minimum C use of English in 
AS-Level 

Minimum B use of English in 

AS-Level 

GCE 

(Ordinary Level) 

C grade or better in GCE 
O-Level English

B grade or better in GCE 
O-Level English

N/A [*] 

GCE 

(Advanced Level) 

D grade or better in GCE 
A-Level English

C grade or better in GCE 
A-Level English

N/A [*] 

NSW HSC 

(Undergraduate only) 

50% English or English 
Literature 
55% English as a Second 
Language 

N/A [*] N/A [*] 

OTHER: 
Australian 
qualifications 

Successful completion of 
Certificate IV or higher for 
a duration of 12 months or 
over(AQF Level 4 or Higher) 

Successful completion of 
recognised bachelor’s degree 
or higher (AQF Level 7 or 
higher) 

Successful completion of 
recognised bachelor’s degree or 
higher (AQF Level 7 or Higher) 

• Students needs to meet one of the above criteria





 团队优势 

华人专业服务团队提供‘细心、安心、全心’教学服务 

Asya 赵老师，中国市场部主任 （后排中） 

Tiffany 陈老师，学生事务经理 （后排右一） 

Joanna 戴副校长，信息技术与教学平台 （前排右二） 

Shen沈副校长， 国际教育合作 （前排左二） 

Lin 岳博士，MIT硕士课程负责人（后排右二） 

Lisa 李老师，申请录取部经理 （后排左二）  

Joyce 王老师，课程安排经理 （后排左一）  

Merah 张老师，助教 - 英语辅导 （没有在照片中） 

marketing@koi.edu.au

studentserv@koi.edu.au

library@koi.edu.au

shen@koi.edu.au 

lin.yue@koi.edu.au

admissions@koi.edu.au

academic@koi.edu.au

plass@koi.edu.au 

师资队伍卓越 教学服务周到

mailto:marketing@koi.edu.au
mailto:studentserv@koi.edu.au
mailto:library@koi.edu.au
mailto:shen@koi.edu.au
mailto:lin.yue@koi.edu.au
mailto:admissions@koi.edu.au
mailto:academic@koi.edu.au
mailto:plass@koi.edu.au


团队优势 



 学习环境优势 

3 

2 

1 

LOCATIONS 

1) KENT STREET 校区: Level 1, 545 Kent Street, Sydney, NSW 2000 Australia 距离唐人街五分钟步行
2) MARKET STREET 校区: Level1， 31 Market Street， Sydney， NSW 2000, Australia 距离悉尼情人港五分钟步行

3) O’CONNELL STREET 校区：Level 1 and level 2, 17 O’Connell Street, Sydney, NSW 2000, Australia 距离悉尼歌剧院五分钟步行

* Locations are all within easy walking distance and students are advised prior to enrolment and the course location is identified on course timetables. 





Living Costs: 

生活费：按2019年12个月总计， 学生每人21,041澳元 

；家 属每人7,362澳元；小孩每人3,152澳元 

 

Accommodation Costs: 

住宿费：学生公寓每人每周185-440澳元；学生合租房

每人 每周95-215澳元；澳人家住包吃每人每周250-350 

澳元 

Other Living Costs: 

其他生活费用：饭食每人每周70-140澳元；电气费每人

每周 10-20澳元；电话与无线网每人每周15-30澳元；公

共交通费 每人每周30-60澳元；娱乐费用每人每周40-75 

澳元 

Tuition Fees： 

学费：中小学学费每年7,800-30,000澳元；语言课程学

费 每周300澳元左右；大专技能课程学费每年4,000- 

22,000澳 

元；学士课程学费每年20,000-45,000澳元；研究生学费

每年 22,000-50,000澳元；博士生学费每年18,000-42,000 

澳元 

详细信息见www.studyinaustralia.gov.au 

爽廉学生公寓 

介绍：Link2 Student Living （‘爽廉学生公寓’）是

国王学院合作伙伴，专门为国王学院学生提供优质（ 

Quality）、平价 

（Affordable）、安全(Safe)、全包(Inclusive)、悉尼

市中心 (Sydney CBD)学生公寓，距离国王学院仅有

17分钟步行路程或5 分钟电车路程，距离悉尼唐人街 

2分钟步行路程。 

 
服务：‘爽廉学生公寓’ 提供24小时管理服务、每天清

洁打扫、入 住辅导、免费无限网流量、冷热空调、

智能门卡、水电气、全套 厨房设备（微波炉、冰箱

和厨具）、基本床上用品、基本书桌座 椅、 衣服柜 

、带着行李直接入住。 

订房：网上地址 www.link2.com.au 

 

 生活费信息   

http://www.studyinaustralia.gov.au/
http://www.link2.com.au/


 教学质量优势 

国王学院‘2019年全澳大利亚高等教育质量排名’前20位 

本科生类（在校生满意度） 

总体满意度 教学质量 能力培养 教学设施 

本科生类（毕业生满意度） 

总体满意度 研究能力提升 

硕士生类（在校生满意度） 

总体满意度 教学质量 总体能力培养 教学设施 

硕士生类（毕业生满意度） 

总体满意度 总体能力提升 

Data source: Student Experience Survey 2018 and 

2019 

教学经验丰富 教学质量优评 

82.8% 86.0% 84.1% 80.3% 

85.9% 85.5% 

82.7% 82.8% 82.6% 72.1% 

85.5% 86.6% 



  学费优势  

  学费性价比高 奖学助学金优  
 

2020澳洲公立大学年学费在35000澳元- 50630澳元之间。国王学院年学费仅在16000澳元左右，只相当于公
立 学校的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 

获得学分认定的学生可以免交学分认定课程的学费。 

入学英语优秀（相当于雅思7分或以上）的学生可以申请获得入学奖学金。

学习优秀（GPA3.5或以上）的学生可以申请获得企业实习项目的助学金。 

国王学院毕业生获得的学历学位与公立大学的学历学位同属澳大利亚学历学位框架（Australian 
Qualifications Framework），可以享受与其他公立大学毕业生在升学、求职、移民等方面同等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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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程序 
 入学程序优势 

1) 入学咨询服务，电邮：marketing@koi.edu.au 

中国代表处电话： 400-1000-839；

电子信箱：xiaoju.cao@chinaeducation.hk ；微信公众号：bolaedu

2) 申请材料上传，电邮国王学院 admissions@koi.edu.au 或者电邮

国王学院中国代表处： xiaoju.cao@chinaeducation.hk

3) 申请符合入学要求的学生将收到“国王学院录取通知书”，内容包

括：申 请人个人信息、入学专业、学籍长度、学费和其他费用、支 

付日期、退款 政策、学分认定和其他相关信息 

 4）申请不符合入学要求的学生将收到电邮通知

1) 签名并提交 ‘接受录取回执’ 

2) 支付学费,   学生健康保险费和注册费等（支付方式信息在后面） 

3）提交录取通知书要求的补充材料和相关公证材料

4）电邮提交以上材料：admissions@koi.edu.au

1) 学校收到第二步‘回执’、学费和材料后即刻发放“注册确认信   CoE” 

2) 学生凭学校的CoE按照澳大利亚内务部要求准备和递交澳大利亚学 生

签证申请， 具体申请要求见：www.homeaffairs.gov.au

国王学院每年开设三个学期：3月份、7月份和11月份 

入学申请需提前6个月准备，国王学院终年随时接受和处理入学申请 

学生 签证 

mailto:marketing@koi.edu.au
mailto:xiaoju.cao@chinaeducation.hk
mailto:admissions@koi.edu.au
mailto:xiaoju.cao@chinaeducation.hk
mailto:admissions@koi.edu.au
http://www.homeaffairs.gov.au/


 汇款便捷优势 

PAYMENT 

OPTIONS 

1.银行汇款

支 

2.飞汇汇款

       Flywire 
 Paying course fees from outside of Australia 
 ht tps: / /ko i -au. f lywire.com 

WESTPAC 

Sydney Office 

341 George Street, Sydney NSW 2000, AUSTRALIA 

AIBM SYDNEY KOI STUDENT FEES ACCOUNT 

032000 

603940 

WPACAU2S 

https://koi-au.flywire.com/


 学籍服务优势 

KOI MAIN CONTACT DETAILS 

KOI China Representative Office 

国王学院中国代表处 

电话： 400-1000-839 

电子邮箱：xiaoju.cao@chinaeducation.hk 

微信公众号：bolaedu 

KOI DEPARTMENT EMAILS 

KOI Academics: academic@koi.edu.au 

KOI Accounts: accounts@koi.edu.au 

KOI Admissions: admissions@koi.edu.au 

KOI Graduation: graduation@koi.edu.au 

KOI IT Support: ITsupport@koi.edu.au 

KOI Library: library@koi.edu.au 

KOI Marketing: marketing@koi.edu.au 

KOI Reception: reception@koi.edu.au 

KOI Student Services: studentserv@koi.edu.au 

KOI online Learning: onlinelearning@koi.edu.au 

mailto:xiaoju.cao@chinaeducation.hk
mailto:academic@koi.edu.au
mailto:accounts@koi.edu.au
mailto:admissions@koi.edu.au
mailto:graduation@koi.edu.au
mailto:ITsupport@koi.edu.au
mailto:library@koi.edu.au
mailto:marketing@koi.edu.au
mailto:reception@koi.edu.au
mailto:studentserv@koi.edu.au
mailto:onlinelearning@koi.edu.au


Disclaimer 
Information in this publication is correct at the time of printing and valid for 
2021, but may change from time to time. In particular, King’s Own Institute re- 
serves the right to change the content and/or method of assessment, to change 
or alter tuition fees of any unit of study, to withdraw any unit of study or pro- 
gram that it offers, to impose limitations on enrolment in any unit or program, 
and/or to vary arrangements for any program. King’s Own Institute will not be 
liable for any loss or damage (including direct, consequential or economic loss 
or damage) however caused and whether by negligence or otherwise that may 
result directly or indirectly from the use of this publication. 

国王学院中国代表处微信号 国王学院微信号 

www.koi.edu.au 

http://www.koi.edu.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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