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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

朗塞斯顿 (LAUNCESTON)

霍巴特 (HOBART)

塔斯马尼亚

学生出国行前指南
恭喜您决定到塔斯马尼亚州学习！我们自豪地欢迎您来
到塔斯马尼亚州。在您学习期间，我们将努力为您提供
支持和帮助。GETI（塔斯马尼亚州政府国际教育与培训
司）团队将与您的代理人、教师以及在校的国际学生顾
问密切配合，确保您顺利完成学业。我们希望您通过学
习获得必要技能和知识，以实现您的远大抱负。

如果您有任何疑问或关切，请联系 GETI
团队。我们乐意随时向您提供帮助。

您可能会用到的电话号码 ：
• GETI 的联系电话 ：+613 6165 5727，联系时间 ：周一
至周五上午 9:00 至下午 5:00。下班后出现紧急情况时，
请拨打 ：+613 6231 1003
• 如需翻译服务，请拨打 ：131 450. 请注意，费用是按
分钟计费的。
• 紧急情况下的报警、火警和救护电话是 ：000
我们建议您将这些联系方式保存在您的手机中。您也可
以通过电子邮件联系 GET: info@geti.tas.gov.au
本指南旨在指导您作为塔斯马尼亚州公立学校的学生来
本州学习和生活做好准备。请仔细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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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国行前的准备
临行之前请使用以下核对清单：

ȜȜ您在澳洲居住的整个期间内，您的护照必须在有效
期内

ȜȜ预订机票
ȜȜ海外学生健康保险（OSHC）和旅游保险（如需要
帮助，请联系GETI办公室）

ȜȜ您的签证已获得批准
ȜȜ最新的医疗处方和免疫记录
ȜȜ出国之前进行医疗、眼科和牙科检查，以避免此类
紧急治疗

ȜȜ多准备几份身份证明文件副本备用，包括护照和签证

托运行李中应需带的重要物品
衣物包括冬衣（夹克、封闭式鞋子和毛衣）以及日常上
课穿的休闲服。梳洗用品 —— 所有香水、剃刀和剃须
产品。

衣物
如果您入读 7-10 年级，就需要穿校服，您在抵达塔州
后可以购买校服。如果您入读 11 和 12 年级，则不需穿
校服。如果不要求穿校服，澳大利亚人在学习时通常穿
休闲服，如牛仔裤、T 恤、套头毛衣 / 无袖套衫、毛衣、
休闲衬衫和封闭式运动鞋。通常情况下可以穿牛仔裤，
除非某一活动有特别要求。

海关限制
为了保护澳大利亚的边境，某些物品会受到限制。您必
须提供与您携带的任何药物相关的文件。水果、植物和
动物产品是禁止入境的，也必须申报。
您可以携带的酒和香烟的数量是有限制的。携带大额现
金（相等于 10,000 澳元或以上）是受限的。
关于您可以携带到澳大利亚的物品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网站 ：www.border.gov.au/Trav/Ente/Brin

机场接送
手提行李中应带的重要物品

ȜȜ有效护照和签证
ȜȜ录取通知书
ȜȜ医疗处方和免疫记录
ȜȜ住宿信息（需要在移民表格中提供联系地址）
ȜȜ语言词典
ȜȜ旅行转接插头
ȜȜ电话和充电器
ȜȜ抵达塔斯马尼亚时所需的保暖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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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 GETI 已为您安排住所，您首次抵达塔斯马尼亚时，
我们将安排接机，并送您到住所。我们免费提供接机服务。

天气
塔斯马尼亚的天气变化很快，按照当地人的说法，您会
遇到“一天四季”。因此您需要根据气候灵活着装。夏季，
即使天气不热，阳光也非常强烈。因此，为了保护您的
皮肤，您在户外时，需要使用防晒系数达到 30 或以上
(SPF 30+) 的防晒霜并要戴帽子。

夏季
十二月、一月和二月
天气温暖，日照时间长，
阳光强烈。
11⁰C - 24⁰C

学生需要准备适合温暖和较冷的白天气温（温度为 7-30
摄氏度）的衣服和鞋子。

秋季
三月、四月、五月
气温适中，下午有凉风，
夜晚较冷
10⁰C - 22⁰C
Image credit: Tourism Tasmania and Rob Burnett

冬季
六月、七月、八月
天气晴朗，山上偶尔会
下雪。
需要穿温暖的外套、
封闭式鞋子，戴手套。
3⁰C - 14⁰C

春季
九月、十月、十一月
上午凉风习习，下午
温暖如春。
5⁰C - 16⁰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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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法律

Image credit: Stu Gibson

烟酒
18 岁以下人士购买和消费烟酒是违法的。您需要出示您
的身份文件来表明您已满 18 岁。
在工作场合和公共交通车辆等公共场所的室内抽烟也是
违法的。有关禁止吸烟场所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
http://www.tobaccoinaustralia.org.au/chapter-15smokefree-environment/15-7-legislation

药物
在澳大利亚，在没有医疗处方的情况下持有违禁药物是
非法的。但是，不论任何情形，都可以随时寻求紧急医
疗服务。如果您怀疑他人过量服用药物，请立即拨打电
话 000，请求救护车，并向接线员提供尽可能多的信息。

警察
在澳大利亚，警察深得人们的信任，他们的职责就是保
护人民。大多数警察穿制服。所有警察在值勤时都携带
身份证件。警察属于政府公职，而不隶属于军队。警察
腐败的现象非常罕见。用礼物或金钱贿赂警察属违法行
为。警察不得索取钱财。您也不得给予他们任何财物或
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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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被警察盘问，您有权寻求法律建议并要求提供翻
译人员。您应当保持冷静和配合，这一点非常重要。
如果一辆警车（或救护车或消防车等任何紧急车辆）
的警灯闪烁，警笛响起，您即使是行人，也必须让路。
如果您正在开车，您必须路边停车，让紧急车辆先行，
然后才可以继续安全驾驶。

驾驶
在塔州政府公立学校就读的 18 岁以下的学生不得开车。
年满 18 岁的学生若要开车，必须向 GETI 提出申请。

健康和安全
海外学生健康保险

心理健康

所有国际学生必须购买海外学生健康保险。购买医疗保
险是获得学生签证的条件之一。如果您任由保险过期，
当您需要医疗服务时，您的花费可能会是巨大的。——
如果您在海外学生健康保险方面需要帮助，请联系 GETI
团队。

在另一个国家生活是令人兴奋的，同时也充满了挑战。
如果您开始感到悲伤或无聊，您可以随时和驻校的合资
格顾问交流。另外，霍巴特和朗塞斯顿 (Launceston)
的 Headspace 是一个免费心理健康机构，配备咨询师和
心理学专家。

塔斯马尼亚州的医疗服务

Headspace - Launceston
Cnr Brisbane & Wellington Street,
Launceston, TAS 7250
电话：(03) 6335 3100

塔斯马尼亚州拥有健全的医疗护理系统，包括由澳大利
亚政府资助的诊所和医院。各大中心城镇也有为妇女和
儿童提供完善的专科公共卫生设施。

headspace@csys.com.au

如果您因病而无法上课，您可能需要提供医生出具的证
明。这意味着，您看病时需要提前和医生预约。这些医

Headspace - Hobart
49 Liverpool Street

生称为全科医生（GP）或“当地医生”。全科医生是具
有相应资格的医生，也是您在遇到非紧急健康问题时需
要首先联系的人员。全科医生的职责包括 ：诊断和治疗
健康问题，开具药物处方。如果您将症状告诉了全科医
生，医生可能会为您出具一份医疗证明。凭此证明，您
可以不去上课。您如果在上课时生病，则必须在当日去
看全科医生，因为医生不会为过去的日期出具医疗证明。
预约一次全科医生的费用通常为 70 澳元。您可以从健
康保险公司获得这一费用的补偿金。

塔斯马尼亚的性健康服务

您应该了解全科医生和医院之间的区别，这一点非常重
要。只有出现了危及生命的紧急情况并需要立即进行治
疗时才应去医院。

药物治疗
塔斯马尼亚州的大多数药房提供止痛药、过敏药物和护
肤产品。您可能会发现，在某些国家无需处方就能买到
的药物（包括所有抗生素），在澳大利亚如果没有处方是
无法买到的。也就是说，您需要请医生开具处方。
药剂师、加油站、店铺和超市都可以提供女性卫生用品
（卫生棉条和卫生巾）。在澳大利亚，您不必因为索要这
些物品而感到尴尬。

Hobart, Tasmania 7000
电话：(03) 6231 2927
headspace@thelink.org.au

塔斯马尼亚的性健康服务是一项免费和保密的服务，在
霍巴特、朗塞斯顿和德文波特 (Devonport) 都设有诊所。
服务人员包括医生、护士、咨询师和心理学家。这些专
业人员都接受过专门培训，可以在性健康、性别认同、
性取向或您可能遇到的任何其他相关问题上提供帮助。
如 需 更 多 信 息， 请 访 问 http://www.dhhs.tas.gov.au/
sexualhealth/sexual_health_service_tasmania

安全和保障
请留意您的自身安全和保障，包括您的个人财物。不要
在公共场合携带大量现金。如果您确实需要携带大量现
金，请小心保管，确保不会被人看到，也不要给任何人看。
您应确保随身携带身份证件，以便在紧急情况下提供需
要联系人士的姓名、地址和电话。
除非必要，否则不要随身携带护照。要始终保留一份护
照的复印件，以供身份识别使用。
如果您遭遇盗窃，或受到任何形式的骚扰，您须立即告
知他人（比如，GETI、老师、寄宿家庭等），以获得即
时帮助。塔斯马尼亚的警察随时可以向您提供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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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政府为国际学生提供的保护
《2000 年海外学生教育服务法》（教育服务法）是对持
有学生签证的人士提供保护的法律。
《教育服务法》针对澳大利亚所有教育机构规定了统一标
准，并向所有国际学生提供保护。道德准则涵盖了营销、
代理行为、学生支持和教育服务等行为。
违反《教育服务法》规定的教育机构可能会被注销，并
受到起诉。
《教育服务法》要求学生和教育机构履行与签证相关的报
告义务。该法也禁止教育机构提供移民方面的建议。
更多信息，请访问澳大利亚政府教育部网站 ：
https://internationaleducation.gov.au.
GETI 网站载有 《教育服务法》的基本资料。

澳大利亚内务部 (DHA)
澳大利亚内务部属于澳大利亚政府部门，负责监督和
执行签证条款。
您必须遵守您的签证条款，包括 ：
•
•
•
•

工作限制
满足课程要求
购买必要的健康保险
在您的入学确认书 (Confirmation of Enrolment) 到期之
前完成您的学习课程。
• 在当前签证到期之前，申请签证延期。
• 如果您的课程、联系方式或上课的能力发生任何变
化，请告知澳大利亚内务部和 GE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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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学生签证人士的工作条款
学生在学期内，每两周的工作时间不得超过 40 个小时。
工作小时数的计算日期是从周一到周日。
学校放假期间如果没有课程安排，可以工作更长时间。
您必须取得一个税号（Tax File Number）才可以在澳
大利亚工作。税号由澳大利亚税务局提供。
更多信息，请访问澳大利亚内务部的网站 ：
https://www.homeaffairs.gov.au/Trav/Stud/More/Workconditions-for-Student-visa-holders

生活在塔斯马尼亚
没有典型的澳大利亚家庭
寄宿家庭可以是个人、夫妇或已退休的人。寄宿家庭的
主人可能有或者没有孩子。没有典型的澳大利亚家庭这
样的事情，理解这一点很重要。最重要的是，我们所选
择的寄宿家庭会努力保障您的安全和安康。

多元文化的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是非常多元文化的国家，而我们的寄宿家庭正
反映了这一点。我们所有的寄宿家庭都会说英语，但是
家庭主人可能来自中国，并且可能与德国人结婚。这是
一个反映澳大利亚家庭多元化的例子。

职场女性
今天，大多数澳大利亚的家庭当中，男女都工作是很常
见的。

没有典型的澳大利亚家庭这样的事情，理解这一点很重要（如上图
所示）。

您的家人访问塔斯马尼亚
虽然你的家人可能希望在塔斯马尼亚看望你，但是你
的寄宿家庭无法为你的家人提供住宿。您的家人需要
自己安排住宿，比如酒店。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www.discovertasmania.com.au/where-to-stay

生活成本

宗教场所

塔斯马尼亚州的全年生活成本低于澳大利亚的其他
州。学生们每年可以安排19000澳元到26000澳元的预
算，用于支付住宿、交通、食物、电费和娱乐。下方
为每周预算的示例（请注意，所有价格均是估计值）

霍巴特和朗赛斯顿是多元文化的城市。关于霍巴特宗
教场所的信息，可通过下方链接找到：

家庭住宿费

300澳元（7到12年级）

公共交通

30澳元

娱乐

30澳元

洗漱用品

20澳元

手机费用

10澳元

合计

每周390澳元（估计值）

www.hobartcity.com. au/Hobart/
Living_in_Hobart/Places_of_Worship

摇篮山。图片来源：Tourism Tasman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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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应澳洲生活
这不是一个规则清单，而是一个有助于您加深文化理解
的指南，使您获得更愉快的澳大利亚体验。

平等 —— 澳大利亚的重要价值观之一
在澳大利亚社会中，男女平等。塔斯马尼亚被认为是一
个非常安全的地方。不论您的种族、性别、性取向或宗
教信仰如何，您都可以而且应该期待得到尊重和感到安
全。如果 您觉得受到了威胁，您应该告诉并报告相关人
士，这一点非常重要。您可以与国际学生顾问、老师、
寄宿家庭和 GETI  团队联系。紧急情况下，请拨打 000
寻求警察的帮助。

金钱
澳大利亚是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社会，不存在很多其他
国家中存在明确社会等级。澳大利亚人不看重财富、地
位和职业。因此，大多数澳大利亚人不谈论收入或财富。
比如，询问别人的收入状况是不礼貌的。谈论自己的财
富也被认为是一种不礼貌行为。比如，如果您收到了一
个农历新年礼物，请勿在同学面前吹嘘或炫耀，因为这
是一种粗俗行为。

家务劳动
澳大利亚人很少有仆人。大多数澳大利亚人都亲自做家
务。男士、女士和儿童在家里分担烹饪、清洁和洗碗等
家务。您在住宿时应当留意这一点，这对您非常重要。
如果您在住处做饭，您应当清洗您用过的所有物件。在
您的住处，无论您是在寄宿家庭还是与其他学生合租，
您都应当承担家务劳动。比如，如果寄宿家庭的主人为
您做饭，您应当在饭后主动提出清洗餐具，这是一种礼貌。

用水和淋浴
大多数澳大利亚人都很清查他们的用水量，因为水是一
种有限的资源。淋浴时间不要太长（通常为 5 分钟），这
一点非常重要。大多数澳大利亚人在早晨淋浴。您应当
每天都淋浴一次。要优先安排洗身和洗头，在淋浴时刮脸，
这一点非常重要。

使用厕所
澳大利亚的厕所属于西式风格。蹲式厕所非常少见。澳
大利亚厕所通常没有坐浴盆。大多数厕所都备有厕纸。
用过的厕纸要用水冲走，而不是放到垃圾桶内。

食品
咀嚼食物时闭上嘴巴是一种礼貌。通常情况下，应避免
发出声音。不要将食物（包括骨头）直接放在桌上。吐
痰（即使是在进食时）是一种不礼貌行为。公共场合吐
痰则是一种违法行为。虽然大多数家庭和餐馆都使用刀、
叉、勺子等餐具，但筷子同时也在广泛提供，而且非常
普遍。如果您觉得用筷子更舒服，可以要求提供筷子。

抽烟
在澳大利亚，不满 18 岁人士购买香烟和吸烟是违法的。
您会发现，和其他很多国家相比，抽烟行为在澳大利亚
更少见。这是因为澳洲在烟草方面的法律很严格且成本
高昂。如果您年满 18 岁并吸烟，出租房或其他住所都
不太可能允许您在室内吸烟。如果您抽烟，您应当在您
的住所之外寻找一个可供抽烟的地方，这一点非常重要。
如果您想在户外抽烟，您应当礼貌地询问附近的人是否
会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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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女性卫生用品必须放在垃圾箱中，而不要用水冲走。

用餐时间
• 大部分澳洲人

惯
惯一天

餐外

一份小点心：

• 早餐 – 早晨的餐点 要是生冷的轻食，例如谷
片
司 酸奶 果 等 见右
•

午茶 – 你的课表

，在

午中间

约 10:00am

– 11:00am 之间 会有一 休息时间 此时往往会
一份小点心，例如木斯里棒 一份水果
• 午餐 – 用餐时间约在 12:00pm - 2:00pm 之间，通
常 的是轻便的冷食，例如 明治或沙拉
• 晚餐 – 傍晚时 的晚餐是一天最 要的一餐，且通
常会 家人一起
现代晚餐的食物选项非常广泛，
对澳洲人来说，除了选择传统的一肉 菜， 有同样
的机会选择咖喱 面条 墨西哥面饼卷或披萨

一般礼节——准则

例

禁忌

：

准则

禁忌

• 如果你有任何问题或担忧 例如在寄宿家庭内 ，
最好即刻去找相关的人，并且有礼貌地开口询问

以 行

• 在买东西结账或询问问题的时候，
等候

必规矩地排队

• 在任何人给了你任何物品 帮你烹煮了食物
或 你提供了帮助时，记得说 谢谢
• 在 人搭话，且对方并未预期你
好意思 起头，会比较有礼

他搭话时，先以

• 养 准时的 惯 – 虽然澳洲人普遍个性随和，但是
会要 准时 最好在课堂开始前至少五分钟就先
行抵达教室

午茶的范例
明治

，会被视

• 在公共场合

木斯里棒

水果

以及午餐范

无礼：

痰

• 在桌

放食物的地方

• 在桌面

或公共场

或烹饪的

中修剪手

面

跷脚

踩踏

脚指甲

• 在未经敲门或未说
好意思打扰了 的情况 ，
要擅入别人的卧室或 间 例如，在当事人
知情或未经当事人允许 进入其卧室是相当无礼
的行
• 在室内吸烟

终于啊！
GETI 团队的旅行经验丰富，许多 员 来自 同 家
这本指南涵盖了 们在海外旅行时经历到的 种差异
们明白，对于 同 家之间的差异，要学 的事情很
多 要是你对任何事情有任何 确定的地方，都 以来
们询问， 们都会帮助你
海外留学是个很大的挑战， 中 会有非常大的收获 你
会对自己有更多的认识， 会对其他人有更多的了解
们能给你最好的建议是，多问问题，并且保持幽默，让你
的学 旅程充满 乐
们祝你好运，并以期盼的心情
迎你来到塔斯马尼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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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方式：
塔斯马尼亚州政府 国际教育与培训司
GPO Box 169 Hobart 7001
Tasmania, Australia
26 Bathurst Street , Hobart 7000
Tasmania, Australia
电话：+61 3 6165 5727
传真：+61 3 6233 7839
非工作时间紧急联系电话 (24小时)：+61 3 6231 1003
电子邮件： info@geti.tas.gov.au
www.study.tas.gov.au
CRICOS 03352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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