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年澳大利亚悉尼大学学习营

名校课程 校企参访 经典探访 文化体验

重庆大学







为开拓我校学生国际视野、提高学生国际交往能力及国际素养、配合学校“双一流”建设目标，在数届

重庆大学Global Vision项目的成功举办基础上，拟于2018 年1月20日-2月2日（寒假期间）组织我校学生赴

澳大利亚开展学习营活动。

本次2018年澳大利亚学习营为期14天，拟选派30-40名全日制学生参加。本次项目内容包括名校课程学

习、名校及企业参访、经典建筑及博物馆探访、文化体验四大模块，学习体验地域主要为澳大利亚悉尼与墨尔

本。其中，名校课程学习为世界顶尖级名校澳大利亚悉尼大学教师（QS全球排名50位）授课；其他名校及企

业参访包括：墨尔本大学（QS全球排名 41 位）、莫那什大学（QS全球排名 60 位）、澳新银行等；经典建

筑及博物馆探访包括悉尼歌剧院、维多利亚州立图书馆、圣帕克里特大教堂及澳大利亚博物馆、维多利亚美术

馆等；文化体验包括悉尼野生动物园、大洋路、红酒庄等。学生交流项目结束前要求学生撰写实践总结报告，

完成任务学生将被授予悉尼大学官方项目结业证书。学生返校提交实践报告并通过审核后可获得一个重庆大学

第二课堂国际实践类学分、重庆大学校级国际交流项目及奖学金证书。

项目概况

名校课程

01 悉尼大学教师授课学习

切身体验名校课程氛围 提升个人多方位素质能力

由悉尼大学开设涵盖历史政治文化建筑科技多类课程、领导
力专业培训及个性化专业化留学指导，课程结束由悉尼大学官方
颁发结业证书。

02 名校及名企参访体验

感受多种高校文化底蕴 深入探寻名企运营特色

参观考察墨尔本大学、莫纳什大学，与海外留学生交流
留学经验；参观全澳四大银行之一澳大利亚新西兰银行，了
解国际化企业运营模式，开拓国际视野。

03 经典建筑及博物馆探访

参观建筑大师杰作 品味澳洲文化经典

参观悉尼海港大桥、悉尼歌剧院、天主教堂圣帕特里克教堂，
深度了解伟大经典建筑设计精髓，参观游览澳大利亚博物馆、墨
尔本战争纪念馆、维多利亚美术馆等，品味历史文化之美。

04 特色文化体验及观光

领略不同城市魅力 感受独特风土人情

悉尼、墨尔本观光旅行，在悉尼野生动物世界与考拉亲密接
触，在邦德海滩开展沙滩排球比赛，在澳洲亚拉河谷著名酒庄接
受专业品酒指导，前往大洋路探索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校企参访

经典探访

文化体验



项目概况参考行程

时间 地点 项目
DAY1 今日主题：启程，开始学习营

1.20 17:00 重庆大学 17:00在重庆大学集合出发前往江北国际机场

周六
17:30 江北机场

重庆江北T3航站楼。

航班信息：GS7945重庆22:10-墨尔本11:40

DAY2 今日主题：初识大洋洲

1.21 15:00 墨尔本机场 航班信息：墨尔本15:00－悉尼16:25

周日 16:25 悉尼机场 到达悉尼机场，前往市区，车览南半球第一大城市

18:00 - 19:00

悉尼大学

晚餐（统一安排）

19:00 - 20:00 入住悉尼大学学生宿舍，安全、宿舍设施讲解及环境熟悉

20:30 工作人员查房清点学生人数

DAY3 今日主题:悉尼学习第一日

1.22 08:00 - 09:00

悉尼大学

享用早餐

周一 09:30 - 10:30 悉尼大学欢迎仪式

10:45 - 12:00 悉尼大学课程1：由悉尼大学官方代表介绍大学历史及校园文化

12:30 - 13: 30 午餐（统一安排）

14:00 - 16:30
破冰活动：熟悉学校周边环境，参观体验学校图书馆，实验室，教
室及各公共区域

16:30 - 20:30 悉尼市内 学生自由活动，并自行解决晚餐

20:30 悉尼大学 工作人员查房清点学生人数

DAY4 今日主题：悉尼学习第二日

1.23 08:00 - 09:00

悉尼大学

享用早餐

周二 09:30 - 12:00 悉尼大学课程2：澳大利亚政治体制及文化背景

12:30 - 13:30 午餐（统一安排）

14:00 - 16:30

参访活动1：参访澳大利亚博物馆：世界公认的十家最顶级的展馆
之一，也是澳大利亚最大的自然历史博物馆。藏品极为丰富，很多
藏品是独一无二的，主要收藏和展出各种动植物标本，化石，矿石，
与人类学研究有关的物品，与环境科学有关的物品。

16:30 - 20:30 悉尼市内 学生自由活动，并自行解决晚餐

20:30 悉尼大学 工作人员查房清点学生人数

DAY5 今日主题：悉尼学习第三日

1.24 08:00 - 09:00

悉尼大学

早餐

周三 09:30 - 12:00 悉尼大学课程3：建筑学课程

12:30 - 13:30 午餐（统一安排）

14:00 - 16:30
实践活动1：顶级建筑考察：由建筑学专业人士带领参观悉尼海港
大桥，悉尼歌剧院（入内），根据上午所学到的知识深度了解世界
最伟大的建筑。

16:30 - 20:30 悉尼市内 学生自由活动，并自行解决晚餐

20:30 悉尼大学 工作人员查房清点学生人数



项目概况参考行程

DAY6 今日主题：悉尼学习第四日

1.25 08:00 - 09:00

悉尼大学

享用早餐

周四 09:30 - 12:00 悉尼大学课程4：全球化与科技发展课程

12:30 - 13:30 午餐（统一安排）

14:30 - 16:30

实践活动2: 企业考察：参观澳大利亚新西兰银行，了解澳大利亚金融发
展史，以及在服务自然资源，能源和基础建设，农业等领域的独特优势。
让学生了解国际化企业运营模式，开拓国际视野，为以后回国就业、创
业积累资源。

16:30 - 20:30 悉尼市内 学生自由活动，并自行解决晚餐

20:30 悉尼大学 工作人员查房清点学生人数

DAY7 今日主题：悉尼学习第五日

1.26 08:00 - 08:45 酒店餐厅 享用早餐

周五 09:30 - 12:00

悉尼大学

悉尼大学课程5: 领导力开发课程

12:30 - 13:30 午餐（统一安排）

14:00 - 15:00

悉尼大学课程6:由悉尼大学招生官讲解：由悉尼大学招生官讲解澳大利
亚教育制度、悉尼大学的授课理念、申请流程、留学政策和录取标准、
以及如何做好一个属于自己的留学规划，这不仅受益于悉尼大学的申请，
也受益与每所名校的申请。

15:00 - 16:30 悉尼大学结业仪式，课程结业汇报，悉尼大学颁发结业证书。

16:30 - 20:30 悉尼市内 学生自由活动，并自行解决晚餐

20:30 悉尼大学 工作人员查房清点学生人数

DAY8 今日主题：深入体验当地文化

1.27 08:00 - 09:00 酒店餐厅 享用早餐

周六 9:15 酒店大厅 集合，出发前往悉尼市区进行参访

09:30 - 11:30

悉尼市区

实践活动3:邦迪海滩团队合作力训练：沙滩排球team building，体验团
队协作带来的成就感。

12:00 - 14:00 悉尼鱼市场午餐（统一安排）

14:00 - 18:00

参访活动2: 悉尼野生动物世界－亲密接触澳洲动物，感受人与动物的和
谐悉：悉尼野生动物世界为世界上最大的室内野生动物园，同时也是世
界上拥有最多种类澳洲动植物的室内动物园，生活有上千种动物。动物
世界分为10大展馆，即彩蝶飞舞、无脊天下、爬行异族、峡谷飞行、午
夜迷踪、骄阳似火、热带雨林、袋鼠悬崖、澳洲宝贝和半干旱大草原，
参观每个展馆都是一次刺激的探险，一次梦幻般的旅行。这个无与伦比、
世界一流的环境中生活着多种多样的野生动物，从那些冰冷的爬行动物，
恐怖凶残的猛兽到人见人爱的考拉熊，可以同它们亲密接触，获得非凡
感受。

18:00-20:30 学生自由活动，并自行解决晚餐

20:30 悉尼大学 工作人员查房清点学生人数

DAY9 今日主题：自由感受国际大都市

1.28 08:00 - 09:00 酒店餐厅 享用早餐

周日 09:30 - 14:00 悉尼市区 自由活动

14:00 悉尼大学 学校宿舍门口集合，前往机场

17:15-18:50 悉尼机场 搭乘航班前往全球最宜居的城市墨尔本

19:00-21:00 墨尔本市区 学生自由活动，并自行解决晚餐

21:00 酒店 工作人员查房清点学生人数



项目概况参考行程

DAY10 今日主题：探索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大洋路

1.29 07:00 - 08:00 酒店餐厅 享用早餐

周一 8:30 酒店大厅 参访活动3:大洋路(Great Ocean Road)：全球最美的沿海公路之一

08:30 - 12:00

大洋路

大洋路东起维多利亚州第二大城市吉朗附近的托尔坎镇，一路向西
南，途经色彩绚丽的奥特威山脉，穿过欧式海边渡假小镇罗恩和大
奥特威国家公园，拜访宜人的阿波罗小镇。

12:30 - 13:30 午餐（统一安排）

13:45 - 16:00
穿越奥特韦角雨林，抵达最著名的十二门徒，观看巨大的断壁岩石、
形态各异的壮观与美景。

16:00 - 19:30 返回墨尔本市区

19:30 - 21:00 墨尔本市区 学生自由活动，并自行解决晚餐

21:00 酒店 工作人员查房清点学生人数

DAY11 今日主题：名校之日

1.30 08:00 - 09:00 酒店餐厅 享用早餐

周二 9:30 酒店大厅 酒店大厅集合，

09:30 - 12:00

实践活动4:名校探访：墨尔本大学：由墨大学生会的优秀学长带我
们探访这所世界名校，参观学校图书馆，实验室，教室及各公共区
域，并与他们在墨尔本大学的教室分享在名校里的学习和生活的经
历。

12:30 - 13:30 午餐（统一安排）

14:00 - 16: 00
参访活动4:澳洲经典建筑发现记：参访南半球最大的天主教堂圣帕
特里克教堂，维多利亚州立图书馆，拥有维多利亚时代建筑风格的
火车站，联邦广场，涂鸦街。

16:00 - 20:30 返回墨尔本市中心，自由活动并自行解决晚餐

20:30 酒店 工作人员查房清点学生人数

DAY12 今日主题：著名酒庄探索日

1.31 08:00 - 08:45 酒店餐厅 享用早餐

周三 9:00 酒店大厅 集合，出发前往墨尔本市区

09:30 - 12:00

墨尔本市区

实践活动5:名校探访：探访莫纳什大学，并讲解大学的历史及授课
理念，分享校内趣事。

12:30 - 13:30 午餐（统一安排）

14:00 - 17:00
实践活动6:探访知名酒庄：有酒庄工作人员带领参访酒庄内部，了
解葡萄酒的酝酿过程，并有专业人员教学生用最优雅的姿势摇酒，
闻酒，品红酒。

17:00 - 20:30 自由活动并自行解决晚餐

20:30 酒店 工作人员查房清点学生人数

DAY13 今日主题：艺术之都体验日

2.1 08:00 - 08:45 酒店餐厅 享用早餐

周四 9:00 酒店大厅 集合，出发前往墨尔本市区

09:00 - 12:00

墨尔本市区

参访活动5:品味艺术之都－维多利亚美术博物馆：维多利亚美术馆，
澳大利亚最大的美术馆之一，其藏品及其丰富。拥有70000件来自澳
大利亚、土著、亚洲、欧洲及前哥伦比亚时代的世界级的艺术珍品，
从照片、面料到雕塑、绘画。

12:00 - 13:00 午餐（统一安排）

13:30 - 20:30 自由活动并自行解决晚餐

20:30 酒店 工作人员查房清点学生人数

DAY14 今日主题：返程，踏上回家的路

2.2 08:00 - 09:00 酒店餐厅 享用早餐

周五 10:30 酒店大厅 集合，出发前往墨尔本国际机场

13:40 墨尔本机场
搭乘返回重庆的航班

航班信息：GS7946墨尔本-重庆 1340 2200

22:30 抵达重庆
北京时间22:00抵达中国重庆，结束行程。

有需要的同学可搭乘学校班车返回重庆大学。

＊以上日程可能根据实际日程微调，但总量不变



项目概况

安全保障

项目期间，设有十大安全保障体系：24小时异地应急机制、国际定点问诊医院、医疗保障和全球
境外保障、专业领队及安全人员培训、出境安全手册、行前注意事项、活动过程中安全细节、研学地分
类安全预案、安全预防措施、应急预案及流程。吃住行严格执行标准，设立安全救援小组，全方位保障
学生出行安全。

签证服务及机票

参加项目的学生将由主办方统一处理签证事宜，全程指导学生完成签证申请工作。主办方项
目组将根据签证中心的要求，为学员提供签证辅导、咨询、预约签证时间、面签辅导、带领团队送
签等服务，以最大限度提升出签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