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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培训引领
世界顶尖级职业 

VETEA附属机构产品和服务

vetea.org.au

职业生涯周期
一条通向未来事业的捷径。
投资你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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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您来到VETEA

欢迎我们未来的合作伙伴。我很高兴能够在这里代表VETEA的
全体董事会和工作人员向您介绍一项令人兴奋的服务，以感谢
您长期以来对我们机构的大力支持。

VETEA作为澳大利亚一流的职业培训机构，将就业方面的教育
培训和技能提升作为主要业务，致力于个人的专业发展以及机构
的增长效率和盈利能力。

澳大利亚在职业教育方面一直处于世界领
先地位，我们正在通过VETEA与世界分
享我们的经验和专业知识。

我们广泛的服务范围、深厚的专业知识以及对于各个行业的全面
认知，使得我们成功在众多同行机构中脱颖而出。

随着我们澳大利亚的公务人员与世界各地越来越紧密的联系，我
们在这里坚定不移的向您承诺：以后我们将倾尽全力协助您在专
业以及商业方面的一切的事务。对于我们的能力，敬请放心。

今天VETEA已毫无疑问地成为了一所顾客所信赖的职业培训机

构。 客户可以从VETEA得到至少两项保
证： 一. 我们了解客户的需求从而达到最
优目标。二. 我们所提供的一切服务中对
质量的承诺。

我们致力于与顾客和合作伙伴建立起非常
有成效和建设性的关系，我们开始期待与
您的交流，以实现您的个人和组织目标。

作为职业生涯中陪伴您进一步深造的合作
伙伴，VETEA在这里由衷地欢迎您的到来。  

罗伯特•博比奇  
主席   

我们很高兴在这里向您介绍VETEA其中一项最令人兴奋和独特
的服务之一。

为您的教育培训以及技能发展需求提供一
站式服务。

满足您的专属需求。

很高兴能够在这里为大家介绍我们关于澳大利亚职业教育、培训
以及就业独一无二的服务概况(VETEA)您将有机会能够享受我们
在澳大利亚以及世界各地提供的所有优质服务。

我们专注于就业、教育、培训与各行业技能提升，并提供同样卓
越的品质和物有所值的服务。 我们的目标是为所有顾客提供全
面的职业发展路线，并被公认为国内和国际质量培训和就业服务
的提供者。

我们工作经验丰富的工作人员将确保我们
提供的任何服务都能令您满意。

我们将臻求完美， 成为职业教育培训机
构中领先的佼佼者。

本手册将为您介绍我们是谁、我们做什么
以及我们如何能帮助您。 我们真诚期待
着为您服务，并欢迎您的任何咨询。

艾哈迈德•索卡诺
首席执行官
创始人

首席执行官致辞

主席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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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VETEA

全球培训引领

世界顶尖级职业

澳大利亚职业培训有限公司（VETEA）是一
所澳大利亚注册的公共机构。主要提供教育、
培训、就业指导以及技能提升等各项服务。 
VETEA在澳大利亚所有职业培训机构中占有独
一无二的领先地位。

VETEA总共由二十一个附属机构，两个合作
方以及九个附属机构组成。它们均由现任董事
会所管理。现任董事长为昆士兰州前总理罗伯
特•博尔皮奇（Robert Borbidge）。

VETEA将为您的职业生涯提供教育、专业以及
就业指导方面的各项服务。在学校，我们将通
过专业的职业培训，帮助您直接进入理想的职
业岗位或进入下一阶段的高等教育。 VETEA
将为您提供一切关于就业咨询、职业规划以及
持续的技能提升方面的卓越服务。 这是帮助
您达到理想事业目标阶段的一条捷径。

关于VETEA的愿景：我们致力于成为全球领
先的一流职业培训机构。 世界正处于迅速
发展阶段，为了顺应人才市场需求的不断变
化，VETEA认为教育培训机构必须将学员、 
雇主和各个行业在全球范围内紧密联系起来。

VETEA正随着职业教育和培训的全球化和澳大
利亚一流的教育质量而不断发展壮大。澳大利

亚在教育方面享有良好的声誉和悠久的历史，
长期以来一直受到国际的广泛认可。通过对
188个国家的预期寿命、教育以及生活水平的
数据分析，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15年人类发
展指数”显示澳大利亚现已成为拥有世界第二
高的生活质量的国家。

澳大利亚在职业教育和培训方面一直处于国际
领先地位。在VETEA，我们希望能与世界分
享我们精湛的技能以及丰富的经验和知识。 
VETEA作为国际职业教育机构的先驱， 将支
持世界各地的就业者和雇主实现他们的职业和
商业目标。

VETEA的主校区坐落于风景优美的黄金海
岸，2018年英联邦运动会就在此主办。除主
校区之外，VETEA还拥有在昆士兰州的两个
校区，悉尼的两个校区和墨尔本的一个校区。
此外，VETEA在澳大利亚各州都分别设有代
理机构。

VETEA目前主要在四个国家开展业务。它们分
别是：印度，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和中国。预
计2018年底前， VETEA将在另外5个国家 
（越南，马来西亚，韩国，菲律宾和海合会）
进一步开展更多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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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TEA 附属机构

AUSTRALIAN COLLEGES OF 
FURTHER EDUCATION (ACFE)

acfeonline.edu.au

AUSTRALIAN INSTITUTE OF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EDUCATION (AIVTE)

aivte.edu.au

AUSTRALIAN INSTITUTE OF ENGLISH 
LANGUAGE (AIEL) 

aiel.edu.au

AUSTRALIAN HEALTHCARE 
COLLEGE (AHC) 
ahconline.edu.au

TVET COLLEGE OF AUSTRALIA (TVET)
tvetca.edu.au

VETEA OPEN COLLEGES (VOC)
veteaopencolleges.com

AUSTRALIAN ACADEMY (AA)
australianacademy.edu.au

SKILLS AND EMPLOYMENT INSTITUTE 
OF AUSTRALIA (SEIA)

seia.edu.au

SKILLED EDUCATION AUSTRALIA (SEA)
sea.edu.au

OPEN POLYTECHNIC AUSTRALIA (OPA)
opa.edu.au

VETEA TRADES COLLEGE (VTC)
veteatrades.edu.au

MYSKILLS 
myskills.org.au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E 
OF AUSTRALIA (HEIA) 
heiaustralia.com.au

AUSTRALIAN INSTITUTE OF 
SKILLS DEVELOPMENT (AISD)

skillsdevelopment.com.au

ENTREPRENEURS INSTITUTE 
OF AUSTRALIA (EIA)

eiaus.com.au

AUSTRALIAN ACADEMY OF SPORT (AAS)
aas.org.au

APPRENTICE HUB 

AUSTRALIAN SPORTS ACADEMY (ASA)
asaonline.edu.au

AUSTRALIAN FOOTBALL COLLEGE (AFC) 
afc.edu.au

AUSTRALIAN NURSING COLLEGE (ANC)
australiannursingcollege.edu.au

AUSTRALIAN REAL ESTATE  
TRAINING CENTRE (ARETC)

aretc.edu.au

AUSTRALIAN HEALTH AND COMMUNITY 
COLLEGE (AHCC) 

ahcc.edu.au

AUSTRALIAN INSTITUTE OF 
EXECUTIVE EDUCATION (AIEE)

aiee.com.au

ELITE COLLEGE OF AUSTRALIA (ECA)
ecaus.com.au

INTERNATIONAL CAREER CENTRE 
icconline.com.au

JOBLINK 
joblinkaustralia.com.au

VETEA FOUNDATION 
vetea.org.au/vetea-found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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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方位支持您的职业生涯规划

VETEA 涵盖四个主要行业



无论您处于职业生涯中的哪个阶段，我们都将帮助您得到进一步发展

1. VETEA 提供国际认可的资格证书  
VETEA的多个注册培训机构 (RTOs) 由澳
大利亚政府的教育和培训部门提供澳大利
亚资格体制（AQF）的国家认证资格。 所
有澳大利亚AQF认证资格均获得国际认
可。

2. 专注就业  
VETEA一直将学员最终的就业成果视为
我们的首要任务。为此，我们设有专门
的工作配对人员（JMO ）与各行业领导
进行密切协商，以了解其行业对人才所
需技能的要求。 从而我们的JMO可以为
VETEA的学员提供相对应的简历修改和
面试技巧来获取更多的就业机会，并将学
生与他们所学领域的职业机会联系起来。     

3. 行业关联 
无论您是希望完成职业资格证书，还是想
通过专业领域的深造项目以获取进一步的
职业发展或改变职业方向，VETEA涵盖
面广泛的强大的行业联络网都可以帮助您
提升技能，积累丰厚的经验， 从而创造
更多的就业机会。个别学院也会不定期组
织各行业的公司实景参观，加深您对职业
发展的了解，并帮助你开始为未来的就业
岗位预先建立起良好人脉基础。

4. 职前培训 
我们的职前培训项目主要专注于相关行
业，为学员提供一个容易适应学习、迅速
提升技能的环境，为正式工作奠定基础。
我们将根据不同的行业需求提供与之相对
应的培训项目，争取为学员创造更多的就
业机会。

5. 自由的教学模式 
VETEA提供一系列不同的学习方式。无
论是面对面、远程、在线，或是上门教
学，我们都有与之相对应灵活的创新教学
模式。学员可以根据自身不同的需求进行
自由选择。 

6. 自由的学习时间 
VETEA每年有4个学期，每月都提供所有
课程。学生们可以在每个月月初开始上
课，这为所有学员提供了快速学习和发展
的机会。 
 
 
 
 
 

8

为什么选择我们



投资你的未来 收获丰厚回报

7. 个性化服务 
您的成功是我们最大的目标。为了确保实
现这一目标，VETEA设立了一个专门的
顾问团队为学员提供一对一的辅导，为学
生量身打造专属的学习计划。 
 

8. 学有所值  
VETEA特地为就业成立了两个附属机
构，一个是组织培训机构(GTO)，另一个
是人才招聘和雇佣(RLH)机构。GTO是学
徒和受训人员的合法雇主，他们被安排在
约定的时间内与东道国企业合作。他们将
会在与雇主在一起的时间里强化与职业相
关的技能。RLH将帮助我们的学生在学习
期间找到一份工作。 

9. 通往大学的途径 
所有VETEA的RTO资格证书都是澳大利
亚的资格认证体制 (AQF) 所承认的，任
何AQF资格证书都有一个认证的途径，包
括从第一年(AQF级别的第7级为本科)到
AQF10级的博士学位。 
 
 
 
 
 
 

10. 国际视野 
VETEA在四个国家都拥有业务，它们分
别是： VETEA 印度 、VETEA 新加坡 、 
VETEA 印度尼西亚 和VETEA 中国。预计
到2018年底，VETEA将在另外5个国家  
(越南、马来西亚、韩国、菲律宾和海湾合
作委员会) 实现运营。VETEA同时还与其
他国际组织建立了合作关系，并得到了全
球的广泛认可。 
 

11. 文化包容   
企业文化是VETEA取得成功的关键因
素。我们相信多元文化主义，与此同时，
我们也懂得文化多样性的价值。VETEA
欢迎不同的信仰、价值观和风俗习惯。我
们相信文化多元化的环境下更容易培养出
成功的高层次人才。 
 

12. 职业生涯  
VETEA提供了全面完整的和个性化的专
属服务。从学校开始，我们将通过专业的
职业培训，帮助您直接进入理想的职业岗
位或进入下一阶段的高等教育。 VETEA
将为您提供一切关于就业咨询、职业规划
以及持续的技能提升方面的卓越服务。 
这是帮助您达到事业理想阶段的一条捷
径。

9

为什么选择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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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高等教育学院

澳大利亚高等教育学院(ACFE) 是一个同时通过澳
大利亚政府的批准且经过注册认证的正规培训机
构(RTO)。它拥有澳大利亚技能质量管理局(ASQA)
RTO ID 31717和英联邦注册机构和海外学生课程
(CRICOS)提供商的代码03327G。ACFE能够为国
内外学生提供学习证书、普通文凭以及高级文凭课
程 。

六个领域包括：
1. 澳大利亚英语语言学院
2. 澳大利亚医疗学院
3. 澳大利亚体育学院
4. 澳大利亚职业技术教育学院
5. 澳式足球学院
6. 澳大利亚职业技术学院

 
 

附属机构

澳大利亚英语语言学院

澳大利亚英语语言学院(AIEL)是澳大利亚高等教育
学院(ACFE)的一个商业名称。AIEL是一个经过注
册的正规培训机构(RTO)，它为国内外学生提供全
国应用范围最广的英语语言证书。AIEL很自豪能够
为国际学生提供一系列通过澳大利亚政府审批认证
的课程。此外， AIEL 拥有认证以提供国家英语认
证计划（NEAS）里的资格。

职业培训实现
就业梦想“

” 
为海外学生开设英语强化课程(ELICOS)

普通英语
语言课程设置从初学者到高级语言课程不等，旨在
培养学生的阅读、听力、口语和写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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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包括以下内容：
• 以核心教材为中心的主题练习
• 老师设计的语言能力延伸拓展
• 专项技能提升
• 选修课程
• 自习

备战雅思
国际英语语言测试系统(IELTS)备考课程专门针对
那些想要参加雅思考试或有工作和移民需求的学
生。雅思考试的重点包括四种宏观技能 (阅读，写
作，听力和口语)。我们通过发现学生学习上的弱
点，提供针对性的个人辅导和课堂活动。在课堂
上，我们还将重点介绍四种主要的宏观技能，以提
高学生的语言能力和雅思考试分数 。对于备考雅
思的学员，课程会将更多重点放在冲刺雅思高分
上。 AIEL可以提供“雅思4 – 5分基础班”或“7分
冲刺班”来帮助学生备考雅思。

学术用途英语
学术用途英语(EAP)主要针对那些对于英语有着
专业需求的海外留学生。
 
该课程旨在培养学生在以下四个关键领域中英语意
识、知识和技能运用:
1. 使用英语作为语言教学和学习的职业和/或大学

环境。
2. 以西方文化信仰及道德规范为主导的多元文化

社会,如澳大利亚。
3. 为学生在特定领域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一

些学生有特定的需求。例如：若想成为一名工
程师，或者将现有的技能转移到另一个环境工
作。

4. 旅游和旅游业英语。

学习英语， 
与世界接轨“

”

学习活动将集中在写作,阅读和听力,语法和词汇、
口头表达能力、研究能力和语境运用。在整个过程
中，学习将会着重于批判性知识和思维的培养。通
过这样的活动，学生们将增加运用英语交流的信心
以及培养他们需要的学习技能，以适应在各个层次
上学习的要求。

学习方式
AIEL提供多种灵活的培训方式
• 面对面教学
• 在线教学
• 研讨会
• 专块训练
• 职场基础训练
• 远程教学
• 混合（自学以及面对面教学）

所有的AIEL资格和项目都面向澳大利亚本土学生
和国际留学生开放(离岸交付)。

 
澳大利亚医疗学院

澳大利亚医疗学院(AHC)是澳大利亚高等教育学院
(ACFE)的一个商业名称。AHC经过专业培训机构
(RTO)的认证，提供与医疗保健行业相关的项目，
以解决医疗和社区服务行业的需求。

作为国际学生的首选目标，AHC享有极高的声望。
它拥有大量的卫生保健课程, 政府认可, 雇主联系, 
工作实习，得到了学生的大力支持。AHC资格证书
广泛适用于国内和国际学生。

AHC提供专门针对医疗保健行业一流水平的培训，
来改善我校学生和他们未来客户的生活。我们的培
训项目通过加强医疗行业需求的技能来提高学员的
就业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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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课程主要针对产业主导机构、医疗保健专
家, 以丰富的经验支持他们的职业发展及其学术和
科学的研究。我们的目标是培养卫生保健和社区服
务行业中的最高层次人才。

针对证书、文凭和专业发展的不同需求，AHC提供
了广泛的医疗保健课程。

AHC提供以下项目:
1. 证书项目
2. 文凭项目
3. 技能项目
4. 短期课程
5. 私人定制化课程
6. 专业发展项目

AHC课程涵盖以下行业:
• 护理
• 残疾
• 老龄化辅助
• 个人辅助
• 社区服务

引领创新学习模式“ ”
教学方式
AHC 提供多种灵活的培训方式:
• 面对面教学
• 在线教学
• 研讨会
• 专块训练
• 职场基础训练
• 远程教学
• 混合（自学以及面对面教学）

所有的AHC资格和项目都面向澳大利亚本土学
生和国际留学生开放(离岸交付)。

澳大利亚体育学院

澳大利亚体育学院(ASA)是澳大利亚高等教育学院
(ACFE)的一个商业名称。ASA经过专业培训组织
(RTO) 认证，主要提供与体育健身行业相关的项
目。ASA通过在全球范围内近十年的高性能培训，
向社会源源不断地输出体育和健身方面的人才，在
健身、运动和娱乐行业中处于遥遥领先。为国内外
学生提供证书和文凭。

ASA提供以下项目 
1. 证书项目
2. 文凭项目
3. 技能项目
4. 短期课程
5. 私人定制化课程

 
ASA课程涵盖以下行业:
• 水上运动
• 体育运动训练
• 体育运动主持
• 社区娱乐设施
• 社区活动项目
• 事件管理
• 设施管理
• 体育管理
• 体育营销
• 健身资格证书
• 教练资格认证
• 社区娱乐资格
• 体育发展资格
• 体育职业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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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提高教练的知识
和技能，从而提升团
队的表现。
“

” 
 

教学方式
ASA提供多种灵活的培训方式
• 面对面教学
• 在线教学
• 研讨会
• 专块训练
• 职场基础训练
• 远程教学
• 混合（自学以及面对面教学）

ASA高性能培训
ASA提供高性能的运动训练计划，力求达到世界级
一流标准 。我们的教练、专家和物理治疗师将为
体育组织提供最有效的体育科学和医学应用，以提
高运动员的体育成绩，来制定新型技术性战略。

ASA率先开创了一个顶尖的以成绩为导向，运动员
为中心，教练为首的可持续的高性能运动系统。
此系统为运动员提供了世界级标准的辅助服务和设

施，促使他们专注于体育事业。

ASA教练提升项目
澳大利亚体育学院(ASA)为国内外体育教练提
供专业训。教练将学习如何根据运动员的能力,
性别和年龄为他们提供量身定制的训练项目和
服务。ASA的辅导和技能提升项目将为毕业生
提供全职体育教练职业生涯的选择。澳大利亚
体育学院提供多种形式的授课方式，包括面对
面、远程和在线学习。

课程选择包括
• 一级社区教练
• 二级中阶教练
• 三级高阶教练
• 一级体育教练
• 运动心理学原理
• 生理训练
• 力量和调节
• 能力认知与提升
• 儿童锻炼
• 体育营养学

技能提升项目
ASA提供技能提升项目，ASA课程广泛运用于国内
和国际个人和体育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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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选择包括
• 裁判 (动态运动)
• 裁判 (静态运动)
• 高级裁判
• 救生员
• 游泳和安全指导老师
• 游泳技术操作员
• 设施管理
• 体育管理
• 项目管理
• 项目协调
• 人流管制
• 机构治理(董事会)
• 机构治理（委员会）

所有的ASA资格和项目都面向澳大利亚本土学
生和国际留学生开放(离岸交付)。

澳大利亚职业技术教育学院

澳大利亚职业技术教育学院(AIVTE)是澳大利亚高
等教育学院(ACFE)的一个商业名称。AIVTE是一个
经过注册的正规培训机构(RTO)，为世界各地的学
生提供在澳大利亚学习和就业的机会。作为国际学
生的首选目标，AHC享有极高的声望。它拥有大量
的课程, 政府认可, 雇主联系, 工作实习，得到了学
生的大力支持。AHC资格证书广泛适用于国内和国
际学生。

AIVTE提供以下项目 
1. 证书项目
2. 文凭项目
3. 高级学士项目 
4. 技能项目
5. 短期课程

6. 私人定制化课程

AIVTE课程涵盖以下行业:
• 商务
• 营销和沟通
• 领导和管理
• 会计
• 项目管理
• 人力资源管理
• 早期儿童教育和护理
• 酒店管理

教学方式
AIVTE提供多种灵活的培训方式
• 面对面教学
• 在线教学
• 研讨会
• 专块训练
• 职场基础训练
• 远程教学
• 混合（自学以及面对面教学）

所有的AIVTE资格和项目都面向澳大利亚本土
学生和国际留学生开放(离岸交付)。

澳式足球学院

澳式足球学院(AFC)是澳大利亚高等教育学院
(ACFE)的一个商业名称。AFC是专门从事足球运
动的经过注册的正规培训机构。AFC是澳大利亚唯
一一家提供关于全球喜爱的足球运动的资格和项目
的培训机构。AFC为国内外学生提供证书和文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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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运动生涯之后的
生活做好准备“

”AFC提供以下项目 
1. 证书项目
2. 文凭项目
3. 技能项目
4. 短期课程
5. 私人定制化课程

AFC课程涵盖以下行业:
• 教练培训资格
• 足球发展资格
• 健身体育
• 体育就业指导资格
• 足球教练资格
• 足球营销
•  足球管理资格

不出国也能获得澳
洲资格证书“

”AFC 还提供以下领域的项目：
• 多媒体体育
•  足球教练和管理
• 足球场和事件管理
• 足球商业和金融
• 足球商业和营销
• 足球商业和媒体
• 国际足球商业
• 体育商业和训练
• 体育教育
• 运动心理学
• 体育商业和广播
• 体育商业和法律
• 体育新闻

教学方式
ASA提供多种灵活的培训方式
• 面对面教学
• 在线教学
• 研讨会
• 专块训练
• 职场基础训练
• 远程教学
• 混合（自学以及面对面教学）

所有的AFC资格和项目都面向澳大利亚本土学生和
国际留学生开放(离岸交付)。

澳大利亚职业技术学院

澳大利亚 职业技术学院 (TVET) 是一所职业高中
学校。TVET项目为11和12年级学生提供为期两年
的课程，为不在校学生提供了另一种选择。澳大利
亚的TVET学院提供了5个主要的职业流向，为促进
学生的学习和未来就业规划提供选择。

5个主要的职业流向如下:
• 零售业务
• 酒店和旅游
• 社区和儿童服务
• 美容医疗
• 健身、运动和娱乐

澳大利亚TVET学院的项目旨在为每个学生完成昆
士兰教育证书(QCE)。我们为每个学生提供三种量
身定制的核心、预备和高强度课程。所有课程均享
有国家认可的职业教育和培训(VET)资格认证。

在澳大利亚TVET学院入学时，学生不需要入读传
统的昆士兰公立或私立高中。学生只须要在一所高
中注册以获取1个核心学分，这可以通过在昆士兰
远程教育学院，完成至少一个昆士兰学校的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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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的TVET学院, 师资优良, 提供高质量的个
性化学习项目，支持学生成功地完成远程教育课
程，有着良好的师生关系。

我们的项目确保学员达到读写和计算的要求。每个
学生都有机会在证书II、证书III甚至证书IV级别中完
成一个或多个资格证书。如果学生在证书课程中, 
学习成绩优异，表现出进一步学习的能力，学院会
额外提供所选文凭水平的学科, 作为澳大利亚TVET
学院 杰出学生计划的一部分 (TVET College of 
Australia’ s High Achievers Program)。所有学生
都可以获得一系列高质量的辅助，包括额外的个性
化读写和计算能力辅助，学生辅导员和残疾人士的
辅助。我们的团队有着明确的目标 - 帮助每个学
生成功地完成他们的昆士兰教育证书(QCE)。

这项全面的计划旨在通过一系列职业和个人完善的
项目，倾力发掘个人潜力，为就业、职业发展或进
一步的提升奠定基础。

澳大利亚TVET学院的学生将有机会实现他们的高
级教育和培训(SET)计划。

所有的TVET资格和项目都面向澳大利亚本土
学生和国际留学生开放(离岸交付)。

澳大利亚学院

澳大利亚学院(AA)是一个经过注册的正规培训机构
(RTO)，并经过澳大利亚政府的批准，由澳大利亚
技能质量管理局(ASQA)RTO ID 31716为澳大利亚
国内学生提供证书和文凭，并为留学生提供出国留
学服务。AA有一个专门的组织，以澳大利亚护士
学院的名义进行交易。

AA提供以下项目 
1. 证书项目
2. 文凭项目
3. 技能项目
4. 短期课程
5. 私人定制化课程

AA课程涵盖以下行业:
• 老年护理
• 美容
• 商业
• 儿童服务
• 清洗操作
• 客户互动
• 教育
•  职业服务
• 金融服务
• 基础技能
• 园艺
• 酒店
• 信息、媒体和技术
• 管理
• 营销
• 项目管理
• 工作健康和安全
• 零售
• 安保
• 旅游业

教学方式
AA提供多种灵活的培训方式
• 面对面教学
• 在线教学
• 研讨会
• 专块训练
• 职场基础训练
• 远程教学
• 混合（自学以及面对面教学）

所有的AA资格和项目都面向澳大利亚本土学
生和国际留学生开放(离岸交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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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护理学院 

澳大利亚护理学院(ANC)是澳大利亚学院的一个商
业名称(RTO 31716)。ANC是经过RTO认证的正规
护理行业培训机构，它将协助政府改善澳大利亚护
士职业紧缺的情况。我们将为国内外学生和海外受
训的护士提供桥梁项目以取得在澳大利亚的职业资
格证书。

ANC的护士教育工作者拥有学术和国际背景以及较
强的临床实践经验, 致力于培养关怀客户的高质量
护士人才 。

招聘到心仪的员工“ ”

ANC提供以下项目 
1. 证书项目
2. 文凭项目
3. 技能项目
4. 短期课程
5. 私人定制化课程

ANC 将提供以下资格:
• 护理文凭
• 高级护理文凭
• 国际合格护士的执业资格(EPIQ)

教学方式
ANC提供多种灵活的培训方式
• 面对面教学
• 在线教学
• 研讨会
• 专块训练
• 职场基础训练
• 程教学
• 混合（自学以及面对面教学）

所有ANC资格和计划都将在澳大利亚提供。



19

澳大利亚技能与就业学院

澳大利亚的技能与就业协会(SEIA)是HM Green 公
司的商业名称，其注册号码为90430。SEIA经过
了专业培训机构(RTO)的认证，为学生和行业提供
广泛的澳大利亚政府认可的课程。

作为国际学生的首选目标，SEIA享有的极高的声
望。它提供各式各样的课程、政府担保以及雇主联
系。我们专注于学员的就业成果，所有的课程培训
的核心内容都围绕就业设定。我们针对雇主需求为
学员打造以就业为目标的相关课程，为学员的工作
职业发展奠定基础。

我们以就业为目标的核心课程，为迎合雇主需求培
养了大批高水准人才，因此在雇主和学员中广受好
评。SEIA的培训老师对人才市场需求领域有着多
年的丰富经验。所有澳大利亚大学都认可SEIA资
格证书，供选择继续深造的学生使用。

现在报名专业技能提升
项目, 您将在职场遥遥
领先于他人
“

”
SEIA提供以下项目 
1. 证书项目
2. 技能项目
3. 短期课程
4. 私人定制化课程

SEIA课程涵盖以下行业:
• 商业烹饪
• 私人护理 (老年人护理、残疾和家居护理)
•  工作技能和职业途径

教学方式
SEIA提供多种灵活的培训方式
• 面对面教学
• 在线教学
• 研讨会
• 专块训练
• 职场基础训练
• 远程教学
• 混合（自学以及面对面教学）

所有的SEIA资格和项目都面向澳大利亚本土学
生和国际留学生开放(离岸交付)。

澳大利亚房地产
培训中心

澳大利亚房地产培训中心（ARETC）是HM Green 
Pty Ltd的商业名称RTO ID：90430. 澳大利亚房
地产培训中心（ARETC）是一家专业的房地产注
册培训机构（RTO），拥有澳大利亚最具特色的职
业资格范围之一。 ARETC很荣幸为学生和业界提
供广泛的澳大利亚政府批准的课程。

ARETC作为学生选择的目的地的声誉是课程范围
广泛、政府认证、雇主网络和学生支持的直接结
果。对于在房地产行业寻求卓越发展的人士，我们
相信澳大利亚房地产培训中心能提供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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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ETC具有独特的优势，因为它已经成功地推出
了一个经过验证的计划，该计划处理房地产行业的
各个方面，并为学生提供准备就绪的竞争优势。

房地产保护伞是我们的
专业领域。“

”
课程交付围绕取得实践经验，并强调强制性行业相
关合规性和改革的重要性。

我们提供以下几种房地产资格：
• CPP50307物业服务文凭（机构管理）
• CPP40307物业服务（房地产）四级证书
• 注册证书（COR）
• 持续专业发展（CPD课程）

我们独特的差异点
学生喜欢并欣赏获得所需资格的机会，同时提供实
用技能和工作准备提示。

我们教授如何与物业管理和销售部门的客户打交道
的合规性、流程、结构化任务绩效、弹性、专业知
识和信心。

我们的培训师拥来多年的行业和教学经验，并提供
面对面的内部培训。

作为课程的一部分，培训师模拟实践演示和观察学
生，提高他们的信心和对整个行业的理解。

我们的培训资源完全符合我们的目标。我们通
过领先的在线培训系统 -- 房地产办公系统套件
（REOSK）进行培训。

房地产办公系统套件（REOSK）
该系统已被证明是合规的、最受教练、审计员和学
生欢迎。

该系统分为3个综合模块（总务、物业管理和销
售）。它包含1500种在线智能形式，极大地帮助
学生理解知识和获得实践经验。学生们认为，除了
内部提供的一对一培训外，他们还可以在下班时间
登录系统。

这一事实使学生能够在舒适的家中参考与其资格相
关的课程内容，并弥补澳大利亚技能质量管理局
（ASQA）针对特定资格所预期的法定时间要求。

所有ARETC资格和计划都将在澳大利亚和海
外国家提供（离岸交付）。

澳大利亚开放式理工学院

澳大利亚开放式理工学院(OPA)是经过澳大利亚政
府批准和专业培训机构(RTO)认证的学院，其澳大
利亚技能质量管理局(ASQA) ID为45053。OPA是专
业的RTO提供学生技术贸易培训，以获得在全球范
围内将带来就业机会的技能。OPA在澳大利亚的培
训中心提供一系列行业的技术贸易课程。

OPA提供以下项目 
1. 证书项目
2. 技能项目
3. 短期课程
4. 私人定制化课程

一条通往就业和高等
教育的途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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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A课程涵盖以下行业:
• 砌砖
• 木工
•  刷漆和装修
•  墙壁和地板瓷砖

教学方式
OPA提供多种灵活的培训方式
• 面对面教学
• 在线教学
• 研讨会
• 专块训练
• 职场基础训练
• 程教学
• 混合（自学以及面对面教学）

所有OPA的资格和项目都面向澳大利亚本土学
生和国际留学生开放(离岸交付)。

澳大利亚卫生和社区学院

澳大利亚卫生和社区学院(AHCC) 是经过RTO认证
从事卫生和社区行业的正规机构。AHCC经过政府
认可，其澳大利亚技能质量管理局(ASQA)     RTO 
ID为45035。AHCC致力于为创造全球范围内的就
业机会提供专业的卫生和社区资格技能。

AHCC提供以下项目 
1. 证书项目
2. 文凭项目
3. 技能项目
4. 短期课程
5. 私人定制化课程

AHCC课程涵盖以下行业:
• 老年护理
•  家庭和社区护理
• 私人护理
• 残障护理
• 卫生援助
• 社区服务

教学方式
AHCC提供多种灵活的培训方式
• 面对面教学
• 在线教学
• 研讨会
• 专块训练
• 职场基础训练
• 程教学
• 混合（自学以及面对面教学）

所有的AHCC资格和项目都面向澳大利亚本土
学生和国际留学生开放(离岸交付)。

VETEA 手工业学院

VETEA手工业学院是澳大利亚公开理工学院
（OPA）的贸易名称。 OPA是由澳大利亚技能质
量管理局（ASQA）批准的注册培训机构（RTO）
RTO ID：45053。

VETEA手工业学院提供涵盖悉尼大西部地区的贸
易培训服务。我们帮助工人、居民和游客获得额外
的技能知识或通过资格获得就业。

VETEA手工业学院提供多种培训项目，旨在帮助
人们获得工作或提高技能。我们与超过200个在这
个领域工作了20多年的职业介绍机构有着紧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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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我们拥有大量友好的讲师和在职经理，他们
拥有多年的行业经验，曾参与短期职业课程的交付
和评估。

我们保证，我们提供最新的行业技能和知识信息，
旨在帮助我们的客户进入该行业，提高他们的技能
和在行业中的地位。

我们提供以下短期课程：
• 安全课程
• 叉车培训
• 交通管制员
• 实施交通管理计划
• 密闭空间培训
• 在高地工作培训
• 负责任的赌博行为
• 工作健康和安全资格
• EWP /黄卡培训（悉尼）
• CPR /急救课程（悉尼）
• 和更多。

VETEA手工业学院课程提供给澳大利亚和海外
国家个人、团体、行业和雇主。

获得成功的无限机会“ ”

澳大利亚技能教学

SEA 是经过RTO认证从事卫生和社区行业的正
规机构。SEA经过政府认可，其ASQA RTO ID为
41323。SEA为国内学生提供证书资格证明。我们
所有的课程培训都围绕就业展开。我们的导师拥有
多年丰富的实践经验，能够准确地知道市场的需
求。 

SEA提供以下项目 
1. 短期课程
2. 私人定制课程

SEA课程涵盖以下行业:
• 提供心肺复苏术
•  提供急救
• 提供教育和护理机构的紧急急救措施
• 过敏反应的急救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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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方式
SEA提供多种灵活的培训方式
• 面对面教学
• 在线教学
• 研讨会
• 专块训练
• 职场基础训练
• 程教学
• 混合（自学以及面对面教学）

所有的SEA资格和项目都面向澳大利亚本土学
生和国际留学生开放(离岸交付)。

 

澳大利亚企业家协会

澳大利亚企业家协会(EIA)放眼未来，是一个为教
育培训提供创业和创新型项目的专业机构。

EIA旨在鼓励、支持和激发创业精神。该机构涵盖
关于企业家培养的所有内容项目——从激发创业精
神开始，早期企业创立和发展，一直到中小型企业
成长。 

EIA以支持创业者的创新思想和商业为使命，增强
管理能力在创业生态系统的发展和超越,发展和分
享思想领导,建立环境影响评价作为一个全球知识
集中创业,并为企业家提供一个关键的资源,导师和
投资者。

环境影响评估是一个国家和国际排名的学生创业和
创新中心。该学院现在为成千上万的学生提供了学
习创业和创新的机会。

EIA提供以下项目 
1. 证书项目
2. 技能项目
3. 短期课程
4. 私人定制化课程

教学方式
EIA提供多种灵活的培训方式
• 面对面教学
• 在线教学
• 研讨会
• 专块训练
• 职场基础训练
• 远程教学
• 混合（自学以及面对面教学）

致力于培养青年企业家“ ”
本课程的毕业生将受益于以下所有内容, 我们
的所有项目和年轻企业家与我们进行的每一次
互动都融入了这些项目中：
• 生活技能
• 解决问题技能
• 沟通技能
• 技术技能
• 就业和工作准备
• 就业和收入
• 学术成就
• 教育成就
• 积极的人际关系
• 公民参与
• 健康状况
• 减少危险行为
• 青少年犯罪率低，犯罪活动较少
• 减少罪案的发生
• 积极心理健康
• 降低抑郁、焦和其他精神障碍概率
• 增加乐观的积极自我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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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IA 提供以下创业计划：
• 沟通策略
• 创造性解决问题
• 领导力和影响力
• 个人生产力
• 公共演讲
• 团队建设和团队合作
• 高效谈判
• 时间管理

所有的EIA资格和项目都面向澳大利亚本土学
生和国际留学生开放(离岸交付)。

澳大利亚教育学院

澳大利亚行政教育学院(AIEE)是一个专门为组织、
商业专业人士、经理、领导和来自许多不同领域的
主管而设计的开放式招生和定制课程，他们致力于
专业和个人的成长。发展项目是为了帮助来自私营

部门和公共部门的行政人员和组织达到卓越的运营
和结果。

无论目标是创建一个独立的解决方案还是一个复杂
的人才开发计划，AIEE关注的是个人和组织如何
改变自己。我们为个人和团队提供专业成长和功能
发展的具体计划和途径，以及为企业范围内的高管
发展努力提供更广泛的战略。AIEE提供了一种身
临其境的学习体验，让高管们能够反思、成为富
有远见的领导者。我们的项目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
会，从你的日常职责中后退一步，重新评估你的职
业目标，重新调整你的方向。回到公司后，你将拥
有新的见解, 提升领导技能的策略, 并拓展了商业
网络。

开放式项目
我们的开放式招生项目涵盖了包括领导力、战略、
管理、金融和会计、营销、人员和管理和专业服务
公司管理等基础业务管理的20多个项目。

他们的目的是为管理人员提供一个协作和激励的学
习环境，为他们的专业发展增加价值。你可以选择
扩展你的技能和理解的项目来实现你的组织、个人
发展和职业目标。

这些项目是为来自世界各地的企业专业人士和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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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设计的，旨在为关键的管理问题寻找新的视角和
见解。

提高个人和组织能力“ ”AIEE提供全面的领导力项目，让你为当前的问
题和行业趋势做好准备:

• 业务操作
• 商务投机
• 创业
• 发展和创新
• 金融和会计
• 全球化
• 治理 
• 领导力
• 管理
• 营销和销售
• 谈判
• 社会企业
• 战略
• 变更管理
• 机构内部转型
• 数据分析
•  商业智慧
•  一般管理

个性化项目
我们的AIEE业务开发团队将对客户的需求进行快
速有效的增值。他们很好地了解了个人和组织，提
供了高度个性化和灵活的服务，并在整个项目过程
中建立了信任和理解。我们与我们的合作伙伴建立
多层次、长期的关系，使他们与我们项目的相关领
域保持联系。

除了这些项目之外，我们的伙伴关系还在继续通过
我们的企业关系服务。通过一个专门的企业关系总
监的支持，向贵公司提供有关活动的建议和信息。
我们的AIEE团队经常与我们各合作伙伴组织建立

密切的关系，例如积极的合作研究活动。根据他们
的兴趣，我们可以为每个项目介绍和联系不同的学
院和研究中心。我们提供了一个思想领导活动、大
师班和网络研讨会的企业关系计划，它将召集一系
列国际化和多样化的机构伙伴，并为他们提供来自
AIEE的研究和学系的最新知识和想法。

项目价值
你的管理人员将发展关键技能和行业洞察力，不仅
促进了贵组织的商业目标，而且还能让每个人从
总体战略思维和决策到日常管理的各个层面更具效
率。

高管们将能够:
• 拥有更广的商业知识
• 拥有更强的目标感，促使他们重新关注优先事

项，并激励他们对组织产生更大的影响
• 在全球经济的背景下，对机构挑战和目标有共

识
• 获得新的技能,  分析、决策和领导的能力       
• 提高人际网络技能，在机构中形成更好的沟通

和凝聚力
• 深化学习和发展自己成为杰出的领导者
• 通过更广泛的视角全面了解各个功能、部门和

文化

教学方式
AIEE提供多种灵活的培训方式
• 面对面教学
• 在线教学
• 研讨会
• 专块训练
• 职场基础训练
• 远程教学
• 混合（自学以及面对面教学）

所有的AIEE资格和项目都面向澳大利亚本土学
生和国际留学生开放(离岸交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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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技能发展学院

澳大利亚技能发展学院 (AISD) 是培训教育的领军机
构。AISD在提供专业培训、会议、互动研讨会和大
型峰会方面处于领先地位。AISD为60个行业提供继
续教育和培训 (CET) 项目。

AISD 涵盖面广泛，项目旨在提供差距和继续专业发
展培训。通过一个高技能团队的承诺来实现我们的
项目。 我们致力于按照最高标准进行服务的研究，
产品开发和交付。

我们的培训项目旨在反映行业的需要和期望，为我
们的申请者提供关键辅助，让他们在职业生涯中获
得成功。

澳大利亚持续教育和培训协会 (AACET) 认证
AISD经过AACET认证提供大量有关高级文凭、证
书、技能整合以及短期课程来满足技能提升的需
要。AISD的课程在国家和国际均受到认可并接受为
特定行业或企业的信贷安排。

助你达到职业目标。“ ”继续教育和培训 Continuing Education and 
Training (CET)
CET旨在为未来人才的竞争力和职业弹性打下基
础。CET项目将开发一个综合的、高质量的教育培
训体系，为应对不断发展的行业需求，并培养终身
学习的习惯。

CET是一个全面的项目，旨在为经济发展提供高质
量人才。CET将使员工能够找到自身优势，抓住新
的机遇。CET将支持在职人员在职业生涯中继续深
化他们的技能。无论是工人、专业人员、经理、管
理人员还是技术人员，所有的员工都可以从培训中
获得新的更好的技能。

教学方式
AISD提供多种灵活的培训方式
• 技能项目
• 短期课程
• 个性化课程
• 实习项目
• 职前培训
• 专业提升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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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续专业提升
• 交流型研讨会
•  商务技能提升课程

AISD提供以下服务：
• 澳大利亚皇家澳大利亚全科医学院质量改进和

继续专业发展项目 (RACGP QI & CPD)
• 青年职业生涯指导
• 职前培训
• 受伤工人复职项目
•  求职者的就业安排
• 应届毕业生就业技能培训
• 留学生就业技能培训
• 职业生涯指导规划
• 技术移民实习项目
• 商务技能提升课程

教学方式
AISD提供多种灵活的培训方式
• 面对面教学
• 在线教学
• 研讨会
• 专块训练
• 职场基础训练
• 程教学
• 混合（自学以及面对面教学）

所有的AISD资格和项目都面向澳大利亚本土
学生和国际留学生开放(离岸交付)。 

澳大利亚运动学院

AAS是一家专门为体育和健身行业提供继续教育和
培训 ( CET ) 项目的体育和健身机构。AAS是主要
的体育和健身教育的主要提供者，在国内和全球范
围内提供高性能培训。AAS为国内和国际学习者提
供了全国最大的健身、体育和娱乐项目。

AAS提供以下项目 
1. 证书项目
2. 文凭项目
3. 技能项目
4. 短期课程
5. 私人定制化课程 

AAS课程涵盖以下行业:
• 健身
•  运动教练
•  运动训练
• 运动和娱乐
•  户外运动
•  体育裁判
•  体育发展 
•  项目管理
•  设施管理
•  体育管理
•  体育营销
• 水上运动和社区娱乐 
•  运动生涯指导
• 运动和娱乐管理

教学方式
AAS提供多种灵活的培训方式
• 面对面教学
• 在线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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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讨会
• 专块训练
• 职场基础训练
• 程教学
• 混合（自学以及面对面教学）

运动员将在这里成为
佼佼者“
”AAS高绩效培训项目

AAS为当今世界上最好的运动员训练以及高性能运
动的项目。我们的国际的精英教练专家和运动物理
治疗师为体育组织提供了目前体育科学和运动医学
最有效的应用，以提高运动成绩，以及在各类运动
应用最新战术和技术。AAS已经建立了一个世界领
先的、可继续的高性能运动系统和一个以运动员为
中心、教练为首的高性能驱动系统，旨在为运动员
提供世界级的支持服务和设施，使他们专注于性能
提升。

AAS教练发展计划
AAS为国内和国际体育教练提供发展项目，培养专
业训练的教练，为所有能力、性别和年龄的运动员
提供服务。此外，教练和技能发展项目为毕业生提
供了一些选择，以指导未来的职业生涯。AAS提出
了许多可以面对面、离岸和在线学习的选择 (仅适
用于特选学分)。

课程选项如下：         
• 初级社区教练
• 二级中阶教练
• 三级高阶教练
•  初级体育教练
• 运动心理学原理
•  生理训练
• 力量调节
• 能力认知与提升
• 儿童锻炼

•  体育营养学

AAS技能提升项目
AAS项目为国内外个人和体育组织提供范围广泛的
课程。

课程选项如下：         
•  裁判（动态运动）
•  裁判（静态运动）
•  高级裁判
• 游泳池救生员
•  游泳和安全指导老师
•  游泳技术操作员
•  设施管理
•  体育管理
•  事件管理
•  事件协调
•  人流管制
• 机构治理(董事会)
• 机构治理（委员会）

所有的AAS资格和项目都面向澳大利亚本土学
生和国际留学生开放(离岸交付)。

澳大利亚精英学院

澳大利亚精英学院(ECA)是一个结合专门为儿童量
身定制学院制课程的教育中心，为学生成为未来
青年领袖奠定良好基础。我们提供英语、数学、科
学、汉语、马来语从学前班到中学的课程。

ECA教育中心运用独特的系统在提高孩子学习技能
的同时增强孩子注意集中的能力。ECA与新加坡的
Stag Match教育中心有合作关系。Stag Match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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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于2001年，是一家经过注册的教育业内领军企
业 。Stag Match教育中心自2007年起注册为“人
民协会”(PA)。

Stag Match通过可靠的教育体系，满足了新加坡对
教育中心日益增长的需求。在13年的时间里，Stag 
Match教育中心已经扩大到19家分支机构，并拥
有强大的运营管理团队。2014年，总计招收了约
5800名活跃的学生。Stag Match教育中心有一
种信念，即所有学生都有从学习中取得成功的潜
力。Stag Match教育中心尽可能帮助每个学生讲
他们的潜力发挥到极致。在2012年, 荣获“2012 / 
2013新加坡年度最佳100名优秀奖”，并被《父母
世界》杂志评选为“2014 / 2015年度最佳体验企
业”。

ECA项目将面向澳大利亚各省的国内学生开
放，并有可能扩大ECA的特许经营范围。ECA
项目还将为学生进入高等教育做好准备。

澳大利亚高等教育学院

澳大利亚高等教育学院(HEIA)将为VETEA的学生提
供一条清晰的职业规划途径。通过我们与高等教育
机构的现有合作关系，我们将为提供高等教育做好
准备。

HEIA已经迈出了高等教育发展的第一步，并将
专注于我们的职业教育和培训 ( VET ) 项目，
其中包括:
• 体育
•  健康
•  商业
•  教育

高等教育合作伙伴
HEIA将与高等教育机构建立进一步的合作伙伴关
系，以提供更高的教育资格以及所需的经验，并同
时在体育、医疗、商业和教育等行业进行提升 。

教学方式
HEIA提供多种灵活的培训方式
• 面对面教学
• 在线教学
• 研讨会
• 专块训练
• 职场基础训练
• 远程教学
• 混合（自学以及面对面教学）

所有的HEIA资格和项目都面向澳大利亚本土
学生和国际留学生开放(离岸交付)。

我的技能

MySkills是专注于先前学习认证 (RPL) 和技能识
别。通过政府批准的RPL流程，MySkills将客户的技
能、知识和经验转化为澳大利亚认可的资格，因此
成为澳大利亚和海外员工的首选机构。MySkills的
成功建立在承诺之上，它确保企业和个人的技能和
经验获得澳大利亚正式认可。

什么是RPL?
澳大利亚政府在1990年底前实行先前学习认证 
(RPL) 。RPL是一个技能、知识和经验评估系统，
能够帮助你获得应得的国家认可资格。通过完成自
我评估，并提供相关的有效证明，你便可以获得由
MySkills的合作伙伴注册培训机构(RTO)颁发国家
认可的资格证书。在第34 页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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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职业教育和培训(TVET)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有显著
增长。TVET通过正式和非正式的学习，为每个行业中培养特
定角色提供从基本到进阶的技能和知识。通过学习可以获得奖
励认证(全部或部分)、非奖励认证或专业发展认证。

TVET 代表未来 
   VETEA合作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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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VET正在重新定位政策方向。许多国家
认识到高等教育虽然是教育体制的重要部
分，但却因为工人的技能与行业需求的差
异导致了大量高人才过剩和传统行业的人
才短缺 。与此同时，大学的学术标准也普
遍降低。

澳大利亚注册培训机构(RTOs)是由政府
批准注册的，并提供AQF的资格认证和课
程。AQF建立了工作岗位的基准，大多数
组织需要的是技能而不是资格证书。世界
各地的工业、组织和政府通过非奖励课
程、讲习班、研讨会和会议投资劳动力的
技能发展。 

通过机构、工作场所和网络途径，澳大利
亚TVET体系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高度的认
可和尊重。

VETEA有12个附属的RTOs和一系列非RTO
组织， 在职业生涯的每个阶段都能够给予
你支持。VETEA提供了完整的、个人定制
的TVET和英语语言项目，从高中到教育培
训、职业和技能发展，为你职业生涯提供
高等教育或就业途径。

VETEA还拥有与昆士兰中部大学(CQU)的
伙伴关系和学分转移途径，以及与澳大
利亚的格里菲斯大学(GU)和西悉尼大学
(UWS)共同发展的学分转移途径。

VETEA印尼、VETEA中国、VETEA印度和
VETEA新加坡都有经过注册的企业和办事
处。此外，在2018年底前在另外5个国家 
(越南、马来西亚、韩国、菲律宾和海湾合
作委员会)也会投入运营。

VETEA在亚洲

减少贫困 提高生活质量 增加生产力 构建人力资本 可持续经济发展 

TVET创造就业机会
从求职者到机会创造者的成功蜕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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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课程 – 进入澳大利亚就业市
场的途径

工作|学徒|培训| |在澳大利亚实习

澳大利亚提供了一个与别不同的教育体验。它
提供了一种独特的教育和学习风格，鼓励人们
创新，创造性和独立思考。

VETEA 函授学院（VOC）提供了在无需离开
家乡的情况下，获得澳大利亚教育和资格的机
会。澳大利亚在全国各地都有非常成功和充满
活力的国际学生。 VETEA函授学院明白许多
人都面对着不同挑战，这使得他们很难离开家
乡，甚至不能离开他们的国家前往澳大利亚。
我们有一个解决方案来克服诸如家庭承诺、
财务限制、工作、政治和其他原因等挑战。 
VOC为学生提供克服这些障碍的机会。

澳大利亚教育体系已经产生了改变世界的科学
家，设计师，教育家，企业家，艺术家和人道
主义者。
澳大利亚的职业技术教育方法现在被认为是世
界上最好和最具创新性的方法之一。它在教育
和培训的各个领域都享有卓越的国际声誉。

通过在澳大利亚或您在原居国家学习，学生将
获得全球认可和追求的资格。澳大利亚学历资
格框架（AQF）允许学生轻松通过澳大利亚的
教育体系，为世界各国认可学生资格提供了一
条便捷的途径。

通过选择在澳大利亚学习，学生签证申请人将
加入数十万来自澳大利亚的学生，他们在我们
美丽的国家认识新朋友。学生将与同学，研究
人员，导师和其他教职员工进行合作，从而为
他们提供机会，在他们正在学习的行业中获得
切实可行的实践培训。

为什么你应该在VETEA函授学院学习
在VETEA函授学院学习将帮助您获得澳大利亚
学历、技能和短期课程。澳大利亚学历将为您
提供到澳大利亚就业的机会，或提高您现有的
技能和知识以满足行业需求。

工作
通过在澳大利亚或您所在国家学习，如果学生
具备必要的资格和工作经验，符合签证标准，
则可能有机会获得雇主赞助计划的提名。

未来的雇主会对澳大利亚的学历予以肯定，因
为他们看到学生在国外的适应能力。

学徒计划
对于在澳大利亚或您所在的国家念手工业课程
的学生，可能会由此领域的雇主提名一位可能
在澳大利亚拥有手工业工作经验和资格，并获
得手工业职业资助的学生。

培训计划
具有最新职业技能和适当经验的学生，可以从
事有条件的职业技能在职业列表中规定的职
业，基于工作场所的结构，可申请职业培训。

实习计划
目前就读于外国教育机构并且需要完成一段实
践培训、研究或观察以获得其资格的学生。实
习生有机会在授予签证日期后的6至24个月内
在澳大利亚有规模的工作场所里进行培训。

veteaopencollege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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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领域

会计与金融 农业和园艺 美容

VETEA函授学院(VOC)为您提供100多个国际广泛认可的在线课程。
因此，无论您是想在追随梦想的道路上继续前行，或是踏上职业生
涯的更高台阶，还是开始一份崭新的工作，我们都将尽心竭力为您
提供与所需技能相关的课程来助您圆梦，取得成功！

建筑工程 工商管理 社区服务

教育 健康及健身 信息技术

市场营销 、活动及旅游业 护理 房地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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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29 页继续 

我们提供什么？
•  简单的评估系统
•  自由的自我评估
•  与辅导员的直接沟通
• 在线或手动处理 
• 国际资格认证
•  优惠的价格

我们的优势
• 节省时间以及资金
•  简单高效的过程
•  增加工作机会
•  不与已有培训重复
•  移民签证机会
•  大学信贷豁免的可能性
• 达到产业的职业要求
• 不需要课室
• 国际资格认证 
•  专业发展
• 工作复职

所有的VET资格和项目都面向澳大利亚本土学
生和国际留学生开放(离岸交付)。

将经验转成资历“ ”
国际职业中心

国际职业中心（ICC）是一个职业发展组织，旨在
为年轻人和成人设计、实施和评估职业发展计划。 
ICC的核心业务是确定个人需要做出正确选择并有
效管理其职业所需的技能、态度和知识。我们支持
人们的职业转变。

ICC为需要帮助的个人和团体提供服务，以便思考
他们想要如何处理自己的工作生活。我们与离校学
生、新毕业生、失业人员、在职人员以及希望转业
的人一起工作。

国际职业中心开发和提供与职业发展，职业选择，
学术计划，工作发展和转换工作场所过渡期有关的
方案和服务。我们的服务可以以不同的方式提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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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在人生中不同时间段的人，并且实现澳大利亚
和全球职业发展的共同目标和愿景。我们的目标是
帮助个人对他们将采取的下一步，无论是进一步的
教育，培训还是工作做出明智的选择。

我们的资源涵盖了一系列重要的主题和考虑事项，
这些重要的主题和考虑事项是奖励职业发展的核
心。通过ICC，您将学习如何创建一个全面的职业
发展计划，以反映您的抱负，以及如何应对您的职
业生涯中会遇到的最晦涩的难题。

ICC服务

个人服务
ICC个人服务旨在帮助个人发展能够帮助他们掌握
自己职业生涯的技能。我们的目标是为您提供工具
来规划和制定关于您的学习和职业生涯的决定。

团体服务
ICC团体服务旨在支持和加强职业发展能力。我们
将通过在学校、职业机构、大学和工业界举办讲习
班来实现我们的目标。我们还为青年、妇女和社区
组织开办内部研讨会。

行业服务
ICC工业服务旨在支持企业和行业成为个人和团体
的首选雇主。

实习计划和工作实习
实习计划会是工作场所和教育机构的临时工作地
点。根据行业和实习期的长短，实习可以是有偿或
无偿的。这是难得的与在读课程有关的实践经验。

国际职业中心的服务提供给澳大利亚和海外国
家的个人、团体、行业和雇主。

就业中心

JobLink澳大利亚是一个招聘和雇佣机构。JobLink
很自豪能够为申请人和雇主提供无与伦比的就业机
会和人才市场。由国际专家组成的团队使JobLink
在全球人才市场保持领先地位。JobLink澳大利亚专
注于为客户提供全面的解决方案，以合作方式共享
风险和达成业务目标。JobLink澳大利亚招聘公司通
过国际人才市场平台，为你提供解决员工需求的方
案。

我们提供以下服务
• 招聘 
• 反向营销
• 劳动雇佣
• 临时员工
• 全职或兼职员工
• 国际和国内实习

我们招聘
•  会计
•  专职医疗
•  建筑
•  银行
•  施工建设     
•  联络中心
•  教育
•  能源
•  工程
•  高管
• 设施管理
•  金融
•  人力资源
• 保险
• 信息技术

•  物流
• 生产和操作
• 数字营销
• 护理
• 办公室支持
• 石油和天然气
• 政策和战略
• 采购
• 资产
•  资源和矿业
• 应急管理
• 零售
• 销售
• 交易和劳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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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符合澳大利亚
标准的优秀员工“

”
我们提供完整的服务
• 招聘
• 迁移协助
• 签证和移民服务
• 实习项目
• 寻工协助
• 工资规划
• 工作一体化

所有的JobLink项目开放与雇主、澳大利亚居
民和海外人士。

学徒中心

学徒中心  （Apprentice Hub）是澳大利亚领先的
集团培训机构 (GTO)。各个行业中都有其雇佣的
培训生和学徒。学徒中心是一个以社区为基础的非
盈利组织，致力于帮助他人从工作中寻求自尊，并
提供社区服务。 我们把培训生和学徒放在成功的
公司里，让他们从事喜欢的职业。本公司已经运营
了4年，其核心业务是针对培训生和学徒的传统团
队培训。

学徒中心  是学徒和培训生的合法雇主，安排他们
在约定的时间內在合作机构里实习。在实习期间，
他们将能学习与职业相关的技能。培训生和学徒将
在此期间接受职业教育和培训 (VET)，他们将学以

致用，在实践中加强知识的运用能力。

在整个学徒或培训期内 , 学徒中心  将安排：
•  在职培训
•  年假
•  津贴
•  纳税
• 薪水
• 在职培训（VET）
• 病假
• 退休金
• 工伤保险
•  培训合同

 
协助雇主
DET旨在为我们的雇主提供一个免费的，由提供专
业和有经验的员工来管理的招聘流程，以协助雇主
改善他们的业务。我们的工作人员有着丰富的行业
知识和经验，帮助雇主缓解受时间限制的压力。我
们尝试让雇佣学徒和培训生为雇主提供免费程序。

与雇主的交流
学徒中心  旨在为雇主提供一个无忧的流程。我们
提供专业和有经验的员工来管理招聘流程，并协助
雇主改善他们的业务。我们的工作人员有着丰富的
行业知识和经验，帮助雇主缓解受时间限制的压
力。我们尝试让聘用学徒和培训生的雇主提供一个
无忧的过程。

学徒和培训生的质量保证
学徒中心  雇佣熟练的员工来管理招聘流程。员工
具备很强的筛选能力，设定最低标准以确保合适的
人选。

成本结构
为雇主提供了一个透明的成本核算，显示所有的成
本明细。最重要的是，其中没有任何隐藏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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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TEA基金会

VETEA Foundation 是一个非营利性慈善组织，由
澳大利亚慈善机构和非盈利委员会(ACNC)批准。

VETEA基金会是公司慈善事业的载体，它善用
VETEA的资源、服务和产品、能力、多样化的劳
动力和积极推动创新的文化，解决社会的问题。特
别值得一提的是，VETEA基金会支持全球人道主
义社区，鼓励和帮助年轻人积极迎接未来的挑战。

愿景
为社区和个人提供更光明的未来。我们通过补贴和
创新方式解决社会问题。通过企业贷款，为弱势群
体创造更多机会。

宗旨
VETEA旨在通过支持社会可持续发展，在整个社
会变化过程中调动公民的积极参与性，以及根据各
个为提高生活质量水平的项目，实现可持续的人类
发展。

VETEA坚定不移地回馈社会
• VETEA基金会承诺通过当地社区的赠款、捐款

和奖学金大力支持学生、企业的发展。
• VETEA基金会致力于支持通过改善健康、教育

和社区发展促进个人成长和自给自足的项目。
• VETEA重视企业社会责任(CSR)，我们希望通

过VETEA基金会，为更多人的生活带来积极影
响。

核心原则
社会一体化: VETEA基金会通过提供教育、工作发
展和为个人成功提供机会，努力实现社区一体化。

公民身份: VETEA Foundation基金会致力于培养
社区意识，承认公民的平等权利和责任，协调公民
价值冲突，以包容性培养公民的社会意识。

伙伴关系:可继续人类发展的“VETEA 基金会”致力
于通过个体、政府、民间组织和私营部门之间的合
作，以透明原则为前提，促进合作伙伴关系的概
念。

可继续人类发展: VETEA基金会坚持恪守行业原
则。为建立一个未来能够满足我们的社会和国家，
积极响应联合国的千禧年发展目标。企业合作伙
伴: VETEA基金会与许多机构合作伙伴织成一个保
护伞组织，为规模更小的专业机构提供资源。我们
共同参与协调活动、项目实施和资源共享。手牵手
为满足社会特殊需求提供个性化的服务。

我们提供以下服务
1. 支持弱势儿童、青少年和家庭 
2. 支持全球桥梁计划，为学生提供文化交流和赢取

奖学金的机会
3. 为国内外优秀学生提供奖学金

VETEA基金项目
1. 专业技能提升
2. 公共政策和宣传
3. 故事分享
4. 事件和网络研讨会
5. 实现追求
6. 同事联系

促进社区联结    
增强个人能力“

”
所有的VETEA Foundation项目都面向澳大利
亚本土学生和国际留学生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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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AQF?

AQF是澳大利亚教育和培训体系中规范资格认证的制度。国家质检总局于1995年首
次引入AQF，以巩固澳大利亚的国家资格认证制度，其中包括高等教育、职业教育
培训和学校。AQF是由联邦、州和地区部长共同商定的制度。

我们拥有AQF资格的主要原因是为了确保得到国家的认可，从而达到在与澳大利亚
各项资格认证的一致性。

AQF提供以下完整的制度
• AQF水平和资格类型的学习结果

• AQF在资质认证和开发中的应用规范

• 发布AQF资格的制度要求

• 资格和学生间桥梁的制度要求

• AQF资格和资格途径

• 在AQF中添加或删除资格类型的制度要

求和术语的定义。

AQF的目标

• 适应澳大利亚教育和培训的多样性

• 通过与国家要求一致的资格结果，树立

对资格的信心，推动国家经济发展

• 支持和维持获得资格的途径，促进人们

在不同的教育和培训部门，以及部门和

人才市场间的灵活调动

• 支持个人的终身学习目标，通过提供教

育和培训，认可他们之前学习和经验。

• 完善国家监管和教育和培训的质量保

证安排

• 使AQF与国际资格体制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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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

中学 

高中

Year 10
Year 11
Year 12

Educational and  
Training Courses (VET)

一级证书

二级证书 

三级证书

四级证书

学士

高级学士

本科
 
Bachelor Degree – Year 1
Bachelor Degree – Year 2
Bachelor Degree – Year 3
Honours – Year 4

研究生

博士

Non-Award英语课程
 
学校假期英语辅导

一般英语 

学术英语 (EAP)

雅思备考 (IELTS)

预备高中英语 

获得澳大利亚资格证书的途径

AQF 包括以下几种：
• 高级中等教育证书
• 一级证书
• 二级证书
• 三级证书
• 四级证书
• 学士文凭 
• 高级文凭、副学士学位
• 本科文凭
• 学士学位，研究生证书，研究生文凭
• 研究生学位
• 博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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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CET？

CET帮助只接受过初级教育的个人进
行技能提升，为未来发展奠定基础。

根据工作要求变化的优先次序和工作
延长时间，VET系统确定CET的教育
方法。

目前，CET是可持续就业和社会经
济繁荣的必要条件。 因此，人们对
CET模式有极大的兴趣。它可以同时
满足工人、雇主、政策制定者和不同
组合模式的行业的需求。

CET项目可用于加薪、升职和 证书
更新。

AACET - CET Plan

澳大利亚研究人员进行了一项为期三
年的研究，其目的在于为CET确定和
评估潜在的模型和战略。

CET计划的推出确保了劳动力的竞争
力和职业弹性。它将使在职的成年人

不断提高和深化他们的技能和能力。

AACET的目标是通过整合高质量的
教育和培训体系来为未来的国际劳动
力做好准备，以适应不断发展的行业
需求，并支持培养终身学习的习惯。

这个计划主要专注于：

1. 在国际员工队伍中夯实深厚的专业
知识，增加雇主的技能评估能力。

2. 通过提高教育、培训和职业指导，
做出明智的学习和职业选择。

3. 发展提供大量优质学习机会的CET
生态系统。

4. 推进可持续就业，促进社会经济繁
荣。

5. 满足不同利益相关者(如工人、雇
主、政策制定者和行业)的需求。

CET模型

目前，各行业已经确定了四种CET模
型，这些模型能够有效满足个别工人
的需求，也能有效解决服务、生产力
和监管要求。每一种模式都有不同的

不间断的教育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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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并为CET提供了平台。

CET的四种模式标志着从工作到教育
机构体验的连续统一性的完成。其运
用两种不同的综合模式结合了实践经
验和教育理论。

这四种模式是：

1. 以全职工作经验为基础
2. 以工作实践为基础的指导
3. 以工作经验为基础，教育为辅助
4. 完全基于教育机构

越来越多的雇主重视技能评估

澳大利亚继续教育和培训协会
(AACET)将继续与雇主和其他关键利
益相关者密切合作，建立和重视个人
获得的技能。这种合作的努力将使个
人能够深化职业能力，并根据其能力
在职业生涯中取得进步。

NON-AQF AWARD 
QUALIFICATIONS

对于个人、企业和行业组织来说，技
能培训的正确组合可能无法通过AQF
培训获得。因为员工专业和个人发展
项目并不总是需要AQF资格来提供满
足特定组织需求或生产力差距所需的
技能。希望提高技能的人往往会寻
求非AQF资格，以进一步发展特殊技
能。

LINK TO AQF AWARD 
QUALIFICATIONS AND CET

熟练的经理、主管和通过CET认证的
员工，可能通过RTO认证以获得AQF
颁发的资格证书。

培训符合澳大利亚标准
的优秀员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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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教育(CET)培训方案是澳大利亚国
家职业教育和培训系统(VET)的一个重
要组成部分。培训方案资格是评审是否
能进行培训和能力评估的职业技能标
准。它们是通过与市场进行全国协商的
过程而发展起来的。

制定培训方案的目的是什么?
培训方案是一组全国认可的标准和评判准则，用于识别
和评估人们在一个特定的行业,行业板块或企业内的技
能。它们是由技能服务组织(SSOs)制定的一套技能评审
准则。

培训方案的目标

帮助VET系统达到一个更好的技能供求与需求的平衡点。

鼓励员工的自由发展和相关的自主发展与学习。

提供国家认可的职业学习成果。

引导和支持个人的培训选择与职业规划。

培训方案的优点是什么？
培训方案的优点包括:

1. 培训满足了市场与市场指标对人材的需求与要求。
2. 资格具有一致性并且是全国认可的，这使学生更

容易在别的州或自治领地获得认可。而对于雇主来
说，则能雇用具有工作经验，或来自别的州份员
工，減低培训成本。

3. 学习者与雇主能自主选择培训的方式、时间与地
点。

4. 培训对于个人和企业都具有质量保证，并且不同地
区的资格会为了满足企业的需求而有所不同。

能力标准是什么意思？
能力标准是一套用来评估个人在工作场所必须被证明和
认可的技能和知识的准则。这些准则被打包成不同的组
合来显示个人在不同方面的能力。

能力本位培训和训练是什么意思？
能力本位学习或能力本位教育和训练是一种教学与学习
的方法。相对于抽象的学习，这种方法常用于学习具体
的技能。这种方法不同于其它缺乏相关性的方法。它的
学习计划非常详细和紧凑，这意味着能用更少的时间来
完成相关课程。

能力本位教育的定义是什么？
能力本位训练是指一套以学习者所展示的已学知识与技

能和他们期望在这次的教育中提高的技能为基准的教
学、评估、分级和学术报告系统。

什么是能力单元？
一个能力单元是能达到工作场所表现预期的一组规范的
知识和技能以及这些知识和技能的应用。能力单元是可
以被评估和认可的最小单位。

能力本位培训与评估是如何工作的？
能力本位评估是评估者与受训者合作收集证据证明自身
能力的过程，该评估使用由国家资格组成的单位标准提
供的准则作为依据。证据收集不仅是一个测试，简单的
给予候选人通过或失败的评核结果 ，而是关于候选人
在该资格的真实能力。

培训方案有哪些组成部分？ 
每个培训方案都有三种类型的强制培训认可的组成部分:

1. 一个单元能力(UoCs): 由一组技能与知识的要求所
组成，旨在获得能被认可的学习成果，并能在工作
场所被加以应用。

2. 资格：指定的由多组能力单元组成的正规认证文
凭，范围从一级文凭到大专文凭水平。

3. 技能：由指定的多个小组能力单元组成的认可技
能或知识领域，在涉及工业、规定或发许可证时需
要。

什么是就业能力？
就业能力是适用于各种工作和生活环境的技能。它们可
以被定义为所需要的技能，不仅是为了获得就业机会，
也是为了使个人在企业内成长和进步，激发个人潜能，
为其雇主的战略方向做出贡献。

包含在培训方案内的就业能力

沟通交流 计划与组织能力

团队协作能力 自我管理

问题解决 学习

主动性和事业心 技术

一些培训方案会提供就业能力总结。 这些概要宽泛地
确定了每个就业能力在职业角色范围内的应用。这些总
结旨在确定和协助将与就业技能的相关行业应用纳入学
习和评估战略。 

什么是CET 
培训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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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飞行技能 
2. 农业，园艺保护以及土地管理 
3. 动物护理与管理 
4. 澳大利亚肉类加工 
5. 汽车制造
6. 汽车零售，服务和维修 
7. 航空 
8. 美容 
9. 商业服务 
10. 化工，碳氢化合物和精炼
11. 社区服务
12. 建筑，管道和服务 
13. 惩教服务 
14. 创意艺术与文化 
15. 防御 
16. 电力供应业 - 发电部门 
17. 电工 
18. 金融服务 
19. 花艺，花卉栽培技术 
20. 食品加工
21. 木材和非木材森林产品 
22. 基础技能 
23. 殡仪服务
24. 家具 
25. 天然气工业 
26. 美容美发服务 
27. 保健
28. 信息和通信技术
29. 综合通信 
30. 实验室操作

31. 图书馆，信息和文化服务 
32. 地方政府 
33. 制成矿物产品
34. 制造和工程
35. 制造业 
36. 海事 
37. 金属和工程 
38. 音乐 
39. 国家用水 
40. P & O 港口 
41. 塑料，橡胶和电缆 
42. 警察 
43. 印刷和图形艺术 
44. 物业服务 
45. 公共安全 
46. 公共部门 
47. 制浆造纸工业 
48. 赛马 
49. 资源和基础设施行业 
50. 零售服务 
51. 影视与媒体 
52. 海鲜产业 
53. 运动，健身和娱乐 
54. 制糖 
55. 可持续发展 
56. 纺织，服装和鞋类 
57. 旅游业，旅行和酒店 
58. 培训和教育 
59. 输电，配电和铁路部门 
60. 运输和物流

CET列表 
行业培训方案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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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出国也能获得澳大利
亚资格认证“

”
什么是跨国教育
TNE使学生能在本国完成国外的资格认
证，这意味着国家边界将不再会是教育中
的障碍。在实践中，有许多不同TNE项目
的交付机制，如验证和特许经营，通过了
国际分校的独立条款或通过联合或双重资
格的合作条款。其中，一些安排可能涉及
多个或重叠的交付方式。

全球合作
VETEA全球合作致力于通过扩大和加强
全球联系来发展国际伙伴关系。我们与商
业、政府机构、教育机构和其他利益相关

者都有合作，与他们共同寻求设计、定制
和实施教育、培训和技能潜力开发项目，
满足客户的需求。

VETEA的国际伙伴关系与我们的国际战略
计划一致。
我们的国际活动和项目计划保持一致，解
决了以下更多的后续战略:

• 发展战略伙伴关系，以加强全球合作
和提供高质量的跨国教育(TNE)

• 放眼全球，提升学生满意度和学术成
就

• 促进员工参与国际活动
• 不断努力提高澳大利亚教育的全球影

响力，固国际关系，促进经济增长

跨国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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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服务
我们知识经验丰富的团队为您提供以定制
服务:

国际伙伴关系

企业解决方案

个性化培训

外派项目 

学习之旅

与VETEA 合作
VETEA意识到与学校、学院、大学、组织
或行业部门、政府、种族和社区团体建立有
效合作关系的重要性，以提供其TNE项目。

合作项目包括：
完整项目:合作伙伴提供全部或部分资格或
非奖励课程或项目
共享项目:VETEA组织和合作伙伴组织提供
部分项目
在岸/离岸项目:由合作伙伴提供的部分项
目，学生在澳大利亚完成部分项目

在线项目:由VETEA提供在线项目

详情请登录vetea.org.au / partner，并获得您
的合作伙伴应用程序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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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RE HIRING

需要工作吗？

我们有职位空缺。

通过培训为你的工作做
好准备。

我们在全球35
个行业都有职
位空缺。

今天请致电 +61 1300 656 693或登录joblinkaustralia.com.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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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属服务

学习项目

奖学金项目

青少年领袖培训基地

行业合作项目

专业实习项目

签证项目

全球合作项目

就业技能项目

体育夏令营

社会活动项目

签证以及移民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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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项目
VETEA的学习项目欢迎国际学生团体参观澳大
利亚的短期学习项目。在VETEA，我们致力于
创造为所有学生服务的令人难忘的项目。我们
根据您的需求定制每一次旅行，并为您提供一
系列灵活、友好、实惠的选择。团体游学计划
为学生在澳洲提供全面而有益的经验。学生将
从中获得知识、技能和意识，使他们能够与来
自世界各地有着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交流互动。 
我们致力于发展澳大利亚教育，提倡学习和实
践经验的结合，其中包括专业技能运用和获得
澳大利亚资格证书的能力。

Sports Study Tours 
体育研究旅游项目为参与者提供了一个了解体
育产业的独特的机会。在澳大利亚和各地区的
国家体育组织进行互动，能够使参与者接触
更多的国际体育知识，并拓宽他们的全球视
野。VETEA对体育学习项目的推崇有着悠久的
历史。VETEA可以根据各式各样不同的需求
进行个性化定制。体育游学项目一般在10天以
上，包括各项令人兴奋的教育、旅游和文化交
流活动。体育游学项目旨在关注访问小组所要
求的特定运动。他们为参与者提供了一个独特
的机会，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深化他们的体育研
究学习。

Study Tours for Professionals
VETEA针对专家的游学项目是为来自不同行业
和政府部门，如卫生、工程、体育、TVET和
法律等的专业技术人员设计的 。项目时间从两
周到三个月不等，可以根据每组的不同需求进
行私人定制。行业和政府组织有机会提高他们
的全球专业知识和技能，使他们能够更好地分
析和沟通与他们的行业相关的复问题。VETEA
团队将当地专家带领访问澳大利亚的工作场
所，感受各部门与商业间的联系。这并不是所
有——游学还包括展示澳大利亚的多样化的娱
乐活动。我们将根据学生的具体需要定制一个
独一无二的学习之旅以满足他们的教育/专业需
求。

更多关于我们的学习项目请登陆vetea.org.
au/study-tours

专属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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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实习项目
雇主可以从中获得什么？
实习是一种满足短期需求最简单有效的方法。
年轻的国际学生和毕业生有你需要的知识和技
能。作为回报，他们也能从中积累真实的工作
经验。

学生可以获得什么？
实习项目旨为提供学生分享工作经验的机会。
他们可以从中更好地了解如何从学校过渡到工
作, 从实习经验中领悟如何运用所学知识和技
能。 

我们的实习是根据每个学生的需要和兴趣量身
定制的。作为实习经历的一部分，我们希望学
生能够在寻找合适的实习机会中发挥积极的作

用。如果你是一个学生或雇主，现在申请就可
以马上享受专业实习计划的福利。

更多关于我们专业实习项目，请登陆vetea.
org.au/professional-internship-program

        

我们为你寻找
心仪的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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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技能项目
什么是就业能力？
个体获得工作和能在工作中获得成功的能
力。

什么是就业技巧？
就业技巧是可以帮助“就业”的技能。除了
良好的技术理解和学科知识外，雇主还希
望员工能够另外掌握的一套额外技能。

就业途径
我们有各种各样的实现就业途径项目，可
以为个人、团体或整个组织提供个性定制
服务。该项目将帮助个人了解每个潜在员
工为雇主提供的知识和实践技能，以获得
合适的就业机会。这将使他们在就业市场
上更具竞争力，从而能够提高效率和就业
机会。

我们的项目
VETEA提供5个就业能力项目来帮助国内
外申请人，例如为应届毕业生提供就业技
能项目，为受伤的工人提供工作项目，为
求职者提供就业计划，

更多关于我们的就业技能项目请登陆vetea.
org.au / employability-skills-progra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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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学金项目
VETEA的RTOs为国内外学生提供奖学金项
目。RTO奖学金占国际学生学费的30%，
而国内学生高级文凭则可高达50%。

关于奖学金
• 奖学金将支付学位证书和高级文凭的学

费
• 不包括OSHC
• 奖学金仅在申请当年有效，不能推到第

二年 奖学金选择是基于个人简历和学
术成就

• 只有成功的申请者将得到通知，若没有
收到通知则代表申请失败

• 学生必须在奖学金期间满足RTOs的所
有进度和考勤要求

国际学生的资格
• 澳大利亚以外其他国家的公民
• 不是澳大利亚或新西兰的公民或永久居

民
• 已收到相关项目的无条件录取，且在

VETEA’s RTOs的学生
• (请注意，此机会并没有提供给目前正在

学习或居住在澳大利亚的学生)
• 鼓励优秀的学生申请

• 学生必须符合VETEA的RTOs入学标准
• 不能是任何其他奖学金的接受者，包括

外部奖学金 
• 学生必须直接申请VETEA的RTOs

国内学生的资格
•  澳大利亚公民或永久居民
• 提供一个有效的理由以获取VETEA的
RTO奖学金

• 已收到相关项目的无条件录取，且在
VETEA’ s RTOs的学生

• 鼓励优秀的学生申请
• 学生必须符合VETEA的RTO录取标准
• 不作为任何其他奖学金的接受者，包括
外部奖学金

• 学生必须直接申请VETEA的RTOs

更多相关信息，请访问vetea.org.au/
scholarshi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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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证项目 (407 VISA)
项目概况
这是一个基于工作地点的培训项目，它促
进学员在培养更多与目前专业领域相关的
能力。407签证计划是专为候选人和主办
公司打造的，旨在培训和提高他们在职的
职业技能。

澳大利亚实习是一个高质量的实习项目。
外籍人士可以因此暂时留在澳大利亚，参
加职业培训或专业发展。此签证有效期为
两年。

更多相关信息,请访问移民和边境保护部门
的网站www.border.gov.au。

促进就业是我们
的首要任务“

”
资格
这是澳大利亚移民局制定的最低标准。

• 你年龄在18到50岁之间吗?
• 在过去的2年里，你是否已经在你的专业
领域工作了至少12个月?

•  你有足够的英语知识吗?
• 如果你的回答是对所有这三个问题的回
答，那么你就有资格根据最低标准进行
申请。

407签证计划优势
407签证计划是一个带薪培训计划。
• 每小时的工资会根据雇主的出价而增
加。

• 每周至少工作30个小时。工作时间可
以根据主机公司的出价或业务需求而增
加。

• 年退休金相当于申请人年工资的9.5%。
与退休计划类似。

• 加班和周末工作有额外报酬。

更多相关信息,请访问vetea.org.au/407-visa



53

体育夏令营
VETEA的体育夏令营旨在通过高质量的体
育训练和技能提升，打造终生的体育运动
习惯。VETEA的体育夏令营团队拥有与大
批年轻运动员一起工作的经验，因此为来
自世界各地从6岁到16岁的运动员创造了一
个安全积极的环境，使他们在提高的运动
技能的同时，可以相互交流，建立终生的
友谊。

运动夏令营包括:
1. 高性能的运动训练

2. 体育教育
3. 领导力和团队合作
4. 个人成长
5. 社会发展

可以为你在澳大利亚或世界各地的机构提
供一个量身定制的运动夏令营。

更多相关信息,请访问vetea.org.au/sports-
summer-cam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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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领袖训练营
青少年领袖训练营是促使青少年增强领导
力和自律性的实践活动。青少年领袖能力
培养是众多青少年发展模式中的一个典
范。青少年可以从中获得领导居民活动、
教育改革和促进社区活动所必需的技能和
知识。世界各地范围内有着无数与此有关
的青少年领袖能力培训项目。

关于青少年发展和领导力
青少年发展能够帮助年轻人在青春期向成
年过渡的成长过程中充分发挥他们的潜能 
。青少年发展通过道德、情感、身体和认
知能力等活动和经验帮助他们得到提升。

领袖力能够使青少年:
1. 通过分析优缺点正确树立自己的职业

目标，并通过增强自尊、自信、活力
和能力来实现这些目标(包括建立人
脉关系和积极参与社会活动)。

2. 在行动过程中影响他人的观点和行
为，为他们树立榜样的能力。

促进健康青少年发展的有关学校社区的项
目和活动得到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青少
年发展专家强调：有效的活动能够使年轻
人发现自己的优势，从而使他们积极寻求
发展，而不是孤立地解决问题。参与过培

训的青少年做出自我挫败行为的可能性小
于其它同龄人。

为青少年提供积极发展的条件是家庭、学
校和社会共同承担的责任。

青少年领袖训练营内容包括:
• 自信、专注、活力、魅力、韧性、领导
力

• 社交、面试、建立人际关系以及领导专
业对话的能力

• 增强自尊，充满信心应对生活的挑战
• 有勇气在生活中做出重大决定
• 发现和抓住机遇的灵敏性
• 处理逆境的能力
• 时间管理
• 目标设定和战略规划 
• 资金管理
• 影响力
• 关系和导师的力量

我们可以为你在澳大利亚或世界各地的组
织量身打造一个青年领袖训练营。

更多信息请关注vetea.org.au/youth-
leadership-cam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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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合作项目
VETEA在澳大利亚的RTO学生和毕业生现
在越来越多地寻求获得国际工作经验的机
会。作为教育机构，我们致力于为学生提供
与国际社会接触的机会。

全球合作项目为我们的学生提供了在海外完
成实习工作的机会。在一名首席培训师的指
导下，我们的学生有机会得到在印度-亚洲
地区的儿童服务、长者照顾、残疾和社区服
务的工作。

我们的GEO大力支持各项国际项目、积极
寻求合作关系、建设本地和海外中心和校
园、抓住研究合作和全球教育机会，为全球
公民、地区领导人和强有力的国际关系作出
贡献。这些关系在促进外交、商业和贸易中
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全球合作项目向在澳
大利亚学习的国际学生开放，也支持澳大利
亚学生在海外完成他们的部分学习。

通往世界的桥梁“ ”

了解更多详情，请关注vetea.org.au/global-
engagement-pro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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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合作项目
VETEA的目标是成为澳大利亚最具影响力
的就业教育培训组织。

我们的目标是在与世界各地社区组织建立良
好的合作关系

我们的目标是使个人、社区、企业和行业能
够相互作用，建立起共赢的合作关系。

VETEA的子公司为所有社区组织提供产品
和服务。我们的大门永向您敞开。我们鼓励
您现在就与VETEA 建立合作关系。

更多关于我们的社区合作项目请登陆vetea.
org.au/community-engagement-program

行业合作项目
行业“拥有”RTOs认证的资质、技能和能力
的具体单位。这些是通过行业制定的培训或
认证课程设置的。

为了颁发证书，每一个RTO都将他们的培训
评估与国家培训要求以及各行业部门的需求
期望相结合。

在VETEA，我们热衷于与来众多行业部门

合作关系。我们与商业机构、非营利组织和
包括与相关政府的行业建立并保持战略伙伴
关系。

我们知道多方位打听和了解对于了解工业
需要的重要性。 我们致力于将VETEA的专
业的创新技术进行商业包装，以满足行业需
求。VETEA通过提供包括招聘和选择在内
的一系列领域的专业知识，帮助公司实现组
织发展的需要。培训和技能需求分析，认证
培训和专业发展，以提高生产力和组织能力
和文化。

VETEA的行业合作策略为VETEA和它有相
关业务联系的行业建立起直接的关系，从而
确保了培训和评估结果对于机构的价值。

VETEA的强大的行业关系将帮助我们的学
生和你的员工提升技能并获得宝贵的经验。

 

更多关于我们的行业合作项目请登陆vetea.
org.au/industry-engagement-program

签证以及移民服务
VETEA与联盟法律和移民服务有合作关
系，如果需要，他们可以帮助候选人、学生
和他们的家庭获得签证和移民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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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签证
这种签证允许你留在澳大利亚一个公认的教
育机构里进行全职学习。

你必须：
• 申请此签证之前，申请并被接受在澳

大利亚某教育机构注册的全日制课程
学习

• 如果你未满18岁，澳大利亚组织将为
你进行另外的安排

在澳大利亚，你的签证可以:
• 你可以在澳大利亚学习
• 符合条件的家庭成员可以陪同你到澳

大利亚
• 当你开始在澳大利亚学习的时候，你

可以每两周工作40个小时，并且课程
休息时间内是不受限制的

• 在澳大利亚，你的家庭成员每两周可以
工作40小时

在申请签证之前，你必须：
• 被接受在澳大利亚的一个教育机构全

职学习
• 如果你未满18岁，澳洲组织会为你进

行另外的安排

访客签证
访客签证(subclass 600)允许您访问澳大利
亚旅游或商务访问活动。

你必须选择符合你在申请签证时对澳大利
亚的访问目的。如果你申情流程不正确，
你的申请将很有可能会被拒绝。这时你需
要重新申请并支付新的签证申请费用。

游客： 前往澳大利亚度假、休闲或拜访家
人和朋友的人。如果你在澳大利亚申请这
个签证，签发时你必须在澳大利亚境内。
如果你在澳大利亚境外申请这个签证，签
发时你必须在澳大利亚境外。

商务访客流: 商务人士前往澳大利亚进行短
期商务访问。这包括参加会议及谈判。当
你申请签证时，你必须在澳大利亚境外。

这个签证允许你：
• 在澳大利亚度假或拜访家人和朋友
• 在澳大利亚学习长达三个月
• 作为无偿志愿者工作，但只有澳大利

亚居民在没有报酬的情况下才允许(你
可以报销膳食和住宿等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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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假期签证
工作假期签证(subclass 417)是为那些想在
澳大利亚度假和工作一年的年轻人提供的
临时签证。它鼓励文化交流，加强澳大利
亚和符合条件的其它国家之间的联系。

第一类工作假期签证: 当你申请第一个工作
假期签证和签证时，你必须在澳大利亚境
外。

第二类工作假期签证: 如果你在澳大利亚申
请签证，你必须在澳大利亚签证。如果你
在澳大利亚以外的地方申请签证，你必须
在澳大利亚以外的地方申请签证。

这个签证允许你
• 在澳洲滞留长达12个月
• 最多为每个雇主工作6个月
• 最多学习4个月
• 按照签证规定限制出入境次数

直系亲属
移民和边境保护局允许大多数学生把他们

的家庭成员带到澳大利亚。直系亲属包括
你的配偶或事实上的伴侣和孩子。你必须
在你的学生签证申请中声明你所有的家庭
成员，即使他们前来陪同。

注意事项: 如果你打算让家人陪同你一起前
往学习，你需要考额外的财务责任、配偶
的就业、住宿、教育和照顾孩子等问题。

签证申请
如果直系亲属想要获得学生签证，他们可
以根据的签证申请中直系亲属类别申请，
或者在你开始课程后再申请。

更多详情请关注:www.border.gov.au/
Trav/Visa-1

更多关于我们的签证以及移民服务请登陆
vetea.org.au/visa-and-immigration-
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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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职业生涯规划
         每天做出一点点改变      
                                 将带您到达那里。

专注于您的心仪工作

教育
您职业旅程的第一步

培训
开始您的未来职业生涯

职前培训
为工作奠定基础

实习
向雇主证明自己

获得一份工作
正式进入就业阶段

持续的技能提升
顺应人才市场需求



Australia   |   China   |   GCC   |   India   |   Indonesia   |   Malaysia   |   Philippines   |   Singapore 

vetea.org.au

veteaaus

veteaaus

vetea

veteaaus

教育素质
1. 广泛的教育和培训产品
2. 澳大利亚资格全球认可
3. 关心和支持学生的服务态度
4. 通往澳大利亚大学的途径
5. 英语语言课程专家
6. 迎合所有社区、语言、文化和多样性

重要的培训
1. 高质量的培训与行业经验丰富的培训师和评估员
2. 定制培训资源以满足个人、雇主和行业要求
3. 培训符合多个行业部门的就业成果
4. 开发符合当前行业和工作实践的技能
5. 评估并确定各个级别的个人学习需求和风格
6. 有机会在澳大利亚或国际多个地点学习
7. 灵活的交付选项，包括在线、校园或工作区

成功就业
1. 协助所有学生确定他们的职业目标
2. 通过在早期阶段将自己的技能提升至职业目标来支持学生变得更有能力
3. 协助学生在学习期间找到工作
4. 就业准备和就业能力发展
5. 访问JobLink，让学生从真实的工作环境中获得经验
6. 将学生与澳大利亚和国外的雇主联系起来
7. 工作配对，使用心理测试来确定能力倾向和人格特质
8. 使具有就业能力的学生能够成为就业准备
9. 广泛的本地和国际行业网络以及提供就业机会的合作伙伴关系
10. 符合全球就业要求和标准
11. 招聘、工作安置和实习服务

在职技能培训  
1. 不断更新您的技能和知识
2. 劳动力规划和开发，包括技能需求分析
3. 持续专业发展（CPD）计划以满足各行业要求
4. 继续教育和培训（CET）计划以保持与行业趋势同步
5. 澳大利亚国家认可资格
6. 将你的技能、知识和经验转化为正式的资格
7. 对先前学习的认证（RPL）
8. 在每天执行的各种任务中提高您的能力
9. 提供各种方式来扩展你的技能和知识
10. 适应行业变化，克服就业障碍
11. 积极的做法

VETEA的力量

Head Office:
Gold Coast (QLD)
10 Scarborough Street 
Southport, Gold Coast 
QLD 4215 Australia 
P +61 1300 656 693 
F +61 1300 721 648 

Brisbane (QLD)
Level 3, 12 Mount Gravatt 
Capalaba Road
Upper Mount Gravatt 
QLD 4122 Australia  
P +61 7 5438 8818 
F +61 7 5438 8896 

Sydney (NSW)
Level 2, 39 Queen Street  
Auburn NSW 2144 
Australia 
P +61 1300 083 832  

Melbourne (VIC)
PO Box 24415 
VIC 3001 
Australia 
P +61 1300 656 69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