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 年学生指南
欢迎来到 TAFE NSW
欢迎各位来 TAFE NSW 就读的学生。
学业是具有挑战性的，所以我们会向大家提供帮助、建议和照顾。
作为 TAFE NSW 的学生，您将能够使用我们所提供的设施和服务，教师和工作人员会向大家提
供全力支持。
我衷心希望您会享受在 TAFE NSW 的学习时光，并与我们与雇主和工业界的良好关系中受益。
TAFE NSW 致力于为您提供支持，以确保您有机会完成学业并获得就业潜力。
祝您学业进步，心想事成。
学院主任

重要日期
TAFE SWSI 每年工作 48 周。我们全年提供不同开始和完成日期的课程以满足学生的需要。请
访问 www.swsi.edu.au 查看我们计划的完整课程列表以及就读开始时间，或致电 13 7974 了解
更多信息。

1 月 30 日，周一，第一学期，第一学期开始
4 月 9 日，周日，第一学期，第一学期结束
4 月 10 日，周一，秋天学生假期开始
4 月 23 日，周日，秋天学生假期结束
4 月 24 日，周一，第一学期，第二学期开始
6 月 18 日，周日，第一学期，第二学期
6 月 19 日，周一，冬季学生假期开始
7 月 16 日，周日，冬季学生假期结束
7 月 17 日，周一第二学期，第三学期开始
4 月 24 日，周日，第二学期，第三学期结束
4 月 25 日，周一，春天学生假期开始

10 月 8 日，周日，春天学生假期结束
10 月 9 日，周一，第二学期，第四学期开始
12 月 3 日，周日，第二学期，第四学期

介绍
在第一堂课中，你的老师会给你关于 TAFE NSW、大学和课程的基本信息。
这些信息将确保你有一个安全、成功和有价值的学习经验。
你的教师将涵盖一系列主题，包括你可能有的问题：
•

支付费用

•

登录和使用学习网站

•

你的权利和责任

•

工作、健康和安全

•

评估

•

学习支持

•

旅行优惠

•

学徒福利

•

退款、延期和取款。

我们的学院
TAFE NSW 在悉尼西南部有九所学院和两个校区。 每所学院都有自己的课程，提供学习设施和
专业培训中心。
您可以在 www.swsi.edu.au/colleges找到有关大学设施、联系方式、停车和交通信息的详细信
息。

入学前
学生标识符

所有参加澳大利亚国家认可的培训的学生都需要有一个学生标识符或 USI。您在注册课程之前
必须有 USI。
这包括完成学徒计划或技能、证书或文凭课程的学生。你的在线帐户中的 USI 链接包含你已完
成的所有培训记录和结果（成绩单）。
您可以访问 www.usi.gov.au 在线免费创建您自己的 USI

注册后
TAFE 卡
在 TAFE NSW 的每位学生都将获得一张付有照片的 TAFE 卡。
这张卡包含你的姓名、学生号码和照片，并用于识别。
你可以使用你的 TAFE 卡使用各种服务，如复印、停车和从图书馆借阅。

学生网站
学生网站是为学生自助服务设计的在线网站。
当你在 TAFE NSW 注册时，你将收到教育部（DoE）的用户名和密码。使用它通过教育部门（
DoE）网站登录您的个人学生网站。
通过学生网站，你可以：

•

查看你的个人、注册和雇主详细信息（如适用）

•

查看、当前和过去的学业记录和结果

•

要求获得由 TAFE 发出的官方成绩单

•

更新你的联系方式、查看你的已付费用和未付费用

•

查看你的课程时间表

•

查看通知和日历信息，例如 TAFE NSW 期末考试的时间表。

你还可以通过学生网站与老师保持联系。在学生网站向他们发送消息。
要访问您的学生网站，请访问 https://sso.det.nsw.edu.au/sso/UI/Login

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网站 www.swsi.edu.au 登录到学生网站：在首页上，点击右上角的「学生
网站」选项卡。
或访问 swsi.tafensw.edu.au/Students/Current-Students/Online-Services

出勤
如果你想充分获得学习知识和成功完成单元或课程，你应该至少出席 80％的课堂。
如果你缺席上课或转校，你必须向你的老师报告。如果你因病而不能上课、不能参加评估或由
于不可控制的情况下不能提交课业，请尽快告诉你的老师。

交通优惠
学生优惠 OPAL 卡现已提供给合资格的 TAFE SWSI 学生*，包括学徒和学员。
欲了解完整资格的详细信息以及如何学生优惠 OPAL 卡，请访问 www.transport.nsw.gov.au 网
站或致电 13 79 74 给我们的客户服务团队或访问你当地的学院的客户服务中心。

*条件适用

急救
我们的急救人员分配在所有学院。如果你受伤或生病，请向你的老师或最近的工作人员联系保
安人员，急救人员将立即帮助你。

酒精和其他药物
TAFE NSW 政策禁止吸烟，除非在指定地区，以及禁止在大学使用酒精和非法药物。
学生在新南威尔士州 TAFE 使用酒精和其他药物将受到纪律处分。
如果你担心自己或他人在 TAFE NSW 的安全，工作健康和安全立法机构要求你立即通知您的老
师。

无烟环境政策
TAFE SWSi 具有无烟环境政策。
所有大学禁止吸烟，在指定的吸烟区*除外。
只可以在贴有“吸烟区”标志的附近区域吸烟，吸烟区提供烟灰缸。
我们请求学生帮助保持我们的大学环境不受香烟影响通过：

•

避免在指定吸烟区以外吸烟。

•

告知参观者学校是不能吸烟的，并寻求他们合作。

•

如果你看到有人吸烟，请（礼貌地）告诉他们我们的大学是不能吸烟的。

•

指导吸烟者到最近的指定吸烟区吸烟。

* TAFE NSW Miller College 没有指定吸烟区。

管理或风险或危害学生
法律要求 TAFE NSW 确保所有学生、工作人员和访客在我们场所都是健康和安全的。
为了履行这些法律义务，我们有必要评估和管理任何已知的暴力行为的风险。
如果你有暴力史，这可能表明您可能对其他 TAFE SWSI 学生、工作人员和/或访客构成潜在风
险，请在注册你课程之前告知 TAFE NSW。
我们将提供适当的支持和管理计划。

费用，豁免和经济援助
支付费用
大多数 TAFE NSW 课程都收取费用，并且必须在入学前支付。你支付的金额取决于你学习的课
程类型，以及你的个人情况。
请确保你已经或将不会被允许开始或继续您的课程。
你需要在上课前支付课程费用，而且必须是全额支付以便你获得就读资格。
你可以在学生网站或打电话到 13 7974 客户服务中心通过支票、EFTPOS、汇票、BPAY（使用
TAFE 费用表）或信用卡（万事达卡或 Visa）付款。我们不接受现金。
如果通过支票或汇票支付费用，请支付给“TAFE NSW - South Western Sydney Institute”，然后在
背面写上你的姓名、地址和课程编号。

政府补贴课程
在「智能和技能」的计划下，新南威尔士州政府将发放资金用于补贴工作和经济增长所需的技
能学习课程。
作为「智能和技能」计划的一部分，新州政府发布了 2017 年新南威尔士的技能列表，其中列
出了培训的优先领域。该名单上的课程将获得政府补贴，以确保重点培训满足经济的需要。
2017 年新州技能列表包括参加政府补贴课程的学习资格，以及课程价格和费用。

如果你参加 2017 年 NSW 技能列表课程，并且你符合资格，你将支付 NSW 政府所设定的费用
。 2017 年新南威尔士技能列表涵盖：
•
•
•
•
•

高级文凭资格证书
选择证书 l 基础技能课程
所有学徒制和选定的实习生
重点团体和部门的部分资格

要查看 2017 年 NSW 技能列表和费用，请访问 www.training.nsw.gov.au/smartandskilled。

全额学费奖学金
全额学费奖学金意味着你可以得到所需要的工作技能，并涵盖你的课程费用！学生在每财政年
度有资格获得一个奖学金以及在 2019 年之前获得最多两个奖学金。
全额学费奖学金的设计宗旨：

•
•
•
•
•

年轻人（15-30 岁）有资格获得学生优惠
已经或曾经在家外接受照顾的年轻人
寻求庇护者和难民
家庭学生
正在经历或曾遭受家庭暴力的任何年龄的人。

证书涵盖从证书 I 级到证书 IV 级的资格，包括学徒和实习生。
你不需要提交全额学费奖学金申请表格。如果你符合上述全额学费奖学金的资格标准，客户服
务主任将在注册时通知你。
你可能仍需支付杂费、基本工具或实地考察费。你在注册时将收到支付任何额外费用的通知。
欲了解有关更多信息，请致电 13 7974，到访我们的客户服务中心或访问
www.smartandskilled.gov.nsw.au

学徒和学员的费用
学徒费用将于 2017 年开始设定上限为 2000 澳元。
实习费用上限为 1,000 澳元。
任何注册成为新南威尔士州学徒或新入学培训生的学生将有资格获得补贴智能和技能培训，无
论你有其他资格或以前完成的资格。

学生优惠
在 2017 年，每个 TAFE NSW 课程的学生优惠将被定为资格水平的固定费用。有资格获得学生
优惠的学生包括：
•澳大利亚联邦福利受益人
•澳大利亚联邦福利受益人的直属子女，配偶或伴侣。

2017 年每个资格课程的学生优惠
资格水平

学生优惠

基础课程

$80

证书课程 I

$120

证书课 II

$160

证书课 III 和 IV

$240

文凭和高级文凭

不适用

豁免
如果你有资格获得豁免，你不需要为你就读的课程支付任何费用。有资格获得免费的学生包括

•
•
•

澳洲籍土着和托雷斯海峡岛民学生
残疾学生
残疾抚恤金领取者的直属子女，配偶或伴侣。

即使你有资格获得豁免学费，你可能需要支付课程相关费用购买材料和/或设备的额外费用。
有关特定条件和更多豁免信息，请访问：
www.training.nsw.gov.au/smartandskilled/prices_fees。

VET 学生贷款
此澳大利亚联邦政府计划允许你就读以下课程贷款：
•

具有较高的全国重点

•

满足行业需求

•

帮助解决技能短缺问题

•

获得就业成果。

该计划还提供贷款上限的课程贷款。这意味着如果你的费用高于贷款上限，你需要支付差额。
大多数 TAFE NSW 学生不会受到贷款上限的影响，但如果你是，你将在注册期间 被告知这一点
。
VET 学生贷款可用于全日制、兼读和在线学习的学生。
要获得 VET 学生贷款的资格，你必须：
•
•
•

是澳大利亚公民
持有合格的永久性人道主义签证，长期居住在澳大利亚
是新西兰特别类别签证公民（SCV 亚类 444），符合长期居留要求。*

*其他永久签证和临时签证持有人不符合获得 VET 学生贷款的资格
你还必须：
•有税号或正在申请税号
•具有唯一学生标识符（USI）
•满足 VET 学生贷款学生入学程序的学术要求（即，在学术上适合从事高水平职业资格考试
）
•拥有澳大利亚联邦高等教育支持编号（CHESSN）
•不超过一生可获得澳大利亚联邦学生贷款的限额。
有关 VET 学生贷款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www.tafensw.edu.au/vet-student-loans。

临时居民学费
临时居民不符合政府资助培训的资格，并且必须支付全额资格费用或商业价格（如适用）

政府帮助学习费用
当你在 TAFE NSW 学习时，你可能有资格获得 Centrelink 福利，例如 Austudy，Abstudy 或
Youth Allowance。查看 Centrelink 以找出你可享有的福利。你也可以申请学生交通优惠。

学徒的福利和支持
财政奖励可以帮助你成功完成学徒实习划，包括以下：

•
•
•

贸易支持贷款
交通优惠
旅行和住宿援助

•
•

注册汽车获得减免 100 澳元
持续学徒安置服务（CAPS）

欲了解你是否合资格，请访问 Training Services NSW 网站。

其他费用
除了初始课程费用之外，你还可能需要支付其他课程和注册相关费用。例如，某些课程可能需
要你购买材料和/或设备。如果你想在 Bankstown、Granville、Lidcombe、Chullora、Liverpool
或 Miller College 的校园停车，你需支付停车费。请与你当地的学院联系。

评估和考试
TAFE NSW 学生的评估指南
你的老师将为你提供「新南威尔士州 TAFE 学生的评估指南」的副本
本文件提供有关新南威尔士州 TAFE 评估的重要信息。
请保留本指南的副本以及与你的资格相关的其他重要文件。
欲在线下载或查看文档，请访问：swsi.edu.au/assessments

退款、限额和退学
你可能有资格获得部分退还的学费。
生活上有时候会发生一些事情会妨碍了学习， 除了辍学之外，建议你考虑迟迟你的学习。与
你的老师或学生支持主任讨论此选项。
如果出现以下情况，你可能有资格获得行政费退款：

•
•
•
•
•
•

你已超额支付课程费用
你不能开始或继续课程，因为它已被学院或机构取消
你在课程开始的两周内获得 Austudy 或青少年津贴，并且可以向大学证明这一
点
你重复注册同一个科目，然后由评估审查委员会授予该科目合格
你在课程开始之前已通知学校会退出课程
基于留院的原因（由医疗证明支持），你无法继续上课，并认为处于不利地
位。

要退学并申请退款，你必须填写提学/退款申请表，并将其发送或退回你注册的学园。
不同的表格用于：

•
•

学位（FEE-HELP）
VET 学生贷款

你可以在 www.tafensw.edu.au/get-started-at-tafe-nsw/payment-options-and-assistance/refundsand-withdrawals 上了解更多关于退学和退款的信息。

重读/重考单元
如果你无法完成一个单元或科目的一部分，或是未能通过考试或评估获得资格，你可以通过重
新注册该课程的特定单元并支付费用重读。
请注意，如果你参加新南威尔士州政府补助课程，你的注册费只涵盖每个单元就读一次的费用
。
如果想尝试任何其他方法完成单元，我们将收取额外费用：

•

如果你需要重读的单元需要参加培训，大学客户服务办公室会重新确定费用。

•

如果你只需要重考评估，则每个单元的重考费用为 120 澳元。

•

这不适用于已报名就读课程但没有开始或参加课程，并在课程开始之前正式退
学的学生，也不适用于在参与智力和技能计划之前尝试的单元。

权利和责任
作为 TAFE SWSi 的学生，你有权

•
•
•
•
•

受到 TAFE SWSI 的工作人员和同学的公平对待和尊重
在没有歧视和骚扰的环境中学习
在积极和支持的学习气氛中追求你的教育目标
关于 TAFE SWSi 委员会记录的隐私
访问评估程序和结果

通过注册 TAFE SWSI，你有责任：

•
•
•
•
•

尊重和公平对待所有学生和 TAFE SWSI 工作人员
在任何评估活动或考试中不从事剽窃或作弊
准时和定期出席
在到期日之前提交评估事件或寻求延长到期日的批准
按时归还或更新图书馆图书

请以负责任的态度不要：
•
•
•

未经许可或监督进入贸易研讨会
在未配带必需的个人防护设备（PPE）进入劳动工作间
骚扰或欺凌同学或工作人员

•
•
•
•
•
•

损坏、窃取、修改或滥用财产
受酒精或药物影响
随地吐痰或乱抛垃圾
将武器带到 TAFE SWSi 场所
从事任何可能冒犯、使人尴尬或威胁他人的行为
非法复制授予 TAFE NSW 的软件，或安装任何软件（包括游戏和共享软件）到
学院的计算机上。

如果你不遵守作为 TAFE SWSI 学生的职责，可能会受到处罚。
新南威尔士州 TAFE 委员会学生纪律政策（2000）概述所有被列为违反纪律的行为，并适用于
所有新南威尔士州 TAFE 学生。
你可以从老师获取政策的副本、在大学图书馆借读、或通过 www.det.nsw.edu.au/policies 在「
TAFE」选项卡下查阅。

反歧视政策
根据新南威尔士州立法，没有人应在 TAFE SWSI 工作或学习受到歧视、不公平地对待或被骚扰
。不论他们是谁、与谁相关的、或与以下理由有女：包括性别、怀孕、年龄、 婚姻状况、性
行为、种族、肤色、种族或民族宗教背景、血统、国籍、身体或精神或智力残疾和艾滋病毒/
艾滋病。
如果有学生或工作人员受到歧视，请立即向你学校的老师或辅导员报告此事件。

歧视、骚扰和欺凌
骚扰是任何不受欢迎、不愿意或可能具有攻击性的行为（口头、书面或肢体）。以年龄、性别
、婚姻状况、身体或智力残疾、种族或性取向为理由进行骚扰或歧视他人是违反新南威尔士州
的法律。如果你认为你受到骚扰、欺凌、歧视或以任何方式受到不公平对待，请联系你的老师
或你学院的辅导员。

如何提出建议或投诉
我们重视你的建议和投诉，因为它们使员工能够解决你的问题并提高服务质量。
你可以在 www.swsi.edu.au/contact-swsi 通过填写投诉表单以书面形式提出投诉。
你也可以在学院客户服务办公室亲自投诉。

支持服务和设施
认可之前的学习（RPL）是对你在正规教育和培训系统之外获得的技能和知识的评估。

TAFE NSW 认可这些并提供在线识别工具，允许你收集和上传你的证据并获得在线评估。
你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获得这些技能和知识：

•
•
•
•
•

工作经验
义工
学校体验
生活经验
体育成就。

要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http：//erecognition.swsi.tafensw.edu.au
当你获得一个或多个 RPL 完成一个单元课税，我们将调整课程费用并确定新的学生费用。你可
以与你的老师讨论，他将指导你完成 RPL 手续，或发送电子邮件至
smartandskilled.enquiries@industry.nsw.gov.au，向智力和技能计划客户支持团队发送电子邮件
。
职业发展和咨询
我们更提供免费和保密的帮助以指导你学习的挑战。
我们在每个学院均有顾问可以帮助你：
•

教育咨询：如课程选择和规划、技能和能力评估以及学习策略。

•

职业咨询：如职业选择、再培训、职业发展和就业咨询。

•

个人咨询：影响学习进程的事项。

无论你正在开始新的职业生涯还是考虑改变职业，我们位于我们九个学院的顾问都可以帮助你
选择适合你的职业路径。
我们的职业发展和咨询服务在提供周一至周五，可以帮助你有效地管理你的时间、更有效地学
习、最大限度地提高你的教育和就业机会。
致电 13 7974 或访问你当地的学院预约职业发展和咨询服务。

RUREADY 计划
语言、识字和算术（LLN）是必不可少的技能让你能够参与培训，并在你的工作和学习中取得
成功。
在 TAFE SWSi，我们通过 RUReady 计划提供服务以评估你的读写能力和计算能力。
在线工具用于向你提供在某个时间点的技能水平的「快照」。此工具中的信息可以帮助你选择
适合的课程，并帮助确定在学习期间是否需要一些支持。
该计划还包括帮助提高你的技能的活动。

访问 swsi.edu.au/RUReady 了解更多并注册 RUReady 计划。

YourTutor (你的导师)
我们有一个免费而且是现场课后的辅导服务称为 YourTutor - 你可以在周日到周五，下午 3:00
和午夜之间上线，你的导师会在线上协助你写作业或学习。
这是一个伟大的工具，欲了解更多

访问：swsi.edu.au/yourtutor
在线的现场导师可以帮助你编写、研究和参考、以及是在广泛的主题上提供协助，包括：

•
•
•
•
•
•
•
•
•
•
•

数学
化学
电气工程
机械工业
生物学
物理
统计
微观经济学
宏观经济学
营销
会计

文字和数字支持
我们的基本技能教师将帮助你学习确保你可能有最好的表现。他们可以帮助你：

•
•
•
•
•
•
•

课程作业、笔记、计算
准备评估
作业、论文
研究技能
阅读和理解课程文本和注释
使用计算机学习
撰写报告/程序

与你的老师讨论，他们可以根据你的需要，将你转介给合适的工作人员。

残疾人支持
如果你有残疾，我们的教师顾问可以提供专业支持以帮助你学习。
这包括准备个人教育计划（IEP）以识别你的需求。

我们的残疾服务包括：

•
•
•
•
•
•
•
•

手语翻译
抄写笔记
读者和/或作者评估
课堂支持
自适应技术
减少或修改课程
修改评估
为失聪和听力受损、盲人和视力受损或身体、神经和精神病患者提供指导和支
持。

向你的老师查询更多信息。我们在这里帮助的每一步。

土著学生的支援
我们通过一个广泛的土着，托雷斯海峡岛民学生网络和非土着教学，支援和行政人员向我们的
土着学生我们的土着服务提供社区参，学习设计和学生支援服务。。
这包括：

•
•
•
•

家庭的参与和沟通
定制和文化敏感的学习环境，帮助你选择正确的课程和职业途径
帮助入学、免费和奖学金申请
在整个课程中提供指导和支持。

TAFE 新南威尔士州还为你提供一个广泛的，更连接的培训和就业服务，被称为土着学习圈。
土着学习圈致力于为你提供量身定制的、文化敏感的学习环境。
有关详细信息，请访问 www.aboriginallearningcircle.com。

国际学生的支持
除了英语学习以外，我们亦向国际学生提供学习课程的学习支持。
在你学习的第一周内，你将会认识一名国际学生协调员，他将协助你注册课程，并解释你作为
国际学生的权利和责任。
你的国际学生协调员将在你的学习期间各你提供持续的支持，并将举办迎新会解释你可获得的
支援服务的详细信息。
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联系 13 7974。

国际学生在国际教育中心（TIEC）学习英语课程所得的支援
TAFE 国际教育中心（TIEC）位于利物浦学院。
在上学的第一天，你将会遇到一位 TIEC 代表，他将协助你注册课程，带你参观学院，并解释
你作为国际学生的权利和责任。
你的 TIEC 代表还会给你学术咨询和指导，在你的整个学习体验为你提供支持。
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联系 13 7974。
TAFE NSW 客户服务中心位于我们的每个学院。如果你对注册、课程信息或管理事宜有任何疑
问，可以访问客户服务中心。向我们的客户服务官询问所有学生可使用的设施、服务和支持范
围。你可以通过 www.swsi.edu.au/colleges 查看和下载客户服务中心位置的大学地图。
图书馆
我们的图书馆提供一系列服务，以满足你的需求。包括：

•
•
•
•

参考资料和研究协助
提供小组学习室、个人书桌和电脑
帮助你连接到你的学生网站用户名和密码
帮助你设置 RUReady 筛选 VET 学生贷款申请以符合新的立法或确认你对识字和
计算的需要。

向图书馆员工查询服务可以找到常见问题解答的答案，或在图书馆开放时间在线向图书馆员工
查询。
我们的图书馆在线资源包括：

•
•
•

评估的信息
电子书和电子杂志
在线视频

http://swsi.tafensw.edu.au/library

儿童日托中心
我们的儿童日托中心为 0 至 5 岁的儿童提供教育和照顾，重点是识字、算术和学校转换。中
心从周一至周五开放，为 TAFE SWSI 学生和更广泛的社区儿童提供日托服务 。
我们的中心位于：
Bankstown

9780 5673

Granville

9682 0389

Wetherill Park 9609 9201

停车场
如果你想在 Bankstown，Granville，Lidcombe，Chullora，Liverpool 或 Miller College 的校园停车
，你需要支付停车费。
请向客户服务中心查询停车情况。

无线网络连接
TAFE NSW 通过无线服务为工作人员和学习者提供互联网连接。 此服务仅提供互联网访问（无
法通过此服务访问文件共享和打印机），使用此服务的设备必须与代理服务（包括智能手机和
平板电脑）兼容。

计算机
我们的图书馆提供计算机，帮助你编写作业、练习计算机技能和搜索信息。 Microsoft Word、
Excel、Access 和其他软件包，以及互联网和 CDROM 数据库。
互联网仅用于教育目的，你需要使用你的 DEC 用户名和密码才能访问互联网。

食堂
我们所有的学院，除了 Macarthur 建筑业技能中心都有一个食堂，学生可以购买食物和饮料。
学期的食堂营业时间因学院而异。 请向当地学院咨询开放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