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东金融学院-西澳大学

商科硕士（金融学方向）

联合培养项目招生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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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更好弘扬“南粤金融黄埔军校”的深厚底蕴，顺应经济和教育全球化的趋

势，构建“东西合璧汇广金”的金融高等教育合作格局，以及满足华南地区和粤

港澳大湾区对国际化人才的需求，学校于 2011 年成立国际教育学院，承担全校国

际交流项目、中外合作办学项目、中外联合培养双学位项目、国际本科单学位项

目、来华留学生项目等国际教育项目的教学和管理工作。

国际教育学院依托学校丰富的国际教育资源和良好的办学条件，采取与国际

接轨的教学模式，引进国外合作高校优质的教学资源、先进的课程体系和经典的

原版教材，推行严格的教学质量保障机制和监控体系，采用“1+1”“2+2”“3+1”

“3+2”等中外学分互认联合培养模式，与澳大利亚蒙纳士大学、澳大路亚新南威

尔士大学、澳大利亚西澳大学、韩国延世大学等世界百强名校，英国贝尔法斯特

女王大学等罗素名校集团名校，美国罗格斯大学等公立常春藤盟校，法国 SKEMA

商学院等欧洲顶级商学院合作，共同培养本科生和研究生。

学院现有金融学、会计学、金融科技、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数字媒体艺术 5

个中外双学位本科专业，同时开设商科国际硕士和硕士预科课程。学院拥有一支

年龄结构合理、凝聚力强、具有优秀教学科研能力的专职师资队伍，拥有国际化

数理课程和留学英语课程两支省级教学团队；90%的专业课教师有境外留学、进修

或工作经历，80%为中青年海归博士。

国际教育学院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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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西澳大学简介

西澳大学创建于 1911 年，位于西澳大利亚州首府珀斯，是澳大利亚最具历史

性、代表性和综合实力的顶尖研究型学府之一，也是享有盛誉的澳大利亚八大名

校与世界大学联盟的成员之一，在 2022 US News 世界大学排行榜中位列第 78 位，

在 2022 年 QS 世界大学排行榜中位列第 90 位。

西澳大学在教师资质、课程设置、科研成果等方面均处于世界领先水平，现

已培养了将近 100 名罗兹学术奖得主、1名诺贝尔奖得主和 1位澳大利亚总理；毕

业生年收入全澳最高；其商学院获得全球商学院最高荣誉 EQUIS 及 AACSB 双重认

证。

西澳大学校园位于天鹅河畔，距离珀斯市中心只有几分钟的路程，常被称为

澳大利亚最美丽的校园之一。西澳大学拥有传统风格的建筑和先进的教学与研究

设施，可为学生提供理想的学习环境。各种教学与现代设施应有尽有，包括演讲

和表演剧院、辅导空间、工作室、实验室等，能确保学生在学习期间积极探索个

人兴趣和职业目标。西澳大学拥有学生社区、文化区、体育中心以及 150 多个俱

乐部和社团，学生可以充分体验西澳大学多姿多彩的校园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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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培养模式

（二）广金学习阶段教学方案

项目学生可根据自身条件和需求选择以下教学方案：

教学方案 雅思强化课程 硕士专业课程 入读时间和学习模式

教学方案 A

雅思听力

雅思口语

雅思阅读

雅思写作

文献阅读与学术英语

投资学

公司金融

金融经济学

财务报表分析

入读时间：大一、大二、大三

第一学期

学习模式：大一、大二、大三

第一学期修读雅思强化课程；

大四第一学期在广金修读西澳

硕士专业课程；大四第二学期

赴西澳大学修读剩余硕士专业

课程。

注：适合雅思零基础或英语能

力欠佳学生选择。

教学方案 B ─

投资学

公司金融

金融经济学

财务报表分析

入读时间：大四第一学期

学习模式：大四第一学期在广

金修读西澳硕士专业课程；大

四第二学期赴西澳大学修读 3

个学期硕士专业课程。

注：适合已有雅思适当成绩或

英语能力较强的学生选择。

项目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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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学方案 A：适合雅思零基础或英语能力欠佳的大一、大二、大三学生选

择。学生可选择在大一、大二、大三学年的第一学期进入本项目修读，先

行修读雅思强化课程；待大四第一学期修读西澳大学商学硕士（金融学方

向）第一学期专业课程；满足语言直录条件的情况下，大四第二学期赴西

澳大学修读剩余三个学期的硕士专业课程（如不能满足语言直录条件，则

需先就读西澳大学的语言班后再修读专业正式课程）。

 教学方案 B：适合已有雅思较好成绩或英语能力较强的大四学生选择。学

生可选择在大四学年的第一学期进入本项目修读，直接修读西澳大学商学

硕士（金融学方向）第一学期专业课程；满足语言直录条件的情况下，大

四第二学期赴西澳大学修读剩余三个学期的硕士专业课程（如不能满足语

言直录条件，则需先就读西澳大学的语言班后再修读专业正式课程）。

（三）西澳大学学习阶段专业核心课程

（四）西澳大学学习阶段升读条件

 完成广东金融学院前三年课程，平均分达到 75分以上，无不合格科目。

 完成广东金融学院国际教育学院为期 0.5年的四门硕士课程学习，每门课

程分数达到 75分以上。

 语言成绩要求：雅思总分不低于 6.5，且听说读写各单项均不低于 6.0，若

不达此要求，可修读西澳大学英语桥梁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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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授予学位

◈ 西澳大学商学硕士（金融学方向）学位

Master of Commerce （Finance）

（六）招生对象

◈ 广东金融学院经济学学位或管理学学位相关专业在读学生。

（七）开课时间

报到时间：2022 年 10 月 14 日

开学时间：2022 年 10 月 15 日

上课时间：周六、周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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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优势
 品牌优势：入读世界百强名校与百强专业。西澳大学是世界百强名校，在 2022 US

News 世界大学排行榜中位列第 78 位，是澳大利亚八大名校联盟成员之一，也是澳

大利亚百年老校。西澳大学是中留服认可的海外高校。

 文凭优势：同获中澳高含金量本硕双学位。学位在国内可申请学历认证。

 专业优势：西澳大学商学院获 AACSB、EQUIS 双认证（全球仅 5%），课程特许金融

分析师机构（CFA）认证。学生可享用哈佛大学商学院的学术教育平台资源。

 管理优势：实行创新独立的管理，成班建制，专人专项管理，中澳管理方式相结

合。

 教学优势：专享的国际化教育模式与平台，充分享受中澳优质师资资源。西澳大

学商学院 Rosemarie Nathanson 金融模拟交易室获世界级年度教育项目奖，让学

生足不出户即可访问 400 多个全球市场及纽约、伦敦等多个证券交易历史所市场

数据。西澳大学更拥有多个学术图书馆，蕴含有上百万书册，85 万多本书籍等学

术以及研究机构资料。

 签证优势：每两周 40 小时兼职时间且假期无上限。

 成本优势：节省赴澳深造时间及费用成本。

 地缘优势：西澳大学所在城市珀斯连续多年被评为世界十大最适宜居住城市与最

友好的城市之一，与中国零时差。全球教育网站发布了 2022 年全球“十大”最佳

留学国家排行榜，澳大利亚荣获排行榜第一名。

 就业优势：国际化人才易获用人单位青睐，是入职企业的黄金敲门砖。

 机遇优势：珀斯政府城市新发展规划投入数十亿澳元兴建公共设施、酒店、国际

留学生公寓等，将为当地学生提供数以千计的求职机会。

 移民优势：西澳政府推出留学精英州担保移民政策，为更多优秀毕业生量身打造

技术移民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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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费标准

（一）广东金融学院学习阶段费用

1.“教学方案 A”学费（含雅思课程和 4门硕士专业课程学费）为人民币

68,000 元。

2.“教学方案 B”学费（含 4门硕士专业课程学费）为人民币 45,000 元。

（二）西澳大学学习阶段费用

1. 本项目学生在西澳大学学习期间，学费和住宿费按照西澳大学官网当年公

布的收费标准收取。

2. 以西澳大学 2022 年公布的总费用为例：学费约 42,100 澳元/学年、基本

食宿费约 21,041 澳元/学年。1.5 学年学费约 63,150 澳元，约人民币 30.3 万元；

基本食宿费约 31,561 澳元，约人民币 15.15 万元。以上按澳元与人民币 1:4.8 汇

率计算，如有变化，以实际为准。

3.学生如需在西澳大学修读英语桥梁课程、暑期课程或本项目教学计划外课

程，费用另计。

（三）西澳大学授权合作机构的收费标准

澳中国际文化交流协会收取项目管理与服务费 23,600 元/人。另在项目学生

获得学生签证后 5天内，收取回国保证金 20,000 元/人，回国保证金在学生完成

或终止学业回国返校后全额无息退回。

备注：

1 学费不含教材费；开课后中途退学，学费概不退还。

2 体检、保险费等其他费用参照学校相应收费标准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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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名方式

报名截止时间为 2022 年 10 月 15 日。学校对报名学生进行资格审查，择优录

取。凡有意报读本项目的同学，请扫描以下微信二维码填写报名表：

申请资料

申请本项目的学生须提供以下申请资料：

◈ 在读证明（扫描版）；

◈ 正式成绩单（扫描版）。

请申请人在填写报名表后，将以上申请资料的电子版发至以下邮箱：

24-037@gduf.edu.cn [邮件主题“广金-西澳硕士项目申请资料”，附件文件名请

按以下格式：“材料名称+姓名”，例如“在读证明+姓名”。]

联系方式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迎福路 527 号广东金融学院 1号教学楼 204 号办公室

咨询电话：020－37215582

罗老师：18620715823

苏老师：13825029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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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澳大学所在城市珀斯介绍
西澳大学坐落在魅力城市珀斯，位于东八区，与中国零时差。珀斯是一个拥

有世界最先进的科学技术与设施体系的美丽大城市。珀斯作为西澳首府及澳大利

亚第四大城市，具备世界一流的教育水平、完备的医疗体系、完善的公共设施以

及良好的人文环境。气候宜人、阳光明媚，美丽的城市景观与独特的自然风光并

存。此外，珀斯更是成功被评为 2018 年最佳旅游城市第十名及全球最宜居城市第

七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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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关注广东金融学院国际教育学院官方公众号获取更多留学资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