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际学生 

定居悉尼指南 

欢迎来到悉尼！ 

我们很高兴您来到澳大利亚并选择在悉尼大

学学习。 抵达澳大利亚之后，请使用本指南

作为工具，帮助您适应悉尼的生活。本指南

包含下列信息： 

- 住宿

- 金钱、银行与预算

- 通讯

- 工作和工作者权利

- 交通

- 健康与福祉服务

- 安全

- 探索悉尼

- 其它服务和支持

获取更多信息 

需要获取更多信息吗？我们为国际学生提供

了一系列可能对您有用的资源。您可以访问

我们的网络或与我们见面咨询，我们很乐意

向您提供帮助。 

学生过度与保留（Student Transition & 

Retention） 

地址 Level 5, Jane Foss Russell Building G02 电

子邮件 international.support@sydney.edu.au 
网站 sydney.edu.au/

mailto:international.support@sydney.edu.au


请确保更新您的个人信息！如果您更换居住地址了，请在 7 天内登录“悉尼学生”提

供最新的个人联络信息，这是学生签证的一项条件！还要确保您的亲属联络信息和

紧急联系人信息正确。 

住宿 

寻找住宿 

校内住宿 
悉尼大学向国际学生提供少量校内宿舍，Camperdown 和

Darlington 校区附近有几个选择，包括 International 

House、Sydney University Village、Queen Mary Building 和

Urbanest，以及一些列住宿院。有关各种校内住宿选择以及

如何申请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sydney.edu.au/accommodation 

校外住宿 

如果您选择住在校外，最好在签租房合同之前亲自检查房产。确保在刚到澳大利亚时已经有临时

住宿，以便留够时间寻找长期住宿。校外住宿有多种类型可以选择，包括合租、私人租房、学生

公寓和寄宿家庭。 

合租 

合租是指多个室友共用一套公寓或别墅，对于学生来说很有性价比。合租屋通常带家具且包上

网。您可以在 flatmatefinders.com.au 和 gumtree.com.au 等热门网站上找到合租住宿列表。 

您还应该通过 sydney.edu.au/accommodation 访问学生住宿服务中的住宿数据库。 

私人租房 

这是最独立的生活选择，您可以单独或与室友一起租用公寓或别墅。出租房可能带家具也可能不

带家具；在很多情况下，您需要自己开通网络连接和其它设施。这通常是较昂贵的选择，因为您

还需要支付租房押金。您可以在当地的房地产中介或网站上找到出租物业，例如 domain.com.au

和 realestate.com.au。 

学生公寓 

悉尼有许多专门的学生公寓，优点包括能与其他学生见面，拥有舒适的设施，能上网，地理位置

优越。但是，学生宿舍可能很贵。搜索 Urbanest，Iglu 和 UniLodge 等学生宿舍。 

寄宿家庭 

寄宿家庭涉及住在别人家、和他们的家人住在一起，这是了解当地文化的好方法。您也可以在寄

宿家庭中享用餐点、网络和带家具的卧室。请访问 sydney.edu.au/accommodation 网站，查询寄

宿家庭列表。 

租客的权利 

请注意您作为租户或租约持有人的权利。请访问 tenants.org.au 网站，了解有关租房、寄宿生活、

租户权利及获取建议和支持的联系信息。 

。 

http://www.flatmatefinders.com.au/
http://www.gumtree.com.au/
http://www.domain.com.au/
http://www.domain.com.au/
http://www.realestate.com.au/


了解您的消费者权利！详情请查询新南威尔士州公平交易消费者指南

fairtrading.nsw.gov.au/Youth/International_students.html 

金钱、银行与预算 

须知 

开通银行账户 

如果要开设银行账户，请前往银行并告诉他们

您是国际学生、希望开设银行账户。您需要携

带下列材料： 

- 带照片的身份证明（例如您的护照）

- 澳大利亚地址证明

- 入学证明

- 税号（TFN）

虽然不是必须提供税号才能开通银行账户，但如

果您不提供税号，则会对您在账户中获得的利息

大量征税。了解更多关于如何申请税号的信息：

ato.gov.au/Forms/TFN---application-for-individuals/ 

校园里的银行 

The Commonwealth Bank of Australia （CBA）

和 National Australia Bank （NAB）在悉尼大学

Darlington 校园的 Wentworth 大楼中设有分行。

校园各处设有多个其它银行的 ATM，包括

ANZ、Westpac 和 St George 银行。 

澳大利亚有多种银行、信用合作社和房屋信贷互

助会，请多方面了解情况，确保获得您需要的最

佳汇率和金融服务。可以从查阅下列网站开始，

做出规划：moneysmart.gov.au/ 

汇率 

澳大利亚货币有澳元和澳分。请用下列计算器等

工具了解您本国货币和澳大利亚货币之间的汇率：

xe.com/currencyconverter/ 

生活费用和预算 

悉尼的生活费可能较为昂贵，询问其他学生哪

里可以买到最便宜的生活用品、衣服和其它用

品。还有很多二手服装店和网店、交换和销售

网站，可以买到较便宜的二手商品。 

一个有用的预算工具如下：

moneysmart.gov.au/tools-and-

resources/calculators-and-apps/budget-planner 

奖学金和财务支持 
大学的奖学金和财务支持服务事务处管理大学的

主要奖学金项目和财务支持。如果您需要获得关

于奖学金的更多信息或查询经济资助方案，请访

问：sydney.edu.au/scholarships. 

https://www.ato.gov.au/Forms/TFN---application-for-individuals/
https://www.ato.gov.au/Forms/TFN---application-for-individuals/
https://www.ato.gov.au/Forms/TFN---application-for-individuals/
https://www.ato.gov.au/Forms/TFN---application-for-individuals/
https://www.ato.gov.au/Forms/TFN---application-for-individuals/
https://www.ato.gov.au/Forms/TFN---application-for-individuals/
https://www.ato.gov.au/Forms/TFN---application-for-individuals/
https://www.ato.gov.au/Forms/TFN---application-for-individuals/
https://www.ato.gov.au/Forms/TFN---application-for-individuals/
https://www.ato.gov.au/Forms/TFN---application-for-individuals/
https://www.moneysmart.gov.au/
http://www.xe.com/currencyconverter/
http://www.xe.com/currencyconverter/
http://www.xe.com/currencyconverter/
https://www.moneysmart.gov.au/tools-and-resources/calculators-and-apps/budget-planner
https://www.moneysmart.gov.au/tools-and-resources/calculators-and-apps/budget-planner
https://www.moneysmart.gov.au/tools-and-resources/calculators-and-apps/budget-planner
https://www.moneysmart.gov.au/tools-and-resources/calculators-and-apps/budget-planner
https://www.moneysmart.gov.au/tools-and-resources/calculators-and-apps/budget-planner
https://www.moneysmart.gov.au/tools-and-resources/calculators-and-apps/budget-planner
https://www.moneysmart.gov.au/tools-and-resources/calculators-and-apps/budget-planner
https://www.moneysmart.gov.au/tools-and-resources/calculators-and-apps/budget-planner
https://www.moneysmart.gov.au/tools-and-resources/calculators-and-apps/budget-planner
https://www.moneysmart.gov.au/tools-and-resources/calculators-and-apps/budget-planner
https://www.moneysmart.gov.au/tools-and-resources/calculators-and-apps/budget-planner
https://www.moneysmart.gov.au/tools-and-resources/calculators-and-apps/budget-planner


通讯 

手机和网络 

开通手机 

开通手机可以选择几种方案： 

1. 直接全额购买手机

您可以选择直接购买手机，这样就可以灵活选择

是要签订月度话费服务还是要购买手机 SIM 卡

预缴话费。这些方案都适合于在悉尼居住两年以

下且不想签订固定期限合同的学生。 

• 按月缴费

按月向您收取使用费，您可以随时终止服务。 

• 预缴话费

预缴话费是指在使用手机之前先充值，话费用

完之后，就要再充值。这往往是最便宜的选

择，您可以最大程度上控制支出。 

2. 固定期限合同

您可以签订合同，在固定期限内（通常是 2 年）

按月支付固定费用。使用这种方案所得到的服务

往往较为丰富，例如：新的手机。但是如果要提

前终止合同，就可能花费较高。 

需要的文件 

要新开通手机的时候，请确定携带下列文
件： 

- 居住地址证明（例如写有你名字和地址的

水电气账单）

- 身份证明（例如：您的护照）

- 收入证明或银行对账单

作为国际学生，一些电信提供商可能会要求您

提供额外的文件，例如入学证明，特别是如果

您要签订 24 个月期限的合同。 

多方了解服务提供商 

请与不同的移动服务提供商和朋友交谈，了解

哪家公司能提供最好的国内和国际电话、短信

及上网服务。比较服务提供商，请访问：

youcompare.com.au/mobilephones/providers 

开通网络 

租住房上网 

如果您是租住房，视租房协议规定，您可能需

要自己开通网络。如果你有室友，分担互联网

账单费用是很正常的。您可以购买固定期限计

划，在固定的时间段（通常是 24 个月）内支付

月费。如果您需要更多灵活性，则可以选择移

动宽带计划。比较服务提供商，请访问：

youcompare.com.au/broadband 

学生公寓上网 

如果您住在学生公寓，您的租金可能已经涵盖

了上网费。要自己开通网络之前请先咨询学生

公寓相关负责人。 

校园内 

悉尼大学的全体学生都能使用校园内的免费

Wi-Fi。您只需要使用您的 UniKey 连接无线网

络，或您可以使用图书馆和 24 小时学习中心的

电脑，地址如下： 

Wentworth Building   Peter Nicol Russell Building 

Carslaw Building  Brennan MacCallum Building 

获取电子信息类帮助，请联系信息

通讯与技术部门： 

电话 9351 6000 

网站 sydney.edu.au/ict/student/ 

http://youcompare.com.au/mobilephones/providers
http://youcompare.com.au/mobilephones/providers
http://youcompare.com.au/mobilephones/providers
http://youcompare.com.au/broadb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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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学习期间能不能工作？ 

• 您必须持有有效的学生签证才能在澳大利亚

工作。 一般来说，只能在课程开始之后才可

以工作；您一学期内每两周只能工作 40 个

小时。访问移民局网站了解更多信息：

immi.gov.au/students/students/working_while

_studying/

• 了解作为工作者的权利和责任非常重要。 联

系 Fair Work Ombudsman 并下载他们的国

际学生指南：

fairwork.gov.au/internationalstudents

• 如果您需要通过英语以外的语言了解工作者

的权利，请致电 13 14 50 联系翻译和口译服

务（TIS）。

找工作 

• 您需要准备一份最新的简历，详细说明您的

教育和工作经历，并可能需要反映出招工标

准，详细说明您为什么满足岗位要求。

• 热门工作广告网站包括：seek.com.au 和

careerone.com.au

悉尼大学职业中心 

职业中心提供一些列的服务和资源，向您提供

机会，帮助您在学习期间和毕业后找到工作和

工作经验，这些资源包括： 

• Sydney CareerHub：在线工作数据库和新

闻通讯服务：careerhub.sydney.edu.au/

• 校内职业活动，包括职业展览会、雇主交

流会和技能发展研讨会

• 关于实习和学员的信息

• 澳大利亚简历写作协助

• 单独约见职业顾问

请访问职业中心网站获取更多信息： 

sydney.edu.au/careers/ 

税号（Tax File Number，TFN） 

• 如果您想在澳大利亚工作，就需要申请税

号。 了解如何获得税号：

ato.gov.au/Forms/TFN---application-for-

individuals/

• 有关税收和退休金的一些重要细节取决于您

在澳大利亚的时间长度。请访问澳大利亚税

务局网站了解与您相关的影响：

moneysmart.gov.au/

工作和工作者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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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 

悉尼出行须知 

 

 
悉尼公共交通 

悉尼的公共交通系统覆盖面广泛，服务于市中心

和郊区。公共交通类型包括巴士、火车、轻轨和

渡轮。还有一些私营巴士公司为特定区域提供服

务。 

查询公共交通时刻表、地图、票价和一般交通

信息，请访问：transportnsw.info 

还有一个出行计划小助理服务很有用，可以帮

助您找到目的地及如何前往，可以通过上述网

站查阅或致电 13 15 00。 

澳宝卡（Opal Cards） 

Opal 是一种新型电子票务系统，为使用悉尼、

蓝山、中央海岸、猎人谷地区、伊拉瓦拉及南部

高地等地区的公共交通提供简单、便利和快捷的

方式。Opal 卡可以自动或手动充值。了解有关

如何购买和使用 Opal 的信息，请访问：

opal.com.au/ 

避免罚款！没有刷 Opal 卡或者没有持有效车/船

票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是违法行为。 

上车/船时、下车/船时都要刷 Opal 卡，确保系

统从卡里正确扣除费用。 

 

 

 
 
 

 
 

 
 

 

 
 

 
 

 

 

出租车 

悉尼有很多出租车，打电话预订或在路边向顶灯

亮着的空车挥手招车。您一旦上车，就必须启动

计费器。如果您知道自己要去哪里，司机必须遵

循您要求的路线。 

自行车 

悉尼有一些自行车道，使用自行车道比在快车

道上骑车更安全。了解地图和其它信息：

sydneycycleways.net/ 

悉尼大学校园自行车线路地图：

sydney.edu.au/maps/bikes/ 

法律要求在澳大利亚骑行必须戴头盔。 还建议

您穿上色彩明亮的背心，让您更加醒目。 

开车 

您需要咨询 NSW Roads and Maritime Services

（RMS），了解是否允许使用您国家/地区的驾

驶执照在澳大利亚开车。请记住，澳大利亚车

辆是靠道路左侧行驶，在酒精的影响下开车是

严重的违法行为。不要酒后驾车！ 

悉尼大学校园代步巴士 

悉尼大学提供免费的安全巴士服务，在 Redfern

火车站、Camperdown 校区和 Darlington 校区

环线行驶，周内每天下午 4:30 发车。 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请注意安全！公共交

通工具上有交警巡逻，如果您有任何担

忧，请不要怕对他们说，紧急情况下请

拨打 000. 

http://www.transportnsw.in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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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服务 

照顾自己 
 

 
 
 

 
 

健康保险 

海外学生健康保险（Overseas Student Health Cover, OSHC） 

悉尼大学必须为国际学生提名一家健康保险公司，并且选择了 Overseas Student Health Cover 

(OSHC) Allianz 作为基金提供方。您可以随时更换健康保险公司。请浏览 OSHC Allianz 公司网站了

解您的受保范围和限制。获取您的 OSHC Allianz 会员卡，请点击“Students Toolbar”（学生工具

栏）并选择“Order a Membership Card”（订购会员卡）。如果您在获得会员卡之前需要去看医生，

您需要先付款，然后向您的医疗保健基金申请退款。 

OSHC Allianz 在校园内设有事务办理处，帮助您获取会员卡、帮助申请退款并提供其它咨询服

务，地址：International Services, Level 4, Jane Foss Russell Building；服务时间：周一至周五上午

9 点至下午 5 点。 

大学健康服务（University Health Service） 

“大学健康服务”向大学社区内学生（本课程和研究生）、教学员工、家属、朋友、访客、雇员或

校园内的其他机构和以前的学生和教学员工等所有人提供经验丰富的全科医生和紧急医疗服务。 

您还可以去私人诊所或医疗中心看医生（也称为 GP 或 General Practitioner），部分或全部医生费

用由 OSHC 承保（见上文）。大多数情况下，您需要预约才能看医生。重要的是，需要注意一些

GP 诊所要求在问诊时支付全款，在这种情况下，您就需要拿到收据以向您的健康保险公司索回退

款。看医生、去医院就诊或看保健医生可能会收取相关费用。请随身携带您的 OSHC 卡。 

大学健康服务地址：Level 3, Wentworth Building，或致电：9351 3484 
 

 
紧急服务（警察、消防员或救护车）请拨打 000 

https://www.oshcallianzassistance.com.au/Default.aspx
https://www.oshcallianzassistance.com.au/Default.aspx


学生支持服务 

悉尼大学提供一系列个人和学术支持服务，为您提供建议和支

持，增进您的福祉、助您取得成功。 

心理咨询和心理服务 

心理咨询和心理服务可以帮助解决可能影响您学习的任何问

题，担忧或疑虑。 

地址 Lvl 5, Jane Foss Russell Building 

电话 8627 8433 电子邮件 caps.admin@sydney.edu.au 

残疾服务 

了解我们提供的众多服务，包括辅助技术，学院联络人和支持

团体 

地址 Lvl 5, Jane Foss Russell Building 

电话 8627 8422 电子邮件 disability.services@sydney.edu.au 

多种信仰的牧师中心 

牧师是由他们的信仰团体任命并由大学正式承认的职业女性和男

性，目的是提供精神支持和教牧关怀。 

地址 Room 118, Level 1, Transient Building 

学习中心 

学习中心为学生提供资源，构建并扩展在大学中学习和研究所需的技能。 

地址 Room 722, Level 7, Education Building A35 

电话 9351 3853 电子邮件 learning.centre@sydney.edu.au 

数学学习中心 

数学学习中心提供过渡课程，协助学生发展数学知识、技能和信心。 

地址 Level 4, Carslaw Building 

电话  9351 4061 电子邮件 mlc.enquiries@sydney.edu.au 

学生宣传和法律支持 
校园内有学生代表组织，可以向您提供任何学术问题和法律建议支持，或根据您的需求提供

支持。 

学生代表委员会（SRC） 

本科生：  

地址 Level 1, Wentworth Building (G01) 

电话 9660 5222 网站 srcusyd.net.au/ 

悉尼大学研究生代表协会（SUPRA） 

研究生 :  

地址 Level 2, Holme Building (A09)  

电话 9351 3715 网站 supra.net.au/ 

您可以在 Redfern 法律中心获得免费的独立法律援助 

致电预约 9698 7645 网站 rlc.org.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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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与福祉 

悉尼生活安全须知 

大学内安全 

悉尼大学安保服务中心确保您的校园每周 7 天，每天 24 小时安全。 周一到周五下午 4 点到 10 点，还

提供从 Fisher Library 图书馆到 Redfern 车站的免费巴士，此外大学内还有安全小贴士和安全的步行路

线。保安人员很友好，训练有素，可以保证您的安全。 

电话 1300 226 787 (免费电话) 电话 02 9351 3333 (紧急情况) 电话 02 9351 3487 (信息)  

了解安全小贴士，请访问 sydney.edu.au/current_students/student_services/safety.shtml 

海滩安全 

悉尼拥有澳大利亚一些最美和最受欢迎的海滩。享受海滩时请注意安全： 

– 务必在有人巡逻的海滩上的红黄相间的旗帜之间区域游泳，不要独自游泳。

– 如果您在水中需要帮助，请举起手并挥手。

– 始终戴帽子、擦防晒霜、戴太阳镜，大量饮水。

– 随时与救生员交谈，向他们提出建议或报告任何问题。

– 访问 Surf Surfaving Australia 网站：lifesaving.com.au/

丛林安全 

悉尼和新南威尔士州拥有许多壮观的国家公园和自然美景区，我们鼓励您安全地探索和享受。 

– 确保有人知道你要去哪里，尝试与其他人一起去，最好是熟悉该地区的导游。

– 穿好走路的鞋，带上急救箱，大量食物和水。查看天气预报，带上毛衣、雨衣等以防天气变化。

– 徒步时请沿着小道并遵循步行线路，如果您计划在湖泊或河流中游泳请务必非常小心。注意危险警示

标志，务必不要进入危险警示区域。

– 不要喂食或触摸动物。

– 了解紧急情况急救措施，尽量在有手机信号的区域范围内活动。

– 出行前请访问新南威尔士州国家公园网站：nationalparks.nsw.gov.au/safety/bushwalking-safety

步行安全 

澳大利亚车辆是靠道路左侧行驶，这与世界上许多其他地方不同。始终注意并警惕路上的车辆。 

– 行人过街必须要在行人交通灯是绿灯的情况下，或使用行人斑马线。

– 过街时始终要先看右、再看左、再看右，即使是有交通灯以及行人斑马线的情况下。

– 尽可能走在人行道上。

http://sydney.edu.au/current_students/student_services/safety.shtml
http://sydney.edu.au/current_students/student_services/safety.shtml
http://sydney.edu.au/current_students/student_services/safety.shtml
http://sydney.edu.au/current_students/student_services/safety.shtml
http://sydney.edu.au/current_students/student_services/safety.shtml
http://lifesaving.com.au/
http://www.nationalparks.nsw.gov.au/safety/bushwalking-safety


探索悉尼 
了解您的城市！ 

让悉尼成为您的城市！ 

悉尼是振奋人心的国际大都会，被列为世界上最宜居城市之一。这里有许多值得游览的

地方——从海滩、山脉、公园到历史建筑和文化艺术品。全年举办各种充满活力的活

动、文化和宗教节日。融入悉尼，真正了解悉尼！ 

活动 购物指南 

悉尼城市（City of Sydney） 悉尼市场 

cityofsydney.nsw.gov.au you.com.au/market-sydney.html 

近期活动（What’s On） 外出就餐 

whatson.cityofsydney.nsw.gov.au/ zomato.com/sydney/ 

海港城悉尼（Sydney the Harbour City） 娱乐 

sydney.com.au/ www.au.timeout.com/sydney/ 

悉尼近期活动（What’s on Sydney） 城市好去处 

whatsonsydney.com/ cityhobo.com/sydney/ 

特别日期和活动（Special dates and events） 

australia.gov.au/about-australia/special-dates-and-events 

悉尼大学活动 

悉尼大学全年都有活动和节日。请密切关注网站，即使了解最新动态并分享愉悦！请关

注 sydney.edu.au 网站上“events”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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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学生支持
帮助满足您的学术和行政事务管理需求。
请发送电子邮件了解具体联络人详情：
international.support@sydney.edu.au

国际学生顾问 
国际学生顾问向国际学生提供学生签证、入学和学术进
展等方面的支持。 
电话 +61 2 8627 8300 
电子邮件 
student.compliance@sydney.edu.au
网站 sydney.edu.au/student-advisers-international 

学生中心 
学生中心提供了重要的学生事务管理服务，包括
成绩单、入学、考试、毕业、HECS 和课程表。 
电话 02 8627 8200 
电子邮件 student.centre@sydney.edu.au 

图书馆 
悉尼大学内设有 11 个图书馆，藏有大量书籍和在线资
源。 
网站 sydney.edu.au/library 

信息与通讯技术（ICT)
帮助使用校内信息与通讯技术服务和系统，包括：
WiFi、学习管理系统、软件和打印。
电话 1800 SYD UNI (1800 793 864)
电子邮件 ict.support@sydney.edu.au
网站 sydney.edu.au/ict/student

校友办事处 
该办事处组织社交活动并提供以学生为中心的服务，例
如辅导、奖学金和寄宿家庭。 
国际学生还可以注册“欢迎来到悉尼”活动，该活动将国
内的学生和悉尼的校友联系起来，为您
和大学之间联系起来，帮助您融入悉尼。 
电话 02 9036 9222 
电子邮件 alumni.office@sydney.edu.au 
网站 alumni.sydney.edu.au/ 

悉尼大学学生会（USU） 
学生会在校内开办学生俱乐部和社团、学生会成员可以
享受校园内购物折扣，还在整个学期都组织节日和各种
活动。他们有一个国际学生休息室和设施可供您使用。 
ACCESS 中心 
地址 Level 1, Manning House, Camperdown Campus 国
际学生休息室 
地址 Level 4, Wentworth Building, Camperdown 
Campus 
电话 02 9563 6000  电子邮件 info@usu.usyd.edu.au 

Cumberland 校区学生会 
地址 Building U, Gate 1, Cumberland Campus 
电话 02 9351 9970 

保安服务
电话 1300 226 787 (免费电话) 
电话 02 9351 3333 (紧急情况) 
电话 02 9351 3487 (信息咨询)
前往Redfern火车站的校内免费安全班车：
sydney.edu.au/campus-bus

学生帮助热线
遭遇不幸事件的学生举报性侵犯或骚扰。
电话 1800 SYD HLP (1800 793 457) (免费电话)

学生事务处
训练有素的工作人员就学生上诉、不当行为和投诉等事
宜提供保密建议和协助。
电话 02 8627 5559
电子邮件 studentaffairs@sydney.edu.au

学生联络专员
如果您遭遇性侵犯、骚扰或家庭暴力，可以提供一对一
的支持、建议、宣传支持和案例管理。
电话 02 8627 6808
电子邮件 safer-communities.officer@sydney.edu.au

其它服务与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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