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诺留学 2012、2013 连续两年实现常春藤大满贯 ,
2014 世界名校录取持续惊艳来袭

哈佛大学 2 (TESOL、统计 )，耶鲁大学 1 ( 生物 )，芝加哥大学 2 ( 金融工程、MPP)，
哥伦比亚大学 4( 东亚研究、EE、统计、LLM)，宾夕法尼亚大学 5( 生物、TESOL、
ME、MPA、东亚研究 )，康奈尔大学 14(JD、LLM、CS、EE、生物、MPA 等 )。剑
桥 1(LLB、教育心理学 )，牛津 1( 教育学 )，帝国理工 3 ( 市场营销、管理学硕士、材料 )，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 12 ( 传媒、统计、会计与金融等 )，伦敦大学学院 6 (MPA、教育心理学、
经济学、市场营销等）。多伦多大学 1( 金融数学 )，英属哥伦比亚大学 2( 金融、MIS)。
香港大学 2 ( 金融、社会工作 )。新加坡国立大学 2  ( 生物、计算机 )。



最资深的专家团队 , 最完善的服务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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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诺留学 INNOVATION CONSULTING 

一诺留学（Innovation Consulting 

Center），定位于高端留学，专注于世界名

校申请，旨在提供多对一、标准化、可量化

的精细服务，以学校专业研究、实时把握招

生思路为本；以丰富客户体验，提升客户价

值为导向，是业内独树一帜的研究型、教育

型高端留学咨询机构。

原太傻咨询 、天道留学精英团队 ，平均从

业年限在 5年以上，且加入“一诺”前均是

独当一面的部门负责人 ， 每人每年服务及

监管的客户数量在 300 人以上。

多对一、标准化、可量化的精细服务模式；

五个团队通力合作；五个阶段循序渐进，以

顶级名校多年来实际招生准则为量化标准，

绝对的标准化操作；30 余项指标细则，服务

文件数不少于 28 个。各项服务量化指标均

领先于业内其他机构。

总监级别的服务老师，普通咨询师的服务价

格；免费一对一不限次留学考试辅导；提供

自习、模考教室（免费网络），以及为能力

出众的学生提供实习机会等一系列增值服

务；申请成功但结果不满意全额退款。

一诺定位

行业内顶级咨询团队

行业内创新服务模式

行业内最高性价比，最自信服务承诺

一诺优势
跻身世界顶级大学的不二法门，一诺留学用常春藤大满贯的实力告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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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NOVATION OFFER DEMONSTRATION 一诺 Offer 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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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思简介 IELTS INTRODUCTION 

雅思考试也就是国际英语语言测试系统，是一

种较全面地针对听说读写四项能力的测试。它

是为那些打算在以英语作交流语言的国家或地

区学习、工作或生活的人们设置的英语语言水

平考试。雅思考试由剑桥大学考试委员会外语

考试部、英国文化协会及 IDP 教育集团所共同

拥有。

雅思主要是从听、说、读、写四方面对英语能力

进行全面的考核。雅思考试分学术类 (Academic)

和普通类 (General Training) 两种题型，学术类

主要适合留学生或访问学者，普通类主要适合

移民申请人和某些非留学类别 ( 例如工作签证 )

的申请人。雅思考试主要包括听说读写四个单

项分数，单项的满分是 9 分 ( 精通英语 )，其次

是 8 分 ( 优秀英语 )，7 分 ( 良好英语 )，6 分 ( 掌

握英语 )，5 分 ( 勉强掌握 )，4 分 ( 有限英语 )，

3 分 ( 少量英语 )，2 分 ( 少量单词 )，1 分 ( 不

懂英语 )，0 分 ( 没有考试 )。

雅思听力考试时间为 40 分钟，考生需要听四段

录音，录音包括独白和对话，且难度会逐步增大。

听力考试采用不同的英语口音和方言。录音只

能听一遍，但会留给考生一些时间阅读问题并

记录答案。

雅思阅读考试时间为 60 分钟，考生将阅读三篇

文章并回答问题。文章从书本、杂志、期刊及

听力：开考前预测

同学拿到试卷，在正式开始听力考试前，可以先

自己根据听力试卷对问题进行预测，可以节省时

间。另外就是跟着录音走，不要纠结在前一道题

上。

阅读：一分钟一道题

阅读 60 分钟内要完成 40 道题，题量大，时间短。

不要在一两道题上纠结，浪费时间。尽量一分钟

解决一道题，从平时练习就要开始敢于舍弃难题。

IELTS 雅思》

雅思考试小技巧》

报纸上选取，不需要考生具备专业知识。

雅思写作考试时间为 60 分钟。第一部分，要求

考生根据给出的表格或图表，写一篇大约 150

字的文章，考查考生描述及分析数据的能力。第

二部分，要求考生针对某个问题或观点，写一篇

大约 250 字的短文，考生要求能够使用恰当语

气及语域 ( 包括词汇、语法等 ) 讨论问题，并展

开论证。

雅思口语考试时间为 11-14 分钟，考试采用一

对一的面试形式。考察考生日常会话、对熟悉话

题作一定长度的描述以及与考官之间的互动能

力。

一般来说，听力、阅读和写作考试必须在同一天

内完成，口语考试根据考点的情况可能会安排在

其它三部分考试之前或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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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LTS INTRODUCTION 雅思简介 

雅思新变化》

2014 全年雅思考试时间表》

考前口语：实战演练

口语实战演练很重要，而且一定要说出口，在心

中默念是没有效果的。有很多同学在心中构思很

好，大使到了脱口而出的那一瞬间便磕磕巴巴了。

所以建议大家每天给自己留出时间大声说，有没

有听众都都无所谓。

考前最好再单独找一个外国人去练一练，因为许

多考生都是到了口语考试的时候，看到外国考官

就紧张。建议考生在考前一次性练两三个小时，

这两三个小时过去，紧张的心情基本就全消除了。

考生最好是单独找外教联系，因为如果是上外教

课的话，还是外教说得多，自己锻炼的机会相对

较少。

写作：抓大放小

雅思考试的写作有大小两篇作文题。建议考生先

写大作文再写小作文，大作文需要大量学生主观

观点，需要思考，如果先写小作文耗费大量时间，

将会对大作文产生影响，而小作文不需要考生个

人思考过多，即使时间很短也能快速写完。另外，

一般在考试之前，老师都会给一些模板，比如文

章开头、中间、结尾都会给很多的句型，考生使

用时一定要自己进行排列组合，不要直接合用老

师给的模板，很容易被考官发现。

口语：好开头是成功的一半

口语重点考查的是考生的沟通能力，而不是口语

水平。所以在考试的时候，一定要勇敢的开口说，

要与考官进行主动的沟通。而且口语考试的前三

个问题很重要，一定要慎重回答。另外，建议有

条件的同学在考试前最好找一个外国朋友可以进

行交谈试练，因为有很多人初次面对外国考官，

非常容易紧张。

◆口语考试呈现三大趋势：1、更加关注国外 ;2、

内容更趋商业化 ;3、保持对本土文化的兴趣。

01 月：01 月 09 日，01 月 11 日，01 月 18 日，   
01 月 25 日

02 月：02 月 01 日，02 月 13 日，02 月 15 日，   
02 月 22 日

03 月：03 月 01 日，03 月 08 日，03 月 13 日，   
03 月 15 日

04 月：04 月 05 日，04 月 12 日，04 月 24 日，   
04 月 26 日

05 月：05 月 10 日，05 月 15 日，05 月 17 日，   
05 月 24 日

06 月：06 月 07 日，06 月 19 日，06 月 21 日，   
06 月 28 日

07 月：07 月 10 日，07 月 12 日，07 月 19 日，   
07 月 26 日

08 月：08 月 02 日，08 月 09 日，08 月 16 日，   
08 月 21 日

09 月：09 月 04 日，09 月 06 日，09 月 20 日，   
09 月 27 日

10 月：10 月 02 日，10 月 11 日，10 月 18 日，   
10 月 25 日

11 月：11 月 01 日，11 月 08 日，11 月 13 日，   
11 月 22 日

12 月：12 月 04 日，12 月 06 日，12 月 13 日，   
12 月 20 日

◆听力模块中选择题数量将增加 40%，填空题

中单词拼写的难度将会加大，老题的重考率增高。

◆雅思考试主办方将在北京、开封增设 3 个新

考点，分别是北京外国语大学、首都经济贸易大

学、河南大学。同时在湖北省教育对外交流服务

中心 ( 武外英中 ) 增设一个新考场。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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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教育体制 BRITISH EDUCATION SYSTEM

英国重视教育。在英国不仅云集了世界上

最著名、最古老的学校及大学，而且不乏

有全新式以及最富创新意识的院校。教育

是公众讨论的永久性话题，教育不仅是一

个令老师反复思索的问题，而且也令家长

以及学生们倍加关注。在英国本土的所有

四个地区，即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以

及北爱尔兰，外国留学生均受欢迎。这四

个地区教育结构与院校种类基本相同，但

是苏格兰的教育制度在某些方面则与其他

地区有较大不同。

英国的大学教育提供学生以下阶段的学

习：预科、本科、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

生。中国学生去英国更多的选择是去读大

学，因为大部分英国的大学本科课程是三

年，研究生课程是一年，只有苏格兰地区

的大学本科课程是四年。相比中国的大学，

可以节省 2-3 年的时间，大大的节约了学

生们的时间成本。

英 国 的 预 科 教 育 分 为 本 科 预 科

(Foundation) 和研究生预科 (Pre-

Master)。预科课程专为海外学生

而设，以弥补他们在自己国家原

来所接受的教育和英国教育体制

上的差异，使他们能够更好地适

应英国的高等教育学习。本科预

科课程是升读大学学位课程的基

础。通常预科课程为时一年，包

括一个或多个科目。一些课程是

专门为了入读大学某些专业而设

的，像贸易，法律或工程 ; 另一些

内容则较为广泛，如英语，数学。

英国许多大学和学院都开设了预

科课程，许多预科课程与一些高

等院校的某一特定学位课程相连

接，成功完成该项预科课程便可

以直接入读相应的大学学位课程。

就中国来讲，本科预科课程通常

适合高中毕业生读，研究生预科

适合一些大学成绩不是很理想的

本科毕业生或者国内完成大三课

程的学生读。

BRITISH EDUCATION SYSTEM 

英国教育体制

1   预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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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LISH EDUCATION SYSTEM 英国教育体制 

英国的本科教育世界闻名，英国的 First Degree

学位在世界各地都被承认。本科课程的时间一

般为三年，苏格兰地区的本科课程为四年，医

学、牙医、建筑等本科课程最长的攻读时间为

六年。常见的 First Degree 有 BA( 文学学士 )、

BSc( 理 学 学 士 )、LLB( 法 学 学 士 ) 等。 在 学

生毕业时，学校会根据你的总成绩确定你的

degree level，最好的成绩是 first class( 一级 )，

还有二级上、二级下、三级和 PASS( 及格 )。如

果你想继续读研究生的话，这将是一个重要的

参数。 英国现有近百所大学。各大学的规模、

地点、开办的课程各有不同，为有志入读大学

的学生提供广泛的选择。学校十分注重培养学

生的独立学习能力，所以学生在本科课程最后

一年，通常需要独立完成一项研究工作或撰写

论文，以决定获颁授学位的级别。

英国的硕士研究生课程最吸引人之处就是只需

要读一年就可以拿到学位，节省了学生的宝贵

时间。但是课程的密度相对也很高。

硕士研究生的课程主要分为研究式研究生课程

(research) 和讲授式研究生课程 (taught)，中国

的学生更多的会选择讲授式研究生课程。常见

的学位有 MA( 文学硕士 )、MSc( 理学硕士 )、

LLM( 法学硕士 )、MBA( 工商管理硕士 ) 等。课

程最后也需要独立完成一项研究工作或撰写论

文以获得学位。修毕课程后，学生可取得国际

认可专业资格。科目包括会计、银行业、行政

秘书、市场学、测量、社会工作及法律等等。

英国的博士课程一般读四年，只有个别的读三

年，对于在英国完成硕士课程的学生申请的要

求会稍微低一些。

2   本科 3   硕士研究生

4   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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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大学 University of Cambridge(Town of Cambridge/ 英格兰、剑桥 )
牛津大学 University of Oxford(Oxford/ 英格兰、牛津 )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 The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London/ 英格兰、伦敦 )
圣安德鲁斯大学 University of St Andrews(St Andrews town/ 英格兰、圣安德鲁斯镇 )
帝国理工学院 Imperial College London(London/ 英格兰、伦敦 )
杜伦大学 Durham University(Toru/ 英格兰、杜伦 )
巴斯大学 University of Bath(Bath/ 英格兰、巴斯 )
埃克斯特大学 University of Exeter(Aix city/ 英格兰、埃克斯特 )
伦敦大学学院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London/ 英格兰、伦敦 )
华威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Warwick(Coventry/ 英格兰、考文垂 )
约克大学 York University(Yorkshire/ 英格兰、约克郡 )
兰卡斯特大学 Lancaster University(Lancashire/ 英格兰、兰开夏郡 )
萨里大学 University of Surrey(Surrey/ 英格兰、萨里郡 )
莱斯特大学 University of Leicester (Leicester/ 英格兰、莱斯特 )
布里斯托大学 University of Bristol(Bristol/ 英格兰、布里斯托 )
伯明翰大学 University of Birmingham(Birmingham/ 英格兰、伯明翰 )
东英吉利大学 University of East Anglia(Norwich/ 英格兰、诺里奇 )
纽卡斯尔大学 Newcastle University(Readin/ 英格兰、纽卡斯尔 )
谢菲尔德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Sheffield(South Sheffield/ 英格兰、谢菲尔德 )
南安普顿大学 University Of Southampton(Southampton/ 英格兰、南安普顿 )
拉夫堡大学 Loughborough University(Leicester/ 英格兰、莱斯特 )
爱丁堡大学 University of Edinburgh(Edinburgh/ 苏格兰、爱丁堡 )
诺丁汉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Nottingham(Nottingham/ 英格兰、诺丁汉郡 )
伦敦大学亚非学院 SOAS--University of London(London/ 英格兰、伦敦 )
格拉斯哥大学 University of Glasgow(Glasgow/ 苏格兰、格斯拉哥 )
曼彻斯特大学 University of Manchester(Manchester/ 英格兰、曼城 )
伦敦大学国王学院 King's College London(London/ 英格兰、伦敦 )
伦敦大学皇家霍洛威学院 Royal Holloway, University of London(Surrey/ 英格兰、萨里郡 )
阿斯顿大学 Aston University(Birmingham/ 英格兰、伯明翰 )
利兹大学 University of Leeds(Leeds/ 英格兰、利兹 )
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 Queen's University Belfast(BHD/ 北爱、贝尔法斯特 )
萨塞克斯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Sussex(Brighton town 英格兰、布莱顿镇 )
卡迪夫大学 Cardiff University(Cardiff/ 威尔士、卡迪夫 )
肯特大学 University of Kent(City of  Canterbury/ 英格兰、坎特伯雷市 )
雷丁大学 University of Reading(Reading/ 英格兰、雷丁 )
利物浦大学 University of Liverpool(Liverpool/ 英格兰、利物浦 )
伦敦大学玛丽女王学院 Queen Mary, University of London(London/ 英格兰、伦敦 )
赫瑞·瓦特大学 Heriot-Watt University(Edinburgh/ 苏格兰、爱丁堡 )
埃塞克斯大学 University of Essex(Colchester/ 英格兰 , 科尔切斯特 )
阿伯丁大学 University of Aberdeen(Aberdeen/ 苏格兰 , 阿伯丁 )
白金汉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Buckingham(Buckingham/ 英格兰、白金汉 )
思克莱德大学 University of Strathclyde(Glasgow/ 苏格兰、格斯拉哥 )
伦敦城市大学 University City London(London/ 英格兰、伦敦 )
基尔大学 Keele University(Staffordshire/ 英格兰、斯塔福德 )
考文垂大学 Coventry University (Coventry/ 英格兰、考文垂 )
布鲁内尔大学 Brunel University(London/ 英格兰、伦敦 )
斯望西大学 Swansea University (SwanseaCity/ 威尔士、斯旺西 )
金史密斯学院 Goldsmiths, University of London(London/ 英格兰、伦敦 )
邓迪大学 University of Dundee(Dundee/ 苏格兰、邓迪 )
牛津布鲁克斯大学 Oxford Brookes University(Headington/ 英格兰、黑丁顿 )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2
14
15
16
17
18
18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29
29
32
33
33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TIMES 2014 英国大学排名

英国大学排名 ENGLISH UNIVERSITY RAN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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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TRIBUTION DIAGRAM OF BRITISH UNIVERSITIES 英国大学分布图 

英格兰、诺里奇 :

17 东英吉利大学 University of East Anglia

英格兰、剑桥 :

1 剑桥大学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英格兰、布莱顿 :

32 萨塞克斯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Sussex

英格兰、萨里 :

12 萨里大学 University of Surrey
28 伦敦大学皇家霍洛威学院 Royal Holloway, 
University of London

英格兰、伦敦 :

3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 The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5 帝国理工学院 Imperial College London
9 伦敦大学学院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27 伦敦大学国王学院 King's College London

英格兰、圣安德鲁斯镇 :

4 圣安德鲁斯大学 University of St Andrews

英格兰、莱斯特 :

14 莱斯特大学 University of Leicester
21 拉夫堡大学 Loughborough University

英格兰、牛津 :

2  牛津大学 University of Oxford

英格兰、雷丁 :

35 雷丁大学 University of Reading

英格兰、埃克斯特 :

8  埃克斯特大学 University of Exeter

英格兰、南安普顿 :

20 南安普顿大学 University Of Southampton

英格兰、巴斯 :

7 巴斯大学 University of Bath

英格兰、布里斯托尔：

15 布里斯托大学 University of Bristol

英格兰、伯明翰 :

16 伯明翰大学 University of Birmingham

英格兰、谢菲尔德 :

18 谢菲尔德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Sheffield

英格兰、考文垂 :

10 华威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Warwick

英格兰、诺丁汉 :

23 诺丁汉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Nottingham

英格兰、利物浦 :

36 利物浦大学 University of Liverpool

英格兰、兰开夏郡 :

12 兰卡斯特大学 Lancaster University

英格兰、约克 :

11 约克大学 York University

英格兰、杜伦：

6 杜伦大学 Durham University

苏格兰、格拉斯哥 :

25 格拉斯哥大学 University of Glasgow

苏格兰、爱丁堡 :

22 爱丁堡大学 University of Edinburgh

英格兰、纽卡斯尔 :

18 纽卡斯尔大学 Newcastle University

英格兰、利兹 :

29 利兹大学 University of Leeds

UK 英国大学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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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留学优势 BRITISH OVERSEAS EDUCATION ADVANTAGE

英国曾得过 90 次诺贝尔奖 ; 英国的

大众传媒在世界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

在金融领域，伦敦货币市场的交易

量比纽约和东京的总和还大。英国

教育制度历经数百年的发展，赋予

了英国高水准的教学质量。
............................................................................

............................................................................

01享誉全球的
高质量教育水准

在英国攻读大学荣誉学士学位只需

要 3 年，大多数硕士学位的取得只

需要 1 年的时间，节约了金钱和时

间。
............................................................................

............................................................................

02最快的学习
年限

去英国读大学的在取得学士学位后

的学生如果还想继续深造，则有 4

种学位供学生可以自由选择。
............................................................................

............................................................................

03多重选择的
教育渠道

英国留学优势

英国政府设置教评委员会，定期对

所有的大学及同级学院做教学与学

术研究的调查，且全面公开评鉴报

告，因此，英国的学位在国际上广

受承认和推崇。
............................................................................

............................................................................

04国际认可的
英国文凭

英国的音乐、剧院、电影、文学、

时装无疑都可以使来此学习的海外

学生在课余时间能够充分地领略和

享受完全不同于中国的文化氛围。
............................................................................

............................................................................

英国是一个不分种族、宗教和肤色

的多元化的国家，它欢迎来自世界

上任何地方的人们。同时，英国也

是全世界治安最好的国家之一。
............................................................................

............................................................................

05

06

原味迷人的
英国文化

自然舒适的
多元化生活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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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ITISH OVERSEAS EDUCATION ADVANTAGE  英国留学优势 

英国位于全欧洲的枢纽，可搭乘渡

轮、火车或飞机等各种交通工具，

访问巴黎、罗马和马德里等主要城

市。
............................................................................

............................................................................

英国是英语的发源地，同学们随时

随地都生活在英语世界中，到处都

会有充分的机会练习并运用英语。
............................................................................

............................................................................

英国的老师通常鼓励学生思考问题

并在课堂中勇于发表自己的见解，

培养对事物独立思考的能力，增强

个人学习的自信。
............................................................................

............................................................................

英国提供多种奖学金以资助优秀的

海外学生能够顺利地完成学业，这

些奖学金大多数是为攻读研究生提

供，一般需要提前 1 年向有关的机

构提出申请。
............................................................................

............................................................................

07 10

08

09

通往欧洲各国的
便利地理位置

正统的英语
发源地

独立自主的
学习模式

为海外学生
提供多种奖学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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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NOVATION CASE STORY 一诺案例故事

客户姓名：QIN 同学
毕业院校及专业：国内某 211 院校 , 教育
学
硬件条件：GPA:87, IELTS:7.0
申请目标：英国 TOP 5, 教育心理学
录取院校：牛津大学 , 剑桥大学 ,LSE

QIN 同学非常聪明，从我们第一次沟通开

始，我就感觉她是那种什么问题在她手中

都能迎刃而解的人。她能够很清晰的知道

自己的目标是什么，别人无法左右她的想

法，所以为这样的客户提供服务非常的有

难度，但同时也具有挑战性。

QIN 作为一名国内顶尖教育学及心理学院

校的学生，背景非常丰富。最与众不同的

是她曾经在德国顶尖的慕尼黑大学有过一

年交换的经历，并且在这个过程中，她得

到了德方老师的高度评价，同时也修得了

大量教育心理学课程的学分，这为她后期

申请英国顶尖心理学 Program 打下了良好

的基础。

事实上，对于 QIN 同学这种目标非常明确

的申请者而言，选校不需要我们浪费太多

的时间，我将英国排名前 5 的心理学项目

的所有资料给她查找出来，然后一一核对

自己是否符合要求申请。在这之后就是非

常重要且耗费精力的文书写作了。

由于每个学校申请的项目都各不相同，例

如 IOE 的 Psychology of Education MSc，
Cambridge 的 Mphil psychology and 
education，oxford 的 The MSc Education 
(Child Development and Education) 等

等。所以，我们就需要花费大量时间根据

每个学校构造完全不同的文书。每篇文书

根据项目的不同点或者阐述她在不同领域

的造诣，并辅以一个个真切的自身经历，

让录取委员会对她有一个更加直观且真实

的印象。

材料的递交并不意味着申请的结束，QIN
同学也一直没有放松自己。不过在她最为

繁忙的准备毕业论文的同时，她收到了来

自于 Oxford 和 Cambridge 的面试通知。

我首先整理了之前几年牛津剑桥的面试流

程，之后又在网上搜集了很多面经，并且

与英文部的老师一同制定了面试培训计划，

尽量不占用 QIN 同学太多的时间，让她在

最短的时间内达到最好的面试练习效果。

结果，QIN 同学以一口标准的伦敦音

征服了这些名校，LSE , UCL , IOE , 
Cambridge，Oxford 纷纷发来了录取，幸

福的烦恼——谁说不是呢！

Cambridge Or Oxford ？
幸福的烦恼

服务总监：张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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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诺案例故事 INNOVATION CASE STORY 

2010 年毕业于北京某 211 院校的 Ann 是一

名非常优秀的学生，她在校期间一直成绩

位列专业第一，各种校级奖学金和其他各

种奖励有一大堆，在本科阶段就有很多的

调研经历并在几家不同的律所有过实习，

而且积极参加校内校外的活动和实习。她

在 2009 年 2 月的时候自己申请了英国的

牛津和剑桥，但是都没有拿到录取。Ann
并没有因为一次失败就放弃去世界名校深

造的梦想，毕业后，她加入了一家国内顶

尖的律所担任助理的工作。并且一边工作

一边准备再一次申请她心目中的 dream 
school，这一次，她把目标放在了美国

TOP14 的法学院 JD 学位和英国牛津、剑

桥和 LSE 的 LLB 学位的申请上。不过这一

次她没有选在再一次完全 DIY 申请，而是

选择了在申请方面更为专业的一诺留学咨

询。

　　

Ann 是 2011 年 7 月底加入了一诺的服务服

务体系的。我与她的第一次面谈是在一个

周末的下午，在这次谈话中，Ann 给我留

下了深刻的印象，她虽然各方面都非常优

秀，但是身上并没有名校毕业生和知名律

所工作所带来的自傲和沾沾自喜的自大。

她很善于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我聊了很多。

她说自己从南方到北京来上学，除了知识

上的增长，更重要的是开阔了自己的眼界，

让自己对这个世界有了新的看法，她选择

出国留学也是希望能够接触到更广阔的天

空。并且，她对中国的教育系统的问题和

司法体系都有着非常独特深刻的想法和认

知，她的职业规划是进入顶级的名校深入

的学习英美法系的理论知识，重点看重英

美法系中国际商法和公司法的研究。毕业

后她希望现在海外的律所实践工作 2 年左

右，然后再回国和朋友创办一家律所，从

外部推动中国法律制度的进步。而她也悄

悄的告诉我，她更为远大的目标，是希望

通过自己的努力，运用自己所学到的西方

法律的精髓，能逐渐使中国的司法制度，

更加的完善和健全，使中国能更快更好的

实现民主化，法制化的社会体制。我能从

Ann 的身上，感受到她的热情以及对于理

客户姓名：Ann
毕业院校及专业：国内某重点大学（211），法学
硬件条件：IELTS:7.5 ，LSAT:172 ，GPA:3.7+
申请目标：美国或者英国名校 ,JD 和 LLB
录取院校：Cambridge University，Cornell University（with  fellowship 
$15,000/ 年）

执着的追梦人，她用两年努力
实现剑桥 LLB 与康奈尔 JD 录取

服务总监：肖岩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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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NOVATION CASE STORY 一诺案例故事

想的执着，从那一刻起，我就知道，她一

定会成功的实现她的目标，她的表情告诉

我，即使这次又失败了，她还会继续申请

下去，直到成功。

在开始准备申请之前，我和她一起分析了

她上次申请失败的原因，我认为最大的原

因是提交申请的时间太晚了，当年度 2 月

份，对于申请牛津剑桥这种竞争残酷的顶

尖牛校来说，已经是非常晚了。并且对于

10 月份就开始招生的牛剑来说，到了来年

2 月底，肯定已经招够了足够多的优秀的

学生，即使条件符合他们的录取要求，他

们也没有多余的名额了。因此我们这一次

一定要提前规划好时间，尽可能的在第一

轮招生就完成申请。

虽然她在 2010 年的时候已经自己完成过一

次申请，Ann 已经有了一套完整的申请文

书，但是我们都认为，再一次申请的时候，

并不是简单地把之前的文书再寄送一次。

这一次的申请文书内容一定要有所不同，

并且能针对美国英国不同的院校和录取体

制，针对性的准备我们的申请文书，这样

才能让学校看到一个不断进步的申请者。

Ann 除了职业目标明确外，自主能力也比

一般客户强很多。她跟我说，只有自己参

与进来，才能让学校看到自己独特的想法

和个性，这才是国外大学希望看到的东西。

因此在文书的修改写作过程中她最大程度

地参与了进来。她把所有文书发给我，但

并不需要我直接修改，而是给她提供修改

的建议，然后她修改后再进一步和我讨论，

从内容到语言，每一篇文章我们都一起来

来回回修改了许多遍。

我们在 11 月初的时候，就将精心整理和

修改过的文书及其他申请材料提交了网

申。四周之后，我们收到了剑桥大学 Lucy 
Cavendish College 的面试通知，在经过

了三天的模拟对练和预案准备之后，Ann
顺利完成了剑桥的面试。

新年前，我给 Ann 发了一封邮件，祝她新

年快乐，并预祝她拿到理想的录取。2 月

6 号，年前上班的最后一天，Ann 打电话

来说昨天收到了剑桥的 offer。一份厚重的

新年礼物。而在 2 月 17 号上班的第一天，

Ann 又兴奋的给我打来电话，她同时收到

了 Cornell University 的 JD 录取，并且有

15,000 美金的奖学金。她又陷入了不知如

何选择的幸福的烦恼中。希望 Ann 好好享

受未来的学习和生活，她的明天会越来越

好，希望她的所有的梦想，都能实现。

服务总监：肖岩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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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诺案例故事 INNOVATION  CASE   STORY

客户姓名：H 同学
毕业院校及专业：北京 211 大学，商务英
语（辅修会计）
硬件条件：GPA: 3.5 ，IELTS: 7.0
申请目标：英国 TOP10, 市场营销
录取院校：Imperial College London
（帝国理工）

H 同学高中是外国语学校出身，后被保送

到北京 211 重点高校，在多数是保送生且

英语语言能力十分出众的班级里，她依然

有着上佳的表现，GPA 维持在 3.5 以上，

并多次获得奖学金的殊荣，同时，还积极

参与了实习、学生社团等活动。

通过全面评估，我发现 H 同学的软硬件背

景都不错，最大的问题在于定位不明确，

这使得到目前为止的准备工作显得杂乱无

章。拿申请专业来说，她在会计、金融和

市场营销 3 个方向犹豫不决，这样针对每

个专业的准备就相对不足了，这也是我们

不建议同时申请多个专业的原因所在，通

过进一步的沟通、了解，发现客户对在大

众汽车市场部的实习津津乐道，她在实习

中发现理论知识的不足，于是通过自学和

选修相关课程解决难题，激发了自身学习

兴趣的同时，也为自己争取到更多参与核

心工作的机会，尤其通过亲自带队开展市

场调研、制定营销方案并取得成功，逐渐

对该领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也有了进一

步的发展规划……了解到这里，我认为没

必要再纠结了：选择市场营销作为申请方

向是很明智的，通过实践明确的兴趣方向

才是真正感兴趣的，无疑会对以后的学习、

工作产生源源不断的动力；另外，从申请

角度来说，相关的文书素材也很丰富，这

会大大提升文书的质量，提高胜算。

听从了我的建议，申请准备思路就变得清

晰明了了，进而我们研究了目标选校范围

开设市场营销专业的情况，从众多分支里

选择了与客户兴趣点更接近的 Strategic 
Marketing、Marketing Analytics 方向，明

确了申请目标和申请要求，再围绕这些具

体的背景和文书要求有的放矢地开展工作：

进一步挖掘、整理相关素材，加强相关领

域的研究背景，完善了实习阶段形成的市

场研究报告等等，避免了像她一些 DIY 的

同学因没有清晰的申请思路而浪费时间和

精力做了很多无用功，相对来说我们更从

容，客户又在我的指导下争取到一个赴美

实习的机会，与此同时配合我做一些文书

素材收集和定稿的工作，我们赶在第一轮

截止日前完成了全部的申请工作，很快就

得到了帝国理工的面试通知，H 同学扎实

的英语功底结合一诺留学的面经题库，以

及我们老师的耐心指导、对练，不出预料

的在面试中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在递交申

请 2 个月后拿到了梦寐以求的帝国理工的

录取通知书。

回首这个过程可以看出，不是有了丰富的

软件和过硬的硬件就一定能申请到理想的

学校，正确的申请思路其实更为重要，希

望通过这个案例的分享能为正在留学申请

道路上奋斗的同学们带来一点启发。

合理规划、有的放矢的申请思路才是脱
颖而出的制胜秘诀——帝国理工录取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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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NOVATION  CASE   STORY 一诺案例故事

MA 同学原本并没有留学的打算，他在毕

业后已经拿到了工作 Offer，所以他参加

11 月份的 IELTS 考试时只是一种看看自己

实力的举动，所以他对出国也没有任何的

准备工作。当 11 月中旬得知自己考到了很

理想的成绩时，他想要留学的想法又被唤

醒了。但是不少学校的申请截止日期已经

临近，他找到一诺时比较关心能否尽快完

成有质量的文书，并顺利完成申请。我们

跟 MA 同学深入沟通后发现 MA 同学是一

个非常有执行力的人。因此我们讨论结果

是 11 月底完成相关文书初稿的要求，并开

始准备选校、文书创作、申请等工作。MA
同学的背景还算可以，在一家银行、一家

经济相关的科研单位有过实习经历和几段

校内的研究经历，所以我们和他沟通后认

为他继续申请经济方向是非常适合的。

经济学 PS 的核心除了基本的专业课程准

备以及研究训练之外，强调他主要感兴趣

的方向为产业经济学以及其他领域的实证

研究。 主要支撑的研究经历为产业经济学

课程论文和实习参与的课题的数量分析工

作。这些经历都能体现的有建立数学模型

的理论分析能力和实证分析能力。经济学

专业的职业目标位 Researcher，毕业之后

主要在 Research Institute( 可能是学校，

政府，或者 NGO) 从事经济学研究，不排

除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的打算。

MA 同学与我们通力合作完成这份文书，

至此结合 MA 同学优秀的成绩似乎录取胜

利在握。果不其然，从今年 2 月份开始，

MA 同学的录取信陆续到达。我们一致认

为 MA 同学不仅有优秀的成绩，同时他良

好的执行力以及善于沟通和积极提出想法

的态度也是申请成功的关键。我认为 MA
同学放弃一份过内的工作是正确的，因为

未来会有更好的在等待着他！

不确定的开始
截止前的奋战

咨询经理：张楠

客户姓名：MA 同学
申请背景：首都贸易经济大学　　
基本成绩：GPA 3.7， IELTS 7.5
录取院校：伦敦政治经济学院
录取专业：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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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诺服务流程 INNOVATION SERVICE FLOW CHART

评估定位期

体验规划期（结果不满意全额退款）

背景提升期

核心整合期（结果不满意全额退款）

结案签证期

               服务部门：咨询部、英文部、监管部

◆ 风险评估、目标分析、职业规划、案例参考、精准定位、服务介绍
◆ 英语基础测试、高阶测试、提分战略
◆ 服务监督

               服务部门：服务部、英文部、监管部

◆ 信息收集、目标优化、初步选校、硬件提升规划、软件提升规划、时间规划
◆ 整体备考规划、阶段目标制定
◆ 服务监督

               服务部门：服务部、监管部

◆ GPA、留学考试、学术背景、项目研究、论文发表、相关实习、领导能力、沟通能力、             
合作能力、创新能力、社会责任
◆ 服务监督

               服务部门：服务部、英文部、签证部、监管部

◆ 信息汇总、制作简历、制作推荐信、专业研究、学校研究、申请要求研究、分批选校、
完成个人陈述、完成 Essay、指导开具证明材料、网申指导、套磁指导、面试指导、录
取结果选择
◆ Day by day 计划、定期串讲、阶段测试、冲刺辅导、结案总结
◆ 材料准备
◆ 服务监督

               服务部门：签证部、监管部

◆ 材料准备、面试指导
◆ 服务监督

一诺服务流程 INNOVATION SERVICE FLOW CH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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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的教育质量具有一流水准，全国有 38 所大学及 230 多所专科技术学院。这些

大学和专科技术学院几乎都是政府立案的公立学校 ( 一所私立大学除外 )，其教育体制由

所在州政府管辖，因此行政体系各州略有差别，但基本上教育质量是由澳大利亚联邦政

府控制管理，所以各校都能保持平均但同时又较高的教育质量。各学校的学历文凭，是

被各州相互认同且全国通行的。澳大利亚的学历资格，被世界各国包括我国广泛承认。

澳大利亚教育系统分为五大部分，它们是：

1 大学 (University)

澳大利亚的大学教育始于 19 世纪 50 年代，悉尼大学和墨尔本大学都效仿了英国的牛津

与剑桥的模式。到 1911 年，六个主要城市都已经拥有了自己的大学。目前分布于澳大利

亚各个州的优秀大学有 38 所。大学的上课方式包括授课式和研究式。所有课程是于 2 月

或 3 月开始，但是也有些学校的部分课程于 7 月中旬开课。

大学提供的课程有：博士学位、硕士学位、硕士文凭、硕士证书、学士学位、专科文凭。

博士学位至少三年 ; 硕士学位课程为一年半到两年 ; 学士学位课程年限三年，但也可能长

达六年，另外一般修课时间多加一年就可以得到荣誉学位 ; 专科文凭课程修业时间 2-3 年。

2 由技术与继续教育学院 (TAFE) 构成的职业培训系统

澳大利亚的技术与继续教育学院是全国性认可与互通的职业培训教育体制，主要提供专

业技能的训练课程，大部分课程都更具实用性。TAFE 的很多课程是与工业团体共同开办

的，以确保提供最切合实际的训练和最新的专业消息。TAFE 是三级教育中最大的部门，

是澳大利亚高等教育的主力军，有 70% 的澳大利亚中学毕业生进入其间学习。TAFE 也

提供各种英语进修课程给海外留学生，如英语强化课程、学术英语课程，同时还有 12 年

级和大学预科班课程。通常 TAFE 所制定的入学英文标准为 IELTS5.5 分以上或 IBT70。

未达到入学标准者，也可以选择在 TAFE 所设的语言中心进修英语。达到入学标准后再

进入正式课程就读。

澳洲教育体制 AUSTRALIAN EDUCATION SYSTEM

澳洲教育体制



INNOVATION CONSULTING
21

AUSTRALIA EDUCATION SYSTEM  澳洲教育体制

3 大学预科班课程 FOUNDATION PROGRAM

澳大利亚的大学预科课程是为全自费的海外留学生设计的课程，为他们所报读的大学本

科学习作准备。 澳大利亚的大学预科班是为了帮助那些已经在自己国家完成 12 年级的

高中教育，但是无法直接申请进入澳大利亚的大学的申请者，通常为一年，但是也有一

些学校开设有半年的速成班给成绩较佳者。

4 为海外留学生提供英语补习课程的英语补习学校 (ELICOS);

澳大利亚于 80 年代初期开始设立英语学习机构，到目前为止分布于全国的语言学校有

100 多所，许多大学都下设 ELICOS 中心，语言学校的课程主要是提供给非英语国家的

人士作为个人的英语进修与要进入澳大利亚各学校进修的学生提高英语。

5 开设商业、饭店管理、航空学课程的私立学校 (PRIVATE COLLEGE);

澳大利亚的私立商业学校提供长、短期的广泛的职业培训课程，有证书课程和文凭课程，

内容包括电脑、商业、秘书、美容、美发及飞行员训练等，私立商业学校所提供的文凭

课程一般是 40 周岁以上的上课方式，主要是学习专业技能。而获取证书的课程的科系与

时间都比较少且短，一般 12 周到 30 周的课程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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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02 墨尔本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Melbourne

03 悉尼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Sydney

04 昆士兰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05 新南威尔士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

06 莫纳什大学 Monash University

07 西澳大利亚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Western Australia

08 阿德莱德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Adelaide

09 麦考瑞大学 Macquarie University

10 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 RMIT University

11 科廷科技大学 Curti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12 卧龙岗大学 University of Wollongong

13 纽卡斯尔大学 University of Newcastle

14 昆士兰科技大学 Queensland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15 悉尼科技大学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Sydney

16 南澳大学 University of South Australia

17 弗林德斯大学 Flinders University

18 塔斯马尼亚大学 University of Tasmania

19 格里菲斯大学 Griffith University

20 拉筹伯大学 La Trobe University

21 邦德大学 Bond University

22 默多克大学 Murdoch University

23 斯文本科技大学 Swinburne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24 西悉尼大学 University of Western Sydney

澳洲排名 Australia Ran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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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ight Reasons For Choosing Australia 赴澳 8 大理由

安全适宜的学习生活环境

澳大利亚的自然风光，人民的友善热情，生机勃勃的多元文化，为每一个海外学生提供
了安全而舒适的学习和生活环境。

1

世界一流的高品质教育

澳大利亚的教育一直位居世界顶尖行列。它的优质教育以启发学生自主思考及传授先进
理论知识为基础，鼓励学生挑战自我，让他们获益匪浅。

2

广泛认可的澳大利亚学历资格

澳大利亚的大学、语言学院和职业教育与培训院校培养学生创新、创造和独立的思维能力，
使毕业生在学成回国时更具备国际的竞争优势。

3

完善的学历资格体系、灵活多样的学习途径

通过澳大利亚学历资格框架 (AQF) 来统一全国的学历资格是澳大利亚教育的一大优势。

4

完善健全的权益保障、合法的工作许可

◆澳大利亚是世界上唯一一个通过立法保护国际学生利益的国家。
◆获取学生签证的海外学生按规定可在澳大利亚兼职工作。

5

公正透明的签证过程、便利的移民条件

◆欲赴澳大利亚留学的海外学生，可以自行或通过专业的中介代理机构申请相应类别的
学生签证入境。
◆从3月23日起，澳大利亚移民部放宽外国学生毕业后留澳就业的有关规定。根据新规定，
澳大利亚大学毕业的所有海外留学生，取得学士学位后，可获准留学澳工作 2 年 ; 取得
硕士学位后，可获准留澳工作 3 年 ; 取得博士学位后，可获准留澳工作 4 年。工作期间
可以轻松申请移民。

7

合理的留学费用

三年即可完成本科学习获得学士学位，与其他英语国家相比，留学性价比高。

6

高度发达的经济和高就业率

澳大利亚在西方社会是一枝独秀，在美国和英国受到次贷危机冲击下，澳大利亚经济却

还要升息遏制过度通货膨胀和经济发展。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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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移民政策 AUSTRALIA IMMIGRATION POLICY

Factor/At time of Invation Description Pionts

Nomination/Sponsorship

25-32 30

18-24、33-39 25

40-44 15

45-49 0

英文 /English
(*valid for 3 years)

IELTS all 7 /OETB 0
( 基本要求 )

IELTS all 7 /OETB 10

IELTS all 8 /OETA 20

澳洲相关工作经验
/Australian Relevant Work 

Experience
 (Closely Related Occupations)

海外相关工作经验
/Overseas Relevant
 Work Experience

(Closely Related Occupations)
(*Maximum 20 points)

10 年内的 1 年工作 ( 每周 20 小时 +)
/1 within 10years 5

10 年内的 1 年工作 ( 每周 20 小时 +)
/3 within 10years 10

10 年内的 1 年工作 ( 每周 20 小时 +)
/5 within 10years 15

10 年内的 3 年全职工作 /3 within 10 years 5

10 年内的 5 年全职工作 /5 within 10 years 10

10 年内的 8 年全职工作 /8 within 10 years 15

澳洲或海外认可的学历
( 海外认可学历清单会在明年公布 )

/Qualifications

海外认可的学徒培训 or 澳洲 AQFLL
/IV or 澳洲 Diploma 10

澳洲认可，等同于 Bachelor 学历
( 包括荣誉学位，硕士 ) 15

Doctor 20

澳洲学习 /Australian Study 满足澳洲 2 年学习的要求
/2-year Australian Study 5

Other factors

认可的外语，需 NAAT 认证
 Para-Professional Level 5

满足条件的配偶
/Meet partner requirements 5

Professional Yesr for least 12 months 
within 4years 5

Regional Study for 2 years 5

Nomination/Sponsorship

State or Territory Government 
Nomination(subclass 190) 5

Nomination by Regional Government 
or Relative
 (sub 489)

10

Australia Immigration Policy
澳洲移民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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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STRALIA EDUCATION QUALIFICATION FRAMRWORK  澳大利亚学历资格框架

澳大利亚学历资格框架

澳洲学历资格框架 (AQF) 令澳洲的教育体

系与众不同。AQF 将 15 种中小学、职业

教育和大学教育学历资格有机的衔接成一

个全国性体系。只要符合学生签证的要求，

您就可以通过 AQF 很容易地从一个学历资

格进入下一个学历资格，或者从一所学校

转到另一所。此外，你还可以灵活地进行

就业选择和规划。AQF 中的所有学历资格

都有助于您为继续深造和职业生涯奠定基

础。

如果您在攻读 AQF 学历咨询，您完全可以

放心：您的学校是政府认可、国家认证的

机构，您的学位或其他 AQF 学历资格也不

会有假。AQF 可以让海外政府很容易地承

认您的学历资格。国际雇主见到您的学历

资格时，他们会很清楚其中的含金量：在

现代、民主、技术先进的国家中接受过世

界一流的教育。

承认先前学力 (RPL) 是 AQF 的重要部分。

简言之，它意味着：如果您具备攻读某个

学历资格的技能和知识，或具有攻读某个

学历资格时可以折合成学分的技能和知识，

但没有任何书面证明，您可以申请进行个

人评估。若得到认可，您先前的学力可以

折合成攻读学历资格的学分。

持学生签证到澳洲留学的国际学生所修读

的课程和培训大部分都涵盖在 AQF 范围

内，但仍然有很多为国际学生而设的政府

注册课程并不包括在 AQF 的范围，这些课

程一般称为预科班或过桥课程，它们大多

数是为了帮助学生到达进修的入学要求或

涵接进修课程，进而获得 AQF 学历资格而

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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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学历资格 UNIVERSITY DEGREE QUALIFICATION

★大学学历资格
      下列学历资格由澳大利亚大学以及经澳大利亚政府注册认可的高等教育机构颁授。

◆学士学位 ( 最少 3 年 )

   学士学位是基本的大学学历资格而且也是进入专门行业任职所需的基本学历资格。

◆荣誉学士学位 (4 年 )

   荣誉学士学位在完成学士学位课程一年后授予。对在四年或者四年以上的学士学位课

   程中成绩突出的学生也可以授予荣誉学士学位。

◆研究生证书 (6 个月 )

   研究生证书课程主要是拓宽在本科阶段的学习计划中已学到的个人技能，或者在新的

   专业领域中开发新的职业技术知识和技能。

◆研究生文凭 (12 个月 )

    通常认为该学历资格是将系统而又相互连贯的知识体系进一步专业化的课程。

◆硕士学位 (1~2 年 )

   硕士学位可以在获得荣誉学士学位一年后取得，也可以在获得学士学位的两年后取得。

◆博士学位 ( 多为 3 年 )

   博士学位是澳大利亚大学所授予的最高学历。博士学位课程是一种研究性的学位课程，     

   但其中一部分课程也可以授课方式教授。

University Degree Qualification
大学学历资格

中国学生在澳大利亚跨教育类别情况下的学习，通常有以下几种常见的学习途径；

1中学课程→学士学位课程 (适合于中国已获得初中毕业证书的中学生 )

2大学预科→学士学位课程 (适合于中国已完成高二学习或高中毕业的学生 )

3专科文凭课程→学士学位课程 (适合于中国高中及同等学历毕业生 )

海外学生可选择的升学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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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NOVATION  CASE   STORY 一诺案例故事

与 LI 同学初次见面是在去年的 7 月，或许

是已经参加工作的原因，她显得精明干练，

自主性强，而且十分谨慎。在沟通过程中，

她想要申请的迫切心情，以及对申请成功

的渴望，深深打动了我。但是她流露出的

对我们的一些不信任，提出的种种质疑和

不合理要求，致使我们认定她是一个十分

麻烦的客户。就这样，她的申请在一种不

算融洽的氛围中开始了征程。

虽然分歧的存在在所难免，但是我相信每

一次的申请成功，都是需要彼此信任、精

诚合作才可以实现的。在接下来的申请过

程中，我和她的每一次沟通都将心比心，

对她每一次的计划安排都尽心尽力，渐渐

的我们达成了共识与默契，而她对我们的

不信任也不复存在。

按照她的背景条件申请商科类项目，并不

是非常有优势。当时她还没有语言成绩，

根据要求雅思 7 分在申请中才具有一定的

优势。但是经过两次尝试之后，终于达到

了气氛的成绩，但是此时距离申请截止日

期已经越来越近了。因此，她的申请我们

要在短期之内在文书上下足功夫。在经过

分析后，发现她此前的学习的课程和商科

并没有太大关联，唯一可用的是她的工作

内容里有一部分工作是跟管理相关的，我

决定以此作为文书的重点，突出 LI 同学的

能力，以及对申请学科的独特见解和潜力。

文书的定稿经历了漫长的过程，LI 同学和

我们不断探讨，反复修改，终于完成了令

双方满意的文书定稿。

在完成申请后，经过惴惴不安和漫长的等

待，终于她收到悉尼大学的录取。我们之

间彼此信任，竭诚合作，也终于获得了收获。

信任打败困难
坚持成就梦想

服务总监：张弼

客户姓名：LI 同学
毕业院校：北京邮电大学 ; 电子商务
基本成绩：GPA 3.5，IELTS 7
录取专业：管理学
录取院校：悉尼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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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诺案例故事  INNOVATION  CASE   STORY 

HE 同学成为我们客户的时候正值夏天。

事实上，HE 同学和我们是老朋友了，去

年他陪他的学长就来过我们公司咨询，后

来他的学长选择了 DIY 但是他对我们的印

象非常不错而且这段时间也一直有联系，

所以在今年申请的时候他毫不犹豫的选择

了我们。

作为 HE 同学的申请负责人，初次见面时候

HE 同学对自己的留学计划侃侃而谈，给我

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这样一位积极向上

的同学，对未来满怀憧憬。在申请过程中，

她每天要面对很多的课程和作业，却并没

有因此怠慢自己的申请，我们之间的沟通

很密切，她也尽最大的努力跟我们配合。

从前期规划，到选校，再到文书创作和具

体的留学申请，她都深入的参与其中，我

们一起完成了一项意义非凡的工作。作为

她的指导老师我们给予了 HE 同学最细致

的指导和帮助，怎样找实习 ? 怎样联系推

荐人?怎样总结研究经历?怎样准备面试?

等等都倾注了我们的心血。而 HE 同学自己

在实习、研究等方面也很好的体现了自己

的能力和特长。

申请完成后则是漫长的等待， 2月的一天，

我习惯性的打开 HE 同学的邮箱，看到了

澳洲国立大学的邮件，字数寥寥，却振奋

人心。

我们的付出终于有了回报，我们相信在未

来的道路上 HE 同学会走出自己的精彩。

客户姓名：HE 同学
教育背景：北京理工大学  经济学
基本成绩：GPA 3.6+，IELTS  7，GMAT 700
录取院校：澳洲国立大学
录取专业：金融

紧密地配合，密切地沟通
澳洲名校不是梦

咨询经理：刘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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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经理：刘杨

和 ZHOU 同学的合作比较晚。他是到了快

要截止日期之前很短一段时间才跟我们合

作的，所以我们也感到了一些压力！在充

分了解和研究了 ZHOU 同学的背景之后，

我们为 ZHOU 同学量身打造了个性化的申

请方案和文书，整个申请过程 ZHOU 同学

没有走多余的路，大大小小的各自申请相

关的问题都在老师专业的指导下迎刃而解。

首先，好的文书是申请成功的一半。在充

分的挖掘之下，我们充分认识到学生丰富

的研究和项目经历，并结合申请人在经济

学方面的研究兴趣和职业方向，很快就帮

ZHOU 同学整理出来非常清晰的文书主线，

在为文书的创作提供了牢固的架构和丰富

的素材的同时也获得了 ZHOU 同学的高度

赞赏；

因为 ZHOU 同学在大学期间，跟随学校知

名教授做了大量的经济学研究和项目，并

且涵盖面广、创新性强，这是其申请经济

学比较关键的因素，另外他的基本硬件条

件还是不错的，这也是他为什么这么晚才

开始申请的原因，之前他一直在更新自己

的语言成绩所以导致了自己的进度，不过

这些已经在双方的配合中逐一解决了。

当然，在申请过程中，ZHOU 同学与我们

之间的积极配合和互相协作，也是整个申

请过程中的关键。再次我真心祝愿 ZHOU 同

学能在澳洲收获他想要的东西。

最短的时间  最好的效果 
墨尔本大学！我来了！

咨询经理：周阳阳

客户姓名：ZHOU 同学
教育背景：中央财经大学 
基本成绩：GPA3.5+，GRE：318，TOEFL：98
录取院校：墨尔本大学 
录取专业：经济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