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终解释权归迈思·文旅所有 

 【迈思·文旅】18 岁以上游学团申请表格 

代理信息 

姓氏  

名字  

电话  微信  

电子邮件  

 

访学信息收集 

学生人数  领队老师人数  

出访学校名  年龄（大致区间）  

学生性别 男 女 混合 

英文程度 低 中 高 

预计抵达日期  预计离开日期  

学生护照信息 
已办理好护照及签证

（_____名） 

已办理好护照，正在

办理签证（_____名） 

正在办理护照，等待办

理签证（_____名） 

签证 
自己办理 

迈思代办 
机票 

自己办理 

迈思代办 

  

板块选择（多选） 

板块 A 

名校培训 
A1：7 天 6 晚专业英语强化 

城市 

请标注 2 个首选城市 

图文巴              墨尔本 

布里斯班          布里斯班 

阳光海岸          凯恩斯 

伊普斯维奇       悉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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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块 A 

名校培训 
A2：7天 6晚国际竞争力研修营 

城市 

请标注 2 个首选城市 

图文巴              墨尔本 

布里斯班          布里斯班 

阳光海岸          凯恩斯 

伊普斯维奇       悉尼 

主题 

请标注 2 个首选主题 

未来 CEO 精英领袖养成 

全球顶尖战略设计实训 

职场必备技能实战 

常青藤科研思维实训 

其他(请在特殊信息内标注) 

板块 A 

名校培训 
A3：7 天 6 晚优势专科实践营 

城市 

请标注 2 个首选城市 

图文巴              墨尔本 

布里斯班          布里斯班 

阳光海岸          凯恩斯 

伊普斯维奇       悉尼 

科目 

医疗                 工程 

海洋科技          金融 

幼儿教育          食品安全 

高等教育          航天 

人工智能          农业 

畜牧业             林业 

其他(请在特殊信息内标注) 

板块 B 

政府资讯 

B1：半天政府访问 

B2：全天政府访问 

城市 

默认安排在板块 A

所选城市，如需换城

市，请在右侧标注。 

（如：B2 – 悉尼）  

板块 C 

名校考察 

C1：半天名校考察 

C2：全天名校考察 

C3：半天名校课堂体验 

C4：全天名校课堂体验 

地点 

默认安排在板块 A

所选城市，如需换城

市，请在右侧标注。 

（如：C2 – 悉尼）  

板块 D 

企业拜访 

D1：半天企业拜访 

D2：全天企业拜访 

地点 

默认安排在板块 A

所选城市，如需换城

市，请在右侧标注。 

（如：D2 – 悉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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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块 D 

企业拜访 

D1：半天企业拜访 

D2：全天企业拜访 

地点 

默认安排在板块 A

所选城市，如需换城

市，请在右侧标注。 

（如：D2 – 悉尼）  

板块 E 

E1：2 天 1 晚海豚岛 

E2：5 天 4 晚费沙岛 

E3：2 天 1 晚北岛 

E4：2 天 1 晚特色农庄 

E5：4 天 3 晚澳式营地 

E6：半天团建活动 

地点 

C4-C6 默认安排在

板块 A 所选城市，

如需换城市，请在右

侧标注。 

（如：D2 – 悉尼）  

板块 F 

人文探索 

 

 

2-5天 悉尼

3-5天 墨尔本

3-5天 凯恩斯  

 

 

3-5天 圣灵群岛

3-5天 阿德莱德

3-6天 塔斯马尼亚  

 

 

3-5天 珀斯

2-5天 黄金海岸

2-4天 布里斯班 

    

特殊信息收集 

如有特殊要求，

请在右方标注 

 

  

 

 

请将填好的表格发送至 edu@maketrips.com.au，我们将在收到表格的 48 小时之内联系您。 

邮件主题：【游学团申请表格】抵达日期：XX 年 XX 月 XX 日 -- XX 代理 

联系我们： 

电话：+61 4 1661 9880     微信：MaketripsCEEC 

地址：U3/2092 Logan Road, Upper Mt Gravatt, QLD, Australia, 4122 

感谢您选择迈思·文旅，为您的游学之旅保驾护航。 

Make Trips, Make Brilli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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