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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尼歌剧院和悉尼海港大桥

UNSW 位于澳大利亚原住民土地上。
UNSW	承认	Bedegal、Gadigal	和	Ngunnawal	人是我们校园	

所在地的传统监护人。

你的旅程
从此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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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SW	Global为悉尼新南威尔士大学全资拥有，专为国际学生提供世界一流的教育。我们提供的桥梁课程

旨在帮助你顺利升读心仪的	UNSW	学位课程。你可选择在悉尼校区、海外校区或者线上就读课程。通过我

们的课程，你将掌握重要的学术和英语语言技能，收获丰富的实践经验并获得学校提供的个性化支持，这些

都将确保你在大学阶段取得成功。

UNSW	受到全球雇主的认可，当你成功升读，即意味着你已步入世界一流大学的殿堂。在	UNSW	的学习

经历足以改变你的人生，你将受到世界一流学者的指导和启发，从而发现自己的专长并得以施展。在你接受

世界级教育的旅程中，我们将全程为你提供支持，并为你日后的职业生涯打下坚实基础。

入读 UNSW Global, 探索无限可能

UNSW	Global	提供世界一流的的大学桥梁课程，帮助学生提升学术和英语技能。

探索适合你的课程，请参考第	12	页。

UNSW Global

悉尼新南威尔士大学

悉尼 
新南威尔士大学
激发你的潜能

超 40,000 名 
桥梁课程毕业生

完成了我们的预科和国际大一

文凭课程并在大学学习和职业

生涯中取得成功。

第一个 

开设预科课程和大学语言

中心。澳洲最早开设的预

科课程和大学语言中心。

超过 50 年 

语言教学经验，助学生为大学

学习做好准备。

广受雇主青睐

在澳洲前100位雇主当中，UNSW

的毕业生数量占据首位。

2022年AFR未来领袖奖

全球50强大学

全球大学排名第 43 位。

2022 年 QS 世界大学排名

最国际化的大学

我们在世界最国际化大学排名中

位列第21位。* 

*基于国际学生、员工与来自其它

国家的合著者的研究论文数量。

2021 年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

 八校联盟大学成员

八校联盟由澳大利亚领先的研究

型大学组成，UNSW 是该享有

盛誉的联盟成员之一。

悉尼新南威尔士大学 Scientia 阶梯

32

选

择

悉

尼

新

南

威

尔

士

大

学

的

理



成就你的
职业理想

制定灵活的长期职业规划

在	UNSW	学习期间，你可以向我们的导师请教并获得

专业建议，把握职业生涯中的机遇。我们将帮助你：

• 找出并培养你的专业优势。

• 发现机遇并规划职业道路。

• 培养批判性和创造性思维，开启成功职业生涯。

给雇主留下好印象

你的知识、技能和经验——这三要素的综合展现是开启

雇主大门的敲门砖。你将学会如何通过下列方式充分展

现你的职业素养：

• 将实习和实践经验结合到学习之中。

• 建立扎实的在线表达能力，并提高简历和求职信的写

作技巧。

• 培养理解和回答复杂面试问题的能力。

与导师沟通，为你的成功助力

将职业发展融入学业之中，你将受到导师的启发，并与

未来的雇主建立联系。你可充分利用：

• 个性化职业指导——收获人脉、支持和深刻见解。

• 行业社交活动——结识优秀企业。

• 实习和各种经历——建立信心和声誉。

从你迈出第一步开始，我们就将为你提供职业技能、机会和支持，以便你

能从此一路顺利前行，脱颖而出。正因为此，我们的毕业生能就职于最令

人向往的企业和全球性机构，如谷歌、联合利华、安永、微软、力拓、汇丰

银行、Slater	&	Gordon	律师事务所、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等等。

扫描二维码，观看 Catherine 

的故事。

“大学令我收获了很多职场通用技能，例如优秀的沟

通能力、团队协作能力、演示能力，这些技能是在这

里 (UNSW) 学习多年的过程中培养的，可以轻易运

用到工作中。”

–

Catherine Hu,  

UNSW 商学院校友、TikTok 客户解决方案经理

在这里，一切皆有可能

UNSW	就业服务中心的专家为你提供支持，包括个性

化职业规划、指导和求职技能培养。	

欲获得更多信息，请访问：careers.unsw.edu.au 

UNSW	的教学实践一体化的教学模式将获得实际工作

经验的机会（例如实习）结合到学位课程之中。	

欲获得更多信息，请访问：wil.unsw.edu.au

为你的职业生涯
打下成功的基础

悉尼新南威尔士大学 学习空间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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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 UNSW 各大学部

加入UNSW 人文、设计与建筑学部，为

人类带来革新和创造性解决方案。该学部

提供一系列学位课程，包括教育、设计、

音乐和媒体。

若想致力于可再生能源、编码和计算机科

学、食品和健康可持续性、航空航天科学

以及未来车辆，可加入	UNSW 工程学部。

若想致力于应对气候变化、宇宙与探索、

数据和技术、科学实验和发现，可加入	

UNSW 理学部。

若想深入研究银行业和金融业、领导力和

社会影响力、企业家精神和初创企业、应

用程序和网站开发、商业和投资，可加入	

UNSW 商学院。

若想深入研究全球和环境挑战、国际时事

和政治、人权、行动主义及犯罪学，可选

择	UNSW 法学院。

若想为世界作出有益贡献，可学习医药、

医学研究和诊断、灾难救助或运动疗法，

投身健康事业。UNSW 医学部的教学注

重实践并以职业为导向。

兴趣 
是最好的指引
对追求平等和社会公平充满激情？喜欢与数字打交道？还是对创新和新型解决方案更感

兴趣？无论你有何种兴趣爱好，通过学习相关 UNSW 学位课程，都能帮助你踏上指向

职业发展的康庄大道。

UNSW	Global	的课程可帮助你升读	UNSW	学位课程，还为你提供必要的英语和学习技能，	

使你能在大学学习中如鱼得水。

成功完成国际大一文凭课程即可直接升至	UNSW	建筑、商科、计算机科学、工科、媒体与传播

或理科学士学位本科二年级。

你也可以修读预科课程或在线快捷预科课程，可选专业涵盖商学、精算学、设计、物理科学和生

命科学，成功完成即可升入	UNSW	学士学位本科一年级。

让兴趣引导你选择 UNSW 学位课程。

根据你钟爱的职业和兴趣爱好选择 UNSW 学部或课程，然后挑选相应的UNSW Global 桥

梁课程，助你成功升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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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给你满满的安全感，  
欢迎你的到来。

“G’day”，“Hello”，“Hi”，澳洲人生性友

好，无论你走到哪里，都会有人对你笑脸相迎。悉尼

由各种充满活力的多元文化社区组成，涵盖各种社

会、宗教和文化团体，成为这座城市的一员将令你充

满安全感和归属感。

经评定，悉尼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城市之一**。在悉尼

生活，是一种让健康和安全得到保障的选择。在这

里，无论你来自哪里，都能感受到宾至如归。

在澳大利亚的商业之都， 
迅速建立起职业人脉。

悉尼拥有的跨国公司数量为澳大利亚各城市之最。作

为通往亚洲各经济体的门户，你在这里能收获许多建

立人脉的珍贵机会，帮助你在全球就业市场上脱颖而

出。借助	UNSW	的职业支持服务，你将树立信心，

成功构建职业关系网络。

悉尼充满魅力——这不是我们的一己之

见。经评定，悉尼是世界上第三大最宜

居城市*。另外，众所周知，悉尼是世

界上最多样化、最具包容性的城市之一

是一座由世界公民组成的城市。我们感

谢你为这座城市增添与众不同之处，我

们期待你的到来。

悉尼的美好不仅仅停留在表面。

作为澳大利亚的金融经济中心，这座城

市还为人们提供了无数商业机会和职业

发展机遇。在悉尼，总有趣事可做，而 

UNSW 正是这一切精彩的中心所在。 

快来加入我们吧。

悉尼
欢迎你

悉尼中央商业区 悉尼邦迪海滩

悉尼灯光节期间的悉尼海港大桥

放下书本，休息一会儿。

在悉尼，时刻都进行着各种有趣、精彩的活动，从悉

尼歌剧院的音乐会到各类免费文娱项目，如缤纷悉尼

灯光音乐节、中国春节庆祝活动和	Parramasala	多

元文化节。

如果你爱好体育运动，可以观看在悉尼举办的各类世

界级体育赛事（包括板球、足球和橄榄球等）。若你

偏爱艺术，悉尼常年都有剧院表演、音乐会和各类艺

术节（许多都是免费的！）

尝遍来自世界各地的美食

作为多元化的国际都市，悉尼拥有来自世界各地的美

食与餐馆。在这里你能够品尝到最正宗的中餐、意大

利菜、东南亚菜等等。你还能够买到各种你所需要的

新鲜食材。

预算有限也能玩转悉尼。

预算有限？没问题。在悉尼，你可以参加很多价格亲

民的室内室外活动，例如免费参观艺术馆，在当地剧

院看一场电影，沿着海边散步，体验一把潜水、冲

浪，或是在校园周边社区享受一顿价格实惠的美餐。

校园里有众多	UNSW	学生社交俱乐部供你加入，你

可以放心大胆地去尝试新的爱好。

探索悉尼周边。

在悉尼就是要享受户外活动。这里不仅仅有海滩。你

可与朋友结伴去美丽的公园，在那里享受户外烧烤。

如果你想去更远的地方，悉尼的西边有蓝山，南边有

皇家国家公园，北边有风光旖旎的棕榈滩，这些都是

出游的好去处。另外，别忘了，美丽的海滩距离悉尼

新南威尔士大学仅数分钟之遥。一边在地处都市中心

的校园学习，一边爱上悉尼这座城市吧。

发现更多： 
whatson.cityofsydney.nsw.gov.au

*经济学人智库	2019	年全球宜居城市排行榜	 **第五大最安全城市，经济学人智库	2019	年全球安全城市排行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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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o

 

 

CBD and South East 
Light Rail Route

Kensington/Kingsford 
Light Rail Route

Maroubra

Moore Park 

Bondi Beach

Coogee Beach

Darlinghurst

CBD

Surry Hills

Alexandria

Haymarket

Glebe

The Rocks
Millers Point

North Sydney

Neutral Bay

Taronga Zoo

Watsons Bay

Crows Nest

Lane Cove River

Parramatta River

Pyrmont

Ultimo

Woolloomooloo

Bondi

Coogee

Bondi Junction

Kensington

Mascot

Kingsford

Randwick

悉尼新南威尔士大学  
艺术与设计学院校区 

悉尼新南威尔士大学 

悉尼海港大桥

悉尼市中心

悉尼中央车站

最佳留学城市

根据安全性、对国际学生的欢迎度和生活

成本这三项指标，悉尼名列全球十大最佳

留学城市*之一。

文化交汇

悉尼有近三分之一人口于海外出生，因此

这是一座名副其实的多元文化城市。各种

社区文化活动和宗教活动终年不休（包括

在校园举办的学生活动），你将充分感受

到多元文化的氛围。

体验澳式丛林

悉尼有面积广大的绿地供人观赏休憩。	

在悉尼南部坐落着澳大利亚首批国家公园

之一——皇家国家公园，这里有澳大利亚

独有的植物、令人叹为观止的沿海风光和

历经数千年的古老土著艺术品。

游泳爱好者的天堂

悉尼的海滩数量达	100	多个，既有

布满岩石水池的海港凹地，也有类似	

Balmoral	和	Camp	Cove	这样风平浪静

的港湾。著名的邦迪和库吉海滩也是冲浪

的好去处。

爱上悉尼时尚

悉尼人喜欢购物，尤其偏爱澳大利亚本地

设计师的品牌。你可以前往校园附近的帕

丁顿区，探索那里的精品时尚店。你可以

漫步至	Surry	Hills，淘件独一无二的街头

服饰，或者前往悉尼中央商业区，浏览所

有顶级大牌和奢侈品牌。

 

艺术邂逅自然

澳大利亚最大的户外雕塑展——“海岸雕
塑节”	(Sculpture	by	the	Sea)	每年在
邦迪海滩举行，届时会展出各种大型雕
塑，在悬崖和大海的映衬下，尤显壮观。
该雕塑节上经常展出		UNSW	艺术与设计
学院学生的作品。别忘了拿出自拍杆。你

可不能错过这样的拍照打卡机会。

*2022	年	QS	全球最佳留学城市排名

精彩悉尼

悉尼机场

UNSW Global

1110

选

择

悉

尼

新

南

威

尔

士

大

学

的

理



迈出通往 UNSW 的第一步
我们的桥梁课程可帮助你为升入大学做好准备，并令你从学习中充分收益。

我们提供一系列适合你的学术和英语技能的课程选项，匹配你的目标本科学

位，你可从中进行选择。你将掌握技能，学习受大学认可的内容，从而达到

大学入学要求并满怀信心地开始	UNSW	之旅。

你的成功有我们助力
如果你是国际学生，且符合以下一项条件，你应考虑选择	UNSW	Global	

桥梁课程：

• 需要额外支持以帮助你从高中升入大学学习。

• 尚未满足	UNSW	学位课程的入学条件。

• 课程资质不受	UNSW	认可。

• 尚未读完高中。

• 需要额外的英语辅导。

你的未来，从大学开始
一旦你顺利完成桥梁课程，并达到入学要求，你将锁定一个升学名额，从而

可升读自己所选的	UNSW	学士学位课程——这时，你就可以开始构筑自己

的理想职业了。

通
往
成
功
的
桥
梁

国际大一文凭课程
为期	12	个月的商科、计算机科学、工科、理科、

建筑学或媒体与传播课程，成功修完后可升读大学

学士学位课程二年级。详见第	28	页。	

预科课程
提供针对你技能水平而设计的支持性课程，助你为

大学一年级做好准备，令你以最好的状态开始学位

课程。详见第	36	页。

学术英语课程
短期在线课程，高互动性及参与性，	

足不出户就可为升读学位课程做好	

准备。详见第	42	页。

大学直升英语课程(UEEC)

UNSW 国际大一文凭课程

UNSW 学士学位课程

UNSW 硕士学位课程

了解我们的桥梁课程

高中 12 年级

高中 12 年级

高中 11/12 年级

预科直升英语课程(FEEC)

悉尼新南威尔士大学 
学士学位本科二年级

悉尼新南威尔士大学 
学士学位本科一年级

悉尼新南威尔士大学 
学士学位本科一年级

悉尼新南威尔士大学 
学士学位本科一年级

UNSW 国际大一文凭课程*

UNSW 快捷预科课程*

UNSW 预科课程*

UNSW 预科课程

你的目标，量身定制。我们的桥梁课程也一样。 
了解我们的桥梁课程如何为你的大学及今后的人生之旅奠定基础。 

准备开启你的旅程了？	

请见第	61	页。

*在开始桥梁课程之前，你可能需要先完成一门英语课程。	
	详见第	50	页及	52	页。

UNSW肯星顿校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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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描二维码了解更多UNSW	
Global在线课程信息。

扫描二维码了解更多UNSW	
Global海外授权中心信息。

学生中心, UNSW Global

*Open Learning Global Pty Ltd获得悉尼新南威尔士大学和 UNSW Global 的许可，提供在线快捷预科课程。	UNSW	及	UNSW	Global的
商标归悉尼新南威尔士大学所有，	OpenLearning	可在许可范围内进行使用。	
注：国际学生学习在线快捷预科课程或在海外授权中心学习期间无法申请澳大利亚学生签证，当学生成功升入在澳大利亚本土学习的后续
课程时，便可以申请澳大利亚学生签证。

14

你将在世界上最美丽的城市之一学习，

并提前拥有完整的大学学习生活体

验。你将能使用世界一流校园的所有

顶级设施，你能通过课堂或	UNSW的

众多俱乐部和社团结交来自世界各地

的朋友，你将为踏上通往悉尼新南威

尔士大学的大学之旅做好充分准备。

如果你还未准备好在澳大利亚开始你的

学习与生活，UNSW	Global为你提供了

其他适合你的学习方案。你可以通过在线

课程或者在UNSW	Global的海外授权校

区学习来开启你的留学计划。时区和距离

将不再成为开启留学之旅的阻碍。

灵活的
学习模式

在线桥梁课程， 
助你成功通往大学

UNSW在线快捷预科课程是一门为期四个月的短期

课程，该课程由	UNSW	Global	的在线教育合作伙伴	

OpenLearning	提供，令你可在世界任何地方为升读

全球	50	强大学的学位课程做好准备。如果你距满足

直升	UNSW	的学术或英语语言要求仅差一点，该课

程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在UNSW Global海外授权中心， 
开启你的求学之旅

你是否希望在自己国家开启通往世界名校的旅程？我

们的海外授权中心是你的理想选择。UNSW	Global	

精挑细选了多个海外校园，在那里开设预科课程和

学术英语课程。你将与悉尼校区学生学习同样的受	

UNSW	认可的课程，这些课程将由专业素养极高的

本地老师教授。你将成为	UNSW	Global	大家庭的一

员并得到全力支持，而且，只要你一旦满足学位课程

入学要求，你将提前锁定	UNSW	学位课程的入读名

额，从而在大学之旅中更进一步。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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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悉
尼 
校
区
上
课

入读	UNSW	Global	悉尼校区是开启大学之旅的绝佳选择。我们拥有世界一流的硬件设施、经验丰富

的高素质教师团队、来自全球各地的学生，并能提供你需要的所有学术和个人支持——这是你充分体

验大学生活的绝佳机会。你可以从数百个	UNSW	学生俱乐部和社团中挑选喜欢的加入，可以参加学

生游览活动并结识新朋友，还可以亲自感受悉尼的诸多精彩之处。

当你在这座世界最宜居城市安顿下来并在你为大学的学业做准备的过程中，你会感受到我们带给你的

安全感与无尽的支持。

小班化教学
各班学生数不超过	20	人，每位学生

都有与教师	1	对	1	互动的机会。

大学式体验
讲座及讨论课助你很快适应大学

的学习模式。

师资力量
教学经验丰富的教师团队，重视与

学生的互动与交流。

全新的教学环境
教学环境全面升级改造，为同学

们提供更好的学习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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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发你的 

极致潜能
我们提供一系列服务和在线资源，助你达成学业目标。我

们设有学生服务团队，可在你实现学业目标的过程中提供

帮助，令你的 UNSW Global 学习之旅一帆风顺。

你需要的帮助，我们都能满足
你每周都有机会向经验丰富的老师寻求帮助并参与一对一辅导或

小组交流。

学习新技能
我们的小组交流活动经过精心设计，助你掌握更高难度的知识和

技能。

一流的校园设施
UNSW	配备有世界一流的图书馆、设计工作室、工程和科学实验

室、在线资源以及课后学习俱乐部，助你加速开发自己的潜能。

全新打造的教学环境

全新设计的UNSW国际桥梁课程学习空间大大提升了同学们的学

习体验。全新的学习空间对学生公共区域、学生中心和花园都做

了全面升级，配备了先进的设施与舒适的学习与休息空间，让同

学们能够安心地在此讨论与学习。

与新朋友练习英语

加入英语口语俱乐部——这是提高口语能力的有效方式并且充

满乐趣。你可以讨论学习之外的有趣话题，并在此过程中结交	

新朋友。 

充满灵活性和支持度的学习模式

我们的课程注重“混合式学习”，即面授教学及在线资源和支持

相结合。这种模式令上课更便利，增加了学习的灵活性，并让有

学生有更多机会充分理解课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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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你的 
学习之旅 
保驾护航

我们的学生服务团队可协助你处理大学生活的方方面面，从安排住宿、办理 

UNSW Global 入学手续，到助你提升学习效率、关照你的健康幸福。只要你 

需要帮助，或有任何疑问，我们随时乐意效劳。我们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见到

你。

对你的支持，始于第一天

从第一天起，我们就将陪伴你左右。你入学

后，我们将派专人或通过电话或电子邮件带

你游览大学校区。我们还开设多种有关个人

健康、学习支持和入学指导的讲座，助你为	

UNSW	Global	的学习生活做好准备。我们

还提供接机服务（需额外收费）。	

一旦你安顿下来，你还可以加入我们组织的

悉尼精选之旅	（Sydney	Basics	Tour），

在导游的带领下，探索这座美丽的城市及其

港口。

迎新日
在迎新日，你将收到学生证、课程表，并获

得更多关于在悉尼生活学习的信息。你还将

与新同学共进午餐，与老师见面，然后，由

在校生担任的全球学生志愿者将热情接待你

们，并带领你们参观	UNSW	校园。

开启 UNSW Global  
之旅的正确方式

欲获得更多信息，请访问： 
unswglobal.unsw.edu.au/experience/student-services

悉尼新南威尔士大学 Scientia 阶梯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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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一切所需，这里应有尽有

UNSW	校区应有尽有。种类丰富的住宿选择，琳琅满

目的咖啡馆、餐厅和超级市场，将确保你生活舒适、

衣食无忧。当要学习时，你可前往室内计算机实验室

或户外学习区，随心选择适合你的学习环境！另外，

我们还提供各类运动设施，令你可一年四季保持身强

体健。你需要的一切，近在咫尺。

打开新的社交圈

你可以参加悉尼精选之旅，进一步了解这座城市；与

同学一起出行，游览月神公园；看一场本地足球比

赛，为球队加油助威。你还可以加入	UNSW	的学生

会	Arc，结交本地和国际朋友，并有机会参加	300	多

个学生俱乐部和社团。如果想与朋友共度夜晚，你可

前往标志性的	Roundhouse	酒吧，在那里聆听音乐

会、尽情舞蹈或观赏戏剧。在悉尼，你的生活永远充

满乐趣。	
	

了解更多在UNSW的学生生活，	

请访问：arc.unsw.edu.au

UNSW 校园地处中心位置，周围是一

个充满朝气、活力且多元的社区，学校

有 60,000 多名学生，欢迎你成为其中

一员。你仅需乘坐短途公共汽车或轻轨

即可到达悉尼的各大游乐圣地：举世闻

名的海滩、公园、购物区和市中心。

悉尼月神公园 

摄影：新州旅游局 (Destination NSW), Andrew Gregory

呵护个人健康

我们的校区提供各类医疗服务，包括诊所、医生、验

光师、牙医和物理治疗师服务等。心理与健康服务中

心是我们的校园心理诊所，提供免费且私密的咨询服

务，令你放心呵护自己的心理健康。

悉尼求职

作为国际学生，你可以在学习期间做一份兼职工作，

在放假期间做全职工作。你可参加我们开办的简历书

写和个人品牌提升工作坊以学习相关技能，也可参加

关于工作资格的讲座，获得相关知识以找到合适的工

作。我们的学生服务团队还可以帮你在悉尼找工作。

在开始找工作之前，请核对你的签证规定，以确保你

有工作许可。

签证条款请参考：immi.homeaffairs.gov.au

UNSW Global 志愿者

如果你想在学习同时进一步培养自己的专业能力

和沟通技巧，可以加入	UNSW	Global	志愿者团

队。通过帮助新生适应环境并增强归属感，你可以

结识新朋友并为	Global	社区作出贡献。

你将协助筹备和举办学生活动，包括各种大型活

动、迎新活动和导游活动。你还将获邀参与独家活

动，免费参加你提供志愿服务的出游活动，并且在

完成10小时或以上志愿服务后，获得一封推荐信。

要了解更多信息及加入方式，请发送电子邮件至	
volunteer@unswglobal.unsw.edu.au

投身 Global 社区

参与迎新日的 UNSW Global 志愿者

悉
尼
之
旅
由
此
开
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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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在UNSW悉尼主校区

适合：所有年龄段	
经批准适合：18	岁以下学生	
地点：校园内或附近	
更多信息：newcollege.unsw.edu.au  or  

accommodation.unsw.edu.au/apartments/jacaranda-hall 

在校园内或附近居住，放心开启你的独立人生。如果

你是首次离家生活，这可能是个十分理想的选择。	你

将获得个人空间和自由，同时，只要你需要，随时可得

到充分支持。你将拥有自己的独立房间，并可使用你

需要的一切设施。一些住宿供应方甚至还可包办你的

所有膳食！

入住学校附属宿舍

适合：18	岁以上学生	

地点：校园内或附近	

更多信息： accommodation.unsw.edu.au

UNSW	有众多附属宿舍，或由	UNSW	管理，或为独

立学院，提供一系列住宿选择。这些住宿位于校园内

或附近，你可选择全包、半包或不包膳食。有些学院还

提供满足性别要求的住宿选项，包括仅男生、仅女生

和男女均可入住的住宿。大多数学院都能满足清真、

犹太洁食和素食等饮食要求。

安家 UNSW 公寓

适合：18	岁以上学生	

地点：校园内或附近	

更多信息：accommodation.unsw.edu.au

若你偏爱更独立的生活方式并与其他	UNSW	学生一

起居住，你可选择校园内外的公寓。无论你希望与室

友合住还是向往更时尚的生活空间，UNSW	公寓都

能让你找到自己的一方天地。住宿费用因房间数量和

地段而异。

加入悉尼国际学生社区

适合：所有年龄段	

经批准适合：18	岁以下学生	

地点：靠近校园和悉尼市中心	

更多信息：scape.com 

加入充满活力的国际学生大家庭。你将居住在靠近校

园或市中心、安全便利的单间公寓或多人公寓，并有

机会结识来自其他大学的朋友。这些公寓配备现代化

设施，并设有可全天候为你提供帮助的工作人员，因

此，如果你未满	18	岁，或者希望结交来自世界各地的

新朋友，这是非常理想的住宿选择。

寻找你在 
悉尼的家

UNSW 提供众多校内和校外学生住宿选择，欢迎你入住其中。

无论你希望步行从家到达学校，还是希望靠近海滩或市区居住，我们都有一系列优秀的房源可满足你的需求。	

若你尚未满	18	岁，在你迈入独立生活的过程中，我们将提供你所需的一切帮助，令你倍感安心，同时，你还	

可以结识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并建立终生友谊。

以下是一些我们推荐的住宿选项，但如果你需要我们帮助你寻找合适的住宿，请发电子邮件给我们的住宿团队，

邮箱是 accommodation@unswglobal.unsw.edu.au

费用比较
参考这些大致生活费用，以正确选择你在	UNSW	学习期间的住宿。

UNSW 所有及/或附属于 UNSW 独立住宿供应商

UNSW 公寓 UNSW 学院 合租房 一居室

初始费用
押金、家具、水电煤接通费等

0	澳元 0	澳元 3,000	澳元 3,700	澳元

每周住宿费 290	澳元至	580	澳元 280	澳元至	600	澳元 250	澳元至	350	澳元 470	澳元至	650	澳元

互联网费 0	澳元 0	澳元 20	澳元至	55	澳元 20	澳元至	55	澳元

煤电费 0	澳元 0	澳元 35	澳元至	140	澳元 35	澳元至	140	澳元

食物费
食品采购和外出就餐

80	澳元至	280	澳元 10	澳元至	50	澳元 80	澳元至	280	澳元 80	澳元至	280	澳元

上学交通费 0	澳元 0	澳元 40	澳元 40	澳元

每周总计 370	澳元至	860	澳元 290	澳元至	650	澳元 425	澳元至	865澳元 645	澳元至	1,165	澳元

年度费用总计 52	周，19,240	澳元至	
44,720	澳元

44	周，12,760	澳元至	
28,600	澳元

52	周，22,100	澳元至	
44,980	澳元

52	周，33,540	澳元至	
60,580	澳元

注：租金和生活费用将因住宿类型和条件、位置、合住人数以及餐饮供应情况不同而有所不同。

入住寄宿家庭，融入当地文化
适合：各年龄段	

地点：全悉尼地区	
更多信息： 
unswglobal.unsw.edu.au/experience/accommodation

想了解当地文化吗？你可寄宿在澳大利亚当地家庭。你

将拥有自己装配齐全的房间，可以使用所有家具设施，

并可享用早餐和晚餐。租金通常包含燃气费和电费。

独立自主

适合：18	岁以上学生	

地点：全悉尼地区

自行租赁通常更经济实惠、更灵活，但要具体取决于你

所租房屋的地段和条件。在合住房屋或公寓中，一位学

生的每周费用在	250	澳元至	350	澳元之间。

UNSW 学校附属宿舍 

提前预订住宿，以免错过心仪的住宿。

澳大利亚内政部要求学生有足够的经济能力支付每年至少	26,000	澳元的生活费(不包括课程费用)。这意味着你每

月大约需要	2,170	澳元在住宿、食物、水电和娱乐方面，但实际费用将取决于你的生活方式和需求。你每年应准备

大约	31，000	澳元左右的预算。下面的每周花费可供参考。

欲获得更多信息，请访问：unswglobal.unsw.edu.au/experience/accommodation

*仅适用于Scape	Darling	House	和	Scape	Darling	Squ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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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未满 18 岁并且在悉尼没有父母

或监护人，我们的 《 18 周岁以下学生

关爱计划》专为你而设。我们会让你在

澳大利亚的学习生活充满乐趣、轻松便

捷且平平安安。

多年来，我们关照并辅助过情况与你类似

的数千名国际学生。我们专业的团队经

过严格培训，可以为你在澳大利亚生活的

各方面提供帮助——无论是安排合适的住

宿，支持你的学业，还是关照你的健康。

我们设置了一些简单规则，以确保你生活

安全并学有所成。

18 岁以下学生的签证要求
如果你未满	18	岁并想在澳大利亚学习，你需

要满足额外的签证要求，这可以通过两种方式

进行。

1. 加入	UNSW	Global	18	周岁以下学生关

爱计划。你需要填写相应表格才能申请，

但我们友好的招生团队将指导你完成整

个过程。

2. 在悉尼与你的父母或指定监护人居住。你

将需要获得澳大利亚内政部的批准。

未满18岁？ 
我们是你的
可靠港湾

欲获得更多信息，请访问 unswglobal.unsw.edu.au/under-18-care  
或访问	immi.homeaffairs.gov.au	并搜索	“Welfare	arrangements	for	students	under	18”

（18	岁以下学生的福利安排）

专属迎新活动 专为	18	周	岁以下学生设计的迎新活动，

让你可以认识学生顾问，熟悉《18	周岁以下学生规则》，

并了解我们的支持服务。

定期与学生顾问会面	可确保你的学习进度，并使他们了

解你的健康状况、社交生活和住宿情况。如果你有任何

问题，还可以向他们提问。

住宿协助 可帮助你解决任何住宿问题或更改住宿安排。

定期举办交流活动	可帮助你培养技能，以提高学习效

率，并获得独立生活的能力。	

升读 UNSW 辅导 可帮助你制定升入大学的规划，例如

处理课程间衔接间隔和安排住宿。	

全天候支持	专门应对紧急情况——在你需要我们帮助

时，我们都在。

你将收获

父母安心
我们提供家长信息讲座和在线会议，可帮助父母了解签

证和入学要求以及大学流程和学业目标，而且，如果你

进行在线学习，这些讲座也有助于父母为你提供支持。	

我们的学生顾问将与你的父母沟通，告知他们你的学业

进度及健康福祉。学生顾问还与各个团队和服务部门紧

密合作，以确保你在整个	UNSW	之旅中全程都得到支

持并充满安全感。

学生住宿

UNSW Global 
学生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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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学国际大一文凭课程

计算机科学国际大一文凭课程

媒体与传播国际大一文凭课程

商科国际大一文凭课程

工科国际大一文凭课程

理科国际大一文凭课程

商学学士

理学学士（计算机科学）

理学学士

工程学士（荣誉学位）

高中 12 年级
悉尼新南威尔士大学 
学士学位本科二年级

UNSW 国际大一 
文凭课程

学术英语课程 
（如需）

直升学士学位 
本科二年级

如果你成绩出色、英语能力良好并且对于大学

学习充满雄心壮志，那么 UNSW 国际大一文

凭课程是你的绝佳选择。成功完成12 个月的文

凭课程后，你将能升入商科、计算机科学、工

科、理科、媒体与传播或建筑学学士学位本科

二年级。

欲获得更多信息，请访问	
unswglobal.unsw.edu.au/study/diplomas-overview

UNSW 国际大一文凭课程

国际大一文凭课程升学方案

等同于学士学位本科一年级
国际大一文凭课程等同于学士学位本科一年级，所学

内容均受	UNSW	认可，与本科一年级学生所学课程

内容完全相同。你会得到更多关照和支持，让你对之

后的学习充满信心。

直升学士学位本科二年级
如果你只差一点才满足直接入读	UNSW	的要求并需

要一些额外支持，那么国际大一文凭课程是让你的升

读大学计划按原定进度推进的最佳选择，不必再为了

满足要求而延期入学。

良好的学习体验
你将可享受世界一流的	UNSW	设施（如图书馆、设

计工作室，计算机、工程和科学实验室），参加大学

俱乐部和社团，除此之外，UNSW	Global	还将为你

提供全力支持！你将享受至多	18	人的小班教学，并

能获得免费的个性化辅导和咨询！

UNSW	国际大一文凭课程	CRICOS	机构代码	00098G。

UNSW 国际大一文凭课程 升入 UNSW学士学位本科二年级

建筑学学士
室内建筑学士（荣誉学位）
景观建筑学士（荣誉学位）

传媒学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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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学日期  一月＊，八月	

课程时长  12	个月

科目数量  8	

升学目标  UNSW	建筑学学士/室内建筑

学士	(荣誉学位)/景观建筑学士	(荣誉学位)
本科二年级	

参考费用  41,760	澳元

奖学金  最高	7,500	澳元

CRICOS 课程代码  107826B

注：建筑学国际大一文凭课程学生必须在沟通
与学术英语(Communication	and	Academic	
Literacy)	课程取得	Satisfactory	Grade	成绩
（相当于雅思	6.5），并在所有其他课程至少获
得	PASS	成绩，才能升读	UNSW	相关学士本
科二年级。如果你想学的专业不在该清单上，
你也许能够获得其他专业通用课程的学分。

*想要衔接景观建筑（荣誉学位）的同学需选择
1月开学的国际大一文凭课程。

全球50强
建筑与环境专业

QS2022	世界大学学科排名

澳大利亚并列第一
建筑、城市与地区规划专业

2018澳大利亚卓越研究报告

通过在 UNSW 学习商科课程，培养你的管理与领导变革能
力，拓展你的社交圈与职业关系。
成功完成商科国际大一文凭课程后，达到相应升学要求，即可直接进入	UNSW

商学院就读商学学士、经济学学士或信息系统学士本科二年级。

该课程的科目设置独具创新性，课程将教你学习如何分析当前全球面临的商业挑

战和机遇。因此，当你成功升读后，面对一系列或偏重数据、或偏重人力，或偏重

全球市场、或偏重核心商业准则的商科专业，你都能从容选择。

建筑学士学位选择
· 建筑学

· 室内建筑（荣誉学位）

· 景观建筑（荣誉学位）

未来职业选择
· 建筑师

· 建筑技术人员

· 室内与空间设计师

· 建筑检验员

· 城市规划师

· 产品设计师

· 结构工程师

商学学士专业选择
· 会计学

· 商业分析

· 商业经济学

· 行为经济学

· 金融学

· 金融技术学

· 信息系统

· 国际商务

· 创新、战略与企业家精神

· 市场营销

· 税务学

· 人力资源管理

职业机遇就业方向
· 会计学

· 品牌经理

· 商业分析师

· 理财顾问

· 人力资源官

· 投资银行家

· 社交媒体经理

· 创业者

· 策略师

注：商科文凭课程学生必须在沟通与学术英语

(Communication	and	Academic	Literacy)

课程取得	Satisfactory	Grade	成绩（相当

于雅思	7.0），并在所有其他课程至少获得

PASS	成绩（总体平均分达到	60％），才能升

读	UNSW	商学学士本科二年级。如果你想学

的专业不在该清单上，你也许能够获得其他专

业通用课程的学分。

UNSW 商科国际大一文凭课程

#澳大利亚排名第二
商务与管理专业

QS2020	世界大学学科排名

#首选高校
最受澳洲初创企业创始人青睐

2018	年《澳大利亚创业企业统计年鉴》

#澳大利亚排名第一
会计与金融专业

QS2022	世界大学学科排名

未来的你
当你升读	UNSW	时，你可以选择适合你的专业，为未来职业做好准备。

UNSW  建筑学国际大一文凭课程

未来的你
当你升读	UNSW	时，你可以选择适合你的专业，为未来职业做好准备。

开学日期  一月，五月，八月	

课程时长  12	个月

科目数量  9	

升学目标  UNSW商学学士/经济学学士/信
息系统学士本科二年级	

参考费用  42,900	澳元

奖学金  最高	7,500	澳元

CRICOS 课程代码  102394F

可持续发展是当今世界的重要议题。
成功完成UNSW建筑学国际大一文凭课程后，达到相应升学要求，即可直

接进入UNSW建筑学学士、室内建筑学士	(荣誉学位)或景观建筑学士	(荣

誉学位)本科二年级。

UNSW建筑学国际大一文凭课程为你在建筑与环境领域的职业生涯提供

坚实的基础，让你为改善社区与创造具有影响力的建筑和公共空间做好准

备。你将以小班授课的方式了解有关建筑的设计、建筑史和传播，以及建筑

环境背后的科学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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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SW  计算机科学国际大一文凭课程

开学日期  一月，五月，八月	

课程时长  12	个月

科目数量  8 

升学目标  UNSW	理学（计算机科学）	
学士本科二年级	

参考费用  41,760	澳元

奖学金  最高	7,500	澳元

CRICOS 课程代码  102393G

注：计算机科学国际大一文凭课程学生必须在沟
通与学术英语	(Communication	and	Academic	
Literacy)	课程取得	Satisfactory	Grade	成绩（相当
于雅思	6.5），并在所有其他课程至少获得	PASS	成
绩，才能升读	UNSW	相关学士学位本科二年级。

“国际大一文凭课程的课程安排与学

士学位本科一年级的标准课程一样，

这令我轻松升读至计算机科学学士本

科二年级。这门课程为我提供了足够

的支持，也帮助我为UNSW 余下的

旅程做好了充分准备。”
–
Yousif Midhat Khalid, 伊拉克

计算机科学国际大一文凭课程

悉尼新南威尔士大学在读学生

#澳大利亚排名第三
计算机科学专业

QS2022	世界大学学科排名 

#最具就业能力毕业生

2020	年	AFR	百强未来领袖奖 

理学学士（计算机科学） 
专业选择
· 人工智能

· 计算机网络

· 计算机科学

· 数据系统

· 电子商务

· 嵌入式系统

· 编程语言

· 网络系统安全

职业机遇就业方向
· 大数据分析师

· 首席技术官

· 网络安全顾问

· 游戏程序员

· IT	顾问

· 软件工程师

· 系统工程师

#澳大利亚排名第一
工程与技术专业

2020	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

世界 15 强
土木与结构工程专业

QS2020	世界大学学科排名

#澳大利亚排名第一
工程学专业

2022	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

工程学学士（荣誉）
专业选择
· 航空航天工程

· 生物信息工程

· 化学工程

· 化学产品工程

· 土木工程

· 计算机工程

· 电气工程

· 环境工程

· 材料科学与工程

· 机械工程

· 机械与制造工程

· 机械电子工程

· 采矿工程

· 石油工程

· 光伏与太阳能

· 量子工程

· 可再生能源工程

· 通讯工程

职业机遇就业选择
· 航空航天工程师

· 生物信息工程师

· 土木工程师

· 化学工程师

· 计算机工程师

· 电气工程师

· 机械工程师

· 采矿工程师

· 石油工程师

· 通讯工程师

开学日期  一月，五月，八月	

课程时长  12	个月

科目数量  8 

升学目标  UNSW	工程学学士（荣誉）	
	本科二年级	

参考费用  41,760	澳元

奖学金  最高	7,500	澳元

CRICOS 课程代码  095863M

注：	工科国际大一文凭课程学生必须在沟通

与学术英语	(Communication	and	Academic

Literacy)	课程取得	Satisfactory	Grade	成绩

（相当于雅思	6.5），并在所有其他课程至少获得

PASS	成绩，才能升读	UNSW	相关学士学位本

科二年级。如果你想学的专业不在该清单上，你也

许能够获得通用课程的学分。	

未来的你
当你升读	UNSW	时，你可以选择适合你的专业，为未来职业做好准备。

未来的你
当你升读	UNSW	时，你可以选择适合你的专业，为未来职业做好准备。

技术正在改变世界——在 UNSW 学习计算机科学，你也能
改变世界。
成功完成计算机科学国际大一文凭课程后，达到相应升学要求，即可直接进入享誉

世界的	UNSW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就读理学学士（计算机科学）本科二年级。

你将学习计算机系统的设计、构造和使用，重点学习计算工具、操作系统、编译器

和翻译器以及计算机硬件背后的基本原理。在这所澳大利亚排名第一的工程学院

里，构筑自己的未来。

召唤所有未来的工程师！这是通往澳洲排名第一的工程学部
的桥梁课程。
成功完成	UNSW	工科国际大一文凭课程后，达到相应升学要求，即可直接进入

UNSW	就读工程学学士（荣誉）本科二年级。

国际大一文凭课程相当于本科一年级课程，将为你在数学、自然科学和计算科学

方面打下扎实基础，这样，当你升读学位课程时，无论选择何种工程学科专业，都

将得益于强大的知识和技能学习能力。通过学习多样化的科目，你将为未来的职

业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UNSW 工科国际大一文凭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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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SW  理科国际大一文凭课程

最具就业能力毕业生
2020 年 AFR 百强未来领袖奖

#澳大利亚排名第五
艺术与人文专业

QS2022 世界大学学科排名

#澳大利亚排名第一
研究实力

2018	年澳大利亚卓越研究报告

#澳大利亚排名第一
材料科学专业

QS2020 世界大学学科排名

#世界 50 强
解剖学、环境科学、地球与海洋
科学、材料科学、数学等专业

QS2020 世界大学学科排名

UNSW  媒体与传播国际大一文凭课程

开学日期  一月，五月，八月	

课程时长  12	个月

科目数量  8 

升学目标  UNSW	传媒学士本科二年级	

参考费用  39,450	澳元

奖学金  最高	7,500	澳元

CRICOS 课程代码  107827A

传媒学士学位专业选择
· 影视研究

· 传播与新闻学

· 传媒研究

· 公共关系与广告

· 影像制作

未来职业选择
· 企业传播经理

· 广告战略分析师

· 公共关系专家

· 媒体咨询顾问

· 品牌经理

· 记者

· 电影制片人

· 动画设计师

· 撰稿人

· 公关顾问

· 媒体顾问

理学学士学位专业选择
· 解剖学

· 生物学*

· 化学

· 食品科学*

· 遗传学

· 材料科学

· 数学

· 海洋与海岸线科学*

· 微生物学

· 分子与细胞生物学

· 病理学

· 药理学

· 海洋物理学

· 物理学

· 生理学

· 统计学

职业机遇就业选择
· 环境科学家

· 流行病学家

· 地球物理学家

· 医院技术员

· 海洋生物学家

· 医学博士

· 医学检验师

· 营养师

· 药剂师

· 科学教育家

· 科学家

· 兽医学家

未来的你
当你升读	UNSW	时，你可以选择适合你的专业，为未来职业做好准备。

未来的你
当你升读	UNSW	时，你可以选择适合你的专业，为未来职业做好准备。

激发你的创造力，让世界听到你的声音。
成功完成UNSW媒体与传播国际大一文凭课程后，达到相应升学要求，即可直接进

入UNSW就读传媒学士本科二年级。

在瞬息万变的媒体与传播世界，UNSW媒体与传播国际大一文凭课程将带你深入

了解所需的专业技能。你将学习如何分析问题、辩证性地思考以及通过更具创造

性和影响力的方式进行传播与沟通。

我们的世界需要更多有解决问题能力的人。在 UNSW 学习
理科，激发你的好奇心并大显身手。
成功完成UNSW	理科国际大一文凭课程后，达到相应升学要求，即可直接进入

UNSW	就读理学学士本科二年级。你在STEM领域的职业生涯将从这里起步。

理学学士学位课程内容广泛，你可以先学习生物学、化学和物理学的基础知识，然

后再专注某一领域并构建自己的未来目标。你所学习的国际大一文凭课程内容相

当于学士学位本科一年级课程。

注：媒体与传播国际大一文凭课程学生必须在沟

通与学术英语	(Communication	and	Academic

Literacy)	课程取得Satisfactory	Grade成绩	(相当

于雅思6.5),	并在所有其他课程至少获得PASS成

绩，才能升读UNSW相关学士学位本科二年级。

注：	理科国际大一文凭课程学生必须在沟通与学术英语

(Communication	and	Academic	Literacy)	课程取得

Satisfactory	Grade	成绩（相当于雅思	6.5），并在所有

其他课程至少获得	PASS	成绩，才能升读	UNSW	相关

学士学位本科二年级。如果你想学的专业不在该清单上，

你也许能够获得通用课程的学分。

*升入学士学位本科二年级后，学生须学习额外的科目，

故总体课程时间或将延长。

开学日期  一月，五月，八月	

课程时长  12	个月*

科目数量  8 

升学目标  UNSW	理学学士本科二年级	

参考费用  41,760 澳元

奖学金  最高	7,500	澳元

CRICOS 课程代码  095862A

“国际大一文凭课程采用小班制，让我在

学业的第一年里有更多课堂学习时间和

导师指点，帮助我顺利升入目前就读的

UNSW	理学学士本科二年级。”

–
Claudia Velda Widjaja, 印度尼西亚

理科国际大一文凭课程

悉尼新南威尔士大学在读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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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SW 预科课程是助你升读任意 UNSW 学士学位本科

一年级的桥梁课程。该课程通过精心设计，匹配学生的学

术和英语能力，为学生升入大学学习奠定基础。

灵活的入学要求 

如果你尚未达到悉尼新南威尔士大学本科学位课程或国际大一

文凭课程的入学要求，我们的一系列预科课程正适合你。这些课

程为不同水平的学生量身定制，并按照适合学生的步调推进，同

时提供恰到好处的支持和灵活性，以助你更快达成学习和职业

目标。

可衔接所有本科学位课程 

UNSW	预科课程适合每一个职业发展方向。你想学习建筑、

商学、网络安全、量子工程或面向任一其他职业方向的学位

课程吗？总有一门预科课程可助你达成目标。预科课程内容与	

UNSW	各学部合作研发设计，将助你为入读学位课程做好充分

准备。

预
科
课
程

助
你
达
成
所
愿

高中 11/12 年级
悉尼新南威尔士大学 

本科一年级UNSW 预科课程
学术英语课程 
（如需）

提供充分支持的桥梁课程

经验丰富的老师将为你提供定制化指导，令你享受个性化的学习体验。此外，导师定期反馈和持续性评估

也将推动你不断进步。

在这里，你将不断挑战自我，结交新的朋友，为步入世界	50	强大学做好充分准备。

UNSW Global 通过以下方式为学生提供丰富的学习支持：

·小班化教学

·个性化学习

·英语语言支持

·在线资源

·定期反馈

·学习俱乐部

·结对支持

·社交俱乐部和社团

·趣味活动

辅助学习 学术支持 社交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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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学日期  三月，八月，十一月	

课程时长  9	个月

每周课时  约	24	小时	

升学目标  UNSW	任意学士
学位	

· 短期，进度紧凑

· 仅限于物理科学、生命科学、商业、

· 设计与建筑、精算研究专业方向

· 快节奏的

· 助你为本科课程做好准备

· 平缓的教学进度，配合充分的	

学术支持

· 针对未满足标准预科课程入学	

要求的学生

· 平缓的教学进度，配合充分的	

学术支持

· 适合需要额外英语支持的学生

快捷预科课程 标准预科课程 附加预科课程 延长预科课程

欲获得更多信息，请访问：unswglobal.unsw.edu.au/study/foundation-studies-overview

始于足下。
	

千里之行，

人文和社会科学

热门学士学位课程

·文学

·犯罪学

·经济学

·教育学

·国际研究

·传媒

·社会科学

该方向将涵盖以下科目：

·学术英语

·学术计算机

·文化学

·国际问题与展望

·管理学

·数学

设计与建筑

热门学士学位课程

·建筑学

·文学

·施工管理与房地产

·设计

·美术

·工业设计

·室内或景观建筑

·传媒

该方向将涵盖以下科目：

·学术英语

·学术计算机

·文化学

·设计

·数学

你想通过科学、技术、创新或设计来改变世界吗？ 

或许你梦想从事工程事业或运营自己的企业？ 

选择正确的专业方向，将助你到达梦想的彼岸。

预科课程专业方向为你想在学士学位完成的专业相关的学习领域打好基础，做好准备。	

如果你打算学习	UNSW	预科课程或	UNSW	在线快捷预科课程，则需要选择与你心仪学位课程相匹配的专业方向。

欲获得更多信息，请访问：unswglobal.unsw.edu.au/study/foundation-studies-overview

欲查看学位课程和入学要求的完整清单，请参考第	48	页。

如果你需要建议以了解哪一专业方向适合你的目标学位课程，请发送电子邮件联系	UNSW	Global	录取团队，	

电子邮件地址为 admissions@unswglobal.unsw.edu.au

到达梦想的彼岸

哪个专业方向适合你？
商科或精算学

热门学士学位课程

·会计学

·精算学

·经济学

·金融学

·国际商务

·部分法学学位

·市场营销

该方向将涵盖以下科目：

·学术英语

·会计

·商法学

·学术计算机

·经济学

·管理学

·数学

物理或生命科学

热门学士学位课程

·生物医学

·工程学

·药理学

·医学

·心理学

·理学

该方向将涵盖以下科目：

·学术英语

·生物

·化学

·学术计算机

·数学

·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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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预科课程、附加预科课程和延长预科课程已经满足了预科课程的要求，这些课程已经在联邦政府招收海外学生院校及课程注册登记（CRICOS）上登
记，用以在澳大利亚为海外学生提供学术支持，帮助他们进入本科第一学年或其同等程度学习。预科课程	（CRICOS机构代码为00098G），标准预科课
程（CRICOS课程代码为	000725G），附加预科课程（CRICOS	课程代码为	019277D），延长预科课程（CRICOS	课程代码为	095626B）,	快捷预科课
程（CRICOS机构代码为060623E）。

开学日期  一月，四月，八月

课程时长  19 周周

每周课时  约 24 小时	

升学目标  UNSW任意学士学位				
本科一年级

开学日期  三月，八月，十一月

课程时长  9	个月

每周课时  约 24 小时	

升学目标  UNSW任意学士学位				
本科一年级

参考费用  38,000 澳元

奖学金  最高 7,500 澳元

CRICOS 课程代码  000725G

开学日期  一月，五月，八月

课程时长  12	个月

每周课时  约 24 小时	

升学目标  UNSW任意学士学位				
本科一年级

参考费用  42,500 澳元

奖学金  最高 7,500 澳元

CRICOS 课程代码  019277D

开学日期  三月，六月，十月

课程时长  15	个月

每周课时  约 24 小时	

升学目标  UNSW任意学士学位				
本科一年级

参考费用  48,500 澳元

奖学金  最高 7,500 澳元

CRICOS 课程代码  095626B

3938

参考费用  26,000 澳元

奖学金  最高 7,500 澳元

CRICOS 课程代码  060623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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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自我

作为预科课程的一部分，各种学术、社交和健康活动将让你挑战

自我活学活用。第一学期和第二学期均安排有为期五天、	内容丰

富的挑战周	(Challenge	Week)	，这五天将测试你的技能，挑战

你的极限，并助你在未来的大学学业中收获成功。

挑战周为你提供了绝佳的机会，帮助你了解学业进度，建立牢固

的人际关系，并了解当地社区。你将加深自我了解，熟悉课程，并

知道如何开始你的精彩	UNSW	之旅。

你将参与以下活动：

·参加挑战周，进一步了解课程内容

·参加英语口语俱乐部	(Conversation	Club)	以提高英语水平

·学会如何照顾自己

·参观与学习相关的场所

·认识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

·规划你在	UNSW	的未来并与教职员工见面

·参加	UNSW	迎新活动和职业发展方向讲座

连结， 
共同成长

连结
通过充满挑战任务和有趣活动的

一周，认识新同学并建立长久

友谊。

成长
在挑战周期间，每天的新任务将

促进你知识和技能的增长。

成功
认识自己，了解课程，熟悉环

境，从而取得更高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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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非常享受挑战周。学校会提供很多有关学位课程的介绍讲

座、教你如何写简历等活动，这能让我为大学学习做好充分的

准备。同时这些活动和交流活动还能让我结识同学，通过一起

完成挑战周任务来进一步增进我们的感情。我最喜欢的环节是

拍摄大赛。“
–
Farren Lianto,印度尼西亚

预科课程，设计方向

奖学金
入读预科课程的优秀学生最多可获得	7,500 澳元	

奖学金。

欲获得更多信息，

请访问：unswglobal.unsw.edu.au/apply/scholarshi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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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英语课程	CRICOS	机构代码	01020K。

如果你想在开始大学之旅前先提高英语技能，我们的学术英语课程正

适合你。学术英语课程可以助你专注学业，更轻松达成学习目标。

适合每一个学生

学术英语课程适合各种英语水平的学生，帮助你快速培养学术语言技能。	

这一系列课程还有助于你为接下来的学业发展方向做好准备。

为下一阶段做好准备

如果你希望达到某一门桥梁课程或	UNSW	学位课程的英语成绩要求，	

我们具有灵活性的英语课程将助你实现目标。

支持性、实用性、参与性

小班授课，根据学生英语水平进行教学，提供大量支持以及定期反馈和	

评估。课程授课方式为在线和面授，由业界一流老师教授，参与性及互动	

性极强，帮助学生培养批判性思维技能。

大学直升英语课程 (UEEC)

UNSW 国际大一文凭课程

UNSW 学士学位课程

UNSW 硕士学位课程

预科直升英语课程 (FEEC) UNSW 预科课程

哪一门英语课程适合你？

提升英语水平，
助力学业成功。

学术英语课程

学生公共休息室, UNSW Global

4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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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EEC

UNSW 预科课程 UNSW 学士学位课程FEEC

学生中心, UNSW Global

大学直升英语课程 (UEEC)

掌握大学水平英语技能
学习模式  面授

课程时长  10*、15	或	20	周

每周课时  20	小时	

升学目标  UNSW	学位课程或	UNSW		
国际大一文凭课程				

参考费用  每周	610	澳元

CRICOS 课程代码  080692D

通过学习 UEEC，只需 20 周或更短时间，你就可以达到自己的目标英

语水平，并满足心仪 UNSW 国际大一文凭课程或学位课程的英语要

求。学习 UEEC 的学生有 95% 升入 UNSW，你也将成为其中一员。

通过学习 UEEC，你将：
· 提高你的学术英语、写作和数字化技能

· 	在成功读完	UEEC	后，可直接升入	UNSW

· 对于大学学习建立信心并做好准备

· 学习基于	UNSW	讲座和阅读材料的内容

· 培养协作和独立学习技能

· 获得个性化反馈，保持不断进步

关于课程入学要求、日期和费用，请参考第	50	页	，59	页和第	60	页。

学会：
· 进行学术演讲

· 有效、自信地参与小组讨论

· 阅读大学学习阶段文献

· 制定独立学习的方法与计划

· 运用既定的学术规定和原理

· 理解讲座、讨论和媒体报道的内容

通过学习 UEEC，你将：
· 在顺利完成	FEEC	后，入读预科课程

· 受教于资历深厚、经验丰富的老师

· 结交新朋友

· 获得个性化的一对一支持

· 参加额外的交流和写作讲习班以培养新技能

· 每周完成阅读和听力任务以积累词汇量

关于课程入学要求、日期和费用，请参考第	50	页	，59	页和第	60	页。

学会：
· 展示、讨论、合作完成团队作业

· 高效记录讲座笔记

· 阅读学术文献，培养研究技能

· 撰写学术风格的书面文章

· 使用正确的语法，准确的发音

· 制定独立学习的方法与计划

UNSW 国际大一文凭课程

UNSW 学士学位课程

UNSW 硕士学位课程

欲获得更多信息，请访问：
unswglobal.unsw.edu.au/study/university-english-entry-course

欲获得更多信息，请访问：
unswglobal.unsw.edu.au/study/foundation-english-entry-course

学习模式  面授	

课程时长  10	周

每周课时  20	小时	

升学目标  UNSW	预科课程参

考费用  每周	610	澳元

CRICOS 课程代码  080691E

预科直升英语课程 (FEEC)

完美衔接桥梁课程
你可以在开始预科课程之前，先提高自己的英语能力。无需额外英语测

试，只需满足升学要求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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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热身英语课程令你为开始	UNSW	的学业做好准备，并增强你对自身英语能力的

信心。如果你已收到	UNSW	无条件录取通知书或雅思成绩为	6.5，大学热身英语课

程正适合你。该课程将培养与你学习领域相关的学术交流和读写能力，并带你领略澳

大利亚的大学文化。

在为期五周的课程时间里，你将学会如何使用学术搜索工具和	UNSW	学生账户，同

时对处理各类作业树立信心。你将融入在	UNSW	和悉尼的生活之中，结识朋友，探

索	UNSW	俱乐部和社团，并为开始攻读大学学位课程做好充分准备。

欲获得更多信息，

请访问：	unswglobal.unsw.edu.au/study/tertiary-orientation-program

大学热身英语课程 (TOP)

为 UNSW 的学习生活 
做好准备

大学热身英语课程	课程代码	084609E。

基础学术英语课程 (EAE)

培养学术英语技能 
通过学习基础学术英语课程	(EAE)，你将为继续学习	

UEEC	或	FEEC	打下基础。在为期	10	周的课程时

间里，你将培养学术阅读、写作、口语和思维能力，并

改善发音。你将熟读真实的	UNSW	课程材料，并获

得资历深厚、经验丰富的老师指导。

欲获得更多信息，请访问：unswglobal.unsw.
edu.au/study/essential-academic-english

“英语课程对培养我的学习技能起到了

重要作用。我学会了在讲座课上记笔记

的最佳方法，以及如何在我目前在读的	

UNSW	本科学位课程中取得好成绩。”
–
Meiwei Chen, 中国	
学术英语课程
悉尼新南威尔士大学在读学生

基础学术英语课程	课程代码	043923A。

John Niland Scientia大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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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资历
商科国际 

大一文凭 

课程

工科/计算机 

科学国际大

一文凭课程

理科国际大

一文凭课程

媒体与传播 

国际大一 

文凭课程*

建筑学国际

大一文凭课程

（室内建筑/

景观建筑）*

建筑学国际 

大一文课程 

（建筑学）*

快捷预科

课程
标准预科课程 附加预科课程 延长预科课程

IB 总分24 总分24 总分24 总分24 总分24 总分24 总分22 文凭/证书：
12，超过四门
科目

文凭第一年：
20，超过五门
科目

文凭/证书：
10，超过四门
科目

文凭第一年：
15，超过五门
科目

文凭/证书：
9，超过四门
科目

文凭第一年：
13，超过五门
科目

SAT 1,050， 
完成了

12 年级

1,050， 
完成了

12 年级

1,050， 
完成了

12 年级

1,050， 
完成了

12 年级

1050， 
完成了

12 年级

1050， 
完成了

12 年级

1000， 
完成了

12 年级

900， 
完成了

11 年级

850， 
完成了

11年级

800， 
完成了

121年级

GCE A/O 

Levels

GCE A 
Levels^: 6， 
2–4 门 A2  
科目平均 
成绩为 D

GCE A 
Levels^: 5， 
2–4 门 A2  
科目平均 
成绩为 D

GCE A 
Levels^: 5， 
2–4 门 A2  
科目平均 
成绩为 D

GCE A 
Levels^: 5， 
2–4 门 A2  
科目平均 
成绩为 D

GCE A 
Levels^: 5， 
2–4 门 A2  
科目平均 
成绩为 D

GCE A 
Levels^: 6， 
2–4 门 A2  
科目平均 
成绩为 D

GCE A 
Levels^: 4， 
2-4门A2科目

平均成绩为D

GCE O  
Levels:  16， 
四门相关科目

为 B

GCE O  
Levels:  12， 
四门相关科目

为 C

GCE O  
Levels:  10， 
四门相关科目

为 C/D

UNSW Global 入口

学术入学要求 

^（A*=6, A=5, B=4, C=3, D=2, E=1（,

注：
·	录取标准可能对特定科目另有要求，具体取决于你申请的桥梁课程专业方向；例如，可能对数学和/或理科科目有最低成绩要求。
·	要符合入学条件，学生在开学时必须年满	16	岁。如果学生无	11	年级或	12	年级的最终成绩，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也接受预估成绩（第	1	学期）。
·	UNSW	预科课程主要针对具有国际背景的学生设计，其中包括学术英语课程。
·	欢迎澳大利亚公民和永久居民申请所有	UNSW	预科课程和在线快捷预科（TPO）。
·	澳大利亚公民和永久居民可申请大学直升英语课程，但不能申请	UNSW	国际大一文凭课程。

UNSW Global 的录取办公室会认真审核收到的每份申请，并根据学生的学术和英语成

绩，向其发放相关课程的录取通知书。

以下入学录取要求仅供参考，关于最新入学要求，请访问	unswglobal.unsw.edu.au  学术资历

商科 
国际大一 
文凭课程

计算机科学/ 
工科国际大一

文凭课程

理科国际大一 
文凭课程

媒体与传播 
国际大一 
文凭课程

建筑学国际 
大一文凭课程 
（室内建筑/
景观建筑）

建筑学国际 
大一文凭课程

（建筑学）

在线快捷 
预科课程

标准预科课程 附加预科课程 延长预科课程

澳大利亚 ATAR: 70 ATAR: 70 ATAR: 65 ATAR: 65 ATAR: 65 ATAR: 70 ATAR: 60 ATAR: 55

11 年级

平均分 70％

ATAR: 50 

11 年级

平均分 65％

ATAR: 45 

11 年级

平均分 60％

中国 高考： 
总分 60％ 
高三： 
平均分 85％

高考： 
总分 60％ 
高三： 
平均分 85％

高考： 
总分 60％ 
高三： 
平均分 80％

高考： 
总分 60％ 
高三： 
平均分 80％

高考： 
总分 60％ 
高三： 
平均分 80％

高考： 
总分 60％ 
高三： 
平均分 85％

高三： 
平均分 
80％

高三或高二： 
平均分 75％

高三或高二： 
平均分 65％

高三或高二： 
平均分 60％

中国香港 香港中学 

文凭：14，
甲类分数最

高五门科目

总分

香港中学 

文凭：14， 
甲类分数最

高五门科目

总分

香港中学 

文凭：13， 
甲类分数最

高五门科目

总分

香港中学 

文凭：13，
甲类分数最

高五门科目

总分

香港中学 

文凭：13， 
甲类分数最 
高五门科目 
总分

香港中学 

文凭：14， 
甲类分数最

高五门科目

总分

香港中学 

文凭：13
，甲类分数

最高五门科

目总分

香港中学文凭： 

11，甲类分数最 
高五门科目总分 
中五： 

四门相关科目 
平均分 70％

香港中学文凭： 

8，甲类分数最 
高四门科目总分 
中五： 
四门相关科目 
平均分 60％

香港中学文凭： 
6，甲类分数最 
高三门科目总分 
中五： 

四门相关科目 
平均分 55％

中国澳门 中六： 
80%，四门

科目平均分

中六： 
80%，四门科

目平均分

中六： 
75%，四门科

目平均分

中六： 
75%，四门

科目平均分

中六： 
75%，四门 
科目平均分

中六： 
80%，四门 
科目平均分

中六： 
70%，四

门科目平

均分

中六： 
60%，四门科目 
平均分

中五： 
65%，四门科目 
平均分

中六： 
55%，四门科目 
平均分

中五： 
60%，四门科目 
平均分

中六： 
50%，四门科目 
平均分

中五： 
55%，四门科目 
平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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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及研究生： 

商学院、法学院

研究型研究生：	人文、设计与

建筑学部 直接入学*

学术英语课程

UEEC 10 周 UEEC 15 周 UEEC 20 周 30 周

雅思 7.0，写作 6.0 
(单项得分 6.0)**

6.5，写作 6.0 
(单项得分 5.5)

写作 6.0 
(单项得分 5.0)

6.0，写作 5.5 
(单项得分 5.0)

5.5，写作 5.5 
(单项得分 4.5)

托福

PBT

IBT

589，TWE 5.0

94，写作 25 
(单项得分 23)

577，TWE 5.0

90，写作 23

550，TWE 5.0

80，写作 20

537，TWE 4.5

75，写作 18

513，TWE 4.0

65，写作 18

PTE 65，写作 54 
(单项得分 54)

64，写作 54 54，写作 54 54，写作 46 46，写作 46

研究型研究生： 

商学院、法学院
直接入学*

学术英语课程

UEEC 10 周 UEEC 15 周

雅思 7.0，写作 7.0 
(单项得分 6.5)

6.5，写作 6.5 
(单项得分 6.0)

6.5，写作 6.0 
(单项得分 5.5)

托福

PBT

IBT

589，TWE 5.5

96，写作 27

(单项得分 23)

577，TWE 5.5

90，写作 25

577，TWE 5.0

90，写作 23

PTE 65，写作 58

(单项得分 58)

64，写作 58 64，写作 54

计算机科学/工科/理科/ 
建筑设计/媒体与传播/ 
国际大一文凭课程 直接入学*

学术英语课程

UEEC 10 周 UEEC 15 周 UEEC 20 周 30 周

雅思 6.0，写作 6.0

(单项得分 5.5)

6.0，写作 5.5

(单项得分 5.0)

5.5，写作 5.5

(单项得分 5.0)

5.5，写作 5.0

(单项得分 5.0)

5.0，写作 5.0

(单项得分 4.5)

托福

PBT

IBT

550，TWE 4.5 

75，写作 20

537，TWE 4.5

75，写作 18

513，TWE 4.5

65，写作 18

513，TWE 4.0

65，写作 14

483，TWE 4.0

56，写作 14

PTE 50，写作 50 

(单项得分 46)

50，写作 46

(单项得分 38)

46，写作 46

(单项得分 38)

46，写作 38

(单项得分 38)

38，写作 38

商科国际大一文凭课程 

直接入学*

学术英语课程

UEEC 10 周 UEEC 15 周 UEEC 20 周 30 周

雅思 6.5，写作 6.0

(单项得分不低于6.0)

6.0，写作 6.0

(单项得分 5.5)

6.0，写作 6.0

(单项得分 5.0)

5.5，写作 5.5

(单项得分 5.0)

5.0，写作 5.0

(单项得分 4.5)

托福

PBT

IBT

577，TWE 5.0 

90，写作 23

550，TWE 4.5

75，写作 20

537，TWE 4.5

75，写作 18

513，TWE 4.5

65，写作 18

483，TWE 4.0

56，写作 14

PTE 64，写作 54 
(单项得分 46)

50，写作 50 
(单项得分 46)

50，写作 46 
(单项得分 38)

46，写作 46 
(单项得分 38)

38，写作 38 

本科及研究生：人文、设计与建

筑学部，工程学部，医学与健康

学院，理学院

研究型研究生：工程学部，医学

与健康学院，理学院 直接入学*

学术英语课程

UEEC 10 周 UEEC 15 周 UEEC 20 周 30 周

雅思 6.5，写作 6.0

(单项得分 6.0)

6.0，写作 6.0 
(单项得分 5.5， 
口语 5.0)

6.0，写作 5.5 
(单项得分 5.0)

5.5，写作 5.5 
(单项得分 5.0)

5.0，写作 5.0 
(单项得分 4.5)

托福

PBT

IBT

577，TWE 5.0

90，写作 23 
(单项得分 22)

550，TWE 5.0

80，写作 20

537，TWE 4.5

75，写作 18

513，TWE 4.5

65，写作 18

483，TWE 4.0

56，写作 14

PTE 64，写作 54 
(单项得分 54)

54，写作 54 50，写作 50 46，写作 46 38，写作 38

欲了解更多信息和最新入学要求，请访问	unswglobal.unsw.edu.au/study/entry-requirements and  
unswglobal.unsw.edu.au/study/essential-academic-english

**教育学学士需满足雅思总分7分（写作与阅读不低于6.5分，口语与听力不低于7.5分）；教育硕士（小学教育与中等教育）需满足雅思总分7.5分（写

作与阅读不低于7分，口语与听力不低于8分）。

*	直接入读	UNSW	学位课程或国际大一文凭课程

注：除已列举的英语考试相关单项得分以外，其他英语考试或有单项得分要求，具体请联系UNSW	Global招生团队进行咨询。	

**	30周学术英语课程将由20周UEEC和10周EAE课程组成。

英语入学要求 
针对 UNSW 学位课程和国际大一文凭课程

在开始 UNSW 国际大一文凭课程或 UNSW 本科学位课程学习之前，学生需达到规定的英语水平。如

果你所取得的英语资质不在以下列表中，你仍然可以申请入读这些课程。欲获得更多信息，请发送邮件

至  	
admissions@unswglobal.unsw.edu.au	

根据你的英语水平，你可能需要额外学习学术英语课程。这可能包括学习大学直升英语课程（UEEC）

和基础学术英语课程（EAE）以获得 10 到 30 周的额外英语辅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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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入学要求
针对在线快捷预科课程和预科课程
在被	UNSW	在线快捷预科课程或	UNSW	预科课程录取之前，学生须达到规定的英语水平。如果
你所取得的英语资质不在以下列表中，你仍然可以申请入读这些课程。欲获得更多信息，请发送邮
件至		admissions@unswglobal.unsw.edu.au。

根据你的英语水平，你可能需要学习额外的学术英语课程。这可能包括学习预科直升英语课程
（FEEC）和基础学术英语课程（EAE）以获得	10	到	20	周的额外英语辅导。

欲了解更多信息和最新入学要求，请访问	unswglobal.unsw.edu.au/study/entry-requirements and  
unswglobal.unsw.edu.au/study/essential-academic-english

标准预科课程

精算学与商科

直接入学 学术英语课程

FEEC 10 周 20 周

雅思 6.0 (单项得分 5.0) 5.5 (单项得分 5.0) 5.0 (单项得分 4.5)

托福

PBT

IBT

537，TWE 4.0

75，写作 14

513，TWE 4.0

65，写作 14

483，TWE 3.5

56，写作 12

PTE 50 (单项得分 38) 46，写作 38 38，写作 32

快捷预科课程 直接入学 学术英语课程

FEEC 10 周 20 周

雅思 6.0，写作 5.5 (单项得分 5.0) 5.5 (单项得分 5.0) 5.0 (单项得分 4.5)

托福

PBT

IBT

537，TWE 4.5

75，写作 18

513，TWE 4.0

65，写作 14

483，TWE 3.5

56，写作 12

PTE 50，写作 46 (单项得分 38) 46，写作 38 38，写作 32

标准预科课程

人文，理科，设计与建筑

直接入学 学术英语课程

FEEC 10 周 20 周

雅思 5.5，写作 5.5 (单项得分 5.0) 5.0，写作 5.5 (单项得分 5.0) 4.5，写作 5.0 (单项得分 4.5)

托福

PBT

IBT

513，TWE 

65，写作 18

483，TWE 4.5

56，写作 18

457，TWE 4.0

47，写作 14

PTE 46，写作 46 (单项得分 38) 38，写作 46 32，写作 38

附加预科课程 直接入学 学术英语课程

FEEC 10 周 20 周

雅思 5.5 (单项得分 5.0) 5.0，写作 5.0 (单项得分 4.5) 4.5 (单项得分 4.5)

托福

PBT

IBT

513，TWE 4.0

65，写作 14

483，TWE 4.0

56，写作 14

457，TWE 3.5

47，写作 12

PTE 46 (单项得分 38) 38，写作38 32，写作 32

延长预科课程 直接入学 学术英语课程

EAE 10 周

IELTS 5.0，写作 5.0 (单项得分 4.5) 5.0 (单项得分 4.5)

TOEFL

Paper-based

Internet-based

483，TWE 4.0

56，写作 14

483，TWE 3.5

56，写作 12

PTE 38，写作 38 (单项得分 32) 38，写作 32

肯星顿校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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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你顺利完成UNSW预科课程或国际大一文凭课程，并达到入学要求，你将能够顺利升入

UNSW意向本科学位课程！

最新UNSW本科学位课程入学要求，请访问：

UNSW预科课程学生升入UNSW本科学位课程

UNSW预科课程会通过课堂作业、研讨课、实验室操作、学期考试和期末考试等方式来评估学生的学术表现。

学生需满足相应的GPA要求才能顺利升入意向的UNSW本科学位课程。关于如何计算预科课程GPA，可参考：

unswglobal.unsw.edu.au/calculating-your-grade-point-average

UNSW国际大一文凭课程学生升入UNSW本科二年级

商科国际大一文凭课程学生必须在沟通与学术英语	(Communication	and	Academic	Literacy)	课程取得	

Satisfactory	Grade	成绩（相当于雅思	7.0），并在所有其他课程至少获得PASS	成绩（总体平均分达到	60％）

，才能升读	UNSW	商学学士本科二年级。

建筑学、计算机科学、工科、媒体与传播、理科国际大一文凭课程学生必须在沟通与学术英语	(Communication	

and	Academic	Literacy)	课程取得Satisfactory	Grade成绩	(相当于雅思6.5),	并在所有其他课程至少获得

PASS成绩，才能升读UNSW相关学士学位本科二年级。

unswglobal.unsw.edu.au/study/progression-to-unsw-sydney

升学
UNSW 本科入学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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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大一文凭课程 专业方向

开学日期  
国际大一文凭课程

升读 
UNSW 二年级

12 个月 • 建筑学**

• 商科

• 计算机科学

• 工科

• 媒体与传播

• 理科

2022	年	8	月	29	日 2023 年	9	月	11	日（第三学期）

2023	年	1	月	16	日 2024 年	2	月	12	日（第一学期）

2023	年	5	月	8	日 2024	年	5	月	27	日（第二学期）

2023	年	8	月	28	日 2024	年	9	月	9	日（第三学期）

快捷预科课程 专业方向
开学日期
快捷预科课程

升读 
UNSW	一年级

快捷预科课程 

4 个月

• 商科

• 精算学

• 设计与建筑

• 物理科学

• 生命科学

2022	年	8	月	22	日 2023	年	2	月	13	日（第一学期）

2023	年	4	月	3	日 2023	年	9	月	11	日（第三学期）

2023	年	8	月	21	日 2024	年	2	月	12	日（第一学期）

快捷预科课程* 

4 个月

• 商科

• 精算学

• 物理科学
2023	年	1	月	3	日 2023	年	5	月	29	日（第二学期）

预科课程 专业方向
开学日期
预科课程

升读
UNSW 一年级

标准预科课程 

9 个月

• 人文和社会科学

• 商科

• 精算学

• 设计与建筑

• 物理科学

• 生命科学

2022	年	11	月	9	日 2023	年	9	月	11	日（第三学期）

2023	年3	月	22日 2024	年	2	月	12	日（第一学期）

2023	年11	月	8日 2024	年	9	月	9	日（第三学期）

标准预科课程* 

9 个月

• 商科

• 精算学

• 物理科学

2022	年	8	月	17	日 2023	年	5	月	29	日（第二学期）

2023	年	8	月	16	日 2024	年	5	月	27日（第二学期）

附加预科课程 

12 个月

• 人文和社会科学

• 商科

• 精算学

• 设计与建筑

• 物理科学

• 生命科学

2022	年	8	月	24	日 2023	年	9	月	11	日（第三学期）

2023	年	1	月	4	日	 2024	年	2	月	12	日（第一学期）

2023	年	8	月	23	日 2024	年	9	月	9 日（第三学期）

附加预科课程* 

12 个月

• 商科

• 精算学

• 物理科学
2023年	5	月	24	日 2024	年 5	月	27	日（第二学期）

延长预科课程 

15 个月

• 人文和社会科学

• 商科

• 精算学

• 	设计与建筑

• 物理科学

• 生命科学

2022	年	6	月	15 日 2023	年	9	月	11	日（第三学期）

2022	年	10	月	12 日 2024	年	2	月	12	日（第一学期）

2023 年	6	月	14	日 2024	年	9 月	9	日（第三学期）

延长预科课程* 

15 个月

• 商科

• 精算学

• 物理科学
2023 年	3	月	15	日 2024	年	5	月	27	日（第二学期）

国际大一文凭课程、在线快捷预科课程及预科课程
下列表格仅供参考，欲获得最新信息，请访问	unswglobal.unsw.edu.au

日期

*	若入学时不开设人文和社会科学、设计与建筑或生命科学专业方向：

• 对于希望攻读理学部学位课程的学生，通常可以选择物理科学专业方向，以代替生命科学专业方向（对于某些课程，商科或商科/精算学是首选专业方向）

• 对于希望攻读文科、设计与建筑学部学位课程的学生，通常可以选择商科专业方向，以代替人文和社会科学或建筑或生命科学专业方向（对于某些课程，物理科学是首

选专业方向）。

**建筑学国际大一文凭课程将不提供5月的入学点。希望升读景观建筑学士的学生需选择1月开学的建筑学国际大一文凭课程。

学术英语课程
下列表格仅供参考，欲获得最新信息，请访问	unswglobal.unsw.edu.au/study/university-english-entry-course和

unswglobal.unsw.edu.au/study/foundation-english-entry-course 

日期

大学热身英语课程 开学日期
升读
UNSW 一年级

5 周 2022 年	8 月	1 日 2022 年	9	月	12	日（第三学期）

2023 年	1 月 3 日 2023 年	2 月	13 日（第一学期）

2023 年	4 月 17 日 2023 年	5 月	29 日（第二学期）

2023 年	7 月	31 日 2023 年 9 月	11 日（第三学期）

欲获得更多关于迎新、考试、学期休息及其他有用日期的信息，	

请访问	unswglobal.unsw.edu.au/study/key-dates

基础学术英语课程 
10 周

大学直升英语课程 
20 周 15 周 10 周 

升读
UNSW 一年级

入读 UNSW 本科和研究生 

学位课程 2022	年	6	月	27	日
2022	年	8	月	1	日
2022	年	9	月	5	日

2022	年	9	月	5	日
2022	年	10	月	10	日

2022	年	10	月	10	日
2022	年	11	月	14	日

2023 年 2 月 13 日（第一学期）

2022	年	9	月	5	日	

2022	年	10	月	10 日
2022	年	11	月	14	日

2023	年	1	月	3	日
2023	年	1	月	3	日
2023	年	2	月	6	日

2023	年	2	月 6	日
2023 年 3 月 13 日

2023 年	5 月	29	日（第二学期）

2023	年	1	月	3	日	

2023	年	2	月	6 日
2023	年	3	月	13	日
2023	年	4	月	17	日

2023	年	4	月	17	日
2023	年	5	月	22	日

2023	年	5	月 22	日
2023 年 6 月 26 日

2023 年	9 月	11	日（第三学期）

2023	年	5	月	22	日	

2023	年	6	月	26	日
2023	年	7	月	31	日	

2023	年	9	月	4	日
2023 年	9	月	4	日	

2023	年	10	月	9	日
2023 年 10 月	9	日	

2023 年	11 月	13	日
2024	年 2	月 12	日（第一学期）

升读
国际大一文凭课程

入读国际大一文凭课程 2022 年	8 月 1 日 2022	年	9	月	5	日 2022	年	10 月	10	日 2023	年	1 月	16 日

2022	年	9 月	5 日 2022	年	11 月	14 日 2023	年	1 月	3 日 2023	年	2 月	6 日 2023	年	5 月	8 日

2023	年	1 月	3 日 2023 年 3 月	13 日 2023	年	4	月	17	日 2023	年 5 月	22 日 2023 年 8 月 28 日

2023 年	5 月 22	日 2023 年	7 月	31 日 2023 年	9	月	4	日 2023	年 10 月	9 日 2024  （第一学期）

基础学术英语课程 
10 周

预科直升英语课程  
10 周

开始学习
预科课程

升读
UNSW 一年级

入读标准预科课程 2022 年	8 月	1	日 2022	年	11 月	9 日 2023 年	9 月	11 日（第三学期）

2022 年 10 月 10 日 2023	年	1	月	3	日 2023 年	3 月	22	日 2024 年	2	月 12 日（第一学期）

2023 年 2 月 6 日 2023 年 5 月 22 日 2023 年 8 月 16 日 2024 年	5	月	27 日（第二学期）

2023 年 5 月 22 日 2023 年 7 月 31 日 2023 年 11 月 8 日 2024 年	9 月	9	日（第三学期）

入读附加预科课程 2022 年	8 月	1 日 2022 年	10 月	10 日 2023 年	1 月	4	日 2024 年	2 月	12	日（第一学期）

2023 年	1 月	3 日 2023 年 3	月	13	日 2023 年	5 月	24	日 2024 年	5 月	27	日（第二学期）

2023	年	2 月	6	日 2023 年 5	月	22	日 2023 年	8	月	23 日 2024 年	9	月	9	日（第三学期）

入读延长预科课程 2022	年	8 月	1 日 2022 年	10 月	12	日 2024	年	2 月	12	日（第一	学期）

2023 年	1	月	3 日 2023 年	3 月	15	日 2024	年	5 月	29	日（第二学期）

2023 年	2	月 6 日 2023 年	6 月	14 日 2024	年	9 月	11	日（第三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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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费参考
课程 （澳元）

建筑学国际大一文凭课程 $41,760

商科国际大一文凭课程 $42,900

计算机科学国际大一文凭课程 $41,760

工科国际大一文凭课程 $41,760

媒体与传播国际大一文凭课程 $39,450

理科国际大一文凭课程 $41 ,760

在线快捷预科课程 $15,960

快捷预科课程 $26,000

标准预科课程 $38,000

附加预科课程 $42,500

延长预科课程 $48,500 

课程 （澳元）

大学直升英语课程 （UEEC（ 10 周 $6,100 

15 周 $9,150 

20 周 $12,200 

预科直升英语课程 （FEEC） 10 周 $6,100

大学热身英语课程 5 周 $3,050

基础学术英语课程 （EAE） 10 周 $6,100

注：所列费用为	2023	年学费，并可能发生改变化。本指南中提及的所有费用均以澳元为单位。	

若费用发生更改，该更改将从每个日历年初始生效。此处列出的参考费用仅针对学费，不包括其他费用和收费。	

欲获得更多关于其他费用的信息，请访问	unswglobal.unsw.edu.au/additional-fees

欲获得更多有关于国际大一课程学费，请访问 unswglobal.unsw.edu.au/diploma-tuition-fees

在	UNSW	Global，勤奋的学生理应得到嘉

奖。如果你学习成绩优异，则可能有资格获

得一项奖学金，这将为你在通往悉尼新南威

尔士大学的旅程中提供额外资金支持。

奖学金，
勤奋好学的回馈

注：*条款和条件适用。学习在线快捷预科课程或英语课程的学生无法
获得	UNSW	Global	奖学金。

UNSW 桥梁课程奖学金
对于申请阶段成绩优秀的国际学生，UNSW	Global	

有可能向其奖励最高	7,500	澳元以资助其学习预科	

课程或国际大一文凭课程。

欲获得更多信息，请访问 
unswglobal.unsw.edu.au/apply/scholarships 

UNSW Global 学术奖
如果你顺利完成预科课程并将继续攻读	UNSW	学位课程，	

你可能有资格获得一年奖学金，金额最高为	10,000	澳元。

欲获得更多信息，请访问  

Ross Woodham 奖学金
如果你在预科课程学习中表现优异，并将继续攻读		

UNSW	学位课程，你可能有资格获得	Ross	Woodham	

奖学金，金额最高为	10,000	澳元。

欲获得更多信息，请访问 
unswglobal.unsw.edu.au/apply/scholarshi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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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申请
第一步——选择学位
选择你心仪的悉尼新南威尔士大学学位，这样你就能确定要在	UNSW	Global	学习的专业方向。

欲获得更多信息，请访问 unswglobal.unsw.edu.au/study/progression-to-unsw-sydney

第二步——查询入学要求
根据以下入学要求选择合适的	UNSW	Global	课程。

·学术入学要求，见	48	页

·英语入学要求，见	50	页

第三步——准备文件
你需要以下文件的经认证副本：

·学历证明（英文翻译件）

·标准化英语测试成绩（如适用）

·护照

如果你未满18岁，你还需要提供额外的材料。

第四步 –在线申请 

扫描以下二维码在线申请：

如果你是留学中介机构并要申请在线快捷预科课程，	

请访问 partner.studylink.com

第五步——接受录取通知书
一旦你的申请获得批准，你将收到录取通知书，其中将说明如何接受录取通知书以及如何支付定金	

或费用。

第六步——申请签证
如果你打算在悉尼学习，则需要申请签证。为此，你需要电子入学确认函	（CoE）——你会在完成第	

五步后收到该确认函。	

欲获得关于如何申请学生签证的信息，请访问 homeaffairs.gov.au/Trav/Stud

第七步——参加迎新活动，开始学习 
你将会通过电子邮件收到关于迎新活动的信息。无论你的学习模式是面授还是在线学习，你都必须	

参加迎新活动，因为这是你取得学业成功的关键一步。迎新日结束后，你将为	UNSW	Global	的学	

业准备就绪。

欲进一步了解如何申请，请访问 unswglobal.unsw.edu.au/apply/how-to-apply

注：如果你未满	18	岁，则还需要其他文件。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unswglobal.unsw.edu.au/experience/under-18-care 
*根据你所在国家的政策，你可以能需要提供真实短期入境者（Genuine	Temporary	Entrant）材料来申请你的学生签证。	
**我们提供在线课程和远程授课模式直到学生们可以顺利进入澳洲，您可以浏览官网来查看授课模式最新政策及后续调整。

国际大一文凭课程，请访问 apply.unsw.edu.au

预科课程或学术英语课程，请访问 unswglobal.unsw.edu.au/apply/how-to-apply

在线快捷预科课程，请访问	openlearning.connect.studylin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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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上通往
悉尼新南威尔士大学
的成功之旅

无论你选择哪条道路，UNSW	Global	课程都会确保

你在通往目标学位的旅程中稳步前进，并助你开启全

球职业生涯。我们期待全程为你提供支持，并在悉尼

校区欢迎你的到来。

扫描下方二维码，参加悉尼新南威尔士大学校区的	

360	度虚拟旅行，提前感受	UNSW	的学习体验。

悉尼市中心 
20 分钟公交车程

悉尼机场 
20 分钟自驾车程

G
E
T
 
S
T
A
R
T
E
D

邦迪海滩 Bondi Beach 
20 分钟自驾车程

Randwick  购物中心 
3	分钟轻轨车程

库吉海滩 Coogee Beach 
8 分钟公交车程

邦迪枢纽 Bondi Junction 
20 分钟公交车程

悉尼新南威尔士大学
艺术与设计学院校区  
10 分钟公交车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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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还有其他问题？ 
 unswglobal.unsw.edu.au

如有疑问请联系
china@unswglobal.unsw.edu.au

 +86 21 6288 5991

代理请联系
agent@unswglobal.unsw.edu.au

 +61 2 8936 2200

截至	2022	年	7	月，本指南所含信息正确无误。UNSW	Global	保留更改任何课程或入学要求的权利，恕不另行通知。如果你想在课程开始前先
确认课程或专业方向，请发送电子邮件联系	UNSW	Global	录取团队，电子邮件地址为	admissions@unswglobal.unsw.edu.au

UNSW	Global	是一家非营利性质的教育、评估和培训服务提供机构，由悉尼新南威尔士大学全资拥有。

英语课程由UNSW	Global	以	CRICOS机构代码	01020K	提供。UNSW	预科课程和	UNSW	国际大一文凭课程由	UNSW	Global	私人有限公
司提供，使用悉尼新南威尔士大学机构代码	00098G。UNSW	Global	的	ABN	为	62	086	418	582。UNSW	Global	CRICOS

课程代码可以参考：	unswglobal.unsw.edu.au/about/esos

UNSW	国际桥梁课程	
官方微信号

1对1官方咨询	
预约二维码

UNSW Global

@unswglobal

/unswglobal

UNSW-Globa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