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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克兰理工大学（AUT University）是新西兰发展最快，最有活力的大学。  
我校拥有新西兰领先的范围广泛的课程，并为国内外学生提供了一个优秀的学
习环境。

AUT是一所现代化的新西兰大学，十分注重教学研究和产业相结合。我们的学位
课程为学生在商业，工程，通信，旅游，健康科学和创意技术以及法律，会计， 
市场营销，护理，医学和运动领域的职业生涯做好准备。AUT还处于生物技术、
人工智能和营养等领域创新研究的前沿。

我们很自豪地提供从预科到博士层次的各种学术课程。AUT与工商界的密切联
系使我校毕业生拥有高就业率，令同行羡慕不已。

自2003年5月以来，奥克兰理工大学预科证书课程由UP国际学院独家授课。 本
课程旨在帮助国际学生进入AUT的本科学位课程，为学生提供必要的学科知识、
英语语言技能和大学学习技巧。

奥克兰理工大学预科证书获得新西兰大学协会的认证，可升读到新西兰所有大
学。我很高兴地告诉大家，完成奥克兰理工大学预科证书课程并开始AUT学位
课程学习的学生取得了超出其他学生群体的成功率。

我谨代表奥克兰理工大学欢迎你入读我们的预科证书课程，并期待你在圆满完
成学业时来大学学习。

Derek McCormack
校长

欢迎来到A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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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克兰理工大学是新西兰第二大，发展最快的大学，拥有三个位于奥克兰的校区。AUT因其强大的行业联
系和毕业生高就业率而闻名。

*2018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
**2018年QS世界大学排名  

前
全球大学排名**#1 “国际视野”排名

在澳大拉西亚居首,
全球位列第15位*

5
在国际化、教学、就业能
力、设施和包容性方面
获得QS5星级排名**

5600
超过

国际学生来自 
107 个国家

为什么在这里学习？

60+  
研究中心 
和研究所拥有 
世界一流的专业知识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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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西兰学习

#1 
全世界范围内 
未来教育排名**

基督城

惠灵顿

陶朗加汉密尔顿

但尼丁

奥克兰

#1 
全球
最清廉的
国家* 

欧洲

中国

印度

澳大利亚

东南亚

北美洲

南美洲

新西兰

非洲
中美洲

太平洋

俄罗斯

#3 
全球
最和平的国家排名***

#8 
世界上
最幸福的
国家排名^

*2017年全球清廉指数，透明国际
**全球教育未来指数，经济学人智库（EIU）
***2018年全球和平指数，经济与和平研究所
^2018年世界幸福感报告

在新西兰获得的学历得
到全球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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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西兰  
最大的城市–奥克兰

在奥克兰市中心的Britomart外放松身心

奥克兰市中心

伊甸山，奥克兰

德文波特的皮划艇运动

在杜德地区公园漫步

Wynyard Quarter，奥克兰市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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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市中心校区
UP国际学院

在奥克兰学习
奥克兰，“帆船之城”，是一个现代化和充满活力的环太平洋城市，及重要的 
国际中心。
奥克兰位于新西兰北岛的顶端，一个狭窄地峡将岛分为东西两个部分，人口超过150万。
欲了解有关在奥克兰学习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AUT Manukau校区  

• aucklandnz.com/study
• aucklandcouncil.govt.nz



7

AUT北岸校区

跻身25强 
全球大学城排名**

新西兰最佳城市 
工作机会、气候、环境和生活方式***

#13 全球应对未来
挑战城市排名~

位居第3 
全球最宜居的城市排名*

*2018美世生活质量指数
**2018年QS世界大学排名
***newzealandnow.govt.nz
〜2018WSP全球城市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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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克兰理工大学预科证书  

2019年学期（不包括迎新活动）

学期1 2月4日（星期一）至4月12日（星期五）

学期2 4月30日（星期二）至6月26日（星期三）

学期3 7月22日（星期一）至9月20日（星期五）

学期4 10月8日（星期二）至12月13日（星期五）

奥克兰理工大学 预科证书是学生进入本科的直通车课程，帮
助学生达到升读本科的要求，并为他们应对大学本科阶段的
学习挑战做好准备。
学生入学时获得两个入学通知书：
• 预科证书的录取通知书
•  一个 有条件的录取通知书，以便今后入读奥克兰理工大

学本科学位

学生成功完成预科证书（并满足其他入学要求）时，AUT会
向他们发送正式入学通知书。请注意，学生在成功完成本课
程后获得的学历证书是被新西兰大学认可的，并且可用作为
新西兰所有大学的录取依据。

校园位置
上课地点在奥克兰皇后街345号的UP国际学院奥克兰校园–
步行5分钟即可到达奥克兰理工大学城市校区。
UP国际学院奥克兰校园一流的设施，包括设备齐全的空调
教室和计算机实验室。 

入学成绩要求
学生必须年满16岁，并能够出示所成功完成的学习和学历证
明如下：
• 新西兰12年级（NCEA 2级）；或者
• 12/11年级（亚洲）；或者
• 高中3年级/2年级，或同等学历

数字学习
UP教育集团充分利用现代技术和数字学习，为学生提供当前
和引人入胜的课程。
•  每位学生都会得到一台iPad，可以在学习课程期间接触

到全部课程资料
•  UP教育集团获得Apple 杰出学校的美誉，这得益于我校

在教学中通过创新性的科技教学有效帮助学生实现学习
目标

科目
必修课：
• 英语I和英语II
• 高等教育学习技能
• 文化和社会
选修课：

• 会计

• 代数

• 生物学

• 微积分

• 化学

• 设计课

• 绘画

• 历史

• 宏观经济学

• 微观经济学

• 物理（力学或电力）

• 定量方法

• 统计

请注意，并非每个学期都开设全部科目。

学期日期
学年分为四个学期，每学期之间有短暂假期，学期4和学期
1之间有较长的假期。每年有四次开学。所有预科证书课程
的新生都需要参加迎新活动（参见第9页的开课日期， 
包括迎新活动）。
迎新活动会为学生介绍UP国际学院的预科学习 
情况，包括学术科目选择、银行业务咨询、教牧关怀和IT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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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加费用
 注册费用         NZ$300

机场接机和转机费（单程，每人）       NZ$110

医疗和旅行保险 （̂12个月）       NZ$633

资源和课程材料费（课程长达一年）       NZ$700

科目考试费          NZ$350

雅思考试费（仅限雅思成绩）       NZ$385

*若星期一是公众假期，则改为星期二

^国际学生在新西兰期间必须拥有全面的医疗和旅行保险。UP教育集团将通过南十字国际学生旅行保险政策为学
生安排保险，提供学生签证有效期内的保险。有关详细信息，请访问 scti.co.nz/international-student

要入读奥克兰理工大学 预科证书，学生可以选择最适合其学术水平和英语语言能力的课程选项。未达到所要求英语水平的学
生可以在全年的任何一个星期一*入读UP国际学院的英语课程。

课程选择
快捷课程

费用

2019

NZ$18,000

6 个月（2个学期）

学生必须能够出示在以下级别的英语语言能力证明
• 雅思6.0（各单项分数不低于5.0）；或者
•  相当于UP国际学院英语语言测试； 

或者
• UP国际学院英语课程学术英语5级；或者
• 获认可的同等学历

开课日期（包括迎新活动）

2019

1月31日，4月29日，7月18日，10月7日

费用

2019

NZ$20,500

标准课程
8–9 个月（3个学期）
学生必须能够出示在以下级别的英语语言能力证明：
• 雅思5.5（各单项分数不低于5.0）；或者
• 相当于UP国际学院英语语言测试； 

或者
• UP国际学院英语课程学术英语4级；或者
• 获认可的同等学历

开课日期（包括迎新活动）

2019

1月31日，4月29日，7月18日，10月7日

扩大课程
18个月（6个学期）

学生必须能够出示在以下级别的英语语言能力证明：
• 雅思4.5（各单项分数不低于4.0）；或者
• 相当于UP国际学院英语语言测试； 

或者
• UP国际学院英语课程学术英语2级；或者
• 获认可的同等学历

费用

2019

NZ$41,000

开课 日期（包括迎新指导）

2019

1月31日，4月29日，7月18日，10月7日

标准强化课程
12 个月（4个学期）

学生必须能够出示在以下级别的英语语言能力证明：
• 雅思5.0（各单项分数不低于4.5）；或者
• 相当于UP国际学院英语语言测试； 

或者
• UP国际学院英语课程学术英语3级；或者
• 获认可的同等学历

费用

2019

NZ$27,000

开课日期（包括迎新活动）

2019

1月31日，4月29日，7月18日，10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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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商科感兴趣？ 

您的兴趣

对酒店和旅游感兴趣？ 

对科学技术感兴趣？ 

对工程感兴趣？ 

对设计或创意技术感兴趣？ 

对艺术和社会研究感兴趣？ 

还不确定你想学什么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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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科目 文凭 职业发展

从众多商业科目中进行选择，为
您的商业学位奠定坚实的基础

选择商业和涉及英语学习较多的科
目，并为您的未来构建知识和技能 

选择化学、生物学、数学或商
业相关科目中的任何一门，为
顺利开始大学学习奠定基础 

选择代数、微积分、统计学、
物理学中的至少两个科目- 机
械、物理 - 电力以便在工程
领域拥有出色的职业道路 

这些学位课程没有学科要求，
但作为设计和视觉艺术专业的
申请者，您需要提交作品集，
建议选择设计或绘图课程

选择任何历史、定量方法
或统计课程，然后添加三个
您感兴趣的其他科目

奥克兰理工大学提供多个学
院的学位选择，其中基础学习
科目可以是灵活的 - 您可以任
选自己喜欢的科目，让我们帮
助您选择最适合您的学位

商学士

国际酒店或 旅游管理学士

科学/健康科学学士

工程/工程技术学士  

设计/视觉艺术/创意技术学士

文学/教育学士

学士学位 

会计师，商业分析师，银行家，运营经理，
销售或营销经理，税务顾问，政策顾问

活动经理，酒店运营经理，场地经
理，旅游营销，餐饮经理，餐厅老板

实验室经理，研究科学家，质量控
制技术员，海洋生物学家，中学教
师，护士，微生物学家，遗传学家

分析师，顾问工程师，硬件/软件
开发人员，项目经理，数量测量
师，研发工程师，系统工程师，网
络工程经理，运营研究经理

平面设计师，室内设计师，网页设计师，
工业设计师，营销协调员，制作助理，视
觉商人，电影和电视制作人，电影编辑

内容撰稿人，出版人，编辑，教师，零
售销售经理，技术作家，心理学家，
犯罪学家，社会工作者，情报分析师

无穷的可能性！

以下列举的仅是AUT毕业生 所从事 
的一些职业



12

AUT的学位 
奥克兰理工大学很自豪地培养出作好职业和全球双
重准备的毕业生 

四个C（好奇心、创造力、联系和协作）构成了新的全球通
行能力，这也是AUT教学理念的核心，以确保学生在经历
快速技术变革的世界中茁壮成长。

AUT的教师
奥克兰理工大学的五个学院是：
• 商业、经济和法律学院
• 文化与社会学院
• 设计和创意技术学院
• 健康与环境科学学院
• 毛利人和土著发展学院（Te Ara Poutama）
 欲了解有关AUT课程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aut.ac.nz/study/study-options

学年
AUT的学年分为三个学期： 
第1学期和第2学期，加上暑期学校。
• 第1学期：2月底至6月底
• 第2学期：7月中旬至11月初
• 暑期学校：11月底至2月初
某些学位课程有第1学期和第2学期的两个入学时间 
（见第14-15页）。

AUT迎新活动
AUT迎新活动使学生的学习之旅有一个良好的开端。

迎新活动让学生有机会与同年级同学见面，熟悉校园的设
施布局和所有可用的支持，并获得免费Wi-Fi连接！

学习和作业
大多数奥克兰理工大学学生针对15个学分的课程，每周
都需要花费大约4个小时的课时（讲座，辅导，研讨会或实
验室）。
针对每门课，学生每周还要进行大约6个小时的个人学习，
也就是说修读15学分的课程每周总共需要10个小时的学
习时间。
由于大多数学生每学期需要学习60个学分，这意味着他
们预期每周将要学习长达40小时。
为了取得好的学习成绩，学生应该知道如何：
• 在课堂做笔记
• 查找和阅读期刊文章和书籍
• 理解并使用引用资料
• 遵守学术诚信
奥克兰理工大学 预科证书开设有高等教育技能课程， 
可帮助学生掌握这些学习技巧。

欲了解有关奥克兰理工大学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 aut.ac.nz

• facebook.com/autuni

• youtube.com/aut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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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校园
信息
一旦学生顺利学完奥克兰理工大学 预科证书课程并完
成奥克兰理工大学的全部注册程序，他们就有资格获得
以下服务和机会：

学生中心
AUT学生中心可以回答您的任何询问。在AUT的三个校
区中，每个校区都有一个学生中心，专业人员可以协助处
理从入学到大学生活以外的事务，如签证和移民支持，
或住宿问题。

交通
穿梭巴士在各个校区之间运送学生和工作人员，并在迎
新期间提供城市和校园旅游。

帮助学生成功
图书馆和学习支持团队提供广泛的服务和数字资源，帮
助学生发展学术技能，包括举办研讨会，向学生展示如
何更聪明地，而不是更花力气地学习。
朋辈导师（Peer Mentor）计划使新学生与已经学完他
们正在学习的课程的高年级学生进行配对。

第一语言支持
AUT的许多学生大使和校园里的学生中心员工都能够
操多种语言。
大学还设有专门的中文中心，为讲中文的学生提供教牧
和学术帮助。

参与其中
我们鼓励学生加入俱乐部 - 可以从一系列学生社团、学
术和文化团体中选择，并由此结识志同道合的学生，结
交终生朋友。

AUT Edge奖
AUT Edge奖旨在对参与志愿服务、展示领导力和就业
活动的学生予以奖励。
未来的雇主寻找在协作、合作、社区服务技能，具有好
奇心、沟通能力和创造力的毕业生，而AUT Edge奖可
以帮助学生发展这些技能。
学生获得AUT Edge奖的情况将在其正式的成绩单中加
以注明。

国际交流
许多奥克兰理工大学的学生有机会在与我校合作的一
所海外院校学习，而他们在海外获得的学分可以用于获
取AUT本科学位。
欲查看AUT的海外合作伙伴机构列表，请访问： 
aut.ac.nz/studentlife



AUT 入学要求
本科课程

四个科目达到最低大 
学入学分数（总分 
400分）

开学学期 课程长
度（年） 附加要求和科目 最低英语语言要求

文化和社会 Culture and Society

文学士 Bachelor of Arts （中国研究，冲突解决，创意写作，犯罪学，烹饪艺
术，教育，英语和新媒体研究，活动管理，国际研究，日本研究，毛利人发展，
新西兰手语和聋人研究，心理学，社会科学）

200

2月和7月
新西兰
手语
和聋人教育研究
仅限3月份入学）

3
英语II（不低于65%），或雅思总分
6.0分（各单项分数不低于5.5分） 
或同等水平＃

国际酒店管理学士 Bachelor of International Hospitality Management  
(住宿管理，活动管理，食品和饮料、人力资源管理， 
市场营销，旅游）

200 2月和7月 3
英语II（不低于65%），或雅思总分
6.0分（各单项分数不低于5.5分） 
或同等水平＃

国际旅游管理学士学位 Bachelor of International Tourism Management
目的地旅游管理，旅游管理 200 2月和7月 3

英语II（不低于65%），或雅思总分
6.0分（各单项分数不低于5.5分） 
或同等水平＃

文学士 Bachelor of Arts （口译，NZSL-英语口译，翻译） 200
2月和7月
（NZSL 仅限3月份
入学）

3 面试、听力测试和写作测试
英语II（不低于65%），且雅思7.0，
口语和写作不低于7.0，阅读和听力
不低于6.5

教育学学士 Bachelor of Education [专业] 教学（幼儿、小学）
（可在北校区和南校区学习） 200 2月和7月 3

无犯罪记录证明，推荐人报
告，披露表/个人申报，面试，
识字和计算能力评估。必须
符合新西兰教育委员会的
要求。

英语II（不低于65%）和雅思总分7.0，
各单项分数不低于7.0

商业、经济和法律 Business, Economics and Law

商学士 Bachelor of Business （会计，经济，金融，人力资源管理和就业关
系，信息系统，国际商业和战略，管理，市场营销，广告，零售和销售） 200 2月和7月 3

英语II（不低于65%），雅思总分 
6.0分（各单项分数不低于5.5分） 
或同等水平＃

法学学士 Bachelor of Laws 200 2月 4
英语II（不低于65%），雅思总分 
6.0分（各单项分数不低于5.5分） 
或同等水平＃

设计和创意技术 Design and Creative Technologies

传媒学士 Bachelor of Communication Studies （广告创意，数字媒体，新
闻，公共关系，广播，电视和银幕制作） 260 2月和7月 3

简历，申请函，写作考试和
面试

英语II（不低于70%），雅思总分 
6.5，各单项分数不低于6.0或同
等水平

创意技术学士 Bachelor of Creative Technologies 240 2月 3
在任何两个科目平均为70分
或有更高分数

英语II（不低于65%），雅思总分 
6.0分（各单项分数不低于5.5分） 
或同等水平

设计学士 Bachelor of Design （通信设计，数字设计，时装设计， 
工业设计，空间设计） 240 2月 3 作品集

英语II（不低于70%），雅思总分 
6.5，各单项分数不低于6.0或同等
水平#

视觉艺术学士 Bachelor of Visual Arts 240 2月 3 作品集
英语II（不低于70%），雅思总分 
6.5，各单项分数不低于6.0或同等
水平#

理学士/数学科学学士 Bachelor of Science/Bachelor of Mathematical 
Sciences （分析，应用数学） 200 2月和7月 3

必须至少通过代数、微积分和
统计学中的两科

英语II（不低于65%），雅思总分 
6.0分（各单项分数不低于5.5分） 
或同等水平#

理学士 Bachelor of Science （天文学） 200 2月和7月 3
必须通过代数和微积分，以及
统计、物理 - 力学和物理 - 电
力中的任意两门 

英语II（不低于65%），雅思总分 
6.0分（各单项分数不低于5.5分） 
或同等水平#

理学士 Bachelor of Science （计算机科学） 200 2月和7月 3
必须通过代数和统计或微积
分中的至少一科 

英语II（不低于65%），雅思总分 
6.0分（各单项分数不低于5.5分） 
或同等水平#

计算机与信息科学学士 Bachelor of Computer and Information Sciences 
(分析，计算智能，计算机科学，IT服务科学，网络与安全，软件开发） 200 2月和7月 3

必须通过代数和统计或微积
分中的至少一科

英语II（不低于65%），或雅思总分
6.0分（各单项分数不低于5.5分） 
或同等水平#

工程学士 Bachelor of Engineering (Hons) （荣誉）（建筑工程，施工工
程，电气电子工程，机械工程，机械电子工程，软件工程） 300 2月和7月 4

在代数，微积分，统计学，物
理学 - 力学，物理 - 电学中
必须至少有两门达到65分
或以上

英语II（不低于65%），雅思总分 
6.0分（各单项分数不低于5.5分） 
或同等水平#

工程技术学士学位 Bachelor of Engineering Technology （建筑工程，建
筑服务工程，计算机与移动系统工程，电气工程，电子工程，网络与通信工
程，机械工程）

240 2月和7月 3
必须通过代数，微积分，统计
学，物理 - 力学，物理 - 电力
中的至少两门

英语II（不低于65%），雅思总分 
6.0分（各单项分数不低于5.5分） 
或同等水平#

学习预科证书课程的学生申请2019/2020AUT入学使用 
奥克兰理工大学所有本科课程需要以下预科证书课程成绩作为大学录取（UE）分数：八个科目（每科须通过考试，即50％），其中包括四个必修科目（英语I和II，文化与社会，大学学习技巧） 
和四个选修科目（见第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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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课程 四个科目达到最低大学入
学分数（总分400分） 招生学期 课程长

度（年） 附加要求和科目 最低英语语言要求

健康和环境科学 Health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s

健康科学学士 Bachelor of Health Science** 200 2月 和7月 3
必须能够满足《弱势儿童
法案》（VCA法案），包括警察
审查和裁判报告的要求   

英语II（不低于65％），或雅思
总分6.0分（各单项分数不低于
5.5分）或同等水平＃

健康科学学士 Bachelor of Health Science （病例管理，
咨询，卫生管理，公共和环境卫生，管理老年人的护理）** 

200 2月 3
必须能够满足《弱势儿童
法案》（VCA法案），包括警察
审查和裁判报告的要求 

英语II（不低于65％），或雅思
总分6.0分（各单项分数不低于
5.5分）或同等水平＃

健康科学学士 Bachelor of Health Science （护理医学）∞ 275 2月 和7月 3

必须能够满足《健康从业者
能力保证法》（HPCA法案）和
弱势儿童法案》（VCA法案）要求，
包括警方审查、免疫筛查
和裁判报告。 至少一门科目选自
生物学、化学、代数和统计学

英语II（不低于65％），且雅思
总分6.5分，各单项分数不低
于6.5分

健康科学学士 Bachelor of Health Science （心理学）** 200 2月 和7月 3
必须能够满足《弱势儿童
法案》（VCA法案），包括警察
审查和裁判报告的要求  

英语II（不低于65％），雅思总
分6.0分（各单项分数不低于
5.5分）或同等水平＃

健康科学学士 Bachelor of Health Science （助产士）* 
∞ + 

275 2月 3（包括暑
期学校）

必须能够满足《健康从业者
能力保证法》（HPCA法案）和
弱势儿童法案》（VCA法案）要求，
包括警方审查、免疫筛查
和裁判报告，至少有一个科目来自
生物学、化学、代数和统计学

英文II（不低于65％），且雅
思总分7.0，写作和阅读不低
于6.5，并且听力和口语不低
于7.0

健康科学学士 Bachelor of Health Science （护理）* ∞ 275 2月 和7月 3

必须能够满足《健康从业者
能力保证法》（HPCA法案）和
弱势儿童法案》（VCA法案）要求，
包括警方审查、免疫筛查
和裁判报告。至少一门科目选自
生物学、化学、代数和统计学

英语II（不低于65％），且雅思
总分6.5分，各单项分数不低
于6.5分

健康科学学士 Bachelor of Health Science （职业治疗，
物理治疗[4年]，足病学）*∞ 275 2月 3或4

必须能够满足《健康从业者
能力保证法》（HPCA法案）和
弱势儿童法案》（VCA法案）要求，
包括警方审查、免疫筛查
和裁判报告

英语II（不低于65％），雅思
总分7.0分，各单项分数不低
于6.5分

健康科学学士 Bachelor of Health Science（口腔健
康）* ∞ 275 2月 3

必须能够满足《健康从业者
能力保证法》（HPCA法案）和
弱势儿童法案》（VCA法案）要求，
包括警方审查、免疫筛查
和裁判报告。至少一门科目选自
生物学、化学、代数和统计学

英语II（不低于65％），雅思
总分7.0分，各单项分数不低
于6.5分

医学实验科学学士 Bachelor of Medical Laboratory 
Science* 200 2月 4

*∞必须能够满足《健康
从业者能力保证法》（HPCA
法案）要求，包括警察审查。必须学习统计学、化学和
生物学

英语II（不低于65％），雅思
总分6.5分，各单项分数不低
于6.0分

理学士 Bachelor of Science （应用自然保护，生物医学，
化学，环境科学，食品安全，食品科学，地理空间科学，健康
保护，海洋生物学，微生物学）

200 2月 和7月 3 优先考虑至少学习过两门科学课程的学生
英语II（不低于65％），雅思总
分6.0分（各单项分数不低于
5.5分）或同等水平＃

运动和娱乐学士 Bachelor of Sport and Recreation（教
练，健康与体育，运动科学与营养， 
管理，户外教育，运动与运动科学）

200 2月 和7月 3
必须能够满足《弱势儿童
法案》（VCA法案），包括警察
审查和裁判报告的要求

英语II（不低于65％），雅思总
分6.0分（各单项分数不低于
5.5分）或同等水平＃

学术顾问会提供关于预科科目的进一步建议，为学生所选定的学位打下良好基础。 
“学术科目”是指除了高等教育学习技能，文化与社会，英语I和英语II之外的四门学
科。学生必须完成120分的全部要求，并且所有科目成绩达到C-（通过）， 
或更高分数，以便获得大学录取（UE）和证书。
A = 优异成绩：A+= 90%, A = 85–89%, A- = 80–84%
B = 良好成绩：B+= 75–79%, B = 70–74%, B- = 65–69%
C = 通过: C+ = 60–64%, C = 55–59%, C- = 50–54%
D = 不及格
要获得以上所列学位的自动录取，除了完成预科证书之外，还有最低分数要求 
（如有规定）及经批准且已公布的附加要求。以上资料截至2019年01月是 
正确的，并可能进行更改。

*专业团体（委员会）可在注册时增加附加条件 如果本课程手册的描述与当前AUT校历
中的详细要求有所不同，应以后者为准。
**注册这些学位的学生所申请的指定临床学位的名额数量有限。
∞有限的名额。成功完成预科证书并不能保证能被这些学位课程录取。
＃英语II成绩在50–65% 之间的学生可以提交雅思（学术类）成绩作为入学参考。当前
AUT校历中列出了每个学位课程所需的雅思成绩。英语II成绩达到65%的学生被视为
是达到了雅思6.0的入学英语要求，而成绩不低于70%的学生被认为相当于雅思6.5。 
如果学生的英语II成绩达不到规定的分数标准，那么除了在这个科目上成绩达到 
C-（通过）外，还需要提供雅思成绩。
+四年制学位浓缩为三年制学位（暑期学校必修）



16

福利和住宿

我们关心我们的学生
我们的学生的福祉是我们的首要任务。我们知道，要在
学习上成功并取得好的成绩，学生必须有一个舒适的学
习和生活环境。在我们所做的每件事情中，我们都遵守政
府制定的国际学生照顾准则。
我们提供：
• 供所有学生参加的迎新活动
•  每个学院中学生与院长的比例很低，可以提供专门的  

支持
• 学生支持顾问，可以提供问题、支持或建议
• 活动和旅行是某些科目教学内容的一个部分
•  寄宿家庭工作人员会定期检查寄宿家庭 

（学生也可以提供匿名反馈）
•  有机会了解奥克兰理工大学的情况，并结识正在大学

学习的前预科学生 

住宿
在新西兰学习期间，国际学生可以选择与其父母或指定的看护人一起生活。为了充
分体验新西兰的生活，我们鼓励学生与寄宿家庭住在一起。

寄宿家庭 
寄宿家庭提供一个学生的房间、床、书桌、充足的暖气和互联
网接入。饮食包括周一至周五的早餐和晚餐，周六/周日以及
节假日的早餐、中餐、晚餐。洗衣服务也包括在内。
参加寄宿家庭Plus的每个家庭只能最多同时接待两
名国际学生。学生可以使用单独的浴室。
• 提供24/7呼叫中心号码，以便在紧急情况下提供帮助
•  所有寄宿家庭均需接受彻底检查 - 每个寄宿家庭都会接受面谈，

家庭检查取得满意结果后，我们才会安置学生住宿。
•  所有寄宿家庭提供者均要签署合同，同意接受特定的规则和标准， 

并遵守新西兰警方的审查程序 。
•  我们的寄宿家庭工作人员会对未满18周岁的学生每年至少家访三次。

•  所有款项均通过UP教育集团学生费用信托基金向寄宿家庭提供者支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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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费用

寄宿家庭费
寄宿家庭费是每周费用*。每多一天需按一周收费的七分之一收取费用。请注意，对于在奥克兰中心区域的寄宿家庭安置**，每周费
用增加NZ$30。
• 在奥克兰的18岁以下学生，     NZ$305/周（寄宿家庭Plus项目为NZ$340）+

• 在奥克兰的年满18周岁的学生，     NZ$290/周（寄宿家庭Plus项目为NZ$325）+

*每周价格包括住宿、洗衣和餐饮（周一至周五的早餐和晚餐；周六、周日、公众假期和学校假期（学生不在假期返家）时的早餐、午餐和晚餐）
**奥克兰中心包括：市中心，Mt Eden，Epsom，Freemans Bay，Grafton，Greenlane，Grey Lynn，Herne Bay，Kingsland，Newmarket，Newton，Parnell， 
Pt Chevalier，Ponsonby，Remuera，St Marys Bay，Sandringham
+包括每周一次的合规服务费用

附加费用（如适用）

• 住宿安置费*        NZ$300

• 18岁以下住宿保证和服务费**     NZ$600/年（或NZ$150/学期）
• 更换寄宿家庭的费用+每次更改需付    NZ$100/每次更改
• 假期留位费~       NZ$100/周
• 机场接机和转机服务      NZ$110

*费用仅在UP教育集团提供学生住宿协调时收取
**如果18岁以下的学生与父母、学生或其代表所安排的寄宿家庭生活在一起，则需要支付费用，这使我们可以每学期对寄宿家庭进行一次检查，以确保其符合经营守
则的要求（新西兰公民或永久居民无需支付此费用）
+只有当学生由于不可接受的原因而要求更换寄宿家庭时，及/或学生经常要求更换寄宿家庭时方需支付此费用（收取费用与否由注册人员自行决定） 

~当学生外出度假并要求寄宿家庭主人保留房间/物品时需要支付每周费用（第五天后开始收费）

学生公寓
18岁以上的学生可以预订学生公寓住宿。请注意，此项安排是学生/家长/代理人的责任。UP教育集团可以出具在奥克兰的住宿提
供者列表。
• 奥克兰单人间（最少预订：4周）     NZ$240-490/周
• 保证金*（取决于公寓）      NZ$400到4周租金
*当学生离开住宿时，会得到部分或全部退款，前提是住处应保持可接受的状态



18

学生故事

我的经历
出生于马来西亚的Priscilla Tho表示，奥克兰理工大学 预科证书课程为
她在新西兰大学生活中的出色表现打下了基础。
虽然Priscilla的英语没有问题，但是刚到的时候她一个人都不认识，又缺
乏海外生活经验。该课程是一个理想的选择，让她有时间适应，获得机
会，走出她的舒适区。
“我成了一名学生大使，并将安全事项告知其他同学。我们与新西兰警方
有联系 - 我们定期与他们会面，有时我们甚至会去参加巡逻。这真的很
有趣！”

Priscilla现在学习电视传播学和银幕制作学士学位最后一年的课程，她
的目标是电影制作。
“我喜欢利用自己的沟通和电影制作技巧创作文化和社会学纪录片，展示
全世界各行各业。
“大学学习可能非常具有挑战性，但它很有趣。我也有很棒的朋友和老
师，这让我更有收获。”

成功的快速通道
来自英国的查理·库尔森（Charlie Coulson）从他到达那一刻起就爱上
了新西兰，他有在英国工作七年的经历，还曾作过一次海外旅行冒险。
他已完成AUT预科证书快捷课程，目前正在AUT攻读地理空间 
科学学位。
“AUT是一个很棒的学习场所，因为在英国学习地理空间科学的机会
并不多。这个领域的职业机会非常多，所以对我来说这是一个轻松的
决定。”
查理还没有在英格兰完成中学学业，所以预科证书是他进入大学的最
佳选择。
“如果没有先进入UP教育集团 预科学习，我就不会在大学的第一个学 
期幸存下来。经过七年的间隔，我能够在老师的大力支持下轻松恢
复学习节奏。我们所学习的内容非常重要，为我的大学成功做好了准
备。”
查理正在学习普通话以及攻读学位。他在学习预科、上大学以及他在
天空城的兼职工作中结交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许多朋友。

图片提供 Leaving School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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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申请  

学生需提交：
• 填写完整的申请表格
• 最新成绩单或其他学历的副本
• 护照复印件
• 确认英语语言能力的文件

学生需要：
• 支付所有费用（注册、学费、住宿、保险和转

学费）
• 发送完整的入学录取表格
• 发送选课科目（如适用）

学生需要：
• 申请学生签证
• 将航班详情通知给UP教育集团

UP教育集团录取办公室：
• 接收申请
• 审核申请
• 通过电子邮件发送入学通知书和 

费用表

UP教育集团录取办公室：
• 发送收据和确认函
• 签发遵守经营守则的住宿安排确认书 

（供18岁以下学生签证申请用）

UP教育集团录取办公室：
• 安排住宿并发送详细信息（应要求）
• 组织机场接机并送到住宿处（应要求）

第1步 - 申请 

第2步 - 注册 

第3步 - 完成
想了解更多？
我们建议您联系您所在地区的UP教育集
团代表，了解有关在新西兰学习的更多信
息，或请他们回答具体问题。
您还可以访问以下有用的网站：
• aut.ac.nz
• enz.govt.n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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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学生关怀照顾实务守则

UP教育集团及学校签署了新西兰政府的《国际学生指导与照顾准则》（Code of 
Practice）。该准则由新西兰教育部出版，新西兰资格认证机构（NZQA）负责管
理，旨在确保国际学生充分了解各项信息、安全并得到妥善照顾。您可以在此了解”
准则”和UP教育集团对您的义务 www.nzqa.govt.nz/the-code

如有咨询和申请事宜请联系：

UP国际学院奥克兰校园
345 Queen St, Auckland

PO Box 6199, Wellesley St

Auckland 1141 
New Zealand

电话 +64-9-307 5399

电子邮件 international.enquiries@up.education
网址 partnerships.up.education

本手册在印刷时（2019年06月）已尽力确保提供的信息准确。UP教育集团保留在必
要情况下不经通知更改信息的权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