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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来到 
奥克兰大学
欢迎来到UP教育集团，学习升入奥克兰大学 
本科的预科课程。
选择UP教育集团，入读奥克兰大学预科证书课程，你可以在新西兰
最大，最宜居的城市奥克兰展开一段激动人心的旅程。

大学学习不只是为了获得学历。 每年都有7000多名国际学生选择
在奥克兰大学学习，结交终身挚友，培养宝贵的生活技能，接受国际
一流的教师和享誉全球的研究人员提供的教育并获得全球认可的
学历。 对于预科课程成绩达到大学学位课程所要求标准并满足大
学其他入学要求的所有学生，奥克兰大学将会保证录取。

自1999年以来，我们便一直与UP教育集团合作，而且许多升入本
科的预科毕业生在大学均取得了优异的成绩。 奥克兰大学和UP教
育集团之间的合作让你在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中获得范围广泛的
世界一流学历。 无论你对未来有何规划，这里的学习经历将拓宽你
的视野，并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 奥克兰大学提供范围广泛的科
目，并拥有出色的师资队伍，许多教师均是各自行业中的佼佼者。

奥克兰大学预科证书获得新西兰大学协会的批准，并得到所有新西
兰大学的认可。

我代表奥克兰大学，欢迎你参加我们的预科证书课程，并期待你在
UP教育集团成功完成预科课程学习后升读奥克兰大学。

Stuart McCutcheon

校长
奥克兰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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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选择在此学习？

*2018年QS世界大学排名

QS五星评级（最高等级） 
表彰大学在研究、教学、设施、国际化、
创新和包容性方面的卓越表现*

#1 

新西兰毕业生就业能力排名第一*

排名前20位 

考古学（第10名）、教育学 
（第17名）和解剖学（第18名）

排名前50位 

18个学科在全球大学 

中排名前50位*

30+ 

个本科课程，涵盖125个科目

40,000+ 
名学生

奥克兰大学是一所以研究为主导的国际化大学，学校以其卓越的成就享誉全球，为传播知识做出了重大贡献，并致力于服
务当地、国家和国际社区。
奥克兰大学是新西兰规模最大、排名最高的高等学府，位于奥克兰市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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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在新西兰

#1 
全球最清廉 
国家* 

#8 
全球幸福
指数排名 
第八^

#1 
全球教育未来 
指数排名第一**

#3 
全球和平指数 
排名第三***

新西兰学历 
受全球认可

基督城

惠灵顿

但尼丁

汉密尔顿
陶朗加

奥克兰

欧洲

中国

印度

澳大利亚

东南亚

北美

南美

新西兰

非洲
中美

亚太

俄罗斯

*“透明国际”组织发布的《2017年全球清廉指数》报告
**  经济学人智库（EIU）发布的《全球教育未来指数》报告
***经济与和平研究所发布的《2018年全球和平指数》报告
《̂2018年全球幸福指数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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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西兰 
最大的城市–奥克兰

Britomart，奥克兰市区

骑行登上North Head山顶，Devonport

Ponsonby Central，奥克兰

从北岸眺望奥克兰市区

奥克兰大学钟楼奥克兰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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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在奥克兰

UP国际学院奥克兰校园 

“千帆之都”奥克兰是一座充满活力的现代化都市，地处环太平洋的绝佳位置，是重要的国际中心。

奥克兰位于新西兰北岛的北部，横跨东西方向的狭长地峡，这里的居住人口超过150万人。

明智之选
超过50,000名国际学生均选择在奥克兰学习！

如需了解在奥克兰学习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 aucklandnz.com/study

• aucklandcouncil.govt.nz

• studyinnewzealand.govt.n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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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克兰大学 

排名前25位 
全球最适合学生的城市**

新西兰最佳城市
针对工作机会、气候、
环境和生活方式***

排名第13位
全球最积极应对未来
挑战的城市^

排名第3位 
全球最宜居城市*

*2018年美世生活质量指数调查
**2018年QS世界大学排名
***newzealandnow.govt.nz
^WSP 2018年全球城市指数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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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
必修：
• 学术英语（EAP）
以下科目中的四个：
• 会计
• 艺术史
• 生物学
• 化学
• 经济学
• 地理
• 物理
• 设计
• 摄影
• 统计
• 数学

（可根据需要提供绘画和音乐课程）
如需顺利完成预科证书课程，学生必须通过至少四门学术科目 

（40％即通过），而且学术英语（EAP）考试的成绩不得低于B或者
雅思总分达到6.0或以上。
奥克兰大学的录取要求：获得预科证书（总分必须达到最低要求 – 
参见第16–17页），而且EAP考试分数不得低于B或者雅思总分达
到6.0或以上（单项分数不低于5.5）。

开学日期
每个学年分为四个学期，每个学期之间有短暂的假期，第四学期和
第一学期之间的假期时间较长。 每年共有四次开学。 所有新入学
的预科学生都需要参加新生指导（参见第9页所列的包括新生指导
在内的开学时间）。
新生指导课程会向学生介绍UP国际学院的预科课程，涵盖学术科
目选择、银行业务建议、教牧关怀和IT支持等各类信息。

奥克兰大学预科课程
奥克兰大学预科证书课程*为想要获得大学录取资格并升入新西兰
大学继续深造的国际学生提供了完美的过渡课程。
学生注册并收到两份录取通知书：
• 预科证书课程的录取通知书
• 奥克兰大学本科学位的有条件录取通知书
只要学生顺利完成预科证书课程（并满足其他入学要求），奥克兰大
学便会向他们发出正式确认的录取通知书。 请注意，学生顺利完成
课程后获得的证书是由新西兰大学协会认证的证书，可用于申请新
西兰所有的大学。
*奥克兰大学预科课程由新西兰UP国际学院授课。

校区位置
授课地点位于UP国际学院奥克兰校园，地址：345 Queen St, 
Auckland。 从校园步行到奥克兰大学只需10分钟，学生可以使用
图书馆、学习中心和体育设施。
UP国际学院配备一流的设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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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岁并出示合格的学习经历/学历证明：
• 新西兰12年级（NCEA 2级证书）；或者
• 12/11年级（亚洲）；或者
• 高中3年级/2年级，或同等学历

奖学金
奥克兰大学每学期向预科课程中表现最佳的学生颁发5000新西兰
元的奖学金。 此奖项旨在表彰卓越的学术表现，并颁发给年级中总
分最高的学生。
此奖学金将用于抵扣奥克兰大学第一年的学费。

数字化学习
UP教育集团充分利用现代技术和数字化学习，以提供引人入胜的
现代化课程。
• 每位学生都会收到一台iPad，以便在学习期间查阅丰富的 

课程资料
• UP国际学院被评为2017-18年度的Apple杰出学校，表彰学校

在教学中使用创新技术，有效地帮助学生达成学习目标

2019年学期日程表（不包括新生指导）

第1学期 2月4日星期一 – 4月12日星期五

第2学期 4月29日星期一 – 6月26日星期三

第3学期 7月22日星期一 – 9月20日星期五

第4学期 10月7日星期一 – 12月11日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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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费用
 注册费用          300新西兰元
机场接机和交通费用（单程，每人）       110新西兰元
医疗和旅行保险（̂12个月）        633新西兰元
资源和课程材料费（涵盖一年的课程）      700新西兰元 

科目考试费         350新西兰元
雅思考试费（仅限需要雅思成绩的学位）      385新西兰元
 
*如果周一是公共假期，则改为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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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thern Cross国际学生旅游保险为学生投保，在学生签证的整
个期限内提供保障。 如需了解完整信息，请访问scti.co.nz/international-student

学生需选择一个最适合其学术水平和英语能力的课程，报名入读奥克兰大学预科证书课程。 英语水平未达到要求的学生可以在全年
的任意一个星期一*报名参加UP国际学院的英语课程。

课程选择

快捷课程

学费
2019

28,000新西兰元

8–9个月（3个学期）
学生必须提供英语水平达到以下要求的证明：

• 雅思总分5.5（单项分数不低于5.0）；或者
• 在UP国际学院英语测试中取得同等水平；或者
• UP国际学院的学术英语4级；或者
• 被认可的同等水平

开学日期（包括新生指导）
2019

4月29日，10月7日

学费
2019

42,000新西兰元

开学日期（包括新生指导）
2019

1月31日，7月18日

扩大课程
18个月（6个学期）
学生必须提供英语水平达到以下要求的证明：

• 雅思总分4.5（单项分数不低于4.0）；或者
• 在UP国际学院英语测试中取得同等水平；或者
• UP国际学院的学术英语2级；或者
• 被认可的同等水平

标准课程
12个月（4个学期）
学生必须提供英语水平达到以下要求的证明：

• 雅思总分5.0（单项分数不低于4.5）；或者
• 在UP国际学院英语测试中取得同等水平；或者
• UP国际学院的学术英语3级；或者
• 被认可的同等水平

学费
2019

28,750新西兰元

开学日期（包括新生指导）
2019

1月31日，7月18日

速成课程

学费
2019
18,500新西兰元

6个月（2个学期）
学生必须提供英语水平达到以下要求的证明：

•	 雅思总分6.0（单项分数不低于5.5）	
（本课程适合未达到但接近奥克兰大学心仪专
业直接入学要求的同学，更多信息请参考第8页）

开学日期（包括新生指导）
2019

1月31日，7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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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克兰大学学位

院系
奥克兰大学为国际学生提供广泛的学位和课程选择。

• 人文学院（包括人文、社会科学、文化、语言、语言学等专业）

• 商学院（包括会计、管理、市场营销、信息系统、国际商务等专业）

• 创意艺术与产业学院（包括建筑、舞蹈、设计*、美术、音乐、 
城市规划等专业）

• 教育和社会工作学院（包括幼儿教育、小学教育和中学教育、 
社会工作、健康、体育和体育教育等专业）

• 工程学院（包括生物医学、土木、化学和材料、计算机系统、 
电气和电子、工程科学、机械、机械电子学等专业）

• 法学院（包括商业、环境、国际、公共等专业）

• 医学和健康科学学院（包括护理、医学、药学、验光等专业）

• 理学院（包括生物、化学、计算机、地球、环境等专业）
*须经标准监管部门批准

学年
奥克兰大学的学年分为多个学期：

• 第一学期：二月下旬 – 六月下旬

• 第二学期：七月中旬 – 十一月中旬

• 最后一年的学期：十二月上旬 – 三月上旬

• 暑期课程：一月上旬 – 二月下旬
部分学位课程在第一学期和第二学期均有招生（参见第16–17页）。

学位结构
学分和课程
学位课程通常由每学年120学分的全日制学习组成。 三年制的学位
需达到360学分，四年制的学位需达到480学分，依次类推。

大多数全日制学生每学年学习8篇论文，每篇10-30分。一般来说，
每篇论文选修分数较高的课程的学生总体上会学习较少的论文。

主修、辅修和专业
选择一个专业，单学位或双学位，或一个主修专业加一个辅修专业。 
这些是大部分本科学习的重点，因为专业的学习深度将拓展至本科
阶段的最高水平。

无论你打算留在新西兰还是前往世界其他地方工作，奥克兰大学的学位课程都将为你 
未来的职业生涯奠定良好的基础。

奥克兰大学学位的独特之处
奥克兰大学学位课程的一个独特之处在于通识教育部分。 除了常
规研究领域的课程之外，学生还可以从丰富多样的科目中选择一
到两门课程进行学习，以实现更加全面的发展。

通过这种方式，学生能够更好地了解新西兰及其在全球的地位， 
还有机会接触不同的同学，并受益于跨学科研究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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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信息
顺利获得预科证书并正式入读奥克兰大学后，你便可以享受以下
学生服务和机会：

iSPACE
iSPACE是一个专为国际学生活动设置的校区休息室，这里也是结
识其他同学的绝佳去处。 休息室也用于举办社交活动、研讨会和
其他学生活动。

AskAuckland
通过学生在线门户网站查找与奥克兰大学相关的所有问题的答案。

社团
加入社团，校园内共有200多个社团。 新生指导周会举办 
社团博览会，可以借机多多了解。

360 国际交换项目
本科学生可以申请到海外交换学习一到两个学期，交换项目涵盖
24个国家的110多所合作大学。

大学学术英语课程
随时参加英语语言强化课程（ELE）以  提高你的学术英语水平。

UniGuide
申请校园向导帮助——UniGuide（来自同一学院的在读学生）， 
在新学期的头几周带你熟悉校园并解答你的疑问。

学生领导力课程
参加领导力课程，涵盖单次互动讲座或为期两天的高强度工作坊。

志愿者中心
志愿参加各式各样的组织和社区项目，你的付出将得到官方的认
可并体现在大学成绩单上。

如需了解奥克兰大学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 auckland.ac.nz

• facebook.com/uniofakl

• youtube.com/uniofauck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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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的亲身经历 

“因为新西兰和巴林的教育体系有很大差异，我需要先修预科课程，以便更
好地适应新西兰的高等教育，”来自巴林的学生Mohamed Alansari说道。

“我完成了数学和教育文学学士学位，然后又攻读了教育荣誉学位 
（一等荣誉），教育文学硕士学位（一等荣誉），我现在已经获得社会 

心理学教育专业的博士学位。”
“我现在是奥克兰大学教育和社会工作学院的研究员。 我工作职责是举办

讲座，内容包括教育和社会心理学、研究方法和提高大学生的学习成绩。”
“我是一个大梦想家。 我希望未来自己能承担一个具有挑战性的领导职位，

使我能够在教育学生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并在各个教育层面满足他们的
需求。”

梦想如何实现 

Xinpei (Harriet) Zhou在17岁时从中国来到新西兰。
“我决定学习奥克兰大学预科证书课程，因为它不仅提供英语课程，还提

供我在中国从未学过的科目，如会计和经济学。 预科学习让我更好地融
入奥克兰大学的学习，之后我获得了商科学士双学位，主修市场营销和国
际商务。”

“UP国际学院的老师非常友好，我便是深受一位老师的影响，激发了我对
商业研究的兴趣。 课程的优点在于它让学生有机会尝试不同的科目并适应
新西兰文化。”
Harriet现在是一名成功的营销专家，经营着自己的公司，专门帮助新西兰
和澳大利亚品牌推广中国市场。 2016年，她凭借在尼尔森推广中国文化的
出色成绩荣获新西兰华联会颁发的杰出贡献奖。

学习市场营销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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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和住宿
我们关爱每一位学生
保证学生的福利是我们工作的重中之重。 我们知道学生必须处在舒适的学习和生活环境中才能够学有成效并取得好成绩。 我们所做的
每件事均遵照新西兰政府颁布的《国际学生指导与照顾准则》。

我们提供：
• 为所有新生提供新生指导
• 控制学生人数与课程教务长的比例，以提供专门的支持
• 学生辅导员，可以帮助解答学生问题，提供支持或建议
• 活动和旅行，作为一些科目课程的一部分

• 寄宿家庭联络员定期对寄宿家庭进行家访（学生也可以提供反馈并受隐私保护）

住宿
在新西兰留学期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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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寄宿家庭住宿为学生提供一个住宿房间，包括床、书桌、充足的暖气和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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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寄宿家庭Plus项目的每个家庭同时接待最多两名国际学生。 学生可以使用单独的浴室。

• 24小时全年无休的紧急呼叫中心可以帮助任何可能发生的紧急问题。
• 所有住宿安排均经过彻底审核 – 每个寄宿家庭都会接受面谈，我们还会实地检查房屋状况，确保一切符合标准后才会安排学生入住。
• 所有寄宿家庭都会签署一份合同，同意特定的规则和标准，并通过新西兰警方的审查程序。
• 住宿家庭联络员会对未满18周岁的学生每年至少家访三次。
• 所有款项均通过UP教育集团学生费用基金发给住宿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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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宿费
寄宿费为每周价格*。 额外的天数按每周价格的七分之一计算。 请注意，位于奥克兰中区的寄宿家庭**，其每周费用会增加30新西兰元。
• 18周岁以下的奥克兰学生：    每周305新西兰元（寄宿家庭Plus：340新西兰元）+

• 18周岁以上的奥克兰学生：    每周290新西兰元（寄宿家庭Plus：325新西兰元）+

*每周房价包含住宿、洗衣和餐饮（周一至周五提供早餐和晚餐；周六、周日、公共假期和学校假期为不回家的学生提供早餐、午餐和晚餐） 
**奥克兰中区包括：市中心、Mt Eden、Epsom、Freemans Bay、Grafton、Greenlance、Grey Lynn、Herne Bay、Kingsland、Newmarket、Newton、Parnell、 
Pt Chevalier、Ponsonby、Remuera、St Marys Bay、Sandringham

+包括每周收取的合规检查服务费

其他费用（如适用）

• 住宿安置费*      300新西兰元
• 住宿保证和服务费（针对18周岁以下的学生）**  每年600新西兰元（或每学期150新西兰元）
• 寄宿更换费+      每次更换收取100新西兰元
• 假期留房费~      每周100新西兰元
• 机场接机和交通费用     110新西兰元
*此费用仅在UP教育集团安排学生住宿的情况下收取
**如果18周岁以下的学生住在由父母、学生或其代表安排的寄宿家庭，则需支付此费用，以便学校每学期检查一次住宿，以确保住宿符合准则要求
+当学生以不合理原因频繁要求更换寄宿家庭时，则需缴纳此费用。此项费用由教务长（Registrar）视情况收取。
~学生假期离开期间，要求寄宿家庭为其保留房间、看管行李物品需支付的每周费用（第五天后收费）。

学生公寓
18周岁以上的学生可能想要预订学生公寓。 请注意，学生/家长/代理人需自行安排。 UP教育集团可提供奥克兰学生公寓的列表。
• 奥克兰单人间公寓（4周起订）    每周约240-490新西兰元。
• 押金*（根据公寓的情况而定）    从400新西兰元到4周租金不等。
*当学生搬离时，根据房间的使用情况，押金可部分或全部退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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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克兰大学的入学要求
适用于申请入读2019/2020年度奥克兰大学预科证书课程的学生
请注意，雅思总分低于6.5，单项不低于6.0（或者英语最低成绩B+）的奥克兰大学新生需在第一学年期间通过学术英语课程。 

院系 课程
最低入学分数

（4–5个成绩最好
的科目的总分）*

英语水平最低要求 开学学期 其他要求 课程长度
（年数）

人文学院 文学学士学位 （BA） 220 英语最低成绩为B，或雅思总
分6.0，单项分数不低于5.5

第一学期和 
第二学期

3

跨学院 全球研究学士
（BGlobalSt）

270 雅思总分6.5，单项分数不
低于6.0

第一学期 
和第二学期

3

商学院 商科学士（BCom） 230 英语最低成绩为B，或雅思总
分6.0，单项分数不低于5.5

第一学期和 
第二学期

3

资产学学士（BProp） 230 英语最低成绩为B，或雅思总
分6.0，单项分数不低于5.5

第一学期和 
第二学期

3

创意艺术和 
工业学院

建筑学学士（BAS） 320（5个科目）

280（4个科目）

英语最低成绩为B，或雅思总
分6.0，单项分数不低于5.5

第一学期 择优录取（根据创意作品集和书面陈 
述进行定性评估）1

3

舞蹈学学士
（BDanceSt）

220 英语最低成绩为B，或雅思总
分6.0，单项分数不低于5.5

第一学期 择优录取（根据CV、书面陈述和试镜/面试 
情况进行定性评估）1

3

设计学士（BDes）** 230 英语最低成绩为B，或雅思总
分6.0，单项分数不低于5.5

第一学期 3

美术学士 （BFA） 220 英语最低成绩为B，或雅思总
分6.0，单项分数不低于5.5

第一学期 仅限择优录取（根据创意作品集和书面陈述 
进行定性评估）1

4

音乐学士（BMus）– 
创作实践（古典、作
曲、爵士或流行音乐）

220 英语最低成绩为B，或雅思总
分6.0，单项分数不低于5.5

第一学期 择优录取（根据试镜/作品集进行定性评估 – 
参阅奥克兰大学网站所列的要求）1

3

音乐学士 
（BMus）– 音乐研究

220 英语最低成绩为B，或雅思总
分6.0，单项分数不低于5.5

第一学期 3

城市规划学士（荣誉）
(BUrbPlan (Hons))

320（5个科目）

280（4个科目）

英语最低成绩为B，或雅思总
分6.0，单项分数不低于5.5

第一学期 仅限择优录取（根据书面陈述进行定性评估）1 4

教育和 
社会工作系

教育学学士（教学） 
(Bed (Tchg))

230 雅思总分7.0，单项分数 
不低于7.0

第一学期 仅限择优录取（根据面试、无犯罪调查、安全调查和
推荐人报告的情况 - 可能还需要测试读写能 
力和算数能力） 1

3

体育、健康和
体育教育学士

（BSportHPE）

230 英语最低成绩为B，或雅
思总分6.0，单项分数不低
于5.5

第一学期和 
第二学期

3

社会工作学士
（BSW）

230 雅思总分7.0，单项分数 
不低于7.0

第一学期 择优录取（根据无犯罪调查、安全调查和推荐人报
告的情况；可能还需要面试）1

4

工程学院 工程学学士（荣誉） 
(BE (Hons))

320（5个科目）

280（4个科目）

雅思总分6.5，单项分数不
低于6.0

第一学期；第二
学期通过择优
录取（视情况
而定）

微积分和物理 4

法律学院 法学学士 
第一阶段
(LLB (Part I))

学生必须同时获得另
一个学士学位的名
额；根据该学位的入
学要求入学

必须达到另一个学士学位
的最低英语要求

第一学期和 
第二学期

根据第一阶段的成绩择优入读第二阶段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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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系 课程
最低入学分数 

（4–5个成绩最好
的科目的总分）*

英语水平最低要求 招生学期 其他要求 课程长度
（年数）

医学和健康 
科学学院

健康科学学士（BHSc） 270 雅思总分6.5，单项分数不
低于6.0

仅第一学期（针对
MBChB预科），否
则第二学期也可以

一个科学科目。2 3

医学学士和外科学士
(MBChB)

没有直接入学 第一学期 没有直接入学；根据申请人第一年的 
BSc（生物医学科学）或BHSc、UMAT 
成绩和面试情况择优录取。1

63

护理学学士（BNurs） 270 雅思总分6.5，单项分数不
低于6.0

第一学期 生物、化学或物理中的一科；名额有限， 
按面试情况择优录取1

3

验光学士 
（BOptom）

没有直接入学 第一学期 没有直接入学；根据申请人第一年的 
BSc（生物医学科学）成绩和面试情况择优
录取1

54

药学学士 
（BPharm）

没有直接入学 第一学期 没有直接入学；根据申请人第一年的 
BSc（生物医学科学）或BHSc课程成绩和面
试情况择优录取。1

45

医学影像学士（荣誉） 
(BMedImagH)**

没有直接入学 第一学期 没有直接入学；根据申请人第一年的 
BSc（生物医学科学）课程成绩和面试情况
择优录取。1

4

理学院 理学学士 
（BSc）– 生物医学科学

270 英语最低成绩为B，或雅思总
分6.0，单项分数不低于5.5

第一学期 一个科学科目。2 3

理学学士 
（BSc）– 食品科学与

营养

260 英语最低成绩为B，或雅思总
分6.0，单项分数不低于5.5

第一学期；第二学
期视情况而定

一个科学科目。2 3

理学学士 
（BSc） – 运动科学

260 英语最低成绩为B，或雅思总
分6.0，单项分数不低于5.5

第一学期；第二学
期视情况而定

生物学 3

理学学士 
（BSc） – 其他专业

230 英语成绩不低于B，或雅思总
分6.0，单项分数不低于5.5

第一学期；第二学
期视情况而定

一个科学科目2  
心理学专业受可录取的名额影响

3

高级科学学士（荣誉） 
(BAdvSci(Hons))   –  
所有专业

320（5个科目）

280（4个科目）

雅思总分6.5，单项分数不
低于6.0

第一学期和第二
学期

4

双学位课程 双学位 
（不含工程）

270 必须达到两个学位的最低
英语要求

第一学期 参见各个学位课程的其他要求 4+6

双学位 
（含工程或高级科学）

360（5个科目）

320（4个科目）

必须达到两个学位的最低
英语要求

第一学期 参见各个学位课程的其他要求 5+6

*奥克兰大学预科证书需达到的成绩
**须经标准监管部门批准
1.  标明“择优录取”条件的院系课程带有需通过院系审批的额外录取要求–仅达到最低录取分数并不能保证录取。
2.  至少需要通过以下科学科目中的一门：生物学、微积分、化学、地理、物理和统计学。
3.  如果录取通过，1年BSc（生物医学科学）或BHSc，外加5年的MBChB专业课程。
4.  如果录取通过，1年BSc（生物医学科学），外加4年BOptom专业课程。
5.  如果录取通过，1年BSc或BHSc课程，外加3年的BPharm专业课程。
6.  双学位课程的时间长短不一。

 以上资料截至2019年01月准确无误，并可能进行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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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步骤

学生提交：
• 填好的申请表
• 最近的成绩单或其他学历证件副本
• 护照副本
• 证明英语水平的文件

学生：
• 支付所有费用（注册费、学费、住宿费、 

保险和交通费）
• 发送填好的注册同意书
• 发送科目申请（如适用）

学生：
• 申请学生签证
• 将航班信息告知UP教育集团

UP教育集团 录取办公室：
• 收到申请
• 审核申请
• 通过电子邮件发送录取通知书和费用表

UP教育集团 录取办公室：
• 发送收据和确认函
• 发送符合准则的住宿确认函（小于18周岁

的学生用于签证申请）

UP教育集团 录取办公室：
• 安排住宿并发送住宿详情（如有需要）
• 组织机场接机以及到住宿点的交通（如果需要）

第1步 - 申请 

第2步 - 注册 

第3步 - 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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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学生指导与照顾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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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在此了解“准则”和UP教育集团对你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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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 Box 6199, Wellesley St
Auckland 1141
新西兰
电话： +64-9-307 5399
电邮：international.enquiries@up.education
网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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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