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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a Ora 你好！

奥克兰理工大学 (简称AUT ) 致力于培养具备国际视野的
优秀毕业生。 作为国际留学生的你会与其他来自143个国
家的4700名国际学生一同在新西兰第二大综合公立大学
奥克兰理工大学学习。 我们深知选择远离家乡去留学并
不是一个轻松的决定。 奥克兰理工大学国际部和学生服务
团队致力于为国际学生提供最理想学术沃土、最广泛成长
平台和最安心留学体验，从递交申请、注册入学一直到毕
业，都会全程为学生提供全方位、多层次、多样化的支持和
帮助。

奥克兰理工大在国际视野方面排名第一，近十万名校友活
跃于全球各行各业。我们深感自豪可以为学生提供卓越的
学习体验、世界一流的学术实力和师资力量，以及先进的
教学设施。    我们与遍布全球的杰出行业及高等院校建立
了密切合作关系，为学生提供拓展实践经验的无限机会。 

我们很高兴你愿意了解并考虑进入奥克兰理工大学学习
和生活。 我们期待你从这里开启新的求学之旅。

Guy Littlefair 教授
国际事务副校长
设计与创意技术学部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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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多个科研中心和10个
世界级先进实验室

29,100

143
学生来自 
143个国家

国际视野 
新西兰第一

顶级学术
教学

名学生
经济学人智库2021年全球宜居指数

世界 
最宜居 
城市

全球最和平国家排名新西兰 
荣登第二

全球和平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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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最宜居城市 
奥克兰学习生活 
奥克兰被评为世界最宜居的城市¹，是新西兰最大的
城市，也是发展最快的城市之一，拥有150万人口，占
新西兰总人口的三分之一。

奥克兰坐落在美丽的海港上，具备大城市的所有优
势。这里不仅有蓬勃发展的商业、丰富多彩的大型
活动，咖啡馆、餐厅和酒吧遍布街头，在奥克兰购物
区还汇集着众多世界知名品牌精品店。这是一座充
满活力和多元文化的城市，每年举办的太平洋文化
节 (Pasifika Festival)、中国春节元宵灯会 (Chinese New 
Year Lantern Festival) 和印度排灯节 (Diwali) 等活动声
名远扬，每个节日盛会都会吸引成千上万的游客。

1.   根据经济学人智库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发布的2021年全球宜居指数

奥克兰概况：

世界上文化最多元的城市之一，每三个奥克兰人中 
便有一个出生在海外

享有“千帆之都”的美誉

坐拥1500公里的海岸线和80多处海滩，其中
多处从市中心出发可轻松抵达

新西兰的经济重地，与主要国际市场联系紧密，
特别是亚太地区

亚热带气候四季皆宜。夏季平均温度为25℃，冬季 
平均温度为11℃，气候宜人。

奥克兰海港大桥
连通奥克兰市中心与北岸的

海湾和海滩，在此地标还
可体验海港大桥攀爬

或蹦极

朗伊托托岛
从奥克兰市中心乘坐短途渡

轮便可抵达。在岛上可以
享受到360度壮丽风光

西天堂码头
位于市中心的海上活动 

中心，并停泊着大量超级
游艇，让人大开眼界

北角
参观历史悠久的战时防御 

堡垒，包括隧道、枪支、探照
灯等防御工事

高架桥港
位于迷人的海滨区，聚集着

三十多家餐厅，夜暮降临
后热闹非凡

怀赫科岛
坐拥迷人的酒庄、橄榄园和

海滩，从奥克兰市中心乘 
渡轮仅需40分钟

天空塔
登上328米高的天空塔， 

体验高空用餐和美不胜收
的景色

凯利塔顿水族馆
在地下水族馆体验与鲨鱼
共游，或是近距离与企鹅

互动

东部海滩
沿街遍布众多咖啡馆、野餐

区域和安全的沙滩，是 
休闲放松的理想之地

奥克兰理工大学 
市中心校区

地理位置极其优越， 
商店、美术馆、公园等 

各种便利设施 
近在咫尺

购物和餐饮
徜徉于世界各大顶级品牌

精品店，尽情享受购物乐趣，
也可以去Commercial Bay 购

物中心品尝各式美味，可
满足不同预算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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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安全和友好的留学 
之国新西兰 新西兰与英国或日本的国土面积相当，

但是人口仅有五百万，这里有充足的 
空间让你乐享生活和学习。

热情友好
新西兰人，也被称为Kiwis，以友善和心胸豁达而
著称。你会发现这里是一个很容易融入并结交
新朋友的地方。新西兰的毛利名称为奥特亚罗
瓦 (Aotearoa)，意为“长白云之乡”。感受新西兰独
特的毛利文化是留学生活中的重要部分，你会
有很多机会体验其中。 

安全的留学之地
新西兰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根据全球
和平指数 (Global Peace Index)，新西兰在全球最
和平国家排行中位列第二。 

高水准的生活
新西兰生活水平很高，在教育、医疗保健、政府
服务、收入和财富，以及基础设施方面的水准
均高于世界平均水平。

留学期间兼职工作
你可以在学习期间兼职工作，获得宝贵的新西
兰工作经验。毕业后还可能获得毕业生工作签
证。

稳定且民主
新西兰经济繁荣，政治稳定，有着健全透明的 
法规体系，可以保障所有人的权利。 

无与伦比的生活方式
调查显示，新西兰的生活质量一直处于世界领
先地位，在这里可以拥抱无与伦比的生活方式、
令人赞叹的风景和数不胜数的户外探险活动，
无论想去尝试蹦极、喷射快艇，还是探索当地的
绝美自然风光，你都不会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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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卓越的学术水平声名远扬
奥克兰理工大学 (AUT) 是新西兰第二大综合公立
大学，拥有市中心校区、南校区和北校区三大校
园，均分布在和谐宜居的海滨城市奥克兰。作为
世界首屈一指的现代化大学，我们深感自豪。泰
晤士高等教育年轻大学排名关注建校时间在50
年以下的大学，奥克兰理工大学荣登世界年轻大
学前40位，并以显著的进步和骄人的成绩迈入世
界前1%大学行列（201-250），位列新西兰第二。
学生就业能力、教学与研究水平、教学设施、包
容性、创新性以及国际化程度获得QS世界大学排
名组织五星评级之外，奥克兰理工大学还被授予
总体五星评级大学，跻身世界杰出大学之列。奥
克兰理工大学商学院还获得美国AACSB（国际高
等商学院协会）和欧洲EQUIS（欧洲质量改进体
系）两大全球商学教育顶级认证，工程学及相关
专业也得到新西兰工程师协会 (Engineering New 
Zealand) 官方认可。

现代化的大学教育
奥克兰理工大学为学生提供卓越的学习体验，帮
助他们日后在世界各地的职业生涯中取得成功做
好准备。学校现有超过29000名学生，来自143个
国家和地区，分别就读于本科、硕士及博士等不同
层次的250个课程。我们的所有课程都会鼓励创
新和创业精神，培养探索新技术、挑战常规思维和
用新方法解决问题的能力。我们采用新技术来引
领未来的学习方式，让学生为快速变化的世界做
好准备。

塑造未来的研究
奥克兰理工大学的全球研究影响力领先于澳大拉
西亚地区，我们的研究论文在全球引用数量被大
学排名组织泰晤士高等教育评为澳大拉西亚地区
第一。我们有超过60个科研中心和研究所，从人
工智能和机器人技术到生态学和公共卫生，创造
着一流的科研成果。奥克兰理工大学的科研发现
在新西兰和世界各地被广泛使用。这些研究也会
反馈到课堂上，学生可以从中学习或参与其中。

创新式教学环境
奥克兰理工大学拥有三大校区，分别为奥克兰市
中心校区、奥克兰北岸的北校区和奥克兰南区的
南校区。不仅建有荣获建筑大奖的现代化楼宇，也
营造了绝佳的协同环境，是学生学习专业技能的
场所，也为未来的职业生涯奠定扎实的基础，脱颖
而出。我们拥有许多世界一流的设施，包括新西兰
国内为数不多的动作捕捉工作室、新西兰顶级体
育科学设施──奥克兰理工大学千禧高性能体育
运动中心 (AUT Millennium)，以及新西兰仅有的两
架大型射电望远镜，均用于与国际科研合作伙伴
共同进行的研究项目。奥克兰理工大学在打造革
新性教育空间上取得了骄人的成就，获得了QS在
教学质量和教学设施方面的五星评级认可。

世界一流的教学人员
我们的教学人员活跃于各研究领域，在其所属学
科引领前沿。他们不仅被频繁授予研究经费和资
助，作为研究生导师，他们还凭借其在专业领域的
知识颇受学生欢迎。我们的很多教学人员都是各
自研究领域的国际知名专家，世界各地的机构也
都在其重要研究项目中采用了他们的专业知识和
意见。例如，Barbara Bollard副教授开创性地使用
无人机监测偏远地带的生态系统，就引起了美国
宇航局科学家的关注。Steve Henry教授作为澳大
拉西亚地区第一人加入位于休斯顿的JLABS强生
创新实验室，从而进一步推进其具有抗癌潜力的
Kode技术。Rhema Vaithianathan教授以其推广的
儿童保护和其他高风险政府系统的机器学习工具
而享誉全球。

世界首屈一指的
现代化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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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克兰理工大学的 
校园生活
奥克兰理工大学是一所现代化的创新型大学，致力于改善本地和
全球社区，学生在这里可以获得大量的机会，享受更具支持性和
包容性的大学文化。学生是我们的工作之本，我们以努力培养具
有成功潜质，并且有能力应对任何挑战的学生为己任。

开启你的大学之旅 
开始大学生活总是让人激动不已，但同时也需要 
很强的适应力。为了帮助新生尽快适应新的大学 
生活，奥克兰理工大学会在每个学期的一开始在 
校内以及线上举办一系列迎新活动。除此之外，还
会举办充满趣味的社交活动，帮助新生结交朋友，
顺利开启一段新的旅程。奥克兰理工大学APP也 
会随时为学生提供最新校园资讯、活动以及其他
信息。

助你实现学术目标
我们会竭尽全力帮助学生实现学术目标，为成功就
业做好准备。我们为学生提供的支持服务包括：学
术支持、托儿服务、免费使用软硬件系统、经济资
助，以及为研究型硕士生和博士生量身定制的支持
服务。奥克兰理工大学提供新西兰最全面的学生支
持，从我们的学生服务中心 (Student Hub) 可以了解
更多的相关服务。 如家般的校园生活

我们希望在奥克兰理工大学学习的学生和他们
的家人能对我们为学生提供的照顾感到舒心和
放心。保证学生的在校安全是我们的首要任务，
我们的安保人员日夜都会提供帮助。所有的学
生还能享有校园医务中心服务，享受免费且保
密的心理咨询，以及学长互助服务等，帮助学生
提高自我认知和适应能力。

充满活力的大学生活
我们希望同学们尽情享受大学生活，并在奥克
兰理工大学学习期间获得乐趣和成长。我们由
学生主导的俱乐部活动丰富多彩，涵盖社交、
可持续发展、文化和学术交流各个方面。奥克
兰理工大学在体育和运动方面处于世界领先
地位，本校的千禧高性能体育运动中心 (AUT 
Millennium) 拥有最先进的体育设施。奥克兰
理工大学每个校区都设有健身房，南校区建有
游泳池、网球场、排球场、篮球场和其他运动场
地。市中心校区新建成的蒂阿胡鲁娱乐中心 (Te 
Āhuru Recreation Centre) 也是一处适合结交朋
友、培养兴趣爱好的绝佳之地。

优渥的人文环境
我们对校园的多样性充满热情和好奇心，并且深
感自豪。我们的学生来自143个国家，我们的学生
服务中心 (Student Hub) 有双语工作人员可以用
你擅长的语言进行交流。奥克兰理工大学尊重每
个人的宗教信仰，学生可以使用我们的多信仰和
祷告室，也可以向学校牧师寻求帮助。我们致力
于为学生、教职员工和访问者提供平等权益和机
会，奥克兰理工大学还专为特殊人士提供团队支
持。我们是新西兰第一所获得Rainbow Tick认证的
大学，我们的学生会 (AUTSA) 代表奥克兰 
理工大学所有学生的利益。

国际留学生专享服务 
我们的学生服务中心 (Student Hub) 有可以讲你的
母语的双语工作人员，还有跨时区提供服务的专
职团队，确保你在新西兰留学感到宾至如归。我们
的国际留学生支持团队可以帮你处理移民局事
务、签证、保险、住宿、开设银行账户、与学院沟通，
以及其他有关新西兰生活的任何问题。

新冠疫情期间对留学生的支持
自新冠疫情爆发以来，奥克兰理工大学始终按照
新西兰政府的官方要求执行防疫工作，并且我们
还制定了应急计划，以确保学生在任何警戒级别
都能顺利完成学业。我们的计划侧重于尽最大可
能保证学生的安全，同时最大程度地保证学生的
正常学习和提供更丰富的学习体验。

免费使用软硬件系统
奥克兰理工大学的学生可以使用校园WIFI、微软
Office 365全套软件和领英学习 (LinkedIn Learning, 
lynda.com) 等平台 。你还可以远程访问所有奥克
兰理工大学的计算机，方便你使用个人电脑上无
法安装的专业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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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学业到就业 

奥克兰理工大学致力于帮助学生毕业后在新西兰乃至全球的职业发展取得成功而 
做好准备，为能培养出全面发展的优秀毕业生而深感自豪。我们为学生提供的服务、
良好的竞争生态和奖励机制会让你收获丰富的人生体验，成为毕业后奠定职业发展
的基石。

助力未来职业发展
从第一天入学奥克兰理工大学到毕业后第一天入
职，奥克兰理工大学就业能力和就业指导中心专
业团队会帮助学生为就业做好充足准备。学生全
年都可以参加企业宣介会、招聘会和求职讲座研
讨会等一系列活动，毕业生或实习生还可以通过
学校求职平台寻找合适的工作机会，包括海外的
工作机会。

获得奥克兰理工大学毕业生优势
AUT Edge Award和Beyond AUT Awards通过一系列
志愿者活动、领导力和就业力活动培养学生职场
急需的技能，旨在帮助学生在竞争激烈的就业市
场获得额外优势。

助力创业人才
作为一个一流的创业孵化基地，奥克兰理工大学为
有创业想法的学生开设了一系列项目和活动，帮
助他们将创意变成可行的商业项目。学生可以参
加为期十周的CO.STARTERS@AUT创业活动，让商
业创意得到进一步发展，也可以通过参加我们的
X Challenge竞赛赢取现金奖励，或是与奥克兰理工
大学创新中心 (AUT Ventures Ltd) 合作，把创意真
正推向市场。

行业工作经验
奥克兰理工大学与行业合作伙伴建立了直接的合
作关系，确保学生在获得学历的同时也能收获实
际的工作经验。92%的本科学生在校期间都有过
实际的社会工作经验。这得益于我们不断加深的
行业合作关系，学生可以从大量的合作机构中选
择实习单位。对于许多学生来说，公司的实际工作
经验也为他们寻找第一份正式工作奠定了坚实的
基础。

奥克兰理工大学超过十万名校友活跃
于全球各行各业，诸如以下机构：

阿迪达斯
美国，波特兰

初级产业部
奥克兰

BBC
英国，伦敦

Pinterest
美国，旧金山

Canada Soccer
加拿大，温哥华

澳洲航空
澳大利亚，悉尼

Cleo
新加坡

Shopify
加拿大，渥太华

澳大利亚联邦银行
澳大利亚，悉尼

加利福尼亚大学
美国，圣地亚哥

谷歌新加坡
新加坡

剑桥大学
英国，剑桥

新西兰高性能体育中心
奥克兰

Viacom
荷兰，阿姆斯特丹

华为
中国，上海

Vogue
泰国，曼谷

毕马威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墨尔本

西太平洋银行新加坡
新加坡

Lululemon
加拿大，温哥华

Weta Digital
惠灵顿

世界卫生组织
瑞士，日内瓦

奥克兰理工大学 
校友在世界的 

哪些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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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合作伙伴 
奥克兰理工大学与世界各地的众多大学和机构建有合作关系，与这些合作伙伴 
共享专业知识和资源，共同开展开创性研究，为学生提供积累宝贵的海外经验 
的机会。
如果想了解我们全球合作伙伴的详情，请发送电子邮件至 international@aut.ac.nz

交换生项目
参加交换生项目，可选择在与奥克兰理工大学 
合作的世界各地院校中度过一个学期或一学年 
的难忘时光。

短期游学项目
参加我们的短期游学项目，例如短期实习、志愿者
活动和语言课程。

合作办学课程
我们与包括中国、印度尼西亚和越南在内的全球 
知名大学合作为学生提供联合培养项目。

科研合作
我们与140个不同国家的合作伙伴机构联合开展研
究项目。攻读研究型硕士和博士学位的同学会 
有机会参与这些研究项目。

海外实习
已经有200名新毕业生通过校园企业招聘服务平
台AUT Internz，在美国、加拿大和新加坡首次体
验了工作生活，在 Allbirds、Lululemon、Paramount 
Recording Studios、Facebook等公司实习。

工作经验
从香港的西太平洋银行到澳大利亚的沃尔沃集团，
许多学生都积累了在海外的工作经验。

许多学生在攻读奥克兰理工大学学位的同时都会
参加奥克兰理工大学与合作院校一至两个学期的
海外交换生项目。

学生可以沉浸在另一种文化中，结识朋友，收获海
外学习生活体验。学生在海外合作院校获得的学分
可以转入奥克兰理工大学的学位中，然后在回到 
新西兰后继续学业。

以下是一些选择海外交换生项目的理由：

• 无论是学科知识，还是人生经验，都获益良多
• 返回奥克兰理工大学学习时会变得更加自信和

成熟
• 体验不同的教学风格，学习不同的课程，实现 

学位增值

在奥克兰理工大学 
攻读学位的同时 

去国外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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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学 (本科)

课程 学制 开学时间 2022 学费 
（新西兰元）

2023 学费（新西
兰元）（仅供参考）

商学大专文凭 1年 2月/7月 32,000  (全额学费） 32,600   
(全额学费）

商学学士 
• 会计
• 经济
• 金融
• 人力资源管理和雇佣关系
• 信息系统
• 国际商务和战略
• 管理和领导力
• 市场营销"

3年 2月/7月 31,900
（第一年（120学分

课程）学费）

32,500
（第一年（120学分

课程）学费）

商学学士后文凭 1年 2月/7月 31,900 
（全额学费）

32,500 
（全额学费）

商学 (授课型研究生)

课程 学制 开学时间 2022 学费 
（新西兰元）

2023 学费（新西
兰元）（仅供参考）

商学研究生证书 6个月 2月/10月 16,700(全额学费） 17,000(全额学费）

专业会计研究生证书 6 个月 2月/10月 16,650 (全额学费） 17,000 (全额学费）

应用金融研究生文凭 8个月-1年 2月/10月 33,300 （全额学费） 34,000 (全额学费）

工商管理研究生文凭 8个月-1年 2月/5月/ 
7月/9月

35,800 （全额学费） 36,500 (全额学费）

商业管理研究生文凭 8个月-1年 2月/10月 33,300 （全额学费） 34,000 (全额学费）

国际商务研究生文凭 8个月-1年 2月/10月 33,300 （全额学费） 34,000(全额学费）

市场营销研究生文凭 8个月-1年 2月/10月 33,000 （全额学费） 34,000(全额学费）

专业会计研究生文凭 8个月-1年 2月/10月 33,300 （全额学费） 34,000(全额学费）

供应链管理研究生文凭 8个月-1年 2月/10月 33,300 （全额学费） 34,000 (全额学费）

应用金融硕士 1-1.5年 2月/10月 49,950 （全额学费） 51,000 (全额学费）

工商管理硕士 1-1.5年 2月/5月/ 
7月/9月

53,700（全额学费） 54,750(全额学费）

商业管理硕士 1-1.5年 2月/10月 49,950 （全额学费） 51,000(全额学费）

国际商务硕士 1-1.5年 2月/10月 49,950 （全额学费） 51,000（全额学费）

商学、经济学和
法学
奥克兰理工大学的商学、经济学和法学部提供 
世界一流的本科、研究生和博士教育课程，帮助
学生做好从事商业、经济和法律职业的准备。我
们所有的课程都非常注重与业界和社区合作，让
学生轻松地从大学过渡到他们未来的职业生涯。

奥克兰理工大学商学院获得了著名的EQUIS 
（欧洲质量改进体系）和美国AACSB （国际高
等商学院协会）认证，使其跻身全球前5%的商
学院之列。所有的商学和经济学学科被大学排
名组织QS列为世界前350名，会计和金融学科在
全球排名前150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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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学制 开学时间 2022 学费 
（新西兰元）

2023 学费（新西
兰元）（仅供参考）

市场营销硕士 1-1.5年 2月/10月 49,950 （全额学费） 51,000（全额学费）

专业会计硕士 1.5年 2月/10月 49,950 （全额学费） 51,000（全额学费）

供应链管理硕士 1-1.5年 2月/10月 49,950 （全额学费） 51,000（全额学费）

商学 (研究型研究生)

课程 学制 开学时间 2022 学费 
（新西兰元）

2023 学费（新西
兰元）（仅供参考）

商学研究生文凭 1年 2月/7月 33,330 （全额学费） 34,000（全额学费）

商学硕士 1.5年 2月/7月 33,300（一年（120
学分课程）学费）

34,000 （一年（120
学分课程）学费）

商学 (授课型研究生) 续上页 法学 (本科)

课程 学制 开学时间 2022 学费 
（新西兰元）

2023 学费（新西
兰元）（仅供参考）

法学证书 6个月 2月 16,000 （全额学费） 16,300（全额学费）

法学学士 4年 2月 33,800（一年（120
学分课程）学费）

34,500 （一年（120
学分课程）学费）

法学 (研究生)

课程 学制 开学时间 2022 学费 
（新西兰元）

2023 学费（新西
兰元）（仅供参考）

法学研究生证书 6个月 2月/7月 17,700
（全额学费）

18,100
（全额学费）

法学硕士 1年 2月/7月 35,400 （全额学费） 36,100（全额学费）

以上费用均为新西兰元，且已包含商品及服务税 (GST)。学费每年都有变化和调整。 奥克兰理工大学保留在入学前变更已公布学费的权利，从而应对 
政府或大学的任何政策变化。如果你在下一学年需要修读课程攻读学位，则这些课程的价格可能会上浮。

“我选择在奥克兰理工大学学习是因为奥克兰理工大学以拥有最棒的学生
支持服务体系而闻名，这意味着无论是在学业、健康还是福利方面我都可以
放心地获得支持。 
我喜欢奥克兰理工大学的一点是，她是一所拥有相当多教学人员的大学，他
们可以将其多年积累的知识传授给我。 

奥克兰理工大学课程互动性强、信息量丰富。即使是线上学习也能打造成与
校园课堂一样，能体验到高度互动的学习环境。市中心校区位于新西

兰最大的城市奥克兰的中心地带，有更多的发展机会。”
Inthavath Douangta 
老挝 
国际商务硕士学生
商学学士后文凭
 

“我很感谢奥克兰理工大学的每堂课都配有辅导课程，这可以帮助学生立即
练习在课堂上学到的知识。我刚到新西兰时，还有很多老师给予我很多帮助，
我不仅克服了困难，在学业上还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奥克兰理工大学一直都
为我们提供充分的现代设施和软件，为我们的学习提供最好的支持。参加校
园俱乐部活动和研讨会也让我可以更轻松自在地结交新朋友。”
Thai Ha Nguyen
越南
奥克兰普华永道数据保障副经理
商学硕士 
商学学士 会计与商务信息系统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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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  (本科)

课程 学制 开学时间 2022 学费 
（新西兰元）

2023 学费（新西
兰元）（仅供参考）

文学证书 6个月 2月/7月 15,300（全额学费） 15,600（全额学费）

文学大专文凭 1 年 2月/7月 30,600 （全额学费） 31,100（全额学费）

文学学士教育学专业 3 年 2月/7月 30,400（一年（120
学分课程）学费）

31,000（一年（120
学分课程）学费）

教育学学士 [特殊教育专业]
•  幼儿教育
• 小学教育

3 年 2月 30,400（一年（120
学分课程）学费）

31,000（一年（120
学分课程）学费）

文学学士后证书 6个月 2月/7月 15,200（全额学费） 15,500（全额学费）

文学学士后文凭 1 年 2月/7月 30,400（全额学费） 31,000（全额学费）

中学教师学士后文凭 1 年 2月/7月 31,000 （全额学费） 31,600（全额学费）

教育  (研究生)

课程 学制 开学时间 2022 学费 
（新西兰元）

2023 学费（新西
兰元）（仅供参考）

教育学研究生证书 6个月 2月/7月 16,500（全额学费） 16,800（全额学费）

教育学研究生文凭 1 年 2月/7月 32,900（全额学费） 33,600（全额学费）

教与学研究生文凭
• 幼儿教育
• 小学教育

1年 2月 32,100（全额学费） 33,400（全额学费）

教育学硕士 
• 教育实践
• 教育领导力 
• 高等教育

1.5 年 2月/7月 32,9000 （一年
（120学分课程）

学费）

33,600 （一年（120
学分课程）学费）

教与学硕士
• 幼儿教育
• 小学教育

1 年 2月 49,800 （全额学费） 51,300 （全额学
费）

文化与社会学
奥克兰理工大学的文化与社会学部在教育学、酒
店管理与旅游、语言和文化、社会科学与公共政
策学科领域提供范围广泛的课程。在奥克兰理工
大学学习，会得到世界一流的教学人员的指导，
他们多为行业翘楚，长期活跃于产业前沿，默默
耕耘在教学一线。很多教职人员都凭借其学术成
就而声名远扬。奥克兰理工大学对研究的重视从
各个研究所和科研中心卓越的声誉中即可得知。

我们为奥克兰理工大学引领全球的学科深感自
豪。奥克兰理工大学酒店管理和休闲学科被世
界大学排名组织QS列为新西兰第一、世界前100
名；在泰晤士高等教育排行榜中，社会科学学科
跻身全球前200名；艺术和人文科学位列全球前
250名。奥克兰理工大学国际旅游管理学士学位
在高等旅游教育、培训和研究方面获得了 
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 (UNWTO) 的认证。

“奥克兰理工大学的旅游学科拥有优秀的教学人员和教学资源。学习旅游
专业真的会为你打开世界的大门——它会带你进入一份工作与旅游兼具的
职业！我很享受在如此美丽的国家结交新朋友，体验全新的文化，认识来自世
界各地的好朋友。我对留学生的建议是 ， 利用好你在新西兰的每分每秒，尽可
能多地去旅行，享受新西兰的美景。”
Rahmawati Taqwa
印度尼西亚
印度尼西亚罗地·恩道县旅游局公共关系部主管
国际旅游管理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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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旅游与会展管理 (研究生)

课程 学制 开学时间 2022 学费 
（新西兰元）

2023 学费（新西
兰元）（仅供参考）

美食学研究生证书 6个月 2月/7月 17,200 （全额学费） 17,500（全额学费）

国际酒店管理研究生证书 6个月 2月/7月 17,700 （全额学费） 18,200（全额学费）

国际旅游管理研究生证书 6个月 2月/7月 17,700 （全额学费） 18,200（全额学费）

美食学研究生文凭 1 年 2月/7月 34,400 （全额学费） 35,100（全额学费）

国际酒店管理研究生文凭 1 年 2月/7月 35,400（全额学费） 36,500（全额学费）

国际旅游管理研究生文凭 1 年 2月/7月 35,400（全额学费） 36,500（全额学费）

美食学硕士 1.5 年 2月/7月 34,400（一年（120
学分课程）学费）

35,100（一年（120
学分课程）学费）

国际酒店管理硕士 1.5 年 2月/7月 35,400（一年（120
学分课程）学费）

36,500（一年（120
学分课程）学费）

国际旅游管理硕士 1.5 年 2月/7月 35,400（一年（120
学分课程）学费）

36,500（一年（120
学分课程）学费）

语言与文化 (本科)

课程 学制 开学时间 2022 学费 
（新西兰元）

2023 学费（新西
兰元）（仅供参考）

文学证书 6个月 2月/7月 15,300（全额学费） 15,600（全额学费）

文学大专文凭 1 年 2月/7月 30,600 （全额学费） 31,100（全额学费）

日语大专文凭 2 年 2月/7月 30,600（一年（120
学分课程）学费）

31,100（一年（120
学分课程）学费）

文学学士
• 中文
• 创意写作
• 英语与新媒体学
• 国际研究
• 口译
• 日语
• 新西兰手语及聋哑研究
• 新西兰手语 - 英语口译 

3 年 2月/7月 30,400（一年（120
学分课程）学费）

31,000（一年（120
学分课程）学费）

文学学士后证书 6个月 2月/7月 15,200 （全额学费） 15,500（全额学费）

文学学士后文凭 1 年 2月/7月 30,400 （全额学费） 31,000（全额学费）

酒店、旅游与会展管理 (本科)

课程 学制 开学时间 2022 学费 
（新西兰元）

2023 学费（新西
兰元）（仅供参考）

文学证书 6个月 2月/7月 15,300（全额学费） 15,600（全额学费）

文学大专文凭  1 年 2月/7月 30,600（全额学费） 31,100（全额学费）

烹饪艺术大专文凭 2 年 2月/7月 31,800 （一年（120
学分课程）学费）

32,300（一年（120
学分课程）学费）

西点大专文凭 2 年 2月 31,800（一年（120
学分课程）学费）

32,300（一年（120
学分课程）学费）

文学学士
• 烹饪艺术
• 会展管理

3 年 2月/7月 30,400（一年（120
学分课程）学费）

31,000（一年（120
学分课程）学费）

国际酒店管理学士
• 酒店与社会
• 酒店企业
• 酒店管理

3 年 2月/7月 33,700（一年（120
学分课程）学费）

34,700（一年（120
学分课程）学费））

国际旅游管理学士 
• 可持续性旅游管理
• 旅行管理"

3 年 2月/7月 33,700（一年（120
学分课程）学费

34,700（一年（120
学分课程）学费））

文学学士后证书 6个月 2月/7月 15,200 （全额学费） 15,500 （全额学费）

国际酒店管理学士后证书 6个月 2月/7月 16,900 （全额学费） 17,400 （全额学费）

国际旅游管理学士后证书 6个月 2月/7月 16,900 （全额学费） 17,400 （全额学费）

文学学士后文凭 1年 2月/7月 30,400（全额学费） 31,000（全额学费）

国际酒店管理学士后文凭 1年 2月/7月 33,700（全额学费） 34,700（全额学费）

国际旅游管理学士后文凭 1 年 2月/7月 33,700（全额学费） 34,700（全额学费）

“我最喜欢奥克兰理工大学小班教学，还有可以和对人权抱有同样热情的志同
道合的同学建立联系。我获得了个性化的学习体验，我的观点和意见可以得到
倾听和重视。起初，我必须要适应新的生活方式、新的评

分系统和学科风格，同时还要适应新西兰的生活，这一切都发生在全球疫情
大流行期间。奥克兰理工大学学生服务中心和我的讲师给了我很大的帮

助和很多建议。”

Briana Nezbah Edmo 
美国 
新墨西哥州阿尔伯克基
全球第一民族社会正义研究员
人权学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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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科学与公共政策 (研究生)

课程 学制 开学时间 2022 学费 
（新西兰元）

2023 学费（新西
兰元）（仅供参考）

文学学士研究生证书 6个月 2月/7月 16,200（全额学费） 16,500（全额学费）

人权学研究生证书 6个月 2月 17,200（全额学费） 17,500（全额学费）

犯罪学与刑事司法研究生文凭 1 年 2月 34,100（全额学费） 34,800（全额学费）

人权学研究生文凭 1 年 2月 34,400 （全额学费） 35,100（全额学费）

文学硕士心理学专业 2 年 2月/7月 32,400（一年（120
学分课程）学费）

33,000（一年（120
学分课程）学费）

犯罪学与刑事司法硕士 1.5 年 2月 34,100（一年（120
学分课程）学费）

34,800（一年（120
学分课程）学费）

人权学硕士 1 年 1月 51,600（全额学费） 52,600（全额学费）

以上费用均为新西兰元，且已包含商品及服务税 (GST)。学费每年都有变化和调整。 奥克兰理工大学保留在入学前变更已公布学费的权利，从而应对 
政府或大学的任何政策变化。如果你在下一学年需要修读课程攻读学位，则这些课程的价格可能会上浮。

毛利与原住民发展 
如果你有兴趣进一步了解毛利语言和文化，Te Ara Poutama (奥克兰理工大学的毛利和原住民发展学
部) 提供一系列有关毛利发展、语言振兴、毛利媒体和te reo Māori课程。。。。。。。。。。。。。  

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aut.ac.nz/tap

“我很喜欢奥克兰理工大学的学术环境、学习资源、专业的指导以及为研究生
开办的讲习班和研讨会。我想对未来的学生或研究学者说的是，‘如果你想要
一段难忘而有意义的留学体验，那就别再犹豫了——奥克兰理工大学就是你的
最佳选择’。对于国际留学生来说，奥克兰是一座理想的城市。谁不想在世界上
生活质量最好的城市学习？可以放松休闲的迷人海滩，可供品尝的各式美食
和丰富多彩的文化节日，奥克兰应有尽有。”
Anh Dinh
越南
语言与文化学院博士学位候选人

语言与文化 (研究生)

课程 学制 开学时间 2022 学费 
（新西兰元）

2023 学费（新西
兰元）（仅供参考）

英语与新媒体研究生证书 6个月 2月/7月 17,200（全额学费） 17,500（全额学费）

语言与文化研究生证书 6个月 2月/7月 17,200（全额学费） 17,500（全额学费）

英语与新媒体研究生文凭 1 年 2月/7月 34,400（全额学费） 35,100（全额学费）

语言与文化研究生文凭 1 年 2月/7月 34,400（全额学费） 35,100（全额学费）

创意写作硕士 1 年 2月 34,400（全额学费） 35,100（全额学费）

英语与新媒体硕士 1.5 年 2月/7月 34,400（一年（120
学分课程）学费）

35,100（一年（120
学分课程）学费）

语言与文化硕士 1.5 年 2月/7月 34,400（一年（120
学分课程）学费）

35,100（一年（120
学分课程）学费）

专业语言学硕士 - 语言教学 1 年 2月/7月 32,900（全额学费） 33,600（全额学费）

社会科学与公共政策 (本科)

课程 学制 开学时间 2022 学费 
（新西兰元）

2023 学费（新西
兰元）（仅供参考）

文学证书 6个月 2月/7月 15,300（全额学费） 15,600（全额学费）

文学大专文凭 1 年 2月/7月 30,600（全额学费） 31,100（全额学费）

文学学士
• 冲突解决
• 犯罪学与刑事司法
• 经济学
• 心理学
• 社会科学

3 年 2月/7月 30,400（一年（120
学分课程）学费）

31,000（一年（120
学分课程）学费）

文学学士后证书 6个月 2月/7月 15,200 （全额学费） 15,500（全额学费）

文学学士后文凭 1 年 2月/7月 30,400（全额学费） 31,000（全额学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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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学与建筑环境 (本科)

课程 学制 开学时间 2022 学费 
（新西兰元）

2023 学费（新西
兰元）（仅供参考）

建筑学与未来环境学士 3 年 2月 40,000（一年（120
学分课程）学费）

41,600（一年（120
学分课程）学费）

建筑施工学士
• 建筑施工管理
• 工料测量

3年 2月 40,000（一年（120
学分课程）学费）

41,600（一年（120
学分课程）学费）

设计学士1空间设计专业 3 年 2月 36,200（一年（120
学分课程）学费）

37,600（一年（120
学分课程）学费）

工程学士 (荣誉)
• 建筑工程
• 建筑施工工程

4 年 2月/7月 42，400（一年（120
学分课程）学费）

42,800（一年（120
学分课程）学费）

建筑学学士后文凭 1年 2月 40,000（全额学费） 41,600（全额学费）

1. 从2023年起，Te Tohu Paetahi mō te Hoahoa – 设计学士将取代原设计学士。

建筑学与建筑环境 (研究生)

课程 学制 开学时间 2022 学费 
（新西兰元）

2023 学费（新西
兰元）（仅供参考）

建筑学专业硕士 2年 2月 40,000（一年（120
学分课程）学费）

41,600（一年（120
学分课程）学费）

建筑管理硕士 1年 2月/7月 42,900 （全额学费） 44,200（全额学费）

工程项目管理硕士 1年 2月/7月 42,100 （全额学费） 42,900（全额学费）

设计与创意技术
通过与世界不同行业领域的合作交流和不同项目
团队的协作互动，奥克兰理工大学设计与创意技
术学部的学生能够始终保持同前沿产业的密切联
系，最大程度地提升自身素质，更好地去适应瞬
息万变的市场需求。我们的教学和研究人员在新
西兰乃至全球名列前茅，我们还有众多先进的设
施，包括符合行业标准的影视演播室、广播电台、
数码纺织机、艺术馆和在新西兰仅有的两个动作
捕捉工作室中的一个。

奥克兰理工大学拥有多元均衡的课程体系和系
统全面的专业设置。艺术与设计和传媒学科被
世界大学排名组织QS列为全球前150名。工程
学士 (荣誉) 学位符合华盛顿协议 (Washington 
Accord) 认证，工程技术学士学位符合悉尼协议 
(Sydney Accord) 认证，并得到了新西兰工程师协
会 (Engineering New Zealand) 的认可。计算机与信
息科学学士学位符合首尔协议 (Seoul Accord) 认
证，得到了新西兰IT职业认证 (ITPNZ) 的认可。

“我认为奥克兰理工大学将学术研究与行业知识结合得很好。学生不仅能学
到理论知识，还可以运用自己学到的知识以达到行业要求。我的导师在第一学
期安排了一场讲座，他邀请了一位经验丰富的软件架构师朋友，向我们分享了
他的软件架构的创新方法。这种新方法深深吸引了我，我还入选成为这个研究
项目的候选人。我有幸获得了由卡拉翰创新研究院 (Callaghan Innovation) 颁
发的25,000新西兰元奖学金，用来资助我的研究，并且我还顺利入职这
位软件架构师所在的公司，与他共事。”
Xingbin (Rosman) Cheng
中国
奥克兰Datamars Ltd移动应用程序员
计算机与信息科学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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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媒学 (研究生)

课程 学制 开学时间 2022 学费 
（新西兰元）

2023 学费（新西
兰元）（仅供参考）

传媒学研究生证书 6个月 2月/7月 17,750 （全额学费） 18,000（全额学费）

传媒学研究生文凭 
• 数码媒体
• 新闻学
• 公共关系
• 标准课程 (无专业）

1 年 2月/7月 35,100（全额学费） 36,200（全额学费）

传媒学硕士 1.5 年 2月/7月 35,100（一年（120
学分课程）学费） 

36,200（一年（120
学分课程）学费） 

创意技术 (本科)

课程 学制 开学时间 2022 学费 
（新西兰元）

2023 学费（新西
兰元）（仅供参考）

创意技术学士 3 年 2月 35,900（一年（120
学分课程）学费） 

37,300（一年（120
学分课程）学费）

创意技术 (研究生)

课程 学制 开学时间 2022 学费 
（新西兰元）

2023 学费（新西
兰元）（仅供参考）

创意技术研究生证书 6 个月 2月 18,500（全额学费） 19,200（全额学费）

创意技术硕士 1.5 年 2月 37,000（一年（120
学分课程）学费） 

38,500（一年（120
学分课程）学费） 

艺术与设计 (本科)

课程 学制 开学时间 2022 学费 
（新西兰元）

2023 学费（新西
兰元）（仅供参考）

科学与技术证书 1 年 2月/7月 32,300(全额学费) 32,800(全额学费)

文学大专文凭 1 1年 2月/7月 30,600(全额学费) 31,100(全额学费)

设计学士 2

• 传媒设计
• 数码设计
• 时装设计
• 工业设计
• 交互设计
• 空间设计

3年 2月 36,200（一年（120
学分课程）学费）

37,600（一年（120
学分课程）学费）

视觉艺术学士3 3 年 2月 35,900（一年（120
学分课程）学费）

37,300（一年（120
学分课程）学费）

1.从2023年起，奥克兰理工大学还将开设新的设计大专文凭Tītohu mō te Hoahoa。凭该文凭可以继续攻读设计本科学位。
2.从2023年起，Te Tohu Paetahi mō te Hoahoa – 设计学士将取代原设计学士。
3.从2023年起，Te Tohu Paetahi o Toi Ataata – 视觉艺术学士将取代原视觉艺术学士。

艺术与设计 (研究生)

课程 学制 开学时间 2022 学费 
（新西兰元）

2023 学费（新西
兰元）（仅供参考）

设计硕士 1.5 年 2月 39,200（一年（120
学分课程）学费）

40,800（一年（120
学分课程）学费）

视觉艺术硕士 1.5 年 2月 39,200（一年（120
学分课程）学费）

40,800（一年（120
学分课程）学费）

传媒学 (本科)

课程 学制 开学时间 2002 学费 
（新西兰元）

2023 学费（新西
兰元）（仅供参考）

文学大专文凭 1 年 2月/7月 30,600（全额学费） 31,100（全额学费）

传媒学学士
• 广告和品牌创意
• 数码传媒
• 新闻学
• 公共关系
• 广播与音频媒体
• 影视制作

3 年 2月/7月 31,500。。。。120。。
。。。。。。

32,400（一年（120
学分课程）学费） 

“奥克兰理工大学以其友好的国际员工和以学生为中心的环境而闻名。课
堂采用小班教学，所以讲师可以关注到每个学生。来自世界各地的讲师让教
学环境更加友好和多样化。 
我也很喜欢奥克兰理工大学课程中包含的大量小组实践项目。这显示
出奥克兰理工大学在工程学方面采用更加贴近现实的教学方式，因
为作为工程师，你会经常在建筑师和其他专业人士组成的团队工
作。”
Divya Kataria
印度
奥克兰Watercare公司研发工程师
工程荣誉学士施工工程专业， 一等荣誉学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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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计算机与数理科学 (研究生)

课程 学制 开学时间 2022 学费 
（新西兰元）

2023 学费（新西
兰元）（仅供参考）

计算机与信息科学研究生证书 6个月 2月/7月 19,400 （全额学费） 20,000（全额学费）

工程学研究生证书 6个月 2月/7月 21,000 （全额学费） 21,400（全额学费）

理学研究生证书 6个月 2月/7月 19,300（全额学费） 19,800（全额学费）

计算机与信息科学研究生文凭 1 年 2月/7月 38,800（全额学费） 40,000（全额学费）

工程学研究生文凭 1 年 2月/7月 42,100 （全额学费） 42,900（全额学费）

理学研究生文凭 1 年 2月/7月 38,600 （全额学费） 39,600（全额学费）

分析学硕士 1.5 年 2月/7月 38,800（一年（120
学分课程）学费）

40,000（一年（120
学分课程）学费）

计算机与信息科学硕士 1.5 年 2月/7月 38,800（一年（120
学分课程）学费）

40,000（一年（120
学分课程）学费）

建筑管理硕士 1 年 2月/7月 42,900 （全额学费） 44,200（全额学费）

工程硕士 1 -1.5年 2月/7月 42,100（一年（120
学分课程）学费

42,900（一年（120
学分课程）学费

工程项目管理硕士 1 年 2月/7月 42,100（全额学费） 42,900（全额学费）

信息安全与数字取证硕士 1.5 年 2月/7月 38,500（一年（120
学分课程）学费

39,300（一年（120
学分课程）学费

IT 项目管理硕士 1 年 2月/7月 39,200（全额学费） 40,000（全额学费）

理学硕士 1 年 2月/7月 57,900（全额学费） 59,400（全额学费）

以上费用均为新西兰元，且已包含商品及服务税 (GST)。学费每年都有变化和调整。 奥克兰理工大学保留在入学前变更已公布学费的权利，从而应对 
政府或大学的任何政策变化。如果你在下一学年需要修读课程攻读学位，则这些课程的价格可能会上浮。

工程、计算机与数理科学 (本科)

课程 学制 开学时间 2022 学费 
（新西兰元）

2023 学费（新西
兰元）（仅供参考）

科学与技术证书 1 年 2月/7月 32,300（全额学费） 32,800（全额学费）

计算机与信息科学学士
• 数据科学
• 数码服务
• 网络和网络安全
• 软件开发

3 年 2月/7月 35,200（一年（120
学分课程）学费）

36,100（一年（120
学分课程）学费）

工程学士 (荣誉)
• 建筑工程
• 建筑施工工程
• 电机与电子工程
• 机械工程
• 机电一体化工程
• 软件工程

4 年 2月/7月 42,400（一年（120
学分课程）学费）

42,800（一年（120
学分课程）学费）

工程技术学士
• 电机工程
• 电子工程
• 机械工程

3 年 2月/7月 43,300（一年（120
学分课程）学费）

43,700（一年（120
学分课程）学费）

理学学士计算机专业1  3 年 2月/7月 35,800（一年（120
学分课程）学费）

36,500（一年（120
学分课程）学费）

计算机与信息科学学士后证书 6个月 2月/7月 17,600（全额学费） 18,000（全额学费）

理学学士后证书 6个月 2月/7月 17,900（全额学费） 18,300（全额学费）

计算机与信息科学学士后文凭 1 年 2月/7月 35,200（全额学费） 36,100（全额学费）

理学学士后文凭 1 年 2月/7月 35,800（全额学费） 36,500（全额学费）

1.从2023年起，奥克兰理工大学预计还将开设分析学和数学专业。

“一所好的大学可以让你与讲师和同学建立牢固的关系。在学习期间，
我与来自世界各地的同学建立了友谊，他们现在任职于不同的公关岗位
和公司。最早来到奥克兰理工大学时，我没有选专业，而是学习了很多不

同的课程。出于好奇，我上了第一节公共关系课，讲师广博的知识、个
人魅力和智慧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让我找到了心之所向，之

后我便将所有的课程都转向了公共关系。”
Sharon Lee 
香港 
奥克兰Botica Butler Raudon Public Relations高级客户主任
传媒学研究生文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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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科学 (本科)

课程 学制 开学时间 2022 学费 
（新西兰元）

2023 学费（新西
兰元）（仅供参考）

应用科学大专文凭 1年 2月/7月 34,600（全额学费） 35,200（全额学费）

急救学大专文凭 1年 2月/7月 39,200（全额学费） 39,900（全额学费）

健康科学学士1

• 病例管理2

• 心理咨询
• 健康管理2

• 急救学
• 手术全期实践
• 心理学
• 公共与环境健康2

• 标准课程2

3 年 2月/7月 35,200（一年（120
学分课程）学费）

35,900（一年（120
学分课程）学费）

健康科学学士 (助产学)1 4 年 2月 39,000（一年（120
学分课程）学费）

39,800（一年（120
学分课程）学费）

健康科学学士 (护理学)1 3 年 2月/7月 36,700（一年（120
学分课程）学费）

37,400（一年（120
学分课程）学费）

健康科学学士 (职业疗法)1 3 年 2月 35,200（一年（120
学分课程）学费）

35,900（一年（120
学分课程）学费）

健康科学学士 (口腔健康)1 3 年 2月 43,400（一年（120
学分课程）学费）

44,300（一年（120
学分课程）学费）

健康科学学士 (物理治疗)1 4 年 2月 39,000（一年（120
学分课程）学费）

39,800 （一年（120
学分课程）学费）

健康科学学士 (足病学)1 3 年 2月 39,000（（一年（120
学分课程）学费）

39,800 （一年（120
学分课程）学费）

健康科学学士后证书 6个月 2月/7月 17,800（全额学费） 18,200（全额学费）

健康科学学士后文凭 1 年 2月/7月 35,500（全额学费） 36,200（全额学费）

心理治疗学学士后文凭 1 年 2月 35,500（全额学费） 36,200（全额学费）

1. 所有健康科学本科学位的申请人都可以学习健康科学学士学位的课程，先不选择专业。第一学期结束后，学生可以申请特定专业或衔接课程 
继续完成学业。

2. 这些专业预计将在2023年进行调整，敬请关注。详情浏览 aut.ac.nz/healthsciences
3. 急救学的学费较高，一年的学费为39,000新西兰元 (120个学分)。

健康与环境科学
奥克兰理工大学的健康与环境科学学部在健康、运
动和科学学科方面拥有世界顶级课程和研究项目，
深受来自世界各地的优秀学生青睐。我们是新西兰
最大的提供健康科学教育的大学，所有的课程都注
重与行业的联系和在职工作经验。学生可根据所选
课程，在校园诊所为真正的患者提供治疗，在医院
或其他健康机构获得临床经验，与行业合作伙伴开
展科学研究，或在世界一流的运动学研究和高性能
运动场馆——AUT千禧高性能体育运动中心与精
英运动员合作。

我们的课程因其卓越质量受到雇主高度评价。奥克
兰理工大学体育运动学科在QS世界大学学科排名
中列位第27名，护理专业全球前150名，临床和健康
学科在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排名中位居第101-125
名。软科世界一流学科排名 (Academic Ranking of 
World Universities) 还将我们的运动专业评为新西
兰第一，世界第39名，临床医学和公共卫生位列全
球前150名，护理专业被评为全球前300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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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学制 开学时间 2022 学费 
（新西兰元）

2023 学费（新西
兰元）（仅供参考）

康复心理学研究生文凭 1 年 2022年不
开设，2023
年课程查看
网站

39,100（全额学费） 40,300（全额学费）

灾害风险管理和发展硕士 1.5 年 2月/7月 39,100（全额学费） 40,300（全额学费）

健康实践硕士
• 针灸
• 儿童健康
• 毛利族裔健康
• 精神健康与成瘾
• 助产学
• 肌肉骨骼物理治疗
• 护理学
• 足病学
• 康复学
• 暴力与创伤学

1.5 年 2月/7月 39,100（一年（120
学分课程）学费）

40,300（一年（120
学分课程）学费）

健康科学硕士
• 高级护理实践
• 足病学
• 心理学

2 年 2月/7月 39,100（一年（120
学分课程）学费）

40,300（一年（120
学分课程）学费）

护理科学硕士 2 年 2月 39,700（一年（120
学分课程）学费）

40,900（一年（120
学分课程）学费）

物理治疗实践硕士 2 年 7月 39,100（一年（120
学分课程）学费）

40,300（一年（120
学分课程）学费）

心理治疗硕士 2 年 2月 44,900（一年（120
学分课程）学费）

46,200（一年（120
学分课程）学费）

公共健康硕士 2 年 2月/7月 39,100（一年（120
学分课程）学费）

40,300（一年（120
学分课程）学费）

健康科学 (研究生)

课程 学制 开学时间 2022 学费 
（新西兰元）

2023 学费（新西
兰元）（仅供参考）

高级护理实践研究生证书 6个月 2月/7月 19,600（全额学费） 20,200（全额学费）

灾害风险管理和发展研究生证书 6个月 2月/7月 19,600（全额学费） 20,200（全额学费）

健康科学研究生证书 6个月 2月/7月 19,600（全额学费） 20,200（全额学费）

公共健康研究生证书 6个月 2月 19,600（全额学费） 20,200（全额学费）

咨询心理学研究生文凭 1 年 2月/7月 39,100（全额学费） 40,300（全额学费）

灾害风险管理和发展研究生文凭 1 年 2月/7月 39,100（全额学费） 40,300（全额学费）

健康科学研究生文凭 
• 针灸
• 高级护理实践
• 儿童健康
• 健康照护伦理
• 健康职业教育
• 领导力与管理
• 毛利族裔健康
• 精神健康与成瘾
• 助产学
• 肌肉骨骼物理治疗
• 老年人健康与保健
• 体育与营养学
• 足病学
• 康复学
• 暴力与创伤研究

1 年 2月/7月 39,100（全额学费） 40,300（全额学费）

公共卫生研究生文凭 1 年 2月/7月 39,100（全额学费） 40,300（全额学费）

注册护士处方研究生文凭 1 年 2月/7月 39,100（全额学费） 40,300（全额学费）

“世界很大，我相信能在奥克兰理工大学这么规模大的大学学习会为我今
后走入社会做好准备。奥克兰理工大学理学院拥有雄厚的师资力量，我一直
都期望获得新西兰优秀学者的指导。我也很喜欢互动性更强的小班课堂设
置，让我有机会可以和其他学生合作共同完成项目。对化学和科学充满热情的
学生，我会推荐他们来奥克兰理工大学学习。在这里你不仅可以学习到丰富的
理论知识，还能收获实际经验，获得研究机会，为你在科学研究领域的职业
生涯奠定坚实良好的基础。”
Shaun D’souza
斯里兰卡
理学本科化学专业大三学生

“我选择奥克兰理工大学是因为在学校网站上看到了有关物理治疗课程
的信息，让我很感兴趣。来到奥克兰理工大学后，我被这里的开放包容的学
术氛围和舒适惬意的校园生活所吸引。作为一名国际留学生，这对我非常
重要。奥克兰理工大学为学生提供很多建立人际关系的机会和支持服务，
会在你需要的时候提供帮助。奥克兰理工大学一直致力于实现多元化和

包容的目标，确保每位同学和教职员工都能在文化、社交、精神和身体
上获得安全感。大多数服务对学生都是免费或只收很少的费用，这

真的很有帮助。讲师们也总是乐于给予和接受学生的反馈，从不抵
触正向的改变。”
Sara Al-Harrasi
阿曼
健康科学本科物理治疗专业大三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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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与休闲 (本科)

课程 学制 开学时间 2022 学费 
（新西兰元）

2023 学费（新西
兰元）（仅供参考）

运动与休闲证书 6 月 2月 15,300 
（全额学费）

15,600 
（全额学费）

运动与休闲学士
• 教练
• 体育锻炼科学与营养
• 健康和体育
• 管理
• 户外教育
• 运动与锻炼科学
• 标准课程

3 年 2月/7月 35,900（一年（120
学分课程）学费）

37,000（一年（120
学分课程）学费）

运动与锻炼学士后证书 6个月 2月/7月 17,950
（全额学费）

18,400
（全额学费）

运动与锻炼学士后文凭 1 年 2月/7月 35,900 
（全额学费）

37,000
（全额学费）

1. 这门课程预计将在2023年进行调整, 敬请关注。详情浏览 aut.ac.nz/sportrecreation

运动与休闲 (研究生)

课程 学制 开学时间 2022 学费 
（新西兰元）

2023 学费（新西
兰元）（仅供参考）

运动与锻炼研究生证书 6个月 2月/7月 19,600（全额学费） 20,200（全额学费）

体育锻炼和健康硕士 1 年 2月/7月 58,650 （全额学费） 60,450（全额学费）

商学硕士体育运动领导力和管理 1.5年 2月/7月 33,300（一年（120
学分课程）学费）

34,000（一年（120
学分课程）学费）

以上费用均为新西兰元，且已包含商品及服务税 (GST)。学费每年都有变化和调整。 奥克兰理工大学保留在入学前变更已公布学费的权利，从而应对 
政府或大学的任何政策变化。如果你在下一学年需要修读课程攻读学位，则这些课程的价格可能会上浮。

理学 (本科)

课程 学制 开学时间 2022 学费 
（新西兰元）

2023 学费（新西
兰元）（仅供参考）

应用科学证书 1 年 2月/7月 34,600 （全额学费） 35,200（全额学费）

应用科学大专文凭 1 年 2月/7月 34,600 （全额学费） 35,200（全额学费）

医学检验学学士 4 年 2月 39,600（一年（120
学分课程）学费）

40,400（一年（120
学分课程）学费）

理学学士
• 应用环保
• 生物医药学
• 化学
• 环境科学
• 食品安全
• 食品科学
• 地球科学
• 地球空间科学
• 健康保护
• 海洋生物学
• 微生物学
• 分子遗传学
• 心理学

3 年 2月/7月 36,200（一年（120
学分课程）学费）

36,900（一年（120
学分课程）学费）

理学学士后证书 6个月 2月/7月 18,100 （全额学费） 18,500（全额学费）

理学学士后文凭 1 年 2月/7月 36,200 （全额学费） 36,900（全额学费）

1. 这门课程预计将在2023年进行调整, 敬请关注。详情浏览. Visit aut.ac.nz/sciences

理学 (研究生)

课程 学制 开学时间 2022 学费 
（新西兰元）

2023 学费（新西
兰元）（仅供参考）

医学检验学研究生证书 6个月 2月/7月 20,300（全额学费） 20,800（全额学费）

理学研究生证书 6个月 2月/7月 19,500（全额学费） 20,000（全额学费）

医学检验学研究生文凭 1 年 2月/7月 40,600 （全额学费） 41,600（全额学费）

理学研究生文凭 1 年 2月/7月 39,000（全额学费） 40,000（全额学费）

医学检验科学硕士 2 年 2月/7月 40,600（一年（120
学分课程）学费）

41,600（一年（120
学分课程）学费）

理学硕士 1 年 2月/7月 58,500（全额学费） 60,000（全额学费）

理学硕士 （研究型） 2 年 2月/7月 39,000（一年（120
学分课程）学费）

40,000（一年（120
学分课程）学费）

“我是因为我的博士生导师来到了奥克兰理工大学。我当时已经知道我想
研究的博士题目，然后就寻找合适的博导指导我完成博士学位。我在奥克兰
理工大学找到了我的导师们。我很喜欢这里的人。现在我找到了梦寐以求的
导师团队，我觉得和他们一起工作是非常幸运的事情。尽管受到全球新冠疫
情的影响，但是在奥克兰理工大学学习的经历非常棒。在学习期间，
我结交了很好的朋友，还得到了帮助其他人做研究的机会，并在校
内健身房做过教练。”
Alyssa-Joy Spence
加拿大
运动与休闲学院博士学位候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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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型课程

课程 学制 开学时间 2022 学费 
（新西兰元）

2023 学费（新西
兰元）（仅供参考）

哲学硕士 1 年 2月/5月/7
月/10月

39,200 （全额学费） 39,900（全额学费）

哲学博士（在新西兰境内完成） 3 年 2月/5月/7
月/10月

7,079 （一年（120学
分课程）学费）

待确认

以上费用均为新西兰元，且已包含商品及服务税 (GST)。学费每年都有变化和调整。奥克兰理工大学保留在入学前变更已公布学费的权利，从而应对 
政府或大学的任何政策变化。如果你在下一学年需要修读课程攻读学位，则这些课程的价格可能会上浮。

在新西兰攻读博士学位的优势
在新西兰攻读博士学位可享受：
• 与新西兰本地学生一样的学费（如果是在新西兰境内就读）
• 根据学生签证条款，博士生可全职工作
• 完成博士学位后，可以向新西兰移民局申请毕业生工作签证并寻找工作。
• 博士生子女可享受与新西兰居民同等待遇，中小学教育免费。

申请研究型课程
如果你打算报读奥克兰理工大学的研究型硕士 (MPhil) 或博士 (PhD) 课程，请发送邮件至 doctoral.and.
mphil.admissions@aut.ac.nz ，联系研究生院 (Graduate Research School)。

探索研究专长
奥克兰理工大学的学术导师是世界公认的顶尖科研人员，绝大多数教学研究人员都在各自领域建树颇丰，
他们所具备的专业知识可为学生学习提供全程指导。欲了解更多信息，请浏览 academics.aut.ac.nz

博士和研究型硕
士课程
奥克兰理工大学的全球研究影响力领先于澳大拉
西亚地区，学校拥有60多个科研中心，从人工智能
和机器人技术到生态学和公共卫生，创造出卓越科
研成果。这些傲人成绩证明奥克兰理工大学是学生
入读研究型硕士和博士课程的理想之选。

学生可以在任何一个学部攻读博士 (PhD) 或研究型
硕士课程。

“我强烈推荐准备继续深造的同学到奥克兰理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因为这里
为希望在学术界有所建树的学生提供了绝佳的学习环境。奥克兰理工大学拥
有顶尖的科研设施和知名学者，能确保博士生在此进行世界一流的研究。我也
很高兴有机会在奥克兰理工大学为本科生和硕士生讲课。并不是所有澳大拉
西亚的博士生都能有机会参与大学的教学工作，但奥克兰理工大学会鼓励
他们的博士生参与教学和其他学术活动。这为我们开启学术界的职业
生涯提供了优势。”
Nafiz Ul Fahad
孟加拉国
商学院博士学位候选人

3938



线上课程无需申请学生签证，不出国门居家即可攻读。待新西兰边境限制解除或符合 
边境豁免条件后，学生可回到校园继续完成剩余课程。
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aut.ac.nz/online-international

此外，奥克兰理工大学在全球范围都设有合作院校，学生可在自己的国家学习并获得 
奥克兰理工大学学历。欲了解该项目的更多信息，请发送电子邮件至 international@aut.
ac.nz
1. 如果对在线学习感兴趣，请于你所在国家学历认证机构确认是否承认线上课程获得的学历。
2. 如果你目前在新西兰境外，并且所选择的课程未提供在线学习，我们建议你延迟下一学期申请。

境外国际留学生
线上课程
奥克兰理工大学在2022年以及未来将重点为学生
提供最好的校内和校外学习体验。如果国际留学生
由于新冠疫情受到新西兰边境管控措施限制而无
法来到新西兰学习，奥克兰理工大学部分课程提供
线上教学。

“这个学位的所有课程我都很喜欢，从领导力到活动策划、金融、旅游、商业或酒店
管理。每门课都非常有趣。而且奥克兰理工大学在新西兰和国际上都享有盛誉。由于
新冠疫情，我没能回到新西兰完成第二学年和第三学年的学习，都是通过在线课程
完成了我的学业。一开始，我很紧张，因为我以前从来没有上过网课。但是，在奥克兰
理工大学的帮助下，我开始适应了网课。而且我发现网课的学习气氛和团队合作也
毫不逊色。”

Wanting Huang
中国

国际酒店管理本科大三学生

“奥克兰理工大学的计算机专业课程涵盖了在计算机科学行业开启职业生涯
的所有必要技能。网课学习可以让我随时回放课程视频。如果课后有任何不大
理解的地方，可以重新观看课堂视频，查漏补缺。讲师和助教向我们这些在海外
通过网课学习的学生提供了非常多的帮助。他们总是很及时地提供反馈和建议。
如果我遇到任何问题，只需要给他们发个邮件，就会得到非常耐心细致的讲
解。”
Jackie Tin Lok Lai
香港
计算机和信息科学本科软件开发专业大二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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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留学项目 
奥克兰理工大学的短期留学项目提供丰富的学科选择，学生
有机会到海外学习一个学期或一个学年。在满足所在大学的
学科要求的同时，学生还能亲身探索新西兰和奥克兰，收获 
千载难逢的留学体验。

你可以自己制定学期计划，选择全日制学习，或是选择学习的同时兼顾实
习。每年有2月或7月两次开学时间。
参加短期留学的留学生将会得到： 
• 接受校园热烈欢迎，感受新西兰的热情好客 
• 获得足够的帮助，在新环境中适应学习和生活 
• 结交新朋友，了解新西兰独特的文化， 探索新西兰闻名遐迩的自然 

风光。

2022年短期留学费用
全日制为每一学期四门课程，学费为12,800新西兰元。

此外，还需要支付注册费、学生服务费和保险费。如果选择课程加实习， 
则需支付实习安置费。

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autstudyabroad.info

“我通过短期留学项目来到奥克兰理工大学学习小学教学。我对其他同学
的建议是，去新西兰留学，然后抓住一切机会去旅行，结识新朋友，尽可能地
多学东西，因为这些经历会改变你的人生。新西兰和奥克兰理工大学的组合
意味着你可以在奥克兰理工大学的支持下尽情体验新西兰独具特色的大
自然和文化。这些经历不仅丰富了我的人生体验，而且还带给了我新
的思维方式。”
Marshall Murphy  
美国
美国佛蒙特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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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学要求 
国际留学生需要满足所申请课程的学术入学要求。学术要求依据学生之前的学习成绩 
判定。除此之外，学生还需要满足英语语言要求，部分课程还有特定入学要求（更多详情 
请见第50页）。

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aut.ac.nz/int/entryrequirements

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学生入学学历要求
下表罗列了来自不同国家/地区的学生申请奥克兰理工大学的学士学位或大专文凭课程可以使用的学历。
如果你是在新西兰高中学习的国际留学生，你需要满足大学入学要求 (UE)。了解更多信息，请浏览  
aut.ac.nz/universityentrance

大专文凭课程的入学要求
等同于新西兰12年级

本科学位的入学要求
等同于新西兰13年级

澳大利亚

完成12年级学业，澳大利亚高等教育入学排名 (ATAR) 成绩为69.6或同等水平

孟加拉国

在承认的院校顺利修读大学本科学位一年

博茨瓦纳

以良好的成绩完成博茨瓦纳大学附属学院的三年制文凭

巴西

在承认的院校顺利修读大学本科学位一年

加拿大

12年级证书 • 魁北克省：高中毕业文凭，且六门科目的平均成绩至少为60%，包括12年级的英语
• 安大略省：中学文凭，且最低总平均成绩为65%
• 总体要求：其他省份的高中毕业文凭将根据具体情况进行评估

中国

高三毕业证书 • 高中毕业且顺利完成大学本科一年的学习；或者
• 高中毕业且以优良的成绩完成被认可院校的2年大专学习； 

高考成绩达到被认可的大学一本线。  (参考 aut.ac.nz/int/entryrequirements 
了解详情)

哥伦比亚

在承认的院校顺利修读一年的高等教育

丹麦

• Studentereksamen（高中毕业考试）或
• Hojere forberedelseseksamen (hf) 或
• Hojere handelseksamen (hhx) 或
• Hojere teknisk eksamen (htx)

大专文凭课程的入学要求
等同于新西兰12年级

本科学位的入学要求
等同于新西兰13年级

斐济

斐济学校毕业证书 • 斐济的7年级证书，四门科目合计250分（满分400分），英语至少50分；或者
• 完成艺术、商学或科学的USP预科课程，且八门必修课程的平均成绩为“B”或更高， 

且没有低于“C”的成绩；或者
• 申请人须已完成南太平洋七年级证书 (SPFSC) 且至少取得三个B，并取得PSSC英语 

5级或更高成绩，以及PSSC数学6级或更高

法国
Diplome du Baccalaureat

德国
Mittlere Reife/Realschulabschluss 顺利完成高中 - Abitur / Zeugnis der Allgemeinen Hochschulreife

加纳

GCE:至少取得三个A-level，其中一项成绩至少为“C”或更高。不得包括通识学 (General 
Studies) 的成绩

香港

香港中学会考 在核心科目和A、C类选修课任意组合中，最好五门科目（即每门科目平均成绩为3级）的 
综合成绩为15分，B类（应用学习）科目除外。

印度

高中毕业证书（标准xii级），最低60% 高中考试、全印度高中证书或印度学校证书 (ISC)，四门最佳科目平均成绩为75%， 
英语至少达到60% 

印度尼西亚

SMU 7.0 • 在承认的院校顺利修读大学本科学位一年 

日本

高中毕业 • 顺利完成高中文凭，且平均成绩达到B；或
• 在承认的院校顺利修读大学本科学位一年；或
• 顺利完成2-3年的大专文凭

肯尼亚

顺利完成肯尼亚中等教育证书学习，且平均成绩为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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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专文凭课程的入学要求
等同于新西兰12年级

本科学位的入学要求
等同于新西兰13年级

韩国

高中毕业 在韩国大学考试中取得最低250分的成绩

马来西亚

• STPM
• 中文统一考试

• STPM考试取得三个及格成绩；或
• UEC考试的五个科目最高20分；或
• SAM的ATAR成绩为69.6；或
• 完成澳大利亚预科课程会被纳入考量
• 成功完成马来西亚预科证书 (Matrikulasi) ，累积最低GPA成绩为2.5

墨西哥

在承认的院校顺利修读大学本科学位一年

尼泊尔

第二等本科学位

尼日利亚

• 在承认的高等院校顺利修读国家高级技术证书；或
• 在承认的高等院校获得高级国家商业证书；或
• 西非普通教育证书 (GCE) 高级程度。至少有三门科目获得A-Level的成绩， 

其中一项成绩至少为“C”或更高。

挪威

顺利完成Videregaende Skole

阿曼

• 在承认的院校顺利修读大学本科学位一年；或
• 在承认的院校顺利修读两年制文凭，且成绩良好

巴基斯坦

在承认的院校顺利修读大学本科学位一年

大专文凭课程的入学要求
等同于新西兰12年级

本科学位的入学要求
等同于新西兰13年级

巴布亚新几内亚

在承认的院校顺利修读大学本科学位一年

菲律宾

在承认的院校顺利修读大学本科学位一年

俄罗斯

• 中等教育证书；或
• 中学教育证书

在承认的院校顺利修读大学本科学位一年

萨摩亚

• 南太平洋七年级证书 (SPFSC) 且至少取得三个B，并取得PSSC英语5级或更高成绩
• 萨摩亚国立大学基础证书完成艺术、商学、教育、通识学或科学（即非护理专业）的基

础证书并在整体表现中取得至少65-69%（B3级）的成绩，HEN004基础英语取得至少
60-64%（C1 级）的成绩

沙特阿拉伯

• 在承认的院校顺利修读大学本科学位一年；或
• 在承认的院校顺利修读一个文凭；或
• 在承认的院校顺利修读初级健康文凭；或
• 在承认的院校顺利修读高等技术学院文凭

新加坡

4个科目达到GCE O级别 GCE A级别：至少取得三个H2，达到C

南非

申请人顺利获得国家高中毕业证书，并有资格在南非的大学申请学士学位

斯里兰卡

GCE O级别 GCE A级别，至少取得三个A级别，其中一项成绩至少为“C”或更高。不得包括通识学 
(General Studies) 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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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士后证书和学士后文凭
一般来说，学生需要拥有本科学历才能进入学士后
证书或学士后文凭课程学习。你可以在我们的网站 
aut.ac.nz找到所选课程的具体入学要求。

先前学习认证
先前学习认证 (RPL) 是指对当前或过去大学学习以
及工作经验的全面评估，并将合格的学分转至奥克
兰理工大学的课程中。如果你已经完成与申请奥克
兰理工大学专业相关的部分课程学习，你可以申请
先前学习认证，将学分转入你在奥克兰理工大学的
学历。申请先前学习认证需支付额外费用。了解更多
信息，请访问aut.ac.nz/rpl

硕士和博士课程
奥克兰理工大学不同的研究生课程有不同的入学 
要求。你可以查看我们网站aut.ac.nz的相关专业 
页面，查找具体的入学要求。
通常最低入学要求是由被认可大学授予的相同专业
的学士学位。也可能会要求你提供相关工作/研究经
验的证明。如果你计划学习研究型课程，还会要求提
交研究计划。

1. UCAS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Admissions Services for the UK) 
Tariff = system which converts AS and A level grades into points.

大专文凭课程的入学要求
等同于新西兰12年级

本科学位的入学要求
等同于新西兰13年级

瑞典

顺利完成Avgangsbetyg/Slutbetyg fran Gymnasieskola

台湾

高中 • 顺利完成高中和两年制大专文凭
• 顺利完成初中和五年制大专文凭；或
• 在承认的院校顺利修读大学本科学位一年

泰国

完成Mathayom 6 完成Mathayom 6，且GPA达到3.2或更高

阿联酋

Tawajihya（中学证书）取得70% 
或以上的成绩

在承认的院校顺利修读大学本科学位一年

乌干达

在承认的院校顺利修读大学本科学位一年

英国

GCSE普通中等教育证书课程 
（高等级）

GCSE普通中等教育证书的A和AS级别（根据具体情况考虑）

美国

高中文凭 • 高中文凭且有SAT成绩。SAT考试现在要求最低分数为1150；低于此分数的可根据 
具体情况考虑 

• 高中文凭且ACT分数最低为22；或
• 在承认的社区学院完成学术方向的副学士学位

越南

通用毕业成绩达到7分（满分10分）， 
或30分（满分40分）

• 在承认的院校顺利修读大学本科学位一年
• 完成全国高中毕业考试并总体及格；且在高中成绩报告中12年级的GPA成绩 

至少为8/10

大专文凭课程的入学要求
等同于新西兰12年级

本科学位的入学要求
等同于新西兰13年级

全球

• 顺利取得国际文凭 (IB) 证书，且达到24分的最低录取分数
• 剑桥国际考试：A或AS level课程中任何与NCEA承认的科目列表中大致相当的科目 

总分达到UCAS Tariff1120分或以上。必须包括至少三门成绩为D或以上的科目（不包括
思维技能）。计算能力：国际普通中等教育证书 (IGCSE) 中的数学成绩至少达到D级，或
者在AS或A level课程中的任意数学科目取得最低D级的成绩。读写能力：在AS或A 
级课程中，英语语言科目和/或英语文学科目至少达到E级。

• 普通教育证书 (GCE) 三门A-level科目，包括至少一门C级或以上成绩。通识学课程的 
成绩不得包含在申请所依据的三门A-level科目成绩。

• 英国北方大学联合会 (NCUK) 本科预科课程成绩为CCC（7分）或以上。
• 可用NCUK学术英语成绩代替入学英语语言成绩，要求总成绩不低于C，单项不低于D。

1.UCAS（英国大学及学院招生事务处）计分系统将AS和A level成绩换算成分数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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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语言要求 
奥克兰理工大学所有课程的教学和考试均使用英语。如果英语不是你的母语，你需要 
证明自己具有在奥克兰理工大学完成学业所需的最低英语语言能力。

你可以使用以下任意英语考试成绩满足英语语言入学要求。考试成绩两年内有效。
查看以下内容，了解通常的英语语言入学要求。奥克兰理工大学的部分课程对英语有较高的要求。请参考 
奥克兰理工大学网站，查看你所选择课程的英语语言要求。
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aut.ac.nz/englishrequirements

雅思（学术类）
雅思是申请入读奥克兰理工大学的首选英语考试。
由于职业注册的要求，雅思也是大多数健康科学学
位所需的英语测试成绩。 
新西兰教学委员会对初始师范教育的课程有特殊的
英语语言要求。
部分课程的英语要求比下方列出的标准更高。

博士学位
雅思总分6.5分，写作7分*，其他各单项6分或以上
*工程、计算机和数理科学仅要求写作6.5分

其他研究生课程
雅思总分6.5分，各单项6分或以上

学士后文凭、学士后证书和双学位课程
雅思总分6.5分，各单项6分或以上

学士学位
雅思总分6分，各单项5.5分或以上

大专文凭和证书
雅思总分6分、各单项不低于5.5分，或雅思总分5.5
分、各单项不低于5分，具体分数要求根据具体课程
而定。

以英语授课和考核的学历
学生可以使用在以英语为主要语言的国家所获学历
的官方成绩单申请：
• 必须提供教学和考核使用英语的证明
• 必须达到适当的水平

在新西兰读高中的国际留学生
持国家教育成绩证书 (NCEA)、剑桥CIE或国际文凭 
(IB) 证书申请的学生必须满足新西兰大学入学 (UE) 
的读写要求。不能用雅思等英语语言测试成绩来代
替读写的成绩要求。奥克兰理工大学部分课程的语
言要求高于UE的读写要求。

承认的其他英语语言测试成绩
使用下表查看你需要满足的英语语言要求。
考试成绩两年内有效。奥克兰理工大学可能会根据
具体情况接受其他认可的英语语言能力测试成绩。

最低总分
英语成绩证书 最低总分
雅思 5分 5.5分 6分 6.5分 7分
新西兰英语直升班考试
成绩 - 1级 2级

（各单项均不低于1级）
3级

（各单项均不低于2级） -

Cert EAS C- C/C+ B/B+ A -

新西兰国家英语证书 
(NZCEL)

- - NZCEL 4级
（学术类）

NZCEL 5级
（学术类）

-

GIE内部学术英语直升班1 C C+ B B+ A

托福网考2 65 70 80 90 100

剑桥高级英语 (CAE) 154 162 169 176 185

PTE学术英语考试 35 42 50 58 65

基督城英语语言学院 
(CCEL) - - CCEL语言直升班2级， 

单项不低于C+
CCEL语言直升班2级，单项 
不低于B+ -

朗思国际通用 
英语LanguageCert 
International ESOL考试

- - 朗思IESOL C1 Expert  
（听读写说）考试合格 (PASS)
，且单项成绩不低于考试合
格 (PASS)

朗思IESOL C1 Expert （听读写 
说） 高分通过 (HIGH PASS)，且单项 
成绩不低于考试合格 (PASS) 或
朗思IESOL C2 Mastery （听读写说）
考试合格 (PASS)，且单项成绩 
不低于考试合格 (PASS)

-

伦敦三一学院英语综合 
技能考试 (Trinity ISE)

- - ISE II 中所有单项成绩 
不低于优秀 (Distinction)

ISE III 中所有单项成绩 
不低于合格 (Pass)

-

单项分数
英语成绩证书 单项分数
雅思（读/听/说/写） 5分 5.5分 6分 6.5分 7分
Cert EAS 取决于你想要就读的学历课程。请参阅学术日历。3

GIE内部学术英语直升班1 C C+ B B+ A

托福网考 (读/听/说/写)2 15/15/17/18 15/15/18/20 19/19/20/22 20/20/20/24 24/24/23/27

剑桥高级英语 (CAE) 154 162 169 176 185

PTE学术英语考试 35 42 50 58 65

基督城英语语言学院 (CCEL) - - C+ B+ -

1. GIE不能用于满足博士生英语语言的入学要求。
2. 托福网考需达到最低总分，单项分数仅作参考，最多可以接受两分的差异。 
3.  《奥克兰理工大学学术日历》含有对所有课程的官方规定。请参阅aut.ac.nz/calend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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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克兰理工大学语言中心  
如果你在进入奥克兰理工大学学习之前需要提高英语语言能力，我们提供英语预备课程
和大学入学课程。奥克兰理工大学语言中心是新西兰最好的英语语言学校之一，提供专
为国际留学生设计的一系列课程。 

奥克兰理工大学语言中心位于奥克兰市中心校区 (City Campus)。学生也可以在自己居住的国家选择在线
学习语言中心的英语课程。
语言中心课程适合未能直接获得奥克兰理工大学本科和研究生入读资格的学生。课程采用小班教学，配备
优秀师资，帮助你在英语学习上取得成功。在提高英语语言技能的基础上，你还能提升学术技能，助力今后
在大学的学习。语言中心课程丰富，包括GIE学术英语直升班课程，以满足不同英语水平学生的需求。

GIE学术英语直升班
GIE学术英语直升班课程可提升英语语言能力，为学
生申请奥克兰理工大学大多数的学位课程做好充足
的准备（部分健康和教育课程除外）。
成功获得该课程证书，可在申请奥克兰理工大学学
位课程时无需提供雅思考试成绩（部分健康课程除
外）。不过，学生仍然需要满足所申请学位课程的其
他学术入学要求。

课程详情：
• 全日制，共12周学术准备和学习技能课程（每周23

学时）
• 可选在线课程或在奥克兰理工大学语言中心上课
• 每年设有多个开课时间
• 入学雅思要求：总分5.5分，阅读和写作不低于5.5

分，口语和听力不低于5分

学习内容
不仅强化英语语言技能，还可以为今后专业课程的
学习奠定坚实的学术技能。
可在以下方面帮助学生提升技能和经验：
• 学术类文本的阅读和写作
• 批判性思维技能
• 学术词汇的管理
• 小组学术研究项目
• 演讲
• 期末考试
你需要年满18周岁方可报名参加。

联系我们，了解更多详情
电邮： inthouse@aut.ac.nz 
电话: +64 9 921 9630 
网站:  aut.ac.nz/ih

“我非常推荐大家到奥克兰理工大学语言中心学习，这里的师资力量雄厚。
我非常喜欢与世界各地的同学们一起学习。我与来自巴拿马、哥伦比亚和中
国的同学都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我强烈建议你在开始大学学习之前参加GIE
课程。这个课程为我之后的学习生涯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指明了方向。我觉得
最为受益的一个方面是，该课程让我学习到如何用英语进行专业学术写作
和演讲。”
Areej Khalil   
约旦 
奥克兰MEPS Building Engineers公司建筑服务工程师
工程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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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科与桥梁课程 
预科课程 
如果你的高中学历不符合本科课程的学术入学要
求，那么学习预科课程会是你进入大学的另一途径。 
预科课程帮助学生成功衔接大学的本科学习。本课
程旨在帮助学生掌握知识、提升技能和自信，从而在
所选的本科课程中脱颖而出。
奥克兰理工大学与两所学校合作推出直通车课程：

奥克兰理工大学预科证书课程由UP国际学院 
独家授课
该学院是全新西兰在国际教育方面拥有最佳记录的
学校之一，能够帮助国际学生顺利进入大学本科。
课程包含英语和独立学习技能方面的必要培训。学
生拥有丰富的课程选择，在UP国际学院学习期间还
可使用奥克兰理工大学的校园设施。
up.education  
电邮:  admissions@up.education 
电话:   +64 9 307 5399

NCUK国际预科课程
NCUK在全球范围开设90余所学习中心 。在新西兰
攻读本科学位之前，学生可以选择在居住国家开始
预科课程学习。
ncuk.ac.uk 
电邮:  enquiries@ncuk.ac.uk 
电话:  +44 161 549 9220

直通车课程
国际大一课程 (IYOne)
国际大一课程是一门学分制课程。学生可以在NCUK
学习中心攻读本科学位的大一课程，顺利完成国际
大一课程后，可以进入奥克兰理工大学很多专业的
本科二年级继续学习。
课程选择：
• 国际大一商科课程
• 国际大一工程学课程
ncuk.ac.uk/ncuk-qualifications/ncuk-international-
year-one

硕士预科课程 (PMP)
硕士预科课程将帮助你获得顺利完成硕士学习所需
的研究技能和英语语言能力。
ncuk.ac.uk/ncuk-qualifications/ncuk-pre-masters-
programme

合作办学课程
奥克兰理工大学还为那些希望在居住国提前开始他
们的留学之旅，随后来到新西兰继续完成学业的学
生提供一系列的选择。
我们在全球范围内拥有广泛的合作伙伴。如果
你对该类合作课程感兴趣，请发送电子邮件至
international@aut.ac.nz了解更多信息

“商学大专文凭课程是一门非常实用的入门课程，涵盖商学各个领域的
内容。对于想更多地了解商学以及商学学位的真正意义的同学来说，这
是一门很棒的课程。读完这门课程，我对身处商业领域中的自己感到更
加自信。在高中时我没有学过商学相关的科目，但我现在觉得自己已
经做好攻读商学学士学位的准备，去探索经济学、消费者行为和金融

等问题。”
Camila Roa-Nunez  

商学大专文凭学生 

 

 

对于未达到心仪学士学位入学要求的学生来
说，先在奥克兰理工大学学习证书或文凭课程
也是一种选择。证书和文凭课程的部分科目通
常与相关学士学位课程的科目相同，可作为学
生升入学士学位课程的桥梁课。

证书和文凭课程包括：

• 应用科学证书/应用科学大专文凭——直通
理学本科

• 法学证书——直通法学本科

• 科学与技术证书——直通计算机与工程专
业本科

• 运动与休闲证书——直通运动与休闲本科

• 文学大专文凭——直通文学本科、传播学 
本科

• 商学大专文凭——直通商学本科

 
证书与文凭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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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学金与学费 
奖学金和奖项
利用奖学金和奖项来助力你的大学学习。奥克兰理工大学为学生各个学习阶段提供多种形式的奖学金和
奖项，包括下方列出的奖学金。有关奥克兰理工大学和校外资助方提供的奖学金要求、申请方式和截止日
期等最新信息，请登陆学校官网奖学金网址aut.ac.nz/scholarships查询。

奥克兰理工大学国际留学生学术成就奖学金
我们以高额的奖学金（每人高达20,000新西兰元） 
表彰学术成就优异的国际学生，新西兰境内或境外
本科和研究生阶段的国际学生均可申请。 

奥克兰理工大学国际留学生住宿奖学金
该奖学金（5000新西兰元的房租补助）为奥克兰理
工大学新入学和重返新西兰的国际留学生提供经济
资助，可用于定向支付奥克兰理工大学位于Mayoral 
Drive的学生公寓住宿费用。公寓靠近奥克兰理工 
大学市中心校区，提供优质、现代的单间住宿。

奥克兰理工大学文化与社会学部优秀国际 
留学生奖学金
该奖学金（7,000新西兰元的学费补助）旨在支持学
术成绩卓越的国际学生在奥克兰理工大学文化与 
社会学部攻读本科或研究生课程。

新西兰奥克兰理工大学—NCUK卓越奖学金
该奖学金面向想入读奥克兰理工大学并参加了
NCUK新西兰全球教育直通车课程的学生开放 
申请。

校长博士奖学金
奥克兰理工大学将该奖学金颁发给获得认可的杰出
优秀博士候选人。 

新西兰外交和外贸部——Manaaki新西兰 
奖学金
新西兰政府通过Manaaki新西兰奖学金计划为 
来自特定国家的国际留学生提供奖学金。该奖学 
金为学生在新西兰完成学业提供全额学费、生活补
贴和其他经济资助。访问网站nzscholarships.govt.
nz/en 

校外奖学金
政府部门等校外赞助机构为学生提供海外留学的 
机会，我们建议你查询所在国家提供的奖学金。

“我选择学习食品科学是因为这样我可以帮助我的国家提高食品安全性，
并通过市场营销和出口优质食品促进经济发展。我非常享受在这里的学

习，原因之一是课堂的班级规模很合理，与讲师的互动很容易。我喜欢
这里的另一点是，在我有需要时老师们总是愿意给予我帮助。”

Litia Takuia  
基里巴斯 

理学学士食品科学专业大三学生
（荣获新西兰外交和外贸部提供的Manaaki新西兰奖学金资

助）

 

 

缴费方式
你可在第16至39页查到所选课程的学费。学费为全日制学习一年的费用，除非另作说明；学费会逐年有所
上浮，请做好预期和相应预算。所示学费仅供规划用途，不构成财务协议。  学生服务和保险费用按年收取，
具体费用以该年标准计算。了解最新信息，请访问aut.ac.nz/fees  

新留学生可以选择以下一种方式支付费用：

按学年缴费
学生需要支付的费用是该年注册课程的学费，在不
间断学业的情况下，每年学费涨幅会限制在奥克兰
理工大学校董事会批准的年增长幅度内（2021年涨
幅为1.1%， 2022年涨幅为1.7%）。学生可以选择按学
期或全年支付学费。
如果学生注册的课程超过通常的学习时间，学费则
将按学生进行后续或额外学业那一年所公布的学费
标准收取。

按整个课程缴费
学生可以选择全额支付整个课程的学费，从而避免
后几年学费上涨。请注意，对于临时中断学业的学
生，奥克兰理工大学将根据其恢复学业当年公布的
学费标准收取学费。

此列表中的信息在出版时无误
（2021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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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住校园学生公寓是非常好的选择！地理位置优越，校园近在咫尺，也更容
易与同学见面沟通和小组学习。

奥克兰理工大学住宿选择
Wellesley学生公寓
市中心校区
• 步行仅3分钟即可抵达奥克兰理工大学主楼
• 每套公寓居住环境便利，生活设施完备，有四间或

五间卧室，包含两间浴室、客厅/餐厅和厨房。
• 公寓有三种面积的卧室可供选择，每间卧室都配

有一张特大号单人床、衣柜、书桌、椅子、书架和 
加热毛巾杆。

• 有13间卧室可供有特殊需求的学生使用。
• 公寓设有户外场地和洗衣房，提供每天24小时 

全天候安保服务和宿舍管理员支持服务。

Te Āhuru Mayoral Drive学生公寓
 市中心校区
• 步行仅1分钟即可抵达奥克兰理工大学主楼
• 全新特制的高规格单间
• 每间宿舍配有大号单人床、提供厨房、冰箱、微波

炉、浴室、书桌、椅子和储物空间。
• 含25间特殊入住需求房间（每层一间）
• 公寓设有娱乐中心、运动场所，以及学习、社交 

和用餐空间，提供每天24小时全天候安保服务 
和宿舍管理员支持服务。

Akoranga学生公寓  
北校区
• 步行仅5分钟即可抵达奥克兰理工大学主楼
• 卧室配有双人床或单人床。
• 所有卧室均配备衣柜、书桌、椅子和书架。
• 有8间卧室可供有特殊需求的学生使用（配备浴

室）。

申请奥克兰理工大学的学生公寓时，你可根据自己
需求选择禁止饮酒、同性别或彩虹友好型公寓。

公寓生活 
奥克兰理工大学的学生公寓每月都会举办丰富多彩的社交
活动，如猜谜、烘焙挑战、运动健身和宾果游戏等。在迎新活
动时，学生将收到每年的活动日历。
我们的社交活动旨在让每个人都参与其中。因此学生可以
参加各种小组和全公寓举办的线上及现场活动。

学生公寓申请时间
• 8月1日开放申请下一学年第一学期入住公寓； 

5月1日开放申请该学年第二学期入住公寓。
• 在线申请

温馨之家： 
校园学生公寓

最喜欢Te Āhuru Mayoral Drive学生宿舍的一点是，我可以住在自己的单间公寓
里。参加社交活动可以让我结识到公寓楼里更多志同道合的新朋友。还可能会
认识到很多同专业的朋友，这样可以相互探讨学习，共同进步。”
Alexander Cordts   
德国
商学学士管理专业大三学生

更多信息
请查看aut.ac.nz/
accommod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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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尽早申请
入学名额有限。请在学期开始前尽早提交
你的申请。

提交你的申请

我们收到你的申请

• 我们将向你发送一封确认邮件，其中说明
如何查看你的申请状态。 

• 如果需要你补交资料，我们会直接与你 
联系。

以下是奥克兰理工大学入学申请的步骤说明。更多 
信息 请访问aut.ac.nz/apply

学校评估 
学生申请

• 我们会对你的申请进行评估，确定你是否
符合所申请课程的入学条件。

• 评估内容包括你的学术背景和相关经验，
确保你能顺利完成课程。

• 我们会通知你的申请是否成功。

填写申请表
访问apply.aut.ac.nz提交网上申请 

• 如果你已经知道自己所选课程和专业，
请注明。

• 查看你是否符合英语语言要求和国际 
留学生的入学要求。

你也可以通过奥克兰理工大学授权许可 
的代理机构代为申请。查看奥克兰理工 
大学授权许可的代理机构列表，请访问  
aut.ac.nz/international-agents

3 2 

可能的结果

申请研究型硕士 (MPhil) 和博士 (PhD)  
课程 

如果你打算报读研究型硕士或博士课程 ， 
请发送邮件至doctoral.and.mphil.
admissions@aut.ac.nz，联系研究生院
(Graduate Research School) 。

申请步骤

无条件录取  我们愿意为你提供在奥克兰
理工大学学习的机会。

暂定录取  你已经满足了你所选择课程的
一些入学要求，我们愿意为你提供一个在
奥克兰理工大学学习的暂定名额。如果你
没有满足其他要求，如大学入学(UE) 要求，
那么我们会撤回这份录取通知书。

有条件录取 你必须满足有条件录取中 
所列的条件，通过审核，才能获得正式录取 
通知书。

拒绝 如果你不符合入学要求，或所有名额
已满，我们可能会向你提供其他课程的入
学名额。

  
接受录取通知书

收到录取通知书后，请尽快签名并发回
给学校。你必须在截止日期前全额缴纳
所有费用，以确保顺利入学。入学名额 
数量有限。
如果你在确定接受录取通知书和缴纳费
用时，该课程名额已满，你可延期至下一
学期入学。
如果你不能在录取通知书注明的学期开
始学习，你可以申请延期入学。
如果你是通过奥克兰理工大学授权认可
的代理机构申请，所有信件将同时发送
给申请人和代理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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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西兰工作
作为一名国际学生，你可能有资格在学年内兼
职工作，在学校假期内从事全职工作。请注意，
你在留学期间的工作的收入不足以支付你的学
业费用。研究型硕士和博士生可享受不受工作
时长限制的权利。
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immigration.govt.nz/
new-zealand-visas/options/study/working-
during-after-your-study/working-on-a-
student-visa 

留学费用退款 
如果你需要换课程和专业，或想退学，你可能有
资格获得退款。乐于助人的学生中心 (Student 
Hub) 团队可以回答你关于退款或退款政策的任
何问题。
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aut.ac.nz/fee-refunds

iStudent Complaints 
iStudent Complaints是由新西兰政府设立的一个
独立的争端解决机构 (DRS)，帮助解决国际学生
与教育机构之间出现的纠纷。
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istudent.org.nz/about-istudent-complaints 

新西兰留学准备工作 重要日期

国际学生的缴费方式
奥克兰理工大学已和西联汇款 (Western Union)  
合作，为国际学生提供可靠、快速和安全的付款方
式。这种付款方式允许以当地货币电汇付款。
有关付款方式的详细信息，请访问  
aut.ac.nz/international/payment

教育行业准则《 关于对留学生指导 
与照顾之行业准则》
奥克兰理工大学遵守新西兰政府《关于对留学生 
指导与照顾之行业准则》，并受其约束。
该《准则》有六种语言版本，详情请访问  
nzqa.govt.nz/the-code 

新西兰学生签证 
最重要的一步是在你抵达新西兰之前需办理学生签
证。在新西兰留学需持有效学生签证和医疗/旅行保
险，否则均属违法行为。
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immigration.govt.nz或 
studyinnewzealand.govt.nz/how-to-apply/
visas

医疗和旅行保险 
新西兰政府要求所有国际学生购买满足要求的 
保险。大部分国际学生在新西兰期间无权享受 
政府资助的医疗服务。如果你在新期间接受治 
疗，你可能要承担全部的治疗费用。因此，在奥 
克兰理工大学学习期间购买医疗和旅行保险至 
关重要。
为方便起见，我们在录取通知书随附奥克兰理
工大学默认的医疗保险——入境大学生保险 
(Studentsafe Inbound University) 计划。然而， 
你不一定要接受奥克兰理工大学提供的保险，也 
可以在我们网站上选择认可的保险公司提供 
的保险服务。
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aut.ac.nz/international/insurance 

生活成本
如果你是持学生签证来新西兰，新西兰移民局目前
要求你有足够的资金支付回国的机票。你还需要有
充足的资金来支付你的生活费。生活费会因生活方
式不同而有很大差异。
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studyinnewzealand.govt.nz/live-work/cost-
of-living

·  第1学期：2月底至6月底  
 第2学期：7月中旬至11月中旬

·  专业型商学硕士开学日期不同： 
  2月底/3月初和10月底

·   博士生每年有四次入学机会： 
  2月1日、5月1日、7月1日和10月1日

·   毕业典礼：通常冬季毕业典礼在7月 
  或8月，夏季毕业典礼在12月。

了解关于学期日期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aut.ac.nz/study/semester-d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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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更多信息

访问我们的网站
欲了解在奥克兰理工大学学习的更多信息，包括 
我们的课程和可选科目的更多详情、入学要求以 
及关于教学人员及其专业领域的信息，请访问 
aut.ac.nz

在线联系我们
如果你对在奥克兰理工大学学习有任何疑问，可以
通过aut.ac.nz/enquire联系我们。

咨询奥克兰理工大学授权许可的 
代理机构以获取更多建议
我们在全球范围内与众多代理机构均有合作关系。
授权许可代理机构可以帮助你选择合适的课程并申
请大学，为你提供在新西兰学习和生活的建议。查看
你所在国家的奥克兰理工大学授权认可的代理机构
名单，请访问  
aut.ac.nz/international-agents

在海外与奥克兰理工大学员工会面
奥克兰理工大学国际部团队会访问许多国家，与有
意留学的同学们见面并探讨留学方案。查看奥克兰
理工大学员工到访你所在国的日期，请访问 
aut.ac.nz/meet-aut 

奥克兰理工大学开放日
如果你在新西兰，欢迎参加我们在市中心校区举办
的开放日，你可充分了解学校的教学质量、教育特
色，以及科研成果等，有利于你做出大学选择的明智
决定。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aut.ac.nz/live

奥克兰理工大学 
官方微信公众号：
Aut_NewZealand

联系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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