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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克兰理工大学（AUT）短期留学项目提供丰富
多元的课程选择和灵活高效的学制安排，对于目
前无法确定是否适应长期海外学习生活，又期望
通过短期海外留学体验当地风土人情的学生来
说，绝对是一次不容错过的留学之选。中国国内
在读本科生和研究生将有机会前往新西兰奥克
兰理工大学(AUT)，进行为期一学期或一学年的
本科阶段或研究生层级课程学习。在精进学业之
余，领略新西兰最大城市“千帆之都”奥克兰那美
不胜收的滨海景致和独一无二的毛利文化。

参加短期留学的学生将会：

•	享受新西兰独具特色的欢迎仪式；
•	获得全方位的支持与服务，尽快适应全新的学习和生活环境；
•	体验新西兰高等学府的学术氛围和教育制度；
•	有机会结交新朋友，了解新西兰特有文化，探索新西兰闻名遐
迩的自然风光。
	

短期留学项目内容

学生可按需自主定制学习计划，可以
•	全日制学习专业课程，或者
•	全日制学习选修课程

新西兰大学每学年包含两个学期。第一学期为2月底至6月底；第
二学期为7月中旬至11月中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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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选择   

建筑学
建筑学与未来环境	
建筑施工管理
工料测量

艺术与设计 
动漫、视觉效果和游戏设计	

传媒设计
时装设计
工业设计
交互设计
空间设计
视觉艺术

酒店、旅游与会展管理
酒店与社会
酒店企业
酒店管理
烹饪艺术
会展管理

可持续性旅游管理
旅行管理

健康科学 
病例管理
心理咨询
健康管理
手术全期实践
心理学

公共与环境健康
标准课程
助产学
护理
职业疗法
口腔健康
物理治疗
足病学

传媒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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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算机与数理科学 
计算机科学
数据科学
数码服务

网络和网络安全
软件开发

创意技术 

教育
幼儿教育	
小学教育

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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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软件工程

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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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语言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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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学

理学 
分析学

生物医药学病
化学

计算机科学
环境科学
海洋科学
数学
心理学

运动与休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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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科学与公共政策
冲突解决

犯罪学与刑事司法
经济学
心理学
社会科学

毛利研究
历史	
毛利媒体
毛利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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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申请，请点击	https://apply.aut.ac.nz/	

填写申请表时，请注意以下填写要求：
• 在My Programme页面下的学习程度(Study 

Level)栏选择“Certificates and diplomas”，然后点
击“显示结果(Show Result)”；

• 打开“Certificate of Proficiency”	选项；
• 在“Pathway”栏选择	“Study Abroad”课程；
• 在“Intake”栏选择计划入读学期、入学日期和对
应校区；

• 在“Study Method”栏选择“全日制(Full Time)”学
习方式；

• 继续填写完成申请表。

申请截止日期：
每年11月30日：参加2月（第一学期）开学的留学
项目
每年4月30日：参加7月（第二学期）开学的留学项
目

申请方法2022年短期留学费用
以下为每学期四门课程全日制学习费用：

学杂费：12800	新西兰元	

注册费：150	新西兰元

学生服务费：467.04	新西兰元

保险费：348.50	新西兰元

注：生活费因个人生活方式和消费习惯的不同而有所差异，通常，留学生
每周的平均生活费用约为300至450新西兰元。

入学要求 
本科短期留学项目：

学术成绩：须完成大学本科阶段至少一学年课程，且成绩达到中等以上。

英语成绩：雅思总分6.0，各单项不低于5.5。

研究生短期留学项目：

学术成绩：须完成研究生阶段至少一学期课程，且成绩达到中等以上。

英语成绩：雅思总分6.5，各单项不低于6.0。

请注意，健康科学和教育学等课程对专业和英语语言成绩有更高要求，申
请前请先咨询autstudyabroad.info，得到确认后再申请。

https://apply.aut.ac.nz/
http://autstudyabroad.in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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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留学项目行前准备
有关学费缴纳
奥克兰理工大学(AUT)已与国际知名汇款公司西联汇款 (Western Union)）
展开合作，为国际学生提供安全、高效、便捷、可靠的国际付款方式。无需
办理银行换汇，即可以当地货币直接电汇付款。

有关付款方式详细信息，请访问：aut.ac.nz/international/payment

有关签证办理
国际学生在入境新西兰之前需要提前申请学生签证，并需确保在留学期
间持有有效的学生签证。了解新西兰学生签证办理流程及更多相关信息，
请访问	immigration.govt.nz或studyinnewzealand.govt.nz/how-to-apply/
visas

有关医疗和旅行保险
新西兰政府规定，所有国际学生在学习期间需持有符合要求的医疗和旅
行保险。绝大部分国际学生在新西兰期间无权享受由政府资助的医疗保
障服务。如果在新西兰期间接受医疗服务，可能需要承担全部治疗费用。
因此，奥克兰理工大学（AUT）强烈建议国际学生在抵达新西兰之前务必
购买医疗和旅行保险。

奥克兰理工大学（AUT）录取通知书默认随附由Allianz承保的国际学生保
险	“Studentsafe-Inbound University Insurance”，国际学生也可在AUT官网选
择经学校认可的其它保险公司提供的相关保险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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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aut.ac.nz/international/payment
http://immigration.govt.nz
http://studyinnewzealand.govt.nz/how-to-apply/visas
http://studyinnewzealand.govt.nz/how-to-apply/visas
http://autstudyabroad.in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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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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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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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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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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星评级
QS STARS 2020-22

1#
泰晤士高等教育排名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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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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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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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aut.ac.nz/accommodation
http://aut.ac.nz/accommod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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