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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
需要
创新

澳大利亚纽卡斯尔大学

创新
需要
你的
加入
世界对创新的渴望，从未如此强烈。
为了迎接未来的挑战，世界需要新的思维、新的
想法、新的方法。
而创新需要你来创造：你的才华、你的远见、你
的激情。
它需要激情洋溢的创业精神，需要渴望不同凡
响。
行美好之事，造美好之物，创造美好。
它需要你迫不及待去追求突破，立志为所有人塑
造更光明的未来。
世界需要创新，创新需要你的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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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来到

澳洲
纽卡斯尔大学
开启你的
创新之旅！

世界对于创新的渴望，从未如此强烈：
应用新的思维、新的想法、新的方法，
以应对众多艰巨挑战。
在一个创新的世界里，我们需要勇敢的
创业者、富有创造力的思考者和渴望产
生影响力的人。我们需要新一代的行
业、社会和社区领袖，立志为所有人塑
造更光明的未来。
如果你是这样的人，那纽卡斯尔大学就
是你梦开始的地方。纽卡斯尔大学将为
你开启新世界的大门，拓宽你的学术视
野，并将你与世界各地的人联系在一
起。
50 多年来，我们专注于为和你一样的
众多才华横溢的学生提供世界一流的教
育平台。我们向世界各地的学生敞开怀
抱，包括共有来自 115 个国家/地区的
37,000 名学生，在这里，你始终可以找
到归属感。
我们的学位课程注重实践经验、与本地
业界的紧密联系、创业机会和互动式教
学。
在 2018 年 QS 世界大学排名中，我们
位列 214 名，我们有 15 个专业位列全
球前 200 强。

newcastle.edu.au/intern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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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打造非凡的教学体验，我们为学生提
供和创造最新的技术支持和富有创新性
的学习空间，包括价值 9,500 万美元的
纽卡斯尔市中心校区——NeW Space。
纽卡斯尔大学以其与当地社区的紧密联
系而自豪。我们的许多授课老师在当地
有着强大的关系网络，而作为学生，你
将从这种独特优势中获益，以获得商业
和政府渠道的无数发展机会。
我们相信，如果把你的日常学习和科研
联系起来，可以产生极具影响力的效
果。我们世界顶尖的研究人员让我们引
以为傲。作为一名学生，你将受益于这
些具有开创性的研究，这些研究成果在
澳大利亚乃至全世界都创造了新的贡
献。
因此，无论你是在考虑世界各地的学习
机会，还是在寻求通往成功的新途径，
我们都能以令人兴奋的新方式让你为心
仪的职业做好准备。

Alex Zelinsky AO 教授
校长

澳大利亚纽卡斯尔大学

LIAM
工商学士/创新与创业学士
倾听 Liam 的创业故事
newcastle.edu.au/new

获取实践的经历
当你尝试去探索书本以外的世界，也许就会有意想不到的好事
发生。正因如此，我们的学位课程也会包含真实世界的体验部
分和珍贵的实践部分。我们认为这是了解你的技能，并检验你
对所学知识掌握程度的最佳方式。我们的实践学习项目与本地
和全球领先的组织建立了牢固的合作关系，激励并鼓舞学生获
得实用的工作技能。这包括安排参加临床或专业工作的实践、
实习科目、实习计划或以项目主导的学习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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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机会
创业对不同的人意味着不同的东西。有的人会联想到科技类初
创公司，有的人则会联想到全速发展的小型公司。无论对你来
说意味着什么，我们相信，创新离不开创业。人们通过创业进
行创新，以此解决世界上一些最艰巨的挑战。这就是为什么我
们的许多学位课程都采纳具有创业和创新精神的方式，帮助你
将奇思妙想变为现实。你也可以选择参加我们的创新、初创和
创业课程，或者学习如何通过我们的创新中心或学生企业俱乐
部实现你的想法。

体验
新的方式

newcastle.edu.au/international

全球化体验

与行业的紧密联系

我们为学生提供全球化体验，培养丰富的文化和社会意识。我
们先后在澳大利亚和世界其他地区为学生提供全球化体验，培
养丰富的文化和社会意识。这能帮助你为应对世界上一些最艰
巨的挑战提供有效的解决方案。无论你只在这儿度过一个学期
还是要获得整个学位，无论是游学还是国际实习，我们在每个
学习领域都提供了多种选择。

我们与当地产业的紧密联系让我们感到自豪。从旅游到医疗服
务、地方政府、采矿和工程等行业——我们的学生可以通过这
种独特的商业和政府渠道获得无数机会。我们的许多讲师与当
地企业有着紧密的合作，这意味着你可以获得现实世界的知识
以及与业界独一无二的接触机会。在这里学习，你将获得与本
地社区互动的机会，你的加入一定会让他们兴奋不已。

教学方式

通往大学的桥梁

我们相信我们的员工和学生应该一起参与讨论和交流。因此我
们鼓励在课堂上采用新的学习和教导方法。我们的“翻转课
堂”实现了极具活力的、协作的教学方法和更具互动性的学习
体验。我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这使我们的学生能够在学习
中更加注重协作精神，让你为即将进入的职场做好准备。

我们喜欢多样性。因此，我们致力于让来自不同背景的学生都
能来此学习。让每个人都有平等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是我们的
办学之本。无论学生来自什么样的背景或环境，我们很自豪一
直给积极上进和才华横溢的学生予以强有力的支持。我们希望
他们不仅只是来我们学校学习，还能在他们的学习领域中取得
卓越的成果。

创新技术为我们的学生
带来虚拟学习体验

澳大利亚纽卡斯尔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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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SPACE
纽卡斯尔大学耗资 9,500 万美元建成的的 NeW
Space 纽卡斯尔市中心校区（如图）。该校区
运用最新技术和创新方式，致力于为学生打造
卓越的学习体验。我们所有学习商科、法学和
创意产业的学生都在此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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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排名1

澳大利亚大学整体排名

214 名

前 10 强

Ranked 214 in the world

第八

Top 10 universities in Australia2

澳大利亚大学综合满意度
RANKED EIGHTH in Australia
for overall satisfaction3

排名前

200

89%

名学生来自 115 个国家/地区
37,035 students from 115 nations7

排名前

200

TOP 200 Most
International Universities5

15 subjects ranked in
top 200 in the world4

学生在毕业后四个月内找到工作
——高于澳洲大学平均水平
89% of our graduates find employment
within four months of graduating – above
the Australian university average3

37,035

最具国际性大学

15 个专业在世界上

5-STARS

在综合体验、学习资源、社会公平性和
学生保留率方面获得最高评级（五星评级）

maximum rating for overall experience, learning
resources, social equity and student retention6

在科研方面排名

前 10 佳

纽卡斯尔名列世界前十佳城市
Newcastle listed as top
10 city in the world8

澳大利亚前

8

科研水平远超世界标准水平
TOP 8 in Australia for research
‘well above world standard’9

1. 2019 年 QS 世界大学排名 2. 2018 年 QS 世界大学排名
3. 2017 年学习和教导质量指标 (qilt.edu.au) 4. 2018 年 QS 世界大学专业排名
5. 《泰晤士高等教育》：2016 年最具国际性大学
6. 2017 年优秀大学指南 7. UON MIS 7.2.18
8. 《孤独星球》2011 年十佳城市 9. 2015 年澳大利亚科研卓越计划

澳大利亚纽卡斯尔大学
澳大利亚纽卡斯尔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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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类拔萃的
毕业生
在纽卡斯尔大学，我们帮助学生为今后步入社会做好充分准
备。我们的学位课程蕴含全球化的学习体验、相关实践和实习

安排，以及创业方面的指导，目的在于助力你将创新带给世
界。我们优秀的就业率证明了学生在毕业后可以顺利就业。

98%

100%

100%
物理治疗学士
（荣誉学位）

工程造价学士（建造）
（荣誉学位）

98%

95%

91%

土木工程学士
（荣誉学位）

医学学士

职业理疗学士
（荣誉学位）

医学放射科学学士
（放射诊断学）

95% +

研究生就业率 - 高于全
国平均水平的 92.7%
1

*就业率是毕业后四个月全职和兼职工作的综合数据。除了整体研究生统计数据外，以上所有学位均为本科课程。2017 年毕业生成果
调查
1. 整体就业 - 研究生课程 2015 年毕业生去向调查，2016-17 年毕业生成果调查 (qilt.edu.au)

newcastle.edu.au/international

学生的
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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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述世界的故事

设计新技术来保障生命安全

Thandi 相信这个世界充满了故事和事物等待被讲述——她的
使命就是把未知变成已知。因此，2013 年，她离开了祖国津
巴布韦，前往纽卡斯尔大学攻读传播学学士学位（荣誉
学位）。现在，作为墨尔本 ABC Radio 的制作人和非营利
性健康组织的自由撰稿人，她实现了自己的使命。在校期
间，Thandi 曾在 ABC 举办的 Heywire 讲故事比赛中拔得头
筹。在大学的赞助下，她还与来自世界各地的 800 名学生一
起参加了在中国香港举办的大学学者领导研讨会。Thandi 的
工作赋予了新声音能量，并激发了新的观点。

Eric 立志于将技术推向未知领域——不仅是为了取得进步，更
是为了拯救生命。他充分利用大学的创新环境和最先进的设
施，设计出一个开创性的救援机器人。他设计的机器人采用虚
拟现实技术，使救援人员能够在不将自己置于危险的情况下帮
助受害者。他还为 Surf Life Saving 无人机设计了一个增强现
实控制系统，该系统可以精确定位遇险游泳者或冲浪者的确切
位置。Eric 的项目创造出改善和保护我们生命的新方法。

Thandi，津巴布韦
传媒学士（荣誉学位），2016 年

Eric，澳大利亚
电气与电子工程学士（荣誉学位），2016 年
电气与电子专业工程硕士，2017 年

澳大利亚纽卡斯尔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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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的
故事

在利比里亚领导应对埃博拉病毒

把握国际医学界的机会

帮助全球企业投资新加坡房地产

Neima Candy 凭借无所畏惧的精神在
祖国利比里亚改善了疾病的治疗和预防，
挽救了无数人的生命。2013 年在纽卡斯
尔大学完成公共健康硕士学位后，她作
为卫生和社会福利部的技术助理回到了
利比里亚。在埃博拉危机期间，Neima
被任命为利比里亚红十字会的全国埃博
拉协调员，领导一支由 100 名工作人
员和 2,850 名志愿者组成的团队，致力
于终结席卷该国的疫情。2016 年，凭
借在利比里亚消除埃博拉病毒方面的贡
献，Neima 荣获杰出国际澳人奖的全球
杰出校友奖项。

在马来西亚国际医药大学 (IMU) 攻读医
学士学位的中途，Pearl 便已准备好迎
接新的篇章。受纽卡斯尔大学世界级医
疗项目的启发，她申请转学（通过 IMU
学分连接协议）并动身前往澳大利亚。

Kaushik 通过在纽卡斯尔大学新加坡校区
完成工商管理硕士课程实现了他的梦想。
凭借其 MBA 学位，Kaushik 在新加坡开
启了他在英国跨国组织 Rentokil Initial 的
职业生涯。虽然在金融行业拥有一份光
鲜的工作，Kaushik 依然毅然决然地投
入房地产行业，从此便一往无前。现在，
作为 PropNex Reality 副市场总监、房地
产经纪人兼投资导师，他帮助领先的跨
国公司和新加坡客户制定最好的房地产
投资决策。他的优良声誉持续吸引着来
自世界各地的顶尖公司。

Neima，利比里亚
公共健康硕士，2013 年
利比里亚全国红十字会
全国埃博拉协调员
澳大利亚奖学金计划学者

newcastle.edu.au/international

纽卡斯尔大学注重实操经验和临床工作
的课程项目，为 Pearl 提供了建立专业
优势的平台，使她能够在 John Hunter
医院等国际知名机构磨练自己的技
能。2017 年，她带着满腹医疗专业知识
和技能顺利毕业，投身于改善全球的个
人和社区健康状况。她目前是一名医生，
在位于新南威尔士州塔姆沃思农村转诊
医院为澳大利亚边远地区的社区看诊。

Pearl，马来西亚
医学士，2017 年

Kaushik，新加坡
工商管理硕士，2007 年
纽卡斯尔大学新加坡校友分会
前任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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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澳大利亚企业与中国市场
作为纽卡斯尔当地市场营销机构 Fresh
Marketing 的实习生，工商学士 Emma
帮助将一家澳洲的企业业务拓展到中国
市场。纽卡斯尔大学的学习与实践结合
项目提供的这份实习机会，这段宝贵的
经历让 Emma 能够学习与真实的客户打
交道，在宽松、互助且鼓舞人心的专业
环境中磨练她优秀的营销技巧。Emma
之前曾在中国的四川外国语大学学习，
她说，纽卡斯尔大学提供了很多机会让
她与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认识和合作。
此外，大学对全球性商务的关注意味着
Emma 在纽卡斯尔大学毕业时，就已经
具备了国际合作的相关知识、经验和专
业领域的人际关系。

Emma，中国
工商学士，2018 年

奖学金项目打开了一个充满可能
性的世界
在印度蒂鲁吉拉伯利的国家技术学院
（NIT）完成机械工程学士学位后，Denis
的目标是延展他的职业发展机遇，他
知道纽卡斯尔大学可以帮他实现这个目
标。Denis 清楚知道商业管理技能重要
性，因此他决定在纽卡斯尔大学奖学金
计划的支持下攻读工程管理硕士学位。
完成硕士学位后，他有许多宏伟蓝图要
去实现。在回到祖国印度之前，Denis
希望能在在澳大利亚获得相关的实践经
验。他的最大理想是可以自主创业，利
用自己所掌握的知识和技能推动印度的
工程领域变革。

Denis，印度
工程管理硕士

发现通往成功的新途径
Kenneth 对于在纽卡斯尔大学学习心理
学充满热情，并希望尽一切努力取得成
功。为提高英语语言技能，他参加了大
学的国际生英语强化课程 (ELICOS)。
在学习过程中，Kennith 通过参加荣誉
学生体验计划，提升了自己的英语技能。
通过该计划，他得以在课堂之外练习英
语，这使他变得更加自信，并体验当地
的文化。ELICOS 课程优势可以帮助
Kenneth 在攻读心理学学士学位的四年
中表现出色，并充分利用纽卡斯尔大学
为学生生活创造的一切机会。

Kenneth，中国香港
心理学学士（荣誉学位），2017 年

The University of Newcastle, Australia
澳大利亚纽卡斯尔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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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
研究

50 多年来，我们的使命一直是让有才华的学生置身于促进创
新和助力科研的学习环境。我们通过新的想法和突破，不仅在
澳大利亚，更是在全世界持续建立我们作为研究密集型机构的
全球声誉。

纽卡斯尔能源与资源研究所
(NIER)

纽卡斯尔大学处于许多研究领域的前沿，包括健康与医学、科
学与工程、能源与环境。我们吸引了世界领先的研究人员，并
依托他们打造了一个举足轻重的平台，使我们能够针对影响我
们关键研究领域的最大问题制定解决方案。

NIER 的研究人员致力于研究各种解决方案来解决能源系统的
转型以及资源和环境的可持续性问题。

NIER 引领可持续能源生产领域的研究，汇集了大学里的顶级
研究人员，以应对区域和全球挑战为目标。

我们杰出的研究机构纽卡斯尔能源与资源研究所 (NIER) 以及
亨特医学研究所 (HMRI) 进行具有现实意义的跨学科研究。

亨特医学研究所 (HMRI)

你将有哪些机会？

我们大学很早就已经是 HMRI 的合作伙伴。作为澳大利亚唯
一 一座位于首府城市以外的主要医学研究机构，HMRI 配备
1,500 多名医学研究人员、学生和教职员工。

当你在纽卡斯尔大学学习时，你将与世界上一些最聪明的人互
通有无。我们国际知名的学者和研究人员将在这里激励、训练
并鼓励你在这个世界上留下自己的印记。
通过与行业、企业和政府合作伙伴的协作，我们的学生将得到
多方支持。我们鼓励新思维，并致力在学生和研究人员的整个
学习或研究旅程中为他们提供支持。我们世界一流的设施为将
优秀研究转化为伟大创新创造了理想的环境。
你的下一个想法说不定就会让世界为之改变。

newcastle.edu.au/international

HMRI 促进研究人员之间的合作，将科研进步转化成为更好的
医疗保健，并在开创性的医学研究方面享有国际声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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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各地都在借鉴 Sally Hewat 医生对语言治疗教育的看
法。Sally 在澳大利亚凭借它获屡获殊荣，但她并未止步于
此。她正在开展国际层面的合作，以帮助全球的儿童。Sally
的工作帮助了越南有语言障碍的孩子与他们的家人和朋友交

NEW GIVES HIM A VOICE

流——有些孩子是有生以来第一次实现这个愿望。今天，她正
协助在越南成立第一个语言治疗培训项目，该项目将使那里的
教师和医疗从业人员能够将她的工作延续下去。
详情请见 newcastle.edu.au/new

Sally Hewat 医生 – 越南应用言语病理学

R

8强

澳大利亚“远超世界
标准”科研机构1

1.
2.
3.
4.

位居第

1 1,904 个

“行业合作”创新联系

2

研究型高等学位

3

10 强

澳大利亚研究收入
(HERDC)4

澳大利亚“远超世界标准”科研机构排名前 8，2015 年澳大利亚科研卓越计划
“行业合作”创新联系位居第一，2017 年创新联系计划排行榜，Ausindustry
UON 数据库，截至 2018 年 2 月 7 日
澳大利亚研究收入 (HERDC) 排名前 10，2016 年收回的经审计的高等教育研究数据收集

澳大利亚纽卡斯尔大学

14

学习
和创新
的空间

工作地点和工作方式同样重要。如果你想改变世界，你需要
身处一个可以鼓舞人心的环境。
我们屡获殊荣的 NeW Space 校区于 2017 年投入使用，为
学生提供了一个独一无二的学习环境，学生在这里可以全方
位的开启纽卡斯尔大学的体验之旅。NeW Space 提供多样化
的学习环境和配备高科技设备的学习空间，同样，我们还提
供可以供学生互动协作的学习空间和氛围轻松的自由学习空
间。

I2N Hub Hunter Street（以前称为 Three76 Hub）位于纽卡
斯尔市的核心区域，是创建、测试和发展你的创新服务或产
品的理想场所。I2N Hub Hunter Street 分为两层，拥有灵活
的共享工作空间和配备先进科技设备的协作会议区，以支持
纽卡斯尔地区创业产业。
我们的综合创新网络——I2N，将大学与该地区的合作伙伴孵
化和促进中心联系起来。I2N 让大学的研究人员和学生可以身
处跨越各行各业的创业活动的最前沿。

15

我们位于纽卡斯尔市中心校
区 NeW Space 的动态空间
（左）、悉尼校区（上）、
卡拉汉校区科学实验室（右）
和纽卡斯尔市中心的 Three76
Hub（下）。

澳大利亚纽卡斯尔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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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力
培养
iLead Plus 项目是面向全球的领导力计划，旨在培养未来的领
导者。
该项目共有三个阶段，向所有学生开放，为发展学生的独特能
力和目标而定制。它提供专业的指导、实践研讨会、互动式在
线学习、专业实习以及一系列全球就业发展机会。
学生都将有机会与业内人士建立宝贵的关系，并与当地、国家
和国际网络建立联系，以加速职业发展和提升未来的职业潜
力。
每个阶段都旨在培养领导者所需的技能和经验，成为高效且具
有全球意识的未来领导者。
iLead Plus 项目将帮助你：
• 启发并扩展你对领导力的理解。
• 挖掘自己的领导能力。
• 与导师合作，扩展你的领导力目标，为你未来的就业能力制
定计划。
• 通过我们丰富的学习体验展示你的领导能力。
• 建立长久的个人和职业人脉。
如需了解详细信息，请访问：www.newcastle.edu.au/ilead

newcastle.edu.au/international

创新引领生活
“iLEAD Plus 让我在学习之外也具备了
更好的就业能力。这个项目为我提供了
丰富的海外机会。2017 年 6 月，我参加
了在德国柏林青年 20 对话活动(Y20)，
这是 G20 峰会的青年论坛。这提高了我
的跨文化沟通技巧，更多地了解了世界
并拓宽了思路，与此同时，我还环游了
世界。
我强烈推荐那些渴望成为未来领导者的
学生参与 iLEAD Plus 项目。”
TEGAN KEIZER
全球之声 Y20 峰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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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纽卡斯尔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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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跟
行业趋势
“作为纽卡斯尔市的市长，我非常支持纽卡斯
尔大学的‘全球未来发展蓝图计划’。

NO.1

“行业合作”创新联系1

142,000+
校友遍布全球 145 个国家/地区2

紧跟行业趋势
为了确保毕业生做好未来就业的准备，我们在
课程安排上不仅限于课堂里，更涵盖了企业实
习和实践的机会。为此，我们致力帮助纽卡斯
尔当地、澳洲国内和国际企业找到合适的学生
参加实习、工作体验或实践。
同时，我们的企业合作伙伴也会帮助调整课程
安排，让学生获得最新的行业专业知识。

1. 2017 年企业合作创新联系计划排行榜，Ausindustry
2. UON 校友信息系统

newcastle.edu.au/international

纽卡斯尔大学的优势是将纽卡斯尔市转变为一
个新兴的、智能的全球化城市，此外，学校与
政府、企业和社区建立的强大而长久的合作伙
伴关系确保了城市持续性的国际化增长。
纽卡斯尔市位于澳大利亚智慧城市运动的最前
沿，是澳洲全国公认的技术创新中心。
这也是一座不断进取的城市，极其重视公平、
平等和包容。”
NUATALI NELMES
市长
纽卡斯尔

EMMA，中国
工商学士
与工商专业实习生 Will 一同参与企业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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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受
世界

你具有冒险精神吗？你想在游历世界的同时继续学习吗？留学
是一个会让你终生受益的宝贵经历。你将有机会探索新的文
化，拓宽你的学术视野，并与世界各地的人联系在一起。

通过纽卡斯尔大学海外交流项目
如果你是在纽卡斯尔大学就读本科或研究生学位的国际学生，
你可以获得众多海外交流学习的机会。你可以在美国交流学习
一个学期、在欧洲完成短期语言课程，或在中国的国际企业里
工作实习等。全球有超过 100 家合作院校可供选择，有无限
的可能性来提升你学位的含金量。

纽卡斯尔大学短期留学

在纽卡斯尔学习一学期或一年，不仅可以获得国际认可的学习
资源，还能置身于世界上最美丽的海滩。作为一座正在崛起的
智能城市，纽卡斯尔以其轻松惬意的沿海生活方式而闻名。同
时，它也是一个创意中心，有热闹非凡的餐厅和酒吧、餐饮和
艺术文化、博物馆以及三个天然海滨浴场。
纽卡斯尔大学的一系列优质课程涵盖各种各样令人兴奋的学
习领域。你可以充分利用最先进的设施，包括俯瞰海港的价
值 9,500 万美元的 NeW Space。你还可以选择一门专业选修
课，以充实学习经历并丰富专业知识储备。
通过我们的海外学习方案来充分利用你的海外学习经历。这些
方案提供了独特的澳大利亚文化体验、展现自身领导力和实习
机会。
如果你已经准备好结交新朋友、建立国际化人际关系网，并在
充满活力的社区与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一起学习和生活，那就
迈出这一步吧。这将是你人生的转折点。
如需详细了解我们的海外留学方案，请访问
newcastle.edu.au/international/study-with-us/studyabroad-and-exchange

newcastle.edu.au/international

原住民
教育
30 多年来，我们一直是澳大利亚原住民教育的领导者！我们
的 Wollotuka 研究学院享誉全球。我们的原住民和托雷斯海峡
岛民学生人数在澳大利亚高居榜首，对此我们感到十分自豪。

WOLLOTUKA 研究学院
Wollotuka 研究学院致力于在地方、国家和国际层面推进和引
领原住民教育。学院还一如既往地从文化、社区和历史中汲取
力量。
与此同时，它也为我们的国际学生提供了解澳大利亚原住民历
史的机会。
Wollotuka 为在纽卡斯尔大学学习的原住民和托雷斯海峡岛民
学生提供各项支持服务，并打造了专门研究原住民的学位课
程，包括新的全球原住民研究学士学位（2019 年起）。它还
为大学内的多个学院（如健康与医学院）提供教学服务，并与
大学和高等教育行业的合作伙伴一起开展普通项目和拨款项目
各类的研究工作。

21

2016 年，大学原住民入学人数超过了 1,000 名学士的里程
碑，这是第一次有澳大利亚大学实现这一目标。最近，我们
成为了澳大利亚第一家获得世界原住民国家高等教育联合会
（WINHEC）认证的机构，这是对我们在澳大利亚原住民高等
教育领域的高度认可。
我们承认传统原住民对我们办学所在部分土地的所有权，包括
Awabakal（纽卡斯尔）的 Pambalong 氏族、Darkinung 人
（中央海岸）和 Biripai 人（麦考瑞港）。我们也认可并尊重
我们的学生、工作人员和社区所在的其他原住民和托雷斯海峡
岛民民族。
newcastle.edu.au/indigenous

澳大利亚纽卡斯尔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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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
转变
青少年时期，马云先生是一位富有进取心的年轻人，他会骑着
自行车去和游客练习英语。在 1980 年，他遇到了来自纽卡斯
尔的莫利一家，并在返回到澳大利亚后依然与马云先生保持着
联系。
这次巧遇促成了一段持久并且改变马云先生人生的友谊。马云
先生曾两次前来纽卡斯尔拜访莫利一家，他称赞这些经历开阔
了自己的眼界，也激发了他对改变社会和推陈出新的渴望。

“我的慈善基金会和纽卡斯尔大学拥有相同的价值
观……支持公平、社会公正、卓越、创新、诚信和
可持续发展。”
马云
阿里巴巴集团执行主席兼创始人
纽卡斯尔大学支持者（马云基金会）

为了纪念这种特殊的友谊，他通过马云公益基金向纽卡斯尔大
学捐赠了2,000 万美元，成立马 • 莫利奖学金计划。马云先生
希望为学生提供机会来创造改变生活的经历和友谊，就像他与
纽卡斯尔的莫利一家那样。他相信，这些经历和体验将有助于
培养下一代成为具备全球和社会意识的未来澳大利亚领袖。

澳大利亚纽卡斯尔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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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
校区

大学在所有校区为学生建立联系和学习创造鼓舞人心的环境，
包括纽卡斯尔（卡拉汉）、纽卡斯尔市中心、中央海岸、悉
尼、麦考瑞港、新加坡，以及我们在塔姆沃思、阿米代尔、塔
瑞、莫里和奥兰治设立的五个区域中心。

纽卡斯尔：一座充满创新的城市
纽卡斯尔将创新精神贯彻到极致。众多企业家、艺术家、技术
专家和有远见者纷至沓来。纽卡斯尔正在迅速成长为城市发展
的领导者。多项创新举措为该市赢得了《国家地理杂志》2017
年智慧城市的称号。
纽卡斯尔拥有美丽的海滩，有景色盛名的斯蒂芬斯港、巴林顿
国家公园和澳大利亚最大的沿海咸水湖麦考瑞湖。搭乘火车或
汽车就可以抵达澳洲盛产世界最好的葡萄酒的猎人谷。
纽卡斯尔拥有超过 50 万居民，是澳大利亚最大的小城市之
一。纽卡斯尔居民可以获得世界一流的文化体验。这里有屡获
殊荣的餐厅，在设计师精品店悠然闲逛，游览博物馆，在剧院
享受视听盛宴。另外这里不必面临大城市的交通壅塞和逼人压
力。凭借相对较低的生活成本、多样化的住房选择以及充满活
力的文化风格，2011 年，纽卡斯尔被《孤独星球》评选为世
界十佳城市之一。

纽卡斯尔市中心校区
在纽卡斯尔市 CBD 中心，我们的城市校区与创意、艺术、商
业、法律和教育行业建立了不可分割的联系。我们最先进的
NeW Space 大楼打造了“新一代”的大学体验，学校的创新
中心则为学生提供了与企业家、创新者、初创企业和开发人员
面对面接触交流的机会，开拓学生的视野，让学生们会打破常
规，创造一番新天地。

中央海岸校区（OURIMBAH）校区
中央海岸地区素来因其广阔的海域、优美的国家森林公园和迷
人的海滨村庄而闻名。但就像纽卡斯尔一样，中央海岸区正在
飞速发展。
中央海岸校区有着绝佳的学术研究氛围和顶级的医疗中心。同
时，它和 Wyong 医院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计划共同建立医
疗培训中心。校区位于悉尼和纽卡斯尔中间，获得学位的学生
可以优先获得当地的工作机会，与学校的合作方开展业务，还
有机会参与到学术研究和使用顶级的实验设备等。

悉尼
纽卡斯尔大学（卡拉汉）主校区
距离纽卡斯尔中央商业区 10 公里，学校占地 2100 亩，校园
建筑独特，有着世界领先的基础设施。距离海滩和纽卡斯尔市
中心仅有 12 公里。
• 校内火车站 15 分钟即至
市区
• 校内有 3 个公交车站，18
条公交线路

newcastle.edu.au/international

悉尼校区位于悉尼 CBD 的中心地带，提供世界一流的学习设
施和服务，鼓励学生学习创新，提供创新创业的新机会。学
生可以选择不同方向的研究生课程、专业发展课程，或者是
ELICOS 英语语言课程。

• 乘车 20 分钟到达海滩
• 校园内有自行车管理中心和
自行专用道

新加坡
座落于世界金融中心和亚洲教育中心，这里是学习商业的最佳
选择。这里可选择的课程有商科、信息技术和工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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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卡斯尔被评为新南威尔士州最具活力的城市

1

1. 澳洲房地产委员会

澳大利亚纽卡斯尔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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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区
地理位置
澳大利亚

纽卡斯尔
NEWCASTLE

新南
威尔士

NSW

CENTRAL
中央海岸 COAST
SYDNEY
悉尼
校区往返乘车时间
悉尼 > 中央海岸
悉尼 > 纽卡斯尔
纽卡斯尔 > 中央海岸

季节

月份

每日平均温度

夏季

12 月至 2 月

19˚C 至 26˚C

秋季

3 月至 5 月

15.2˚C 至 22.5˚C

冬季

6 月至 8 月

9.4˚C 至 17.6˚C

春季

9 月至 11 月

14.1˚C 至 22.2˚C

新南威尔士州平均温度来源：气象局 2018 年统计数据

newcastle.edu.au/international

1.5 小时
2.5 小时
1 小时

生活
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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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成本列表显示了基本日常生活的最低开销成本，其中不包
含学费、书本费、海外差旅费或个人物品（如笔记本电脑、机
动车等）的费用。表中的所有成本项是基本生活开支，具体开
销视个人情况而定。

在签发学生签证之前，澳大利亚移民及边境保护局会要求学生
出示相关文件，证明在澳大利亚期间有足够的资金能力支撑留
学期间的所有花销。
好消息是，纽卡斯尔的房屋租金比澳洲其他州的首府城市都要
便宜。*

留学生/交换生开支

节约开支小技巧请点击：
moneysmart.gov.au/managing-your-money/budgeting

校内食宿

校内住宿

校外合租或单租

$575 起

学生签证
旅行险

视学生情况而定

澳大利亚医疗险

海外学生医疗保险：$603 / 人 / 年

飞机票

视学生情况而定

学费

参阅各完整学位每年的费用

学校用品和书籍

视课程而定
$298 / 年

学生服务和设施费 (SSAF)
住宿申请费

$100 / 人

$100 / 人

无

社区费用

$500 / 年

$500 / 年

无

住宿费用

每周 $323.5 起

每周 $191 起

$120 - $250 / 周

$50 / 周

$75 / 周

$75 / 周

生活用品费用

每周 $60 起

娱乐（外出就餐, 咖啡厅, 私人活动, 参加比赛）
电话费和网络费
交通费（公共交通）

$15 / 周

$15 / 周

$20 / 周

无

无

$30 / 周

$20 / 周

额外个人花销
每学期大约开销（不包括学费）

$13,654

$10,859

$9, 323 - $12,703

所示所有成本均以澳元 (AUD) 计

* numbeo.com

澳大利亚纽卡斯尔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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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
我们知道学生需要一个安全，舒适和价格适当的住宿环境，让
他们远离家乡和家人前来求学时可以更好的过渡和适应。
无论你是喜欢校内宿舍、或与朋友一起在校外居住，还是想加
入寄宿家庭项目，我们都能为你提供多种选择方案。

校内宿舍
如果你想结识一辈子的朋友、参与各种社交活动，并能随时享
受校内各种设施，校内宿舍可能是最适合你的选择。在纽卡斯
尔（卡拉汉）和中央海岸校区里提供更为全面的住宿计划安
排，可根据各种不同的住宿选择来满足学生的不同需求。
我们的校内宿舍荣获 2017 年“亚太学生宿舍协会”宿舍管理
奖和 2016 年“最佳学生体验奖”。学生住宿部将为学生提供
周全的服务：本校特有的“ResLife”项目将为学生提供 24 小
时的帮助、健康管理、学生支持以及宿舍优先选择。

宿舍选择
我们提供九种不同的住宅供学生选择，每种住宅都可以根据大
多数需求进行定制。这包括单人间或共用房间和设施的选择，
以及为想要全膳食、半膳食或自炊式生活的学生提供的食宿套
餐。
住宿费用涵盖设施和服务，包括 24 小时保安、无线网络连
接、两座游泳池的使用权、公共厨房、洗衣设施以及整个区域
内公共休息室的社交设备，如电视、乒乓球和台球桌等。
住在卡拉汉校区的学生也可以专享前往附近购物区的免费穿梭
巴士。

校外住宿
如果校外住宿更适合你自己或与朋友同住，我们可以帮助你着
手准备，找到合适的下榻地点。
我们的校外住宿服务可以为学生提供有关合租的免费建议，以
及可供租用的现有房间、公寓和房屋的数据库。

寄宿家庭
寄宿家庭服务比较完善。我们会为你联系好一个当地的家庭，
这个家庭会为你提供一个带家具的房间以及每日的膳食。
newcastle.edu.au/accommodation

newcastle.edu.au/intern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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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国际学生，住在校园里很
棒，因为这让我可以轻松抵达上课地
点、享受校园生活和学校提供的支持
服务，这也是一个安全的生活环境。
我最喜欢的一点是，我可以在这样一
个充满活力的社区中创造自己的家
庭，与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建立深厚
的友谊。”
NORASYRIN, 新加坡
住校学生 – 纽卡斯尔大学教育学博士

澳大利亚纽卡斯尔大学

崭新的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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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你来到这个环境，校园内外充满了新鲜刺激的事。就读纽卡
斯尔大学会开阔你的视野，而学到的东西却不仅仅局限于课堂
之上。我们有各式各样的学生社团，社团成员分别来自 115 个
国家，成员人数已高达 37,000 余人。在这里，你会遇到很多
有趣的人，虽然他们来自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教育和文化
背景，但是他们都会成为你的新朋友。

生活体验
2017 年，《国家地理杂志》将纽卡斯尔评为世界七大智慧城
市之一。
我们的海岸线举世闻名。绵延无尽的宽敞沙滩、无障碍公共交
通和空间充足的免费停车场，让你可以轻松抵达纽卡斯尔的原
始海滩和三个海滨浴场。
作为城市创意中心，纽卡斯尔是创新者和创业者的乐土。这里
有活力十足的艺术表演和音乐会、休闲惬意的咖啡馆、不拘一
格的市场，微型啤酒厂和小酒吧一应俱全。
当地人热情友好，海滩风景如画，咖啡文化色彩浓厚。这里距
离悉尼仅有两个小时的路程。
离悉尼更近的——仅一小时车程，便是充满生气的中央海岸
校区，周围环绕着更加美丽的海岸线、金色沙滩和原始国家公
园，以及餐厅、咖啡馆和酒吧。

newcastle.edu.au/clubs

四处走走
校内外交通轻松便捷，我们的卡拉汉校区内有一个火车站
(Warabrook)，附近还有多个公交车站。漂亮的自行车道让在
校园内骑行成为一种乐趣，更有提供淋浴设施和储物柜的自行
车中心遍布整个校园。免费快速穿梭巴士也在卡拉汉校区和
纽卡斯尔市中心校区、NeW Space 之间运行，每 30 分钟一
班。

服务触手可及
各种各样的商店和服务可以让校园生活更轻松，包括：
• 银行

• 书店

• 医疗中心和药房

• 邮局

• 报社

• 儿童保育

• 旅行社

• 心理辅导中心

newcastle.edu.au/services

无障碍设施
咖啡厅和酒吧
无论你想用一杯醇香咖啡开始新的一天、或是与朋友一起畅游
一番、还是在课业繁忙的一天后小酌一杯和饱餐一顿，校园内
各种风格的咖啡厅、餐厅和酒吧都能满足你的任何愿望。你不
必舟车劳顿便能接近一些世界上著名的音乐家和乐队——他们
很有可能会在标志性的山顶酒吧演出。

学生社团
大学里有超过 150 个学生社团，他们一直在招募新成员加入。
如果你是初露头角的登山爱好者、艺术鉴赏家、潜水爱好者、
舞者、或者是动漫爱好者，这里都有适合你的社团等待你的加
入。
此外，还有 20 多个文化俱乐部代表世界各地的国家/地区，因
此你可以在享受澳大利亚留学体验的同时，保持和原有文化的
联系。
成为新事物的一部分，助力描绘振奋人心的画面。挑战自我，
用心享受。

newcastle.edu.au/international

我们致力于为现在和未来的所有学生提供公平的学习环境，包
括那些被身心残障或疾病影响活动或学习的学生。
我们的 AccessAbility 计划目的是帮助学生充分发挥学术潜
力，创造一个促进独立和成功的环境。
newcastle.edu.au/current-students/support/accessability

“作为印度学生协会的主席，这里给
予我机会能够与我的文化根源保持联
系，培养领导技能，并结识来自不同
背景的人。让我最有成就感的事情之
一是帮助新生——让他们彼此熟悉，
通过回答问题和举办文化活动，让他
们能够顺利适应纽卡斯尔大学的学习
和生活。”
VAISHNAVI VENKATESWARAN
社会科学学士
印度学生协会主席

澳大利亚纽卡斯尔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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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一流的
运动和健身
设施
我们先进的室内和室外运动与健身设施让你在学习期间可以轻
松保持健康和充满活力。挖掘对新活动的热情，加入运动队，
继续朝着现在的健身目标努力或设定新的目标。

纽卡斯尔大学船艇俱乐部
划船是大学里一项颇受欢迎的运动，这是一种很好的社交方
式，也是锻炼身体和享受户外活动的理想选择。我们的区域划
船馆位于 Berry Park。有各种各样的船只适合所有水平的爱好
者，俱乐部也很乐意为新人提供指导。

THE FORUM
我们校园的健身房“The Forum”内有一个 50 米长的室内游
泳池，还有有氧运动和力量训练区、单车区以及完整的团体健
身课程。我们还拥有澳大利亚最高的室内攀岩墙之一、两个室
内篮球场和羽毛球场。

运动和娱乐场
我们的六个运动场适用于各种团队运动，包括板球、橄榄球、
足球、棒球、橄榄球和极限飞盘。其中，中央海岸校区新建的
带顶棚的户外休闲区 (CORA) 让学生们全年都可以积极参与社
交活动。该区域包括一面网球墙和一个用于打篮球、无板篮球
和网球的多功能休闲球场。

newcastle.edu.au/international

公共自行车道
漂亮的自行车道让在校园内骑行成为一种乐趣，更有提供淋浴
设施和储物柜的自行车中心遍布整个校园。这些沿途风光无限
的自行车道也适合学生在课间散步和慢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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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T
奥运亚军
2018 年平昌冬奥会
土木工程学士/工商学士
在校园内最先进的室内健身中心 The Forum。
theforum.org.au

澳大利亚纽卡斯尔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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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
服务
在陌生的国家融入大学生活不应该令人生畏，你的成功是我们
的首要任务。为此，我们提供了一系列的支持系统和服务，可
帮助您安顿下来并取得成功。

介绍会中提供。学生中心 “Student Central” 是大学专门为
所有学生组建的服务团队，你可以在我们的纽卡斯尔、中央海
岸和悉尼校区找到这些团队。

国际学生服务

学术建议 (ACADEMIC SUPPORT)

当你接受我们的录取通知书，我们就会为你提供在澳大利亚学
习和生活关于行前准备的所有信息。这将包括大学为国际学生
提供的接机服务的信息，以及大学为学生寻找住宿服务的信
息，和关于如何到达校园、当地气候和澳大利亚文化和习俗的
资讯。你将能够计划入学时间安排，包括游览校园和城市、了
解学生俱乐部和参与社交活动的时间。

学生咨询团队可以针对你的课程报名模式和进度、签证权利和
责任提供指导，或为你引荐课程顾问。你可以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下载 MyUON——纽卡斯尔大学学生中心应用
程序，这样你就可以随时关注大学生活的所有动态！

入学指导
入学指导周（也称“O-Week”）是在纽卡斯尔大学开始上课
之前的第一周。这一周将举行多场信息介绍会，让你获得有助
于在大学生活和学习的实用资讯。此外还有一系列社交活动和
校外郊游，以帮助你了解该地区，并与来自澳大利亚当地的学
生和其他国际学生相互认识。课程特定信息将由教师在相应的

newcastle.edu.au/international

Download the Apps

学习发展
我们专业的学习顾问团队提供各种实用建议
和技巧、研讨会与资源，以帮助提高学生的
学习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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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会
纽卡斯尔和中央海岸校区的学生会和团体为
支持学生提供独立的服务。学生会和团体由
学生管理，以学生为服务对象，他们的核心
作用是通过在校园里代表学生来服务学生、
提供各项福利、资源和补助课程，例如急救
和心肺复苏术，以丰富学生的大学体验。

澳大利亚纽卡斯尔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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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提供的
服务
英语语言辅导

图书馆

学习发展中心为国际学生和以英语作为附加语言的学生提供一
系列辅导课程。其中包括研习会，学习顾问——专门从事英语
语言辅导的工作人员——会举办语法、发音、阅读、写作、口
语和听力研习会，以及学科特定的课堂，如临床沟通和专业听
力。

我们的图书馆旨在成为你学习、研究、探索和创造的空间。
图书馆全天 24 小时都有工作人员可以为你提供实用建议和帮
助。所有图书馆都设有非正式的工作区，你可以在这里与朋友
见面、相互协作、准备考试和完成作业，此外还有“肃静”
区，如果你想静下心来认真学习，这里就是理想去处。大多数
图书馆都设有信息共享空间，每周 7 天、每天 24 小时向学生
开放。每一个信息共享空间都配有台式电脑、笔记本电脑和打
印设施、个人工作区和咖啡厅。如果你需要任何其他帮助，我
们亲切友好的员工可以提供支持。

同伴协助学习课程 (PASS)
我们每周安排一小时的复习课程，以便你比较笔记、讨论难以
理解的概念并与其他学生一起学习每周材料。这些课程由之前
在课程中取得优异成绩的学生 PASS 领袖组织。

身心健康和心理辅导
我们是一所健全的大学，致力于创造一个促进健康学习、工作
和生活的环境。大学为学生提供各种各样的服务。

医疗服务
纽卡斯尔和中央海岸校区都有医疗中心。除此之外，纽卡斯尔
校区还有一间药房（用于开具快速处方、供应旅行医药和一般
补给药品）、一间理疗诊所，以及血液检查病理服务。中央海
岸校区的口腔健康中心向公众开放，提供包括口腔检查、口腔
卫生、牙周治疗和预防性治疗在内的服务。

心理辅导
我们的纽卡斯尔、中央海岸和麦考瑞港校区聘有经过专业培训
的心理学家和社会工作者，他们可提供一对一辅导，以帮助学
生解决个人问题或与学习相关的问题。悉尼校区、新加坡校区
和在线学习的学生可以利用一系列在线咨询服务项目。

残疾人士支持
我们为身患永久或暂时残疾和患有疾病的学生提供实用的帮助
和建议。这包括讲座和评估服务、考试调整、图书馆辅助服
务、材料和设备，以及帮助其校园内移动。

newcastle.edu.au/international

学生中心
大学内的学生中心是你与朋友分享生活点滴的理想空间，也是
你在校园内的第一“停靠港”，你几乎可以在这里获得与学生
相关的任何帮助和建议。我们有一系列专业人员可以随时为你
提供有关学位、填写在线表格、提交或收集作业、开展学生活
动等各方面的信息。
你可以在卡拉汉、纽卡斯尔市、中央海岸和麦考瑞港校区找到
学生中心。此外，Ask UON 在线门户也是你寻求帮助的重要
渠道，网址：
askuon.newcastle.edu.au/app/global/ask/
你也可以发送电子邮件至
15000-uon-enquiries@newcastle.edu. au

就业与职业发展
工读结合
我们为在校生和毕业生提供的一项免费服务，包括提供
帮助和为在当地寻找兼职工作或职业发展提供建议。让
我们的职业中心在线服务帮助你预约职业咨询、在校内
与雇主见面或创建完美的简历。我们可以帮助你充分发
挥所学专业优势，在学习期间赚钱，并在职业发展方面
为你提供支持。

“在校园内工作让我能够遇到各式各
样的人，并帮助当地和国际学生，同
时赚取生活费。国际学生应多使用免
费就业服务作为寻找当地临时或兼职
工作的良好起点。”
LADY HANIFAH R.
MINDALANO-ALONTO
菲律宾

澳大利亚纽卡斯尔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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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
桥梁

newcastle.edu.au/international

对于不符合入学的语言或学术要求的国际学生，我们提供一系列预科
课程。
英语语言课程（ELICOS）

预科和文凭课程

纽卡斯尔大学语言中心

纽卡斯尔国际学院

纽卡斯尔大学语言中心拥有 30 年的经验，在优秀的英语语言
教育方面功勋卓著，致力于为学生提供全面而丰富的学习体
验。

纽卡斯尔国际学院 (NIC) 为国际学生提供通往纽卡斯尔大学的
另一条途径。小班授课和讲师一对一教学帮助学生建立学习和
升读大学所需的信心。NIC 隶属于教育和培训的全球领导者纳
维教育。通过 NIC 经认证的预科课程和文凭课程，学生可以
攻读大学目前提供的大部分本科学位。学习领域包括：商业与
法律、教育与艺术、健康与医学、工程、IT 与媒体。NIC 位于
卡拉汉校区，与大学的国际团队以及英语语言中心密切合作，
为学生安排打包式入学服务，以确保其无缝过渡到大学学习。

2018 年，在最近的英语语言教学（ELT）Barometer 调查中，
中心的学生将该机构评为了澳大利亚前三名。这份调查还将该
中心列入世界前六位，该中心自 2016 年以来显著上升了超过
53 个名次。
中心在广泛的大学环境中营造出友好的、服务性的多元文化氛
围。悉尼和纽卡斯尔校区的语言中心每周提供超过 20 小时的
课程，从你入学第一天开始，就可以充分享用所有大学设施和
服务。
我们的英语语言课程由经验丰富的教师授课，使你能够为各种
目的发展自己的技能。我们还提供一系列课程，以满足不同英
语语言能力学生的学习。作为语言中心的学生，我们鼓励你参
加我们屡获殊荣的学生参与项目，该项目最近被澳洲英语协会
认可为一种可以增强课堂体验的创新整体方法。项目旨在让你
通过与澳大利亚学生、其他国际学生和更广泛的当地社区合
作，获得在现实世界中应用英语技能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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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C 还为攻读医学学士和医学博士学位提供国际桥梁。医学
预科课程 (FPM) 是一项为期 8 个月的课程，每年 4 月开始招
生。医学学士/医学博士学位课程至少有四个学位专门为符合
升读规则、并且在选拔过程中取得成功的 NIC FPM 毕业生保
留。FPM 每年只会接收不超过 30 名学生。
要了解有关通过 NIC 桥梁攻读学位和提交申请的更多信息，
请访问 nic.nsw.edu.au

要了解有关语言桥梁课程的更多信息，包括课程日期和费用，
请访问 newcastle.edu.au/elicos

2019 年课程日期

2020 年课程日期

1月7日–2月8日
2 月 11 日 – 3 月 15 日
3 月 18 日 – 4 月 18 日
4 月 29 日 – 5 月 31 日
6月3日–7月5日
7 月 22 日 – 8 月 23 日
8 月 26 日 – 9 月 27 日
|10 月 7 日 – 11 月 8 日
11 月 11 日 – 12 月 13 日

1月6日–2月7日
2 月 10 日 – 3 月 13 日
3 月 16 日 – 4 月 24 日
4 月 27 日 – 5 月 29 日
6月1日–7月3日
7 月 20 日 – 8 月 21 日
8 月 24 日 – 9 月 25 日
10 月 5 日 – 11 月 6 日
9 月 11 日 – 12 月 11 日

ELICOS 学费
每周 $440 澳元

ELICOS 学费
每周 $455 澳元

HUNTER TAFE: D2D （专升本）
Hunter TAFE 是在纽卡斯尔及周边地区办学的教育机构，提供
各种专业领域的文凭课程。D2D 课程让国际学生可以获得一
年制文凭，成功之后，学生便可以入学攻读纽卡斯尔大学相应
的学士学位。这也让学生可以将学分从文凭课程转移到学位课
程，因此可能可以在更短的时间内完成学士学位。
如需详细了解如何通过 Hunter TAFE 文凭课程进入大学，请
访问 hunter. tafensw.edu.au

澳大利亚纽卡斯尔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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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I VANUAVOU
教育学学士
（学前与小学教育）
澳大利亚奖学金学者
newcastle.edu.au/international

费用和
奖学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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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费即教学费用，是你支付给大学的主要费用。国际学生在接
受大学录取通知书后需要支付押金。这笔押金将首先分配给海
外学生健康保险 (OSHC)，剩余金额将用于支付第一学期的学
费和学生服务设施费 (SSAF)。

澳大利亚奖学金

根据学历、学习课程以及你选择的个别课程，每名学生的学费
各不相同。押金可能无法涵盖第一期费用的全部金额。

它们为发展国家的学生提供了进行全日制本科或研究生学习的
机会。他们鼓励学生推动变革，为自己国家的发展成果做出贡
献。

你也可能有资格根据你来自的国家/地区、学习成绩或学习领
域申请奖学金。奖学金包括为来自不同背景的学生提供经济支
持、为学业优异的学生提供奖金以及为研究生提供资金。
如需获取详细信息和所提供奖学金的完整列表，请访问
newcastle.edu.au/international/study-with-us/costs- andscholarships/scholarships

澳大利亚奖学金（Australia Awards）是由澳大利亚政府外交
和贸易部管理的长期发展奖项。

对于教育学学士（学前与小学教育）学生 Lesi 来说，是奖学
金所提供的支持对他产生了最大的影响：

“作为一名国际学生，我获得了巨大的支持。这些
支持使我从斐济到澳大利亚的旅程如此顺利。我感
觉自己是一个大家庭的一员，我向国际学生强烈推
荐纽卡斯尔大学。”

澳大利亚纽卡斯尔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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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
院系
商业和法律学院（AACSB 认证）
全球排名前 150

全球排名前 200

商业和经济2与工商管理6专业
在澳洲排名前 8

公共管理专业5

全球排名前 150

全球排名前 200

酒店和旅游管理5专业

管理专业5

教育与文学院
全球排名前 100
教育专业3

newcastle.edu.au/international

全球排名前 150
社会学1

教育：满意度超过

90%

教师教育学习资源4

工程和建筑环境学院
工程专业：在 NSW 州居

第1

全球排名前 30
采矿和矿物工程专业5

优质教学和中位数工资4

全球排名前 8
自动化和控制专业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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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排名前 100

全球排名前 150

建筑专业1

全球排名前 200

土木工程专业1

全球排名前 200

化学工程专业3

机械工程专业5

全球排名前 200
水资源专业5

健康与医学学院
全球排名前 100

全球排名前 200

解剖学1

药剂学与药理学

1

全球排名前 150
医学1

全球排名前 100
护理学4

在澳大利亚排名前 5
健康和医学研究专业2

理学院
全球排名前 200
农业学1

全球排名前 150
心理学1

全球排名前 200
地理学1

第

38 位

运动科学6

全球排名前 200
环境科学1

1. 2018 年 QS 世界大学专业排名 2. 2018 年泰晤士高等教育专业排名 3. 2018 年 Shanghai Ranking 全球学术专业排名，2018 年 QS 世界大学专业
排名 4.2016 年学习和教导质量指标 5.2017 年 Shanghai Ranking (ARWU) 6. 2018 年 Shanghai Ranking 全球学术专业排名

澳大利亚纽卡斯尔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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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新
起点
大学有超过 100 个本科和 50 多个研究生学位，为你提供超过
150 个学习领域。选择一个可以激发和激励你的学位，或者结
合两个学位来创造新的可能性，打开新世界的大门。
我们想确保你选择一个正确的起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汇编了
你需要了解的所有重要信息，帮助你确定可以攻读的学位和研
究的学习领域。
newcastle.edu.au/studyareas

newcastle.edu.au/intern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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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何
开始？
有时候你可能不知道自己想要学习哪些课程，但你知道自己感兴趣的领域。探索你的学习领域，并找到
你最感兴趣的内容。
newcastle.edu.au/study

会计和金融
当你学习会计和金融时，你会对复杂的金融行业形成深入的了解。提高你解决问题的战略性技能，并获
得真实的实践经验——以便你准备好投身于世界各地的众多行业。随着经济挑战日益增加，你的技能将
炙手可热。

学位选择
• Bachelor of Commerce page 52

• Master of Applied Finance page 58

• 商务学士 第 52 页

• 应用金融硕士 第 58 页

• Graduate Certificate in Applied Finance page 58

• Master of Professional Accounting page 58

• 应用金融研究生证书 第 58 页

• 专业会计硕士 第 58 页

• Graduate Certificate in Professional Accounting
page 58

• Master of Professional Accounting (Advanced)
page 58

• 专业会计研究生证书 第 58 页

• 专业会计硕士（高级） 第 58 页

建筑与建造
我们的建筑与建造类专业将赋予你设想并改善人们生活、工作和娱乐环境的能力——从房屋到高楼大
厦、厂房或高速公路。你可以利用你的创造才能和想象力，进入建筑或工业设计等领域，或者运用你的
逻辑、规划和理性思考能力，进入建筑管理或土木工程等领域。

学位选择
• Bachelor of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Building)
(Honours) page 54

• Master of Architecture page 60

• 建筑管理学士（建造）（荣誉学位） 第 54 页
• Bachelor of Design (Architecture) page 54

• Master of Disaster Resilience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page 60

• 设计学学士（建筑） 第 54 页

灾害恢复与可持续发展硕士 第 60 页

• Graduate Certificate in Disaster Risk Reduction
page 60

• Master of Professional Engineering (Civil)
page 60

• 减灾研究生证书 第 60 页

• 专业工程硕士（土木） 第 60 页

newcastle.edu.au/international
newcastle.edu.au/international

• 建筑学硕士 第 60 页

企业管理与创业
想和全世界分享你的想法吗?我们企业管理和创业相关的课程将让你具备实用技能、企业家才能和人脉网
络，以催生你的想法，并让你几乎可以在任何行业开展你的职业生涯。无论是金融、制造、健康、公用事
业、政府还是贸易——都取决于你。我们的课程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动态、灵活和实用。

学位选择
• Bachelor of Business page 52
• 工商学士 第 52 页
• Bachelor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Combined) page 52
• 创新与创业学士（双学位） 第 52 页
• Graduate Certificate in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page 58

• Maste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Global)
page 58
• 国际工商管理硕士 第 58 页
• Master of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page 58
• 人力资源管理硕士 第 58 页

• 工商管理研究生证书 第 58 页

• Master of Innovation Management and
Entrepreneurship page 58

• Graduate Certificate in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page 58

• 创新管理与创业硕士 第 58 页
• Master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page 58

• 人力资源管理研究生证书 第 58 页

• 国际商务硕士 第 58 页

• Graduate Certificate in Marketing page 58

• Master of Marketing page 58

• 市场营销研究生证书 第 58 页

• 市场营销硕士 第 58 页

• Maste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page 58
• 工商管理硕士 第 58 页

传媒与创意产业
你是有创造力的思想家和创新者吗？你喜欢讲故事吗？如果想攻读传媒与创意产业的相关课程，你可以选
择的专业包括艺术、设计、媒体、新闻、公共关系、建筑等等。你可以利用我们最先进的设施和创意空间
来磨练你的技能。如果你有很多奇思妙想希望与世人分享，也许这就是你的学习领域。

学位选择
• Bachelor of Communication page 53
• 传媒学士 第 53 页
• Bachelor of Creative Industries page 53
• 创意产业学士 第 53 页
• Bachelor of Music page 53
• 音乐学士 第 53 页
• Bachelor of Natural History Illustration page 53
• 自然历史插画学士 第 53 页

• Bachelor of Visual Communication Design
page 53
• 视觉传播设计学士 第 53 页
• Graduate Certificate in Creative Industries
page 59
• 创意产业研究生证书 第 59 页
• Master of Creative Industries page 59
• 创意产业硕士 第 59 页

澳大利亚纽卡斯尔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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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
在攻读与社会学相关的课程时，你将学会理解、预测、解释和培养人类行为。你将利用自己的技能来改善
社会的各个方面。这包括公民权、基础设施、环境、经济、社会正义和心理健康。如今世界各地的弱势群
体正在苦苦挣扎，现在是帮助世界变得更美好的最好时机。

学位选择
48

• Bachelor of Development Studies page 57
• 发展学学士 第 57 页
• Bachelor of Social Science page 53
• 社会科学学士 第 53 页
• Bachelor of Social Work (Honours) page 53
• 社会工作学士（荣誉学位） 第 53 页

计算机、数学和技术
计算机、数学和技术行业处于新思维的前沿，是我们工作、学习、交流、社交和娱乐的核心。我们的课
程将帮助你开发技术和系统，以帮助几乎任何你能想到的领域取得进步。你可以为像谷歌或苹果这样的
大型全球性公司工作，或者也可以创办自己的企业，成为世界上最具创新精神的企业家之一。

学位选择
• Bachelor of Computer Science page 54
• 计算机科学学士 第 54 页
• Bachelor of Computer Systems Engineering
(Honours) page 54
• 计算机系统工程学士（荣誉学位） 第 54 页
• Bachelor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page 55
• 信息技术学士 第 55 页
• Bachelor of Mathematics page 57

• Bachelor of Technology (Renewable Energy
Systems) page 57
• 技术学士（可再生能源系统） 第 57 页
• Graduate Certificate i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page 60
• 信息技术研究生证书 第 60 页
• Master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page 60
• 信息技术硕士 第 60 页

• 数学学士 第 57 页

教育学
你想激励下一代年轻人吗？一位优秀的老师可以改变人的一生，真正影响他们所在的社区。我们的教育课
程将提供实践经验和全球通用可转移的技能——为你在教育行业长久而有成就感的职业生涯奠定基础。

学位选择
• Bachelor of Education (Early Childhood
and Primary) page 53

• Master of Leadership and Management in Education
page 59

• 教育学学士（学前与小学教育） 第 53 页

• 教育领导与管理硕士 第 59 页

• Bachelor of Education (Primary) page 53

• Master of Special and Inclusive Education
page 59

• 教育学学士（小学教育） 第 53 页
• Bachelor of Education (Secondary) page 53
• 教育学学士（中学教育） 第 53 页
• Graduate Certificate in Education page 59
• 教育学研究生证书 第 59 页
• Master of Education page 59
• 教育学硕士 第 59 页

newcastle.edu.au/international

• 特殊与包容教育硕士 第 59 页
• Master of Teaching (Primary) page 59
• 教学硕士（小学教育） 第 59 页
• Master of Teaching (Secondary) page 59
• 教学硕士（中学教育） 第 59 页

工程
工程师的角色一直在改变。我们需要克服世界现在面临的前所未有的挑战，而工程师在其中发挥着至关重
要的作用。这些挑战包括粮食和水安全、气候变化、数据安全和人口老龄化等等。作为 Global E3（全球
工程类教育交换项目组织）的成员和 Group of Eight 的协会成员，这里绝对是你开发改变世界的解决方案
的理想之地。

学位选择
• Bachelor of Chemical Engineering (Honours) page 54

• Master of Professional Engineering (Chemical) page 60

• 化学工程学士（荣誉学位） 第 54 页

• 专业工程硕士（化学） 第 60 页

• Bachelor of Civil Engineering (Honours) page 54

• Master of Professional Engineering (Civil)
page 60

• 土木工程学士（荣誉学位） 第 54 页
• Bachelor of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 Engineering
(Honours) page 54
• 电气与电子工程学士（荣誉学位） 第 54 页
• Bachelor of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Honours) page
55
• 环境工程学士（荣誉学位） 第 55 页
• Bachelor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Honours) page 55
• 机械工程学士（荣誉学位） 第 55 页
• Bachelor of Mechatronics Engineering (Honours) page
55
• 机电工程学士（荣誉学位） 第 55 页
• Bachelor of Medical Engineering (Honours) page 55
• 医学工程学士（荣誉学位） 第 55 页
• Bachelor of Software Engineering (Honours) page 55
• 软件工程学士（荣誉学位） 第 55 页
• Bachelor of Surveying (Honours) page 55
• 测量学学士（荣誉学位） 第 55 页
• Master of Engineering Management page 60

• 专业工程硕士（土木） 第 60 页
• Master of Professional Engineering (Computer
Systems) page 60
• 专业工程硕士（计算机系统） 第 60 页
• Master of Professional Engineering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 page 60
• 专业工程硕士（电气与电子） 第 60 页
• Master of Professional Engineering (Environmental)
page 60
• 专业工程硕士（环境） 第 60 页
• Master of Professional Engineering (Mechanical) page
60
• 专业工程硕士（机械） 第 60 页
• Master of Professional Engineering (Mechatronics)
page 60
• 专业工程硕士（机电） 第 60 页
• Master of Professional Engineering (Software) page 60
• 专业工程硕士（软件） 第 60 页

• 工程管理硕士 第 60 页

健康与医学
这个世界需要新型的健康专业人士来进行改变人生的预防和恢复治疗，并且健康与医学行业有各种各样动
态有趣的职业可供选择。无论你想学习医学、护理和药学，还是放射医学、食品和营养、物理治疗和足病
学等专业服务，或者以实验室活动为主的医学研究，这个领域的就业机会都是无穷无尽的。

学位选择
• Bachelor of Biomedical Science page 56

• Bachelor of Oral Health Therapy page 56

• 生物医学学士 第 56 页

• 口腔健康治疗学士 第 56 页

• Bachelor of Exercise and Sport Science page 56

• Bachelor of Pharmacy (Honours) page 56

• 运动与体育科学学士 第 56 页

• 药学学士（荣誉学位） 第 56 页

• Bachelor of Food Science and Human Nutrition page
57

• 物理治疗学士（荣誉学位） 第 56 页

• 食品科学与人类营养学学士 第 57 页
• Bachelor of Health Science (Honours) page 56
• 健康科学学士（荣誉学位） 第 56 页
• Bachelor of Medical Radiation Science (Honours)
(Diagnostic Radiography) page 56
• 医学放射科学学士（放射诊断学）（荣誉学位） 第 56
页

• Bachelor of Physiotherapy (Honours) page 56
• Bachelor of Podiatry page 56
• 足病学学士 第 56 页
• Bachelor of Psychological Science page 57
• 心理科学学士 第 57 页
• Bachelor of Speech Pathology (Honours) page 53
• 言语治疗学学士（荣誉学位） 第 53 页

• Bachelor of Medical Radiation Science (Honours)
(Nuclear Medicine) page 56

• Graduate Certificate in Clinical Epidemiology page 61

• 医学放射科学学士（核医学）（荣誉学位） 第 56 页

• Master of Clinical Epidemiology page 61

• Bachelor of Medical Radiation Science (Honours)
(Radiation Therapy) page 56

• 临床流行病学硕士 第 61 页

• 医学放射科学学士（放射治疗）（荣誉学位） 第 56 页

• 临床心理学硕士 第 61 页

• Bachelor of Nursing page 56
• 护理学学士 第 56 页
• Bachelor of Nutrition and Dietetics (Honours) page 56
• 营养与饮食学学士（荣誉学位） 第 56 页
• Bachelor of Occupational Therapy (Honours) page 56
• 职业治疗学士（荣誉学位） 第 56 页

• 临床流行病学研究生证书 第 61 页

• Master of Clinical Psychology page 61
• Master of Midwifery Studies page 61
• 助产学硕士 第 61 页
• Master of Nursing page 61
• 护理学硕士 第 61 页
• Master of Public Health page 61
• 公共健康硕士 第 61 页

澳大利亚纽卡斯尔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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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
学习法律为你提供的知识和技能，可以扩展你参与解决地方、区域、国家和全球问题的能力。拥有法律
学位就等于拥有强大的工具，可以对个人生活、社区、整个政府和环境发挥真正的作用。作为澳大利亚
领先的实践性法学院，纽卡斯尔法学院将为你奠定坚实的法律基础，助你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

学位选择
50

• Bachelor of Laws (Honours) Combined page 52

• Master of Laws page 58

• 法学双学士（荣誉学位） 第 52 页

• 法学硕士 第 58 页

• Bachelor of Laws (Honours)/
Diploma of Legal Practice page 52
• 法学士（荣誉学位）/法律实践文凭 第 52 页
• Juris Doctor/Graduate Diploma
in Legal Practice page 58
• 法律博士/法律实践研究生文凭 第 58 页
• Master of Dispute Resolution page 58
• 争议解决硕士 第 58 页

科学与环境
攻读科学与环境领域相关的课程可以帮助你为解决世界上最大的挑战贡献一己之力。你可以学习如何应
对需求，例如对能源、土地、食物和水日益增长的需求。你还将有机会与领先的研究人员共事，通过实
验室和实地工作获得宝贵的实践经验。

学位选择
• Bachelor of Biotechnology page 57
• 生物技术学士 第 57 页
• Bachelor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Management page 57
• 环境科学与管理学士 第 57 页
• Bachelor of Science page 57
• 理学学士 第 57 页
• Graduate Certificate in Pollution Impact
Assessment page 61
• 污染影响评估研究生证书 第 61 页
• Master of Environmental Risk Assessment
and Remediation page 61
• 环境风险评估与修复硕士 第 61 页
• Master of Professional Psychology page 61
• 专业心理学硕士 第 61 页

newcastle.edu.au/international

社会与文化
你是否热衷于探索人类的一切？在这个研究领域，你将获得对语言、人、历史、社会和文化的理解。这些
领域是世界变迁的关键。没有它们，社会的人文、公平与创新也将不复存在。该学位涵盖各种专业和特色
课程，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量身定制。

学位选择
• Bachelor of Arts page 53
• 文学学士 第 53 页
• Bachelor of Development Studies page 57
• 发展学学士 第 57 页
• Bachelor of Global Indigenous Studies page 55
• 全球原住民研究学士 第 55 页
• Bachelor of Music page 53
• 音乐学士 第 53 页

• Graduate Certificate in Social Change and
Development page 59
• 社会变迁与发展研究生证书 第 59 页
• Master of Applied Linguistics page 59
• 应用语言学硕士 第 59 页
• Master of Social Change and Development
page 59
• 社会变迁与发展硕士 第 59 页

• Graduate Certificate in Applied Linguistics
page 59
• 应用语言学研究生证书 第 59 页

澳大利亚纽卡斯尔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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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
课程
52

CRICOS
CODES

学年（年）

校区

第 1 学期
（二月）

第 2 学期
（七月）

2019 年参考性学费
（按 80 个单元
计算）

文学学士 / 法学学士（荣誉学位）
Bachelor of Arts/Bachelor of Laws (Honours)

023104B

5

NC, N



x

$28,620

工商学士
Bachelor of Business

001133A

3

NC, CC, SG





$27,875

工商学士（荣誉学位）
Bachelor of Business (Honours)

030569K

1

NC





$28,660

工商学士 / 商务学士
Bachelor of Business/Bachelor of Commerce

029749E

4

NC, CC





$28,940

工商学士 / 创新与创业学士
Bachelor of Business/Bachelor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088921J

4

NC





$27,805

工商学士 / 法学学士（荣誉学位）
Bachelor of Business/ Bachelor of Laws (Honours)

032796E

5

NC



x

$28,410

商务学士
Bachelor of Commerce

001603J

3

NC, CC, SG





$28,245

商务学士（荣誉学位）
Bachelor of Commerce (Honours)

015700D

1

NC





$28,535

商务学士 / 创新与创业学士
Bachelor of Commerce/Bachelor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088922G

4

NC





$27,730

商务学士 / 法学学士（荣誉学位）
Bachelor of Commerce/Bachelor of Laws (Honours)

023103C

5

NC



x

$28,545

传媒学士 / 法学学士（荣誉学位）
Bachelor of Communication/Bachelor of Laws
(Honours)

038697D

5

NC, N



x

$29,755

发展学学士 / 法学学士（荣誉学位）
Bachelor of Development Studies/Bachelor of Laws
(Honours)

095146G

5

NC, N



x

$29,595

全球原住民研究学士 / 法学学士
Bachelor of Global Indigenous Studies/Bachelor of
Laws (Honours)

098485G

5

NC, N



x

$29,050

创新与创业学士 / 法学学士（荣誉学位）
Bachelor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Bachelor of Laws (Honours)

095147F

4

NC



x

$28,465

法学学士（荣誉学位）/ 法律实践文凭
Bachelor of Laws (Honours)/Diploma of Legal
Practice

032798C

5

NC



x

$28,850

理学学士 / 法学学士（荣誉学位）
Bachelor of Science/Bachelor of Laws (Honours)

023101E

5

NC, N



x

$28,850

社会科学学士 / 法学学士（荣誉学位）
Bachelor of Social Science/Bachelor of Laws
(Honours)

043947D

5

NC, N



x

$28,235

法商学院

请注意：课程价格和信息均根据 2019 年课程制定，
未来可能会发生变化。

newcastle.edu.au/international

N
纽卡斯尔–卡拉汉校区
NC 纽卡斯尔–市中心校区

CC 中央海岸–Ourimbah 校区
SG 新加坡校区

本科
课程
CRICOS
CODES

学年（年）

校区

第 1 学期
（二月）

第 2 学期
（七月）

2019 年参考性学费
（按 80 个单元
计算）

文学学士
Bachelor of Arts

001602K

3

N, CC





$27,505

文学学士（荣誉学位）
Bachelor of Arts (Honours)

000760D

1

N





$28,285

文学学士 / 创新与创业学士
Bachelor of Arts/Bachelor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095148E

4

N





$27,645

传媒学士
Bachelor of Communication

000326M

3

N



x

$31,710

传媒学士（荣誉学位）
Bachelor of Communication (Honours)

027449M

1

N





$33,390

创意产业学士
Bachelor of Creative Industries

092847B

3

NC





$31,760

创意产业学士 / 创新与创业学士
Bachelor of Creative Industries/Bachelor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095235F

4

NC





$29,715

教育学学士（学前与小学教育）
Bachelor of Education (Early Childhood and Primary)

095151K

4

N, CC



x

$30,820

教育学学士（小学教育）
Bachelor of Education (Primary)

095153G

4

N, CC



x

$30,695

教育学学士（中学教育）
Bachelor of Education (Secondary)

095155F

4

N, CC



x

$30,605

美术学士（荣誉学位）
Bachelor of Fine Art (Honours)

030185D

1

N





$29,695

全球原住民研究学士
Bachelor of Global Indigenous Studies

098484J

3

N



x

$27,105

音乐学士
Bachelor of Music

002546E

3

NC





$33,255

音乐学士（荣誉学位）
Bachelor of Music (Honours)

030186C

1

NC



x

$33,255

音乐学士 / 文学学士
Bachelor of Music/Bachelor of Arts

027441G

4

NC





$33,255

自然历史插画学士
Bachelor of Natural History Illustration

059878C

3

NC



x

$32,945

自然历史插画学士（荣誉学位）
Bachelor of Natural History Illustration (Honours)

065377G

1

NC





$32,630

社会科学学士
Bachelor of Social Science

014637C

3

N, CC





$27,050

社会科学学士（荣誉学位）
Bachelor of Social Science (Honours)

014638B

1

N, CC





$28,875

社会工作学士（荣誉学位）
Bachelor of Social Work (Honours)

027437D

4

N, CC



x

$30,095

言语治疗学学士（荣誉学位）
Bachelor of Speech Pathology (Honours)

029748F

4

N



x

$34,525

视觉传播设计学士
Bachelor of Visual Communication Design

059024E

3

NC



x

$32,630

视觉传播设计学士（荣誉学位）
Bachelor of Visual Communication Design (Honours)

032730A

1

NC





$32,630

教育与文学院

请注意：课程价格和信息均根据 2019 年课程制定，
未来可能会发生变化。

N
纽卡斯尔–卡拉汉校区
NC 纽卡斯尔–市中心校区

CC 中央海岸–Ourimbah 校区

澳大利亚纽卡斯尔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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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
课程
54

CRICOS
CODES

学年（年）

校区

第 1 学期
（二月）

第 2 学期
（七月）

2019 年参考性学费
（按 80 个单元
计算）

化学工程学士（荣誉学位）
Bachelor of Chemical Engineering (Honours)

018788M

4

N





$34,955

化学工程学士（荣誉学位）/ 工商学士
Bachelor of Chemical Engineering (Honours)/
Bachelor of Business

093505E

5

N



x

$32,670

化学工程学士（荣誉学位）/ 数学学士
Bachelor of Chemical Engineering (Honours)/
Bachelor of Mathematics

088924F

5

N



x

$33,790

化学工程学士（荣誉学位）/ 理学学士
Bachelor of Chemical Engineering (Honours)/
Bachelor of Science

088925E

5

N



x

$35,140

土木工程学士（荣誉学位）
Bachelor of Civil Engineering (Honours)

018786B

4

N, SG





$35,000

土木工程学士（荣誉学位）/ 工商学士
Bachelor of Civil Engineering (Honours)/Bachelor of
Business

093506D

5

N



x

$32,530

土木工程学士（荣誉学位）/
环境工程学士（荣誉学位）
Bachelor of Civil Engineering (Honours)/Bachelor of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Honours)

088926D

5

N



x

$35,270

土木工程学士（荣誉学位）/ 数学学士
Bachelor of Civil Engineering (Honours)/Bachelor of
Mathematics

088938M

5

N



x

$33,730

土木工程学士（荣誉学位）/ 测量学学士（荣誉学位）
Bachelor of Civil Engineering (Honours)/Bachelor of
Surveying (Honours)

088923G

5

N



x

$34,535

计算机科学学士
Bachelor of Computer Science

001604G

3

N





$32,915

计算机科学学士（荣誉学位）
Bachelor of Computer Science (Honours)

000758J

1

N





$31,210

计算机系统工程学士（荣誉学位）
Bachelor of Computer Systems Engineering
(Honours)

092848A

4

N





$34,665

计算机系统工程学士（荣誉学位）/ 工商学士
Bachelor of Computer Systems Engineering
(Honours)/Bachelor of Business

093511G

5

N



x

$32,475

计算机系统工程学士（荣誉学位）/ 计算机科学学士
Bachelor of Computer Systems Engineering
(Honours)/Bachelor of Computer Science

088927C

5

N



x

$33,800

计算机系统工程学士（荣誉学位）/ 数学学士
Bachelor of Computer Systems Engineering
(Honours)/Bachelor of Mathematics

088928B

5

N



x

$33,525

计算机系统工程学士（荣誉学位）/ 理学学士
Bachelor of Computer Systems Engineering
(Honours)/Bachelor of Science

088929A

5

N



x

$34,700

建筑管理学士（建造）
（荣誉学位）
Bachelor of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Building)
(Honours)

003693G

4

N, SG





$29,415

设计学学士（建筑）
Bachelor of Design (Architecture)

001600A

3

N





$29,415

电气与电子工程学士（荣誉学位）
Bachelor of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 Engineering
(Honours)

092849M

4

N, SG





$34,855

电气与电子工程学士（荣誉学位）/ 工商学士
Bachelor of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 Engineering
(Honours)/Bachelor of Business

093507C

5

N



x

$32,270

电气与电子工程学士（荣誉学位）/
计算机系统工程学士（荣誉学位）
Bachelor of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 Engineering
(Honours)/Bachelor of Computer Systems
Engineering (Honours)

093503G

5

N



x

$34,820

工程与建筑环境学院

请注意：课程价格和信息均根据 2019 年课程制定，
未来可能会发生变化。

newcastle.edu.au/international

N
纽卡斯尔–卡拉汉校区
NC 纽卡斯尔–市中心校区

CC 中央海岸–Ourimbah 校区
SG 新加坡校区

本科
课程
CRICOS
CODES

学年（年）

校区

第 1 学期
（二月）

第 2 学期
（七月）

2019 年参考性学费
（按 80 个单元
计算）

电气与电子工程学士（荣誉学位）/ 数学学士
Bachelor of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 Engineering
(Honours)/Bachelor of Mathematics

088931G

5

N



x

$33,840

电气与电子工程学士（荣誉学位）/ 理学学士
Bachelor of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 Engineering
(Honours)/Bachelor of Science

093512F

5

N



x

$34,795

环境工程学士（荣誉学位）
Bachelor of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Honours)

011012E

4

N





$35,230

环境工程学士（荣誉学位）/ 理学学士
Bachelor of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Honours)/
Bachelor of Science

088933E

5

N



x

$35,455

信息技术学士
Bachelor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044439E

3

N, CC, SG





$32,625

信息技术学士（荣誉学位）
Bachelor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Honours)

055919J

1

N, CC





$34,945

信息技术学士 / 工商学士
Bachelor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Bachelor of
Business

072216K

4

N





$30,640

机械工程学士（荣誉学位）
Bachelor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Honours)

018795A

4

N, SG





$34,825

机械工程学士（荣誉学位）/ 工商学士
Bachelor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Honours)/
Bachelor of Business

093508B

5

N



x

$32,580

机械工程学士（荣誉学位）/ 数学学士
Bachelor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Honours)/
Bachelor of Mathematics

088937A

5

N



x

$33,845

机械工程学士（荣誉学位）/
机电工程学士（荣誉学位）
Bachelor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Honours)/
Bachelor of Mechatronics Engineering (Honours)

088934D

5

N



x

$34,935

机械工程学士（荣誉学位）/ 理学学士
Bachelor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Honours)/
Bachelor of Science

088935C

5

N



x

$35,150

机电工程学士（荣誉学位）
Bachelor of Mechatronics Engineering (Honours)

032765A

4

N





$34,825

机电工程学士（荣誉学位）/ 工商学士
Bachelor of Mechatronics Engineering (Honours)/
Bachelor of Business

093509A

5

N



x

$32,580

机电工程学士（荣誉学位）/
电气与电子工程学士（荣誉学位）
Bachelor of Mechatronics Engineering (Honours)/
Bachelor of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 Engineering
(Honours)

093504F

5

N



x

$34,905

机电工程学士（荣誉学位）/ 数学学士
Bachelor of Mechatronics Engineering (Honours)/
Bachelor of Mathematics

088936B

5

N



x

$33,700

机电工程学士（荣誉学位）/ 理学学士
Bachelor of Mechatronics Engineering (Honours)/
Bachelor of Science

093513E

5

N



x

$34,825

医学工程学士（荣誉学位）
Bachelor of Medical Engineering (Honours)

096509K

4

N





$35,210

软件工程学士（荣誉学位）
Bachelor of Software Engineering (Honours)

021335C

4

N





$33,815

测量学学士（荣誉学位）
Bachelor of Surveying (Honours)

077826K

4

N





$34,775

测量学学士（荣誉学位）/ 工商学士
Bachelor of Surveying (Honours)/Bachelor of Business

093510G

5

N



x

$32,445

技术学士（可再生能源系统）
Bachelor of Technology (Renewable Energy Systems)

088615G

1

N



x

$35,105

工程与建筑环境学院

请注意：课程价格和信息均根据 2019 年课程制定，
未来可能会发生变化。

N
纽卡斯尔–卡拉汉校区
NC 纽卡斯尔–市中心校区

CC 中央海岸–Ourimbah 校区
SG 新加坡校区

澳大利亚纽卡斯尔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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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
课程
56

健康与医学学院

CRICOS
CODES

学年（年）

校区

第 1 学期
（二月）

第 2 学期
（七月）

2019 年参考性学费
（按 80 个单元
计算）

生物医学学士
Bachelor of Biomedical Science

023110D

3

N



x

$35,365

生物医学学士（荣誉学位）
Bachelor of Biomedical Science (Honours)

039702D

1

N





$37,050

健康科学学士（荣誉学位）
Bachelor of Health Science (Honours)

095697J

1

N



x

$32,630

医学放射科学学士（荣誉学位）
（放射诊断学）
Bachelor of Medical Radiation Science (Honours)
(Diagnostic Radiography)

088060E

4

N



x

$32,410

医学放射科学学士（荣誉学位）
（核医学）
Bachelor of Medical Radiation Science (Honours)
(Nuclear Medicine)

088061D

4

N



x

$32,410

医学放射科学学士（荣誉学位）
（放射疗法）
Bachelor of Medical Radiation Science (Honours)
(Radiation Therapy)

088062C

4

N



x

$32,410

护理学学士
Bachelor of Nursing

072609D

3

N, CC



x

$32,720

护理学学士（荣誉学位）
Bachelor of Nursing (Honours)

095696K

1

N



x

$32,475

营养与饮食学学士（荣誉学位）
Bachelor of Nutrition and Dietetics (Honours)

001131C

4

N



x

$33,630

职业治疗学士（荣誉学位）
Bachelor of Occupational Therapy (Honours)

001132B

4

N



x

$32,895

口腔健康治疗学士
Bachelor of Oral Health Therapy

084069F

3

CC



x

$36,665

药学学士（荣誉学位）
Bachelor of Pharmacy (Honours)

079931D

4

N



x

$36,860

物理治疗学士（荣誉学位）
Bachelor of Physiotherapy (Honours)

039298M

4

N



x

$34,870

足病学学士
Bachelor of Podiatry

058964B

3

CC



x

$35,200

请注意：课程价格和信息均根据 2019 年课程制定，
未来可能会发生变化。

newcastle.edu.au/international

N
纽卡斯尔–卡拉汉校区
NC 纽卡斯尔–市中心校区

CC 中央海岸–Ourimbah 校区

本科
课程
理学院

CRICOS
CODES

学年（年）

校区

第 1 学期
（二月）

第 2 学期
（七月）

2019 年参考性学费
（按 80 个单元
计算）

文学学士 / 理学学士
Bachelor of Arts/Bachelor of Science

027446C

4

N, CC





$31,320

生物技术学士
Bachelor of Biotechnology

059879B

3

N



x

$36,335

生物技术学士（荣誉学位）
Bachelor of Biotechnology (Honours)

064596D

1

N



x

$37,050

发展学学士
Bachelor of Development Studies

031290F

3

N





$28,925

发展学学士（荣誉学位）
Bachelor of Development Studies (Honours)

050541A

1

N



x

$35,040

发展学学士 / 工商学士
Bachelor of Development Studies/Bachelor of Business

095145G

4

N





$29,235

发展学学士 / 社会科学学士
Bachelor of Development Studies/Bachelor of Social
Science

095143K

4

N





$28,745

环境科学与管理学士
Bachelor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Management

059877D

3

N, CC





$36,155

环境科学与管理学士（荣誉学位）
Bachelor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Management
(Honours)

061922G

1

N, CC





$37,050

运动与体育科学学士
Bachelor of Exercise and Sport Science

062429B

3

CC



x

$32,920

运动与体育科学学士（荣誉学位）
Bachelor of Exercise and Sport Science (Honours)

070062F

1

CC





$31,070

食品科学与人类营养学学士
Bachelor of Food Science and Human Nutrition

055918K

3

CC





$36,580

食品科学与人类营养学学士（荣誉学位）
Bachelor of Food Science and Human Nutrition (Honours)

073274C

1

CC





$37,050

食品科学与人类营养学学士 / 工商学士
Bachelor of Food Science and Human Nutrition/Bachelor
of Business

095144J

4

CC





$32,915

数学学士
Bachelor of Mathematics

001608D

3

N





$31,320

数学学士（荣誉学位）
Bachelor of Mathematics (Honours)

000628G

1

N





$31,070

数学学士 / 计算机科学学士
Bachelor of Mathematics/Bachelor of Computer Science

090805F

4

N





$32,105

数学学士 / 理学学士
Bachelor of Mathematics/Bachelor of Science

091467M

4

N





$32,085

心理科学学士
Bachelor of Psychological Science

095149D

3

N, CC





$37,115

心理科学学士（荣誉学位）
Bachelor of Psychological Science (Honours)

095150M

1

N, CC



x

$37,750

理学学士
Bachelor of Science

001609C

3

N, CC





$35,350

理学学士（荣誉学位）
Bachelor of Science (Honours)

000738B

1

N, CC





$36,680

理学学士 / 创新与创业学士
Bachelor of Science/Bachelor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098542D

4

N, NC





$30,230

请注意：课程价格和信息均根据 2019 年课程制定，
未来可能会发生变化。

N
纽卡斯尔–卡拉汉校区
NC 纽卡斯尔–市中心校区

CC 中央海岸–Ourimbah 校区

澳大利亚纽卡斯尔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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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商学院

CRICOS
CODE

1 年＝3 个学期
（三学期制）
或 2 个学期
（两学期制）

三学期制第 1 学期
（一月）

两学期制第 1 学期
（二月）

三学期制第 2 学期
（五月）

冬季学期

两学期制第 2 学期
（七月）

三学期制第3学期
（九月）

研究生
课程
2019 年参考
性学费（按
80 个单元计
算）

应用金融研究生证书
Graduate Certificate in Applied Finance^^^

032749A

2 trimesters

NC



x

x

x

x



$18,345

工商管理研究生证书
Graduate Certificate in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022956K

2 trimesters

NC, S, 在线
教学, SG



x



x

x



$18,345

人力资源管理研究生证书
Graduate Certificate in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027432J

2 trimesters

NC,
在线教学



x



x

x



$18,345

市场营销研究生证书
Graduate Certificate in Marketing

027423K

2 trimesters

NC,
在线教学



x



x

x



$18,345

专业会计研究生证书
Graduate Certificate in Professional Accounting#

065470K

1 semester

S

x



x

x



x

$14,940

法学博士 / 法律实践研究生文凭
Juris Doctor/Graduate Diploma in Legal Practice^

079631E

6 semesters

NC



x

x



x

x

$30,270

应用金融硕士
Master of Applied Finance^^^

083518E

3-5 trimesters

NC



x

x

x

x



$36,690

工商管理硕士
Maste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083519D

S, 在线
3-5 trimesters NC,
教学, SG



x



x

x



$36,535

国际工商管理硕士
Maste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Global)

096747G

4 semesters

NC

x



x

x



x

$28,350

工商管理硕士 / 应用金融硕士
Maste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Master of Applied
Finance

084250J

6 trimesters

NC



x



x

x



$36,690

工商管理硕士 / 人力资源管理硕士
Maste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Master of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084247D

6 trimesters

NC,
在线教学



x



x

x



$36,330

工商管理硕士 / 国际商务硕士
Maste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Master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084248C

6 trimesters

NC



x



x

x



$36,690

工商管理硕士 / 市场营销硕士
Maste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Master of Marketing

084249B

6 trimesters

NC,
在线教学



x



x

x



$36,585

争议解决硕士
Master of Dispute Resolution

098481A

3 trimesters

NC



x

x

x

x

x

$30,270

人力资源管理硕士
Master of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083520M

3-5 trimesters

NC,
在线教学



x



x

x



$36,140

创新管理与创业硕士
Master of Innovation Management and
Entrepreneurship

092846C

3 trimesters

NC



x

x

x

x

x

$37,030

国际商务硕士
Master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083521K

3-5 trimesters

NC



x



x

x



$36,690

法学硕士
Master of Laws^^

079533G

2 semesters

NC

x



x

x



x

$30,270

市场营销硕士
Master of Marketing

083522J

3-5 trimesters

NC,
在线教学



x



x

x



$36,595

专业会计硕士
Master of Professional Accounting#

059999E

3 semesters

S

x



x

x



x

$30,455

专业会计硕士（高级）
Master of Professional Accounting (Advanced)#

065471J

4 semesters

S

x



x

x



x

$32,010

专业会计硕士 / 工商管理硕士
Master of Professional Accounting/Maste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084357J

4 semesters

S

x



x

x



x

$35,025

专业会计硕士 / 工商管理硕士 (2020年往后）
Master of Professional Accounting/Maste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2020 onwards)

096750A

4 semesters

S

x



x

x



x

$32,485

学年

58

校区

* 研究生证书以 40 个学分为准，是 80 个学分年度费用的一半。 # 2019 年起将全部为三学期制。
^ 可于第 1 期（三期制）或年中冬季学期（六月）开学。
^^ 也可于夏季入学（一月）或年中冬季学期（六月）开学。
^^^ 2019 年第 1 期和第 3 期（三期制）开学。2020 年将仅第 2 期（三期制）开学。

请注意：课程价格和信息均根据 2019 年课程制定，
未来可能会发生变化。

newcastle.edu.au/international

N
纽卡斯尔–卡拉汉校区
NC 纽卡斯尔–市中心校区
S
悉尼校区

CC 中央海岸–Ourimbah 校区
SG 新加坡校区

教育与文学院

CRICOS
CODE

1 年＝3 个学期
（三学期制）
或 2 个学期
（两学期制）

校区

三学期制第 1 学期
（一月）

两学期制第 1 学期
（二月）

三学期制第 2 学期
（五月）

两学期制第 2 学期
（七月）

三学期制第3学期
（九月）

研究生
课程
2019 年参考性
学费（按 80 个
单元计算）

应用语言学研究生证书
Graduate Certificate in Applied Linguistics

032732K

1 semester

N

x



x



x

$15,430

创意产业研究生证书
Graduate Certificate in Creative Industries

096165G

2 trimesters

NC



x

x

x

x

$16,995

教育学研究生证书
Graduate Certificate in Education

096749E

1 semester

N

x



x



x

$15,430

社会变迁与发展研究生证书
Graduate Certificate in Social Change and
Development

084166E

1 semester

N

x



x



x

$12,890

应用语言学硕士
Master of Applied Linguistics

032733J

2 semesters

N

x



x



x

$30,855

创意产业硕士
Master of Creative Industries

096166F

3 or 4
trimesters**

NC



x

x

x



$34,345

教育学硕士
Master of Education

096748F

2 semesters

N

x



x



x

$31,505

教育领导与管理硕士
Master of Leadership and Management in
Education

023082C

2 semesters

N

x



x



x

$30,855

社会变迁与发展硕士
Master of Social Change and Development

088342F

2 or 3
semesters**

N

x



x



x

$28,300

特殊与包容教育硕士
Master of Special and Inclusive Education

096167E

2 semesters

N

x



x



x

$30,855

教学硕士（小学教育）
Master of Teaching (Primary)

064598B

4 semesters

N

x



x

x

x

$30,855

教学硕士（中学教育）
Master of Teaching (Secondary)

064600B

4 semesters

N

x



x

x

x

$30,855

学年

视入学资格而定 - 课程时间会有所改变。

*** 研究生证书以 40 个学分为准，是 80 个学分年度费用的一半。

请注意：课程价格和信息均根据 2019 年课程制定，
未来可能会发生变化。

N
纽卡斯尔–卡拉汉校区
NC 纽卡斯尔–市中心校区

S
悉尼校区
CC 中央海岸–Ourimbah 校区

澳大利亚纽卡斯尔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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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与建筑环境学院

CRICOS
CODE

1 年＝3 个学期
（三学期制）
或 2 个学期
（两学期制）

两学期制第 1 学期
（二月）

三学期制第 2 学期
（五月）

两学期制第 2 学期
（七月）

三学期制第3学期
（九月）

60

三学期制第 1 学期
（一月）

研究生
课程
2019 年参考性
学费（按 80 个
单元计算）

减灾研究生证书
Graduate Certificate in Disaster Risk Reduction

090807D

2 trimesters

N



x



x



$16,175

信息技术研究生证书
Graduate Certificate i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096443A

2 trimesters

N



x



x



$18,395

建筑学硕士
Master of Architecture

062019J

4 semesters

N, S

x



x



x

$32,345

灾害恢复与可持续发展硕士
Master of Disaster Resilience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095159B

6 trimesters

N



x



x



$33,135

工程管理硕士
Master of Engineering Management

032388K

2 semesters
or
3 trimesters

N, S











$37,420

信息技术硕士
Master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083517F

6 trimesters

N



x



x



$36,515

专业工程硕士（化学）
Master of Professional Engineering (Chemical)

092854C

6 semesters

N

x



x



x

$38,095

专业工程硕士（土木）
Master of Professional Engineering (Civil)

092853D

6 semesters

N

x



x



x

$36,605

专业工程硕士（计算机系统）
Master of Professional Engineering (Computer
Systems)

092857M

4 semesters

N

x



x



x

$37,905

专业工程硕士（电气与电子）
Master of Professional Engineering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

092858K

6 semesters

N

x



x



x

$38,095

专业工程硕士（环境）
Master of Professional Engineering (Environmental)

092855B

4 semesters

N

x



x



x

$36,475

专业工程硕士（机械）
Master of Professional Engineering (Mechanical)

092851F

6 semesters

N

x



x



x

$38,095

专业工程硕士（机电）
Master of Professional Engineering (Mechatronics)

092852E

4 semesters

N

x



x



x

$38,095

专业工程硕士（软件）
Master of Professional Engineering (Software)

092856A

6 semesters

N

x



x



x

$37,570

学年
校区

* 研究生证书以 40 个学分为准，是 80 个学分年度费用的一半。
请注意：课程价格和信息均根据 2019 年课程制定，
未来可能会发生变化。

newcastle.edu.au/international

N
纽卡斯尔–卡拉汉校区
NC 纽卡斯尔–市中心校区

S
悉尼校区
CC 中央海岸–Ourimbah 校区

CRICOS
CODE

1 年＝3 个学期
（三学期制）
或 2 个学期
（两学期制）

校区

三学期制第 1 学期
（一月）

两学期制第 1 学期
（二月）

三学期制第 2 学期
（五月）

两学期制第 2 学期
（七月）

三学期制第3学期
（九月）

2019 年参考性
学费（按 80 个
单元计算）

临床流行病学研究生证书
Graduate Certificate in Clinical Epidemiology

095233G

1 semester

N

x



x

x

x

$16,625

临床流行病学硕士
Master of Clinical Epidemiology

095234G

3 semesters

N

x



x

x

x

$33,220

助产学硕士
Master of Midwifery Studies

098482M

3 trimesters

N



x



x



$35,635

护理学硕士
Master of Nursing

072609D

3 trimesters

N



x



x



$35,445

公共健康硕士
Master of Public Health

064408B

2 semesters

N

x



x



x

$32,560

理学院

CRICOS
CODE

1 年＝3 个学期
（三学期制）
或 2 个学期
（两学期制）

校区

三学期制第 1 学期
（一月）

两学期制第 1 学期
（二月）

三学期制第 2 学期
（五月）

两学期制第 2 学期
（七月）

三学期制第3学期
（九月）

研究生
课程

2019 年参考性
学费（按 80 个
单元计算）

污染影响评估研究生证书
Graduate Certificate in Pollution Impact Assessment

089717E

1 semester

N

x



x

x

x

$19,455

临床心理学硕士
Master of Clinical Psychology

050539F

4 semesters

N

x



x

x

x

$40,375

环境风险评估与修复硕士
Master of Environmental Risk Assessment and
Remediation

089721J

4 semesters

N

x



x



x

$38,910

专业心理学硕士
Master of Professional Psychology

098563K

2 semester

N

x



x

x

x

$40,375

学年

健康与医学学院

学年

* 研究生证书以 40 个学分为准，是 80 个学分年度费用的一半。
请注意：课程价格和信息均根据 2019 年课程制定，
未来可能会发生变化。

N
纽卡斯尔–卡拉汉校区
NC 纽卡斯尔–市中心校区

S
悉尼校区
CC 中央海岸–Ourimbah 校区

澳大利亚纽卡斯尔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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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研究型
博士
和硕士
纽卡斯尔大学是一所研究密集型大学，拥有生机勃勃的研究文
化。作为大学的研究生，你将成为这个充满活力社区的一员，
致力于用知识改变世界。

全球顶尖研究
全球影响

未来快速发展的技术和社会变革需要跨专业和跨国界的研究合
作，而大学将处于未来经济的最前沿。
我们的全球影响集群在国际范围内为员工和学生提供有促进意
义的合作研究项目。他们帮助研究人员跨学科合作，解决在以
下领域面临的全球性挑战：能源、资源、食品和水资源；更好
的健康、医疗和治疗；未来产业；强大的城市、社区和地区。

高等研究型学位

纽卡斯尔大学的博士（PhD）或硕士（Mphil）学位将为你与
顶级研究人员搭建桥梁，为你的事业发展、探索突破和解决世
界上最棘手的问题提供宝贵的机会。大学有超过 170 个高等研
究型学位供你选择。如需查看完整列表，请访问：
newcastle.edu.au/research-degrees

要求与申请资格

有关博士和硕士学位申请的要求，包括过往学历、英语语言能
力要求、学习时间和其它信息，请访问：
newcastle.edu.au/higher

奖学金

纽卡斯尔大学广泛地提供奖学金，以支持研究能力得到认可的
学生。
newcastle.edu.au/hdr-scholarships

费用

要查看国际生攻读博士或研究型硕士学位的费用，请访问：
newcastle.edu.au/hdr-costs

newcastle.edu.au/international

申请步骤
1. 找到适合的研究型学位

无论你的研究领域是什么，我们都有适合你的学位。我们共有
170 种博士或硕士学位可供选择。
newcastle.edu.au/research-degrees

2. 寻找导师

在纽卡斯尔大学，将由世界顶尖的导师为你领航。他们将充当
榜样，推广注重卓越、诚信、专业精神和相互尊重的研究文
化。
newcastle.edu.au/supervisors

3. 研究计划书

我们提供了一张研究计划书的模板，以供参考。
newcastle.edu.au/research-proposal

4. 立即申请

全年任何一天均可在线申请。如果你已经获得了 UON 导师的
支持，你也可以同时申请我们的奖学金。
newcastle.edu.au/apply-hd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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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范围内建立新能源社区

Joss 相信可再生能源的潜力可以改善
生活。他目前正在攻读机械工程博士学
位，设计并优化了一台强大的小型风
力发电机——在能源效率方面开辟了新
天地。Joss 的工作不仅对环境和电力
成本产生了积极影响——还让整个社
区第一次用上这些资源。Joss 将他的
研究推向了商业世界，建立了 Diffuse
Energy——一个帮助人们在能源方面变
Thandi,
Zimbabwe
得更加自给自足的组织。他的研究成果
Bachelor
of Communication (Honours), 2016
得到了首届斯坦福澳大利亚基金会——
CSIRO 奖学金项目的认可，有机会与加
州斯坦福大学一些最伟大的企业家交流
想法。对于 Joss 来说，创新正在为后
代创造一个更美好、更节能的世界。

Telling the world’s stories

Thandi believes the world is full of stories just waiting to
be told – and it’s her purpose to help tell them. So, in 2013
she left her home in Zimbabwe to pursue a Bachelor of
Communication (Honours) at the University of Newcastle.
Now a Producer for ABC Radio Melbourne and a freelance
writer for not-for-profit health organisations, she’s living her
purpose. During her studies, Thandi took out the top prize
in ABC’s Heywire storytelling competition. Sponsored by the
University, she also joined 800 other students from around
JOSS KESBY
the world at the University Scholars Leadership Symposium
机械工程博士
in Hong Kong. Thandi’s work empowers new voices and
illuminates new perspectives.
The University
of Newcastle
澳大利亚纽卡斯尔大学

如何
申请
纽卡斯尔大学在中国授权的官方留学机构

所需文件

我们授权的官方留学机构具备专业知识，可以帮助你简化
纽卡斯尔大学的申请流程，并通过 Australian Government
Department of Home Affairs 申请签证。

在申请纽卡斯尔大学时，你需要提供下列文件的公证件：

你可以在以下纽卡斯尔大学的官网地址找到离你最近的官方授
权留学机构：
newcastle.edu.au/international/uon-in-your-country/
education-agents

• 成绩单
• 学业证明
• 英语水平证明
• 护照照片页
• 对于需要工作经验的课程，建议提供简历和/或工作经验证明
你的文件需经纽卡斯尔大学所授权的官方留学机构核证并提交。

入学要求？
每个项目的入学要求都可以在课程信息页面内找到：
newcastle.edu.au/degrees

newcastle.edu.au/international

THIS FORM IS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S ONLY

EDUCATION AGENT STAMP

INTERNATIONAL
APPLICATION FORM
This application will not be processed unless all information has been provided.
PLEASE PRINT CLEARLY.

It is recommended you submit your application a minimum of 12 weeks before your
intended semester or trimester start date. Late applications may be considered for next
available intake.
Please check if your program has a specific closing date at newcastle.edu.au/degrees
If you choose to apply through an education agent, you should ensure that your agent is contracted to the
University of Newcastle to avoid delays with your application. For a list of contracted education agents in your
country visit: newcastle.edu.au/international/uon-in-your-country/education-agents
If this Application Form is being lodged by an education agent, please make sure the UON Agent ID is included on
the application form where indicated.
UON Agent ID
Have you previously applied to the University of Newcastle?
No

Yes

If yes, please provide Student ID Number

I am applying for:

Undergraduate study

Postgraduate study

SECTION ONE – PERSONAL DATA
1. Personal details
Title (Dr, Mr, Miss, Mrs, Ms)
First/Given Name
Other Name(s)
Family Name
Previous Family Name
Date of Birth D D / M M / Y Y Y Y

Female 		

Male

Other, please specify

2. Contact details
Street Address
Suburb/Town/City											

State

Country															

Postal/Zip

Phone

(

)								

Mobile

(

)

Email
3. Citizenship and Visa details
Country of Birth
Country of Citizenship
Do you hold a current student visa?

No

Have you had a previous visa refusal?

Yes

Visa Type

No

Yes

Expiry Date D D / M M / Y Y Y Y

If yes, please provide a statement of purpose explaining how your circumstances have changed.
Do you have family living in Australia? No
2018 1006 | CRICOS Provider 00109J

Yes

If yes, where in Australia?

It is a condition of your student visa to have Overseas Student Health Cover (OSHC) for the duration of your visa.
The University of Newcastle’s preferred provider is Allianz Global Assistance (www.oshcallianzassistance.com.au).
If you are applying for a student visa and would like the University to arrange your OSHC (Essentials Cover) on your
behalf, please indicate the OSHC policy you require:
Single

Dual Family

Multi Family

Not required

Single

Covers only the valid student visa holder.

Dual Family	Covers one valid student visa holder plus either one adult spouse or recognised de-facto partner
or one or more dependant children.
Multi Family	Covers one valid student visa holder plus more than one dependant which can only include one adult
spouse or recognised de-facto and one or more dependant children.

4. Program Preferences
First preference degree name
Major
Campus Newcastle (Callaghan and/or City)
Intake

Central Coast

Semester 1 (February)

Semester 2 (July)

Trimester 1 (February)

Trimester 2 (May)

Sydney

Trimester 3 (September)

Year

Second preference degree name
Major
Campus Newcastle (Callaghan and/or City)
Intake

Central Coast

Semester 1 (February)

Semester 2 (July)

Trimester 1 (February)

Trimester 2 (May)

Sydney

Trimester 3 (September)

Year

Pathway to Undergraduate Programs
Please note that if your application does not meet the minimum admission requirements for direct entry to the University of
Newcastle, it may be possible for you to be admitted to an academic program at the Newcastle International College (NIC),
a pathway college associate with the University of Newcastle. We will refer your application on to NIC if this is the case.
Successful completion of your studies at the Newcastle International College is an alternate pathway to particular University of
Newcastle bachelor degrees.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visit: nic.nsw.edu.au
5. Credit
To be considered for credit or advanced standing you need to supply the program outline, subject outlines, method(s) of
assessment, contact hours, duration of the program, and a full list of the text books used. All program course and subject
information should be from official educational institution publications and handouts. To be assessed for credit you must
provide your intended major.
Do you wish to apply for credit or advanced standing?
Yes
No

SECTION TWO – RELATED EXPERIENCE
6. Education
Please attach copies in full colour and official translations of academic transcripts and completion certificates.
Are you currently enrolled in a qualification? No
Yes
If yes, what qualification, when are you scheduled to complete, and do you intend to complete.
7. Employment history (attach a more detailed statement if applicable) for specific postgraduate applications only.
Please submit a CV/resume and certified copies of your work references. Your work references should have an official letter
head, your employer's contact information, what duties and responsibilities you had, and the duration of your employ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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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English proficiency
Have you completed any of the following language tests in the last two years?
IELTS

iTOEFL

PTE		

Other If other, what

Please attach evidence of your English language proficiency. If you do not meet the English proficiency requirements,
you may be required to undertake ELICOS at the University of Newcastle Language Centre. Students may choose to
undertake ELICOS in lieu of a test report and will be offered a minimum of 30 weeks of ELICOS study. If requesting
ELICOS please indicate the number of weeks you wish to study. The English Proficiency Policy is located at:
newcastle.edu.au/about-uon/governance-and-leadership/policy-library/document-record?RecordNumber=D15/15438
9. Disabilities
The information provided below will assist the University in monitoring and improving services to assist students with special
needs.
Do you have a disability or long-term medical condition which may affect your studies?

No

Yes

If yes, please indicate the type of disability that applies:
Hearing

Vision

Learning		Medical

Do you require Support Services? No

Mobility

Other

Yes

If yes, please indicate the type of support services you require

SECTION THREE – DECLARATION
The University of Newcastle Privacy Policy
The information you provide will be used by the University of Newcastle for the primary purpose of assessing your application
for admission to a program of study at the University of Newcastle. If you choose not to provide all the information on this
document, it may not be possible for the University to process your application.
Personal information collected may be disclosed to local or overseas third party organisations who are engaged by the
University to assist with enquiry management, data management, pre-screening and other assessments related to your
eligibility for admission and processing of applications. This may include, but is not limited to your: name, address, student
identification, phone number, date of birth, email address, citizenship and visa details, academic transcripts, employment
history, disability information and financial information. Other purposes of this information include updating your enrolment
record on the student database, corresponding with you, informing you about your program of study, statistical analysis and
reporting and complying with legislative reporting requirements. It may also be disclosed to government agencies (e.g. the
Department of Home Affairs) as required by legislation or pursuant to obligations under the Education Services for Overseas
Students (ESOS) Legislative Framework or for your visa application.
Information may be shared with the registered agent you appoint to assist with your application for admission or visa
processing. Your personal information may also be released in the event of an accident or an emergency. The University will
not otherwise disclose your personal information without your consent unless the University is under a legal obligation to do
so. You have the right to access personal information that the University of Newcastle holds about you, subject to legislation.
If you wish to seek access to your personal information or enquire about the handling of your personal information, contact
the University of Newcastle’s Privacy Officer at privacy@newcastle.edu.au. Due to privacy regulations we will not disclose
personal information to any other third parties such as friends, relatives and parents without your consent, except in certain
emergency situations. All documents provided to the University of Newcastle will be retain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NSW
State Records Act 1998.
Further information on Privacy at University of Newcastle can be located in the Privacy and Information Access Policy and the
PrivacyManagement Plan on the University's website.
10. Contracted Agent Representative Declaration
As part of the application process, all contracted agent representatives of the University of Newcastle are required to sight the
prospective student’s original documents as part of their student counselling process.
I have sighted all supporting documents submitted with this application, and declare that they are true copies of the original
documents.
Signature of Agent Counsellor					

Date

DD/MM/YYYY

Name of Agent Counsellor					

Date

DD/MM/YYYY

Position and Agency					

Date

DD/MM/YYY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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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Declaration
I declare that the information I have supplied in this application is correct and complete.
I understand that it is an offence to submit fraudulent documentation in support of an application for the purpose of gaining
admission to the University of Newcas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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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understand that the University of Newcastle may vary or cancel any decision it makes if the information I have supplied is
found to be incorrect or incomplete.
I understand that all documents submitted with this application will be retained by the University of Newcastl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egislation.
I hereby authorise the University of Newcastle to obtain further information with respect to my application if necessary.
I declare that I am a Genuine Temporary Entrant (GTE) and a Genuine Student and that I have read and understood the
conditions in relation to these requirements: www.immi.gov.au/students/gte-requirement.htm
I declare that I will comply with the rules of the University of Newcastle governing admission and enrolment.
If you are under the age of 18 your parent/legal guardian will need to sign the below:
Signature

Date

DD/MM/YYYY

Parent's Signature

Date

DD/MM/YYYY

Send your completed application form:
Email:
ia@newcastle.edu.au
Postal address:
International Admissions Management
The University of Newcastle
University Drive
Callaghan NSW 2308
AUSTRA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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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
联通
成为全球校友网络的一部分，享受独家校友福利
我们的校友遍布全球，在 145 个国家拥有超过 142,000 名充
满活力的多元化校友，他们活跃在不同领域，取得了诸多成
就。

我们邀请你在校期间与毕业后都与校友保持联系，你的校友之
旅不仅仅始于毕业。
无论你身在何处，我们的校友组织在你身边。大学为我们的毕
业生感到骄傲，也祝贺校友所取得的成就。

我们的校友网络可以让你不断地与大学保持联系，有在澳大利
亚和世界各地举行的独家校友活动，也有提供职业建议和志愿
服务机会的平台。

142,000+

校友遍布全球 145 个国家/
地区

UONAlumni

5,000+
2017 年毕业
的新校友人数

uonalumni

550+

参与学生指导、演讲与顾问
的校友志愿者

UONalumni
澳大利亚纽卡斯尔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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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奋
好奇
远见
创新
需要
你的...
热情
思考
理想
纽卡斯尔（卡拉汉）校区

中央海岸 (OURIMBAH) 校区

新加坡校区

University Drive, Callaghan NSW 2308

Chittaway Road, Ourimbah NSW 2258

纽卡斯尔市中心校区

悉尼校区

6 Temasek Boulevard, #10-02/03,
Suntec Tower 4, Singapore 038986

Corner Hunter and Auckland Streets,
Newcastle NSW 2300

55 Elizabeth Street, Sydney NSW 2000

newcastle.edu.au/intern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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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责声明
纽卡斯尔大学保留随时撤销或更改本出版物中所列学位的权利。所有信息在 2018 年 10 月都符实，但之后由于审核和更新，学
位信息可能会有所调整。就业和行业预测内容援引自澳大利亚政府就业展望指南（joboutlook.gov.au）。

澳大利亚纽卡斯尔大学

newcastle.edu.au/enqui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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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_newcastle

TheUniversityOfNewcastleAustralia

uni_newcastle

uni_newcastle

University of Newcastle

ASK UON (+61 2 4921 6355)
newcastle.edu.au/intern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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