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Please use 
cover file

悉尼科技大学  
2021年国际学生课程指南
(本科生和研究生)



悉尼科技大学致力于实现联
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2019
年9月，悉尼科技大学成为
第一所签署联合国紧急气
候声明的澳大利亚大学，并
主张实现碳中和。
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sustainability.uts.edu.au

悉尼科技大学是澳大利亚科技大学联盟
(Australian Technology Network，简称ATN)的一
员，该联盟由具影响力的四所著名大学组成。ATN
致力于与行业和政府建立伙伴关系，通过重点研究
转化为实际有用的成果。该联盟为那些准备好开展

自己事业的学生提供高等教育，鼓励他们致力于对知识的追求、渴望并勇于为建设一个
可持续发展的未来社会出谋划策、贯彻提倡机会平等的原则。由此确保其成员大学成为
更多学生的首选院校。

卷首语
在悉尼科技大学，创新是我们全球教育方式的核心宗旨。

从现代化校园到技术、创新和创意智能方面的跨学科学位，悉尼科技大学凭借其特色
鲜明的学习观，跻身于全球最佳之列。

在世界新兴大学50强（2021年QS校龄低于50年的世界最佳50所大学）中，悉尼科技大
学名列全澳大利亚第1位，全球第11位。此外，在2020年泰晤士高等教育新兴大学排名
中，悉尼科技大学荣列全球第15位。悉尼科技大学在七大类别的学科中，均被授予5星
好评（2018年 - 2021年QS Stars）。

悉尼科技大学着眼于现实世界。我们的校园座落在悉尼市中心，这里是兴旺发展的商
业和创意产业中心，学生自入学起便是蓬勃发展的创业社区中的一份子。

悉尼科技大学每年欢迎超过5000名新加入的国际学生。我们的学生来自120个国家和
地区，这使悉尼科技大学的校园成为一个充满活力，适合学习的完美之地。

国际学生的成功是悉尼科技大学的重中之重。我们对国际学生提供从学术到就业和领
导技能发展等一系列的专业支持。

悉尼科技大学的课程紧随行业需求，因此，你将在这里学习你所需要的一切，在所选领
域大展身手，影响未来。

悉尼科技大学活力十足的教师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通过实际案例研究、小组合作、实
习以及社交机会等，为你提供课堂实践经验。

悉尼科技大学的许多教师都拥有丰富的行业经验，还有很多教师是世界领先的研究者，
正积极地为当今乃至未来的挑战做贡献。

让我们一起探索，是什么使得悉尼科技大学与众不同吧！

万胤忠（Iain Watt）
悉尼科技大学副校长（国际事务）



通过虚拟现实技术
体验悉尼科技大学！
vr.uts.edu.au
从应用商店上下载‘UTS VR’。
俯瞰我们新近设计的校园、探索我们的
创意空间、感受 悉尼生活。此 外，你还
可借助学生体验视频探索我校的地理位
置、设施、学生服务以及校园生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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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认可

对国家的认知是一种文化礼仪，是对土地
传统守护者的公开认可。

悉尼科技大学向Eora Nation的Gadigal居
民和Dharug,Nation的Boorooberongal
居民致敬，我们校园所处的地方正是其祖
先故土。此外，我们还要向过去和现在的长
者表示敬意，是他们守护了这片土地上的
知识传承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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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印象深刻的海滩、地标性的建筑、全年无休的
节日庆典和蓬勃发展的体育文化  —  在悉尼，我们
应有尽有。这里气候宜人、文化荟萃，世界级的国
家公园近在咫尺。在这个迷人的海港城市，每个人
都能找到为之流连忘返的理由。悉尼是生活的绝佳
之地，更是适合学习的好地方。

体验悉尼

Lames Elshafie
埃及
高级理学学士

“悉尼是一座多元化的城市，我喜欢这里。 
这里有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带来无限精彩。
这里是让你找到归属感的城市，这里有来
自全世界的人们，在这里你可以体验不同的
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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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悉尼值得 
做的10件事

1   悉尼地标 – 悉尼歌剧院不容错过！置身
于丹麦建筑设计师Jørn,Utzon的惊世
神作之中，欣赏演出或者游览一番。

2   搭乘渡轮探索悉尼，穿过波光粼粼的
海港，到曼利学习冲浪、到沃森湾品尝
鱼和薯条或到世界遗产名录中的鹦鹉
岛了解历史。

3   沿着邦迪海滩到库基海滩壮观的悬崖
顶海岸漫步。探索一望无际的美景和
原始海滩，仔细观察还能看到古老的
原住民岩石雕刻。10月份这里会举办
海边雕塑展：全球最大型的免费户外
雕塑展。

4   体验户外文化。在Symphony in the 
Domain享受一场免费的星空演唱会、
在悉尼灯光节上探索光艺术和城市投
影奇境或者到露天电影院观看电影，夜
幕降临时，巨大的电影屏幕会在悉尼港
升起。

5   到岩石区见证历史变迁。在海港大桥
底下探索悉尼最古老的酒吧、历史悠
久的巷道和考古遗迹。到岩石市场闲
逛、品尝来自世界各地的美食。

6   每周六晚到情人港饱食一餐后欣赏令人
惊叹的烟花汇演。白天可到悉尼水族馆
观赏珍稀的儒艮、鲨鱼、黄貂鱼和成千
上万的热带鱼。或到静谧的中国友谊花
园放松心情。

大众娱乐
在悉尼，有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活动贯穿一年四季。无论是
悉尼艺术节——表演艺术汇演、悉尼双年展——澳大利亚最
大型的视觉艺术活动，还是我们众多的音乐、电影、喜剧、
美食和体育节日之一，你总能找到自己的兴趣所在，其中大
部分都是户外活动且免费。

7   前往世界著名的塔龙加动物园观看澳
大利亚特有的本土动物。倾听土著导
游讲述澳大利亚野生动物的故事和他
们的梦想、以及和考拉、袋鼠和小袋鼠
近距离接触。

8   探索悉尼港国家公园蜿蜒曲折的入口
和港口岛屿。在悉尼海港大桥（被戏称
为“大衣架桥”）上漫步、到薰衣草湾畔
的“温迪神秘花园”里享受野餐。

9   前往我们广受欢迎的运动场观看板球、
网球、英式榄球、澳式橄榄球或英式足
球等运动比赛。为喜欢的球队助威。 
穿上球队球衣，一边吃着澳洲经典美食 
－ 番茄酱肉饼，一边享受体育氛围。

10  搭乘火车前往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蓝
山。参观标志性的三姐妹峰、探索壮丽
的瞭望台、瀑布和朦胧的蓝色山谷。  
体验让你肾上腺素激增的山地自行车
运动、峡谷漂流或攀岩。

照片： Destination NS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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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名 世界最佳城市 
—2019年悦游Condé Nast 
Traveler最佳城市 

第9名 最佳学生城市 
—2019年QS最佳学生城市

第11名 生活质量最佳城市 
—2019年美世Mercer生活质
量调查

体验悉尼

从悉尼科技大学搭乘公交前往邦迪
海滩只需30分钟

UTS PRECIN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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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来源：australia.com
图片来源：Destination NSW

在悉尼找到家的感觉
Xavier Estrela Arcos
智利
博士生候选人

“澳大利亚是一个非常适合学习、工作
和居住的地方。我认为主要影响因素
是工作环境、工作机会、机遇，当然最
重要的还是人的原因。”

尽管在讲英语的国家学习会遇到很多
挑战，但当地人还是帮助Xavier找到

了家的感觉。

“关于澳大利亚，我最喜欢的是这里的
人们。当我上公交车时，司机会跟我打
招呼。当我去超市时，他们总是会提供
帮助。如果我迷路了，会有人帮我指路。 
每个人都非常友善。”

悉尼气候宜人、冬暖夏凉。夏天（12月-次年2月）平均温度为19-26°C 
(65-78°F)。冬天（6月-8月）平均温度则降至9-17°C（48-63°F)。每年平
均有243个艳阳天。

Xavier曾在厄瓜多尔和智利生活过，
新“家”的多元化让他感到惊讶。

“我以为在澳大利亚生活的都是同一个
类型的人，但是自从来到这里，我见
识 了一个真正的多元文化社会。

“我可以从中学到很多，无论是从不同
的文化，不同的经历又或是尝试不同的
食物。”

2021年国际学生课程指南 5 



位于悉尼市中心
的大学

悉尼科技大学简介

在悉尼市中心开阔你的视野

想象一下在澳大利亚最具活力、最喧嚣繁华的
国际大都市中醒来。欢迎来到悉尼：澳大利亚
的文化中心和商业之都。 

建设未来的绝佳之地 
位置就是一切。在悉尼科技大学，你将在一个
日新月异的城市环境中学习，各种行业机遇近
在咫尺。我们是一个蓬勃发展的技术中心的一
份子，当地超过60%的技术运行均发生于此。

超过90%的银行在悉尼设立地区总部，而超过
40%的悉尼数字和创意产业就位于我们的邻近
社区。此外，悉尼还是一个创业之地：这里是澳
大利亚60%的初创企业的所在地，藏有无限可
能，其中很多企业都受我们校园的灵感启发。

澳大利亚以外的悉尼科技大学
你也可在悉尼科技大学合作的中国校区学
习。我们经全面认可的海外课程在上海大
学悉尼工商学院（SILC）授课。所有课程的
结构、学习成果及奖项均与悉尼校区一致，
学生也将被授予与悉尼校区相同的学位。

uts.edu.au/future-students/
international/offshore-courses

一座安全友好的城市 
悉尼作为一座安全友好的城市而享有盛誉，这
也是178,000名国际学生*选择在悉尼学习的原
因之一。澳大利亚人以其怡然自得的生活态度
著称。我们为我们的友好、尊重自然和文化平等
而自豪。

在适应学生生活时，你将成为一个充满关爱的
多元文化社区中的一员。在周围新朋友和悉尼
科技大学社交圈的帮助下，你在澳大利亚的生
活 过渡 将会是一场收获满满而又令人 兴奋的
体验。

生活便利、灵感十足、充满乐趣 
无论你来自哪里，或者将去往何方，悉尼科技
大学的位 置十 分 优 越 。从 大学出发 步行可至
CBD、情人港，购物、就餐、运动和享受生活均
极为便利。步行前往交通枢纽中央火车站和铁
路广场也只需几分钟，为你探索悉尼提供交通
上的便捷。需要进行跨州或海外旅行时，澳大利
亚最大型的国际和国内机场就在附近。从邦迪
海滩的早餐到歌剧院之夜，我们这座美妙的城
市将为你带来众多难忘的美好时光。

*StudyNSW,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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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NTRAL PARK 
Central Park是位于悉尼科技大学正对面的城
市绿洲。进入布满植物和藤蔓的主塔（全球最
高的垂直花园）体验购物、电影院，俯瞰周围的
公园绿地。到Central Park享受美食，其中包括
古巴、墨西哥、中国、印度和巴西等，或是在老
克莱尔酒店度过一个慵懒的下午。

CHINATOWN 和 HAYMARKET 
Chinatown和Haymarket的饺子馆、茶楼以及
各个霓虹灯闪烁的小角落实在令人无法抗拒。
夜市、商场和购物中心就位于悉尼科技大学不
远处，周边还有悉尼某些最好的亚洲超市等。
标志性的Paddy's,Markets可追溯到殖民期，
物美价廉的商品琳琅满目。夜晚可到卡拉OK唱
歌。1-2月，农历新年庆典盛大开幕，除了舞龙
舞狮和巨大的生肖灯笼外，美食佳肴当然也必
不可少。

SPICE ALLEY 
澳大利亚首个新加坡式的户外小贩中心 - Spice 
Alley就藏在Central,Park后面的小巷里。异国
香料的香气从一座有些年头的墙后传来，每天
吸引着当地人聚集在此。随风摇摆的红灯笼下，
以学生价格尽可品尝美食。这里有悉尼最受欢
迎的亚洲餐厅，如越南美食、中马料理、泰国咖
喱、中式快餐等。

BROADWAY SYDNEY 
九十多年以来，Broadway一直是宏伟而古老的
Grace Bros Building及其独特钟楼的所在地。
这栋经过精心修复的历史建筑现已成为21世纪
的购物中心。Broadway购物中心距离悉尼科
技大学仅10分钟步行路程，共有三个超市、一
个可容纳500人的美食广场、一个12屏的电影院
以及包括Kmart、Target和Apple在内的主要零
售商和100家专卖店。

Photo: Destination NSW

悉尼科技大学，距离悉尼的繁华
仅一步之遥

Photo: Destination NS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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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尼科技大学排名

2019年悉尼科技大学概况

澳大利亚

世界

第11名

澳大利亚境内外共

46,160名

注册
悉尼科技大学的学生

15,450名

国际学生

1,085名

交换生在
悉尼科技大学就读

431名

在海外交流学习的
悉尼科技大学学生

2021年QS
校龄低于50年的

世界最佳50所大学

第1名

QUACQUARELLI SYMONDS (QS) QUACQUARELLI SYMONDS (QS) 

133位
世界第

5星好评

2021年
QS世界大学排名

7项类目均荣获

QUACQUARELLI SYMONDS (QS)
QS Stars™ 2018-2021

2018年澳大利亚政府评估
“澳大利亚优质科研评估ERA”

的科研

被评为
世界级标准

悉尼科技大学排名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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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6名

短期海外留学的
悉尼科技大学学生

33,210名

本科生

10,210名

授课型硕士生

2,200名

研究型硕士生

4,170名

全职工作人员

2020年泰晤士高等教育
新兴大学排名

TIMES HIGHER EDUCATION

第160位
世界

TIMES HIGHER EDUCATION

2021年泰晤士高等教育
世界大学排名

前300名
世界

SHANGHAI JIAO TONG

2019年软科
世界大学学术排名

(ARWU)

数据
悉尼科技大学的标志性

建筑Tower Building
高达28层，

是澳大利亚最高的
教学楼！

澳大利亚

世界

第2名

第15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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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密联系
极具创业精神
我们已经与全球某些最富创意的成功企业建立合作伙伴关系，
共同分享我们的创新热情和技术 – 这一合作伙伴关系将对你的
未来发展起到重要作用。

行业联系
我们的课程是在咨询业界领先从业人士的
基础上开发并加以审核，以确保你所学习
的内容与你所选职业的需求息息相关。

你还将参与行业项目、为实际问题寻求解
决方案并参与行业竞争，还可以在攻读学
位期间参加专业实习。

课堂之外，我们会提供辅导，帮助你建立
宝贵的职业联系。

我们多个学位均经过行业认证，这就意味
着你的学位将广受国际国内的认可。

卓越教学与实践教育
实践出真知，再没有人比我们出色的教师人
员更懂得这句话的含义。

我们许多老师都是经验丰富的实践者，通过
真实案例分析和以实践为基础的作业，为
课堂带来丰富的行业知识。

他们一直走在各自领域的最前沿，与此同时
也致力于培养学生。他们会以你认为不可
能的方式督促你，进而使你在重要领域脱
颖而出。

除此之外，我们的兼职教授和访问从业者
也会通过分享理论如何应用于实际情况来
确保教育的相关性。

以研究为本
悉尼科技大学是一所聚焦于未来的研究型
大学，以技术、创新和社会发展为中心。

我们坚信大学应通过研究和实践，推动校
园以外的地区乃至全球的社会变革，为争
取更大的利益而努力。

我们致力于培养学术界和业界的下一代积
极研究者。

此外，我们也积极寻求各种合作关系。我们
的主要技术合作项目通过携手研究合作伙
伴建立独特持久的关系来响应行业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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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TS STARTUPS
startups.uts.edu.au

UTS Startups是一个由致力于实现远大抱
负的年轻企业家所组成的团体，旨在鼓励
并团结悉尼科技大学内由学生主导的初创
企业。

这是一个聚焦于创始人的社区，主要为那
些有意利用技术解决大市场并产生深远影
响的学生提供支持。

如果你的想法入选，或者作为UTS Startups
中的一员，那么你将可获得免费辅导、资
金 资助 和行业 资源、参加 社区 建设 活 动
等，帮助你发展新事业。

UTS SHOPFRONT
shopfront.uts.edu.au

UTS SHOPFRONT将学生置于社区中心，以便
他们能够为当地的非营利性组织创造不同。

通过合作项目和社区研究，你将获得宝贵经
验，帮助建立可持续发展社区。

我们屡获殊荣的项目和实习由社区合作伙伴
发起、受经验丰富的学者监督、同时也是课程
作业的一部分。

近期项目包括为一个寻求庇护者团体制定战
略计划、管理青年安全空间项目的志愿协调员
以及为一个原住民土地委员会规划旅游设施
等。

全球化思考
在悉尼科技大学，我们正在培养学生成为
全球领导者。我 们 会 在 很 多方 面 帮助 你
探索 全 球议 题，拓展全 球 思 维 方式并培
养真正的国际化职场所需的专业能力-人
际交往能力，沟通和团队合作技能。作为
悉尼科技大学学位课程的一部分，你还可
以运用海外经验将所学技能付诸实践。

构筑全球领导地位
从你作为全球公民的身份开始，悉尼科技
大学的BUILD计划向你展示全球性议题
和理念，并培养你的领导技能，以建立积
极的全球影响力。你将参加互动研讨会、向
鼓舞人心的演讲者学习、参加实地考察以
及 社 区 活 动 等 等 。我 们 还 提 供 沉 浸 式 的
海外体验帮助你将所学付诸实践。

全球短期课程
在暑假或寒假期间，前往另一个国家或地
区度过2周至6周 。大部分全球短期课程
面向悉尼科技大学所有院系的学生开放，
因此你可以在旅行期间获得课程学分。更
重要的是，我们还为学生提供了奖学金。

全球交流
悉尼科技大学是澳大利亚最大的全球交流
计划之一。加入我们的全球交流计划，学
生可在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40所合
作大学中选择一所，学习一个或两个学期。

学生企业家
Carmen Aichhorn
被学校与行业的紧密联系所吸引，Carmen最终
选择到悉尼科技大学攻读战略管理专业的MBA
课程。

“悉尼科技大学是我第一个，也是唯一的选择。” 
Carmen说道：“悉尼科技大学在奥地利备受推崇。
我们都知道教授们具有丰富的行业领域经验。”

作为学业的一部分，Carmen和UTS,Shopfront
以及一个倡导收容难民的非营利性组织 - People 
Like Us建立合作。

“我们制定了一份扩大组织的商业计划和战略定
位文件。”C a r m e n 表 示：“ 这 是 独 一 无 二 的 。
在奥地 利还 未曾尝试过 。我很喜欢做 这种能 够
联系日后我将要从事行业的作业。”

此外，Carmen还加入了UTS,Star tups并且被
鼓 励 发 展 她 计 划 在 奥 地 利 实 施 的 商 业 理 念 , -

,Prost  Australia。这一 理 念 旨 在 将 来 自 不 同
背景的学生联系 起 来，以便他们能够以一种更加
经济实惠的方式进行社交。

“Prost在德语里是‘喝彩’的意思”，Carmen
说：“在UTS,Startups的帮助下，我完成了构思
和用户测试。另外，我还和其他初创企业创始人
交流。他们给了我很多鼓励。感谢悉尼科技大学，
我已决定在悉尼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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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澳大利亚最富创意
的校园中学习

悉尼科技大学的校园以其建筑和设计、可持续和智能技术而闻名
世界。

我们的标志性建筑、以科技为驱动力的学习空间以及指定的行业
中心都将为学生带来一种创新型的学习体验，从一种相互联系、
相互合作的积极教育中受益匪浅。

UTS TECH LAB 
UTS   Tech   Lab是一个多学科工程和IT设施，以
打破传统的大学研究方法为宗旨。

这一研究者孵化器位于悉尼机场旁的Botany
工业中心，旨在促进研究者与行业和政府的合作
关系，从而发展更多领域的创新科技。 

UTS   Tech    Lab的专业实验室内配备了澳大利
亚 独有的先 进设 备。结 合其协 同 合 作工作 空
间，UTS   Tech   Lab可无缝融合新旧工作模式，
使人员和思想自由流通。

周泽荣博士大楼 
周泽荣博士大楼是悉尼地标，也是悉尼科技大
学商学院的所在地。

其设计灵感来源于树屋，犹如“一个拥有众多思
想分支正在成长的学习型组织”，这是澳大利亚
唯一一座由世界著名建筑师Frank Gehry设计的
建筑。

周泽荣博士大楼的教室和椭圆形阶梯教室有利
于讨论和促进合作，而宽阔的学生公共场所则
为学生提供了学习和放松的好去处。

UTS CENTRAL 
这栋17层高且颇具未来主义风格的玻璃大楼
为校园中心带来醒目的开放感和透明感。楼内
设有一个学生中心、美食广场、一系列的合作教
学、教师和研究空间以及一个270座的超级实验
室。

阳光充足且设有一个三层阅览室的新图书馆是
UTS Central的一大亮点。新图书馆效仿了全球
最伟大的学术阅览室，其高耸入顶的落地式书架
上陈列着数不胜数的书籍供学生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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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尼科技大学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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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与信息技术大楼
工程与信息技术大楼被称为‘生活实验室’，外
观是二进制代码屏幕，实时显示整栋楼内的性
能数据。

在大楼内部，呈裂缝状的中庭周围分散着技术
辅助式的教学、研究和社交空间。

工程与信息技术大楼齐集了澳大利亚最先进的
数据可视化设施，其沉浸式的3D Data Arena能
够对数据进行360度诠释，使学者和各行各业得
以将复杂信息具体化、识别趋势并解决问题。

MOORE PARK校区
位于悉尼板球场和Rugby Australia Building旁
边的新Moore Park校区开创了澳大利亚将大学
课程与主要体育场馆相结合的先河。

悉尼首屈一指的体育区将 悉尼科技 大学的学
生、各领域顶尖的体育与训练科学家、物理治疗
师以及精英运动员紧密联系在一起。

这种科学与体育的融合既能使悉尼科技大学的
师生有机会亲身接触精英运动员，又能为澳大
利亚橄榄球联盟提供有价值的伤病管理和康复
数据。

VICKI SARA教学楼
Vicki,Sara教学楼是理学与健康学院研究生院
的大本营，拥有世界一流的实验室、模拟实验室
和医疗咨询诊所。

它采用了世界首创的超分辨率成像系统，有助
于促进活微生物细胞生物学研究，这对于了解
传染病的行为至关重要。超级实验室是澳大利
亚首个同类实验室，可容纳12个班级的220名
学生，是一个极为便利的多学科学习环境。

ALUMNI GREEN 
Alumni Green以欧洲发达的城镇广场为模板，
是校园中心一个广受欢迎的绿洲和聚会场所。

这里绿树成荫，而一系列的空间（包括户外乒乓
球桌）则是社交、学习和放松的理想去处。

学习空间
你是否在寻找一个安静的学习场所、一个配备
视听设备用于小组作业或是某个场地举办社交
活动，校园里有足够的学习和活动空间供学生
使用。

课间学生可到校园内的多个学生公共场所休息
放松、和朋友见面或者点上一杯咖啡。没有笔记
本电脑的学生还可以使用校园里免费的台式电
脑工作站。

这些专门建造的学生空间大多数均提供电源插
座、USB端口充电设备和免费Wi-Fi，这是悉尼
科技大学另一种使你感到在家一样的方式。

ONE HUNDRED BROADWAY 
One Hundred Broadway 是一座为健康学院研
究生院提供的八门学科课程专门设计的大楼。

这座六层的建筑包括模拟医疗环境、虚拟现实
技术和澳大利亚唯一的Tyromotion康复套房。

学生可以在临床模拟室中学习，模拟临床医疗
环境并可以使用协同工作空间参与小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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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交新知
享受生活、学习进步
作为一名国际学生，你将在一个新的国家，体验新的前景、饮食
和风俗习惯。我们将帮助你融入新文化、发掘在家乡无法遇到的
兴趣爱好和结交终身挚友等。而最佳的开始方式便是立刻行动！

悉尼科技大学国际部
international.uts.edu.au 

我们的团队深知如何在悉尼科技大学获得学
术成功和理想生活。我们会帮助你安顿下来，
安全快乐地生活。此外，我们还会为所有国际
学生 提 供 友 好的建议和帮助 。你可在 Tower 
Building 3A找到我们。

迎新活动
orientation.uts.edu.au 

迎新 活动是了解悉尼科技 大学生活的最佳时
机。此外，你还可以参加研讨会、专题讨论会和
社交活动了解我们的支持服务、结交朋友并获
得在悉尼生活的实用信息。

在迎新活动中，参观校园，从而轻松找到图书
馆、计算机实验室和教室的位置。加入俱乐部和
社团，并享受免费赠品、美食、学生优惠和表演
等。

所有国际新生均须参加部分活动和院系迎新，
以便获取有关课程的重要信息，与你的讲师和
其他学生见面，发掘即将到来的新机遇。

朋辈联络会
uts.edu.au/current-students/
opportunities/peer-network-program 

你不远千里从家乡来到这里学习。抵达校园时，
如果你希望寻求帮助，那么你只需找到穿着标志
性橙色T恤的朋辈联络会成员即可。

他们都是悉尼科技大学的学生，将为你答疑解惑、
在校园里为你指路、让你在悉尼更有家的感觉。

悉尼科技大学的在读生每周都会主办咖啡联谊
会，将海外学生聚集在一起，你可以借此机会锻
炼英语、了解澳大利亚文化并咨询悉尼科技大
学生活的有关问题。

支持性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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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和娱乐
activateuts.com.au/sport 

我们有30个体育和娱乐俱乐部可供选择，或成
为我们校园健身房ActivateFit的一员。你也可
以把自己对健身和旅行的热爱与ActivateUTS
娱乐计划相结合 - 借助体育赛事、一日游和周末
度假探索悉尼及其周边地区。

高等教育语言和演讲支持服务(HELPS) 在线入学后语言评测 (OPELA)
helps.uts.edu.au 

有时候，我们都需要一些学习上的额外支持。
UTS     HELPS是一个提供免费英语语言和学术支
持的学习技能项目。我们团队能够通过讲习班
和一对一辅导帮助你提高写作、阅读、演讲以及
学习技能，或者完成具体的家庭作业。

此外，你还可以借助我们的Conversations@
UTS活动和HELPS Buddy program，与学生志
愿者练习口语，提高英语口语技能。

uts.edu.au/research-and-teaching/
learning-and-teaching/enhancing/
language-and-learning/about-opela-
students 
在正式开始学习之前，悉尼科技大学的学生会
参加在线入学后语言评测（OPELA）。然后大学
将为学生提供专属支持以提升他们的学术和专
业语言技能，帮助学生在大学和职场取得成功。
完成该课程的学生反馈说，他们的整体学科知
识、评估结果、口语、阅读和写作技能都有所提
高，并且在自己的课程管理方面信心倍增。

Simin Peng (左) Thi Ngoc Minh Nguyen (右)

不止是合格
U:PASS

当Simin Peng从中国来到悉尼科技
大学学习护理时，她立即报名参加了
U:PASS。 

U:PASS由已在各自所学习的科目领
域取得高分的学生负责。他们了解在
读生正在经历什么，并引导学生通过
团队合作解决问题，而不是提供答案。 

Simin发现她越参加U:PASS就越受
益匪浅。厚积薄发的她，最终获得了
优异奖。 

“ U:PA SS 不仅帮助我 更 好地 适 应 大
学 生 活，还 增 强了 我 在表 达 时 的自
信。”Simin表示：“在U:PASS我觉
得犯错和提问是很正常的事情。我的
U:PASS领导也鼓励我成为一名带头
人。”

作为一名U:PASS领导，Simin和护理
新生Thi Ngoc Minh Nguyen紧密合
作。“看到像Minh一样的学生取得进
步感觉很奇妙。”Simin说道：“她一开
始对大学学习感到焦虑不安，之后通
过增强自信心，在学期结束时取得了
优异的成绩。”

“ U:PA SS对于我 成 绩 的 提高功不可
没。”Minh表示：“Simin经常参加悉
尼科技大学的社交活动，她鼓励我也
积极参与。在U:PASS的经历真的让我
感受到了悉尼科技大学对我无微不至
的关心。”

现在Minh也是一名U:PASS领导。

“ 我 一直很喜欢 这份工作。”Minh说
道：“我参加了很多团队工作。毕竟，
只有讨论才能找到最佳的提升方案。”

uts.edu.au/current-students/
support/up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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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性服务

医疗和健康
uts.edu.au/current-students/support 

我们为你提供了一系列的服务，以确保你在校
内外的健康和安全。

医疗服务 

悉尼科技大学健康服务部为学生、工作人员、
校友及其家属提供友好且保密的免费医疗咨询
服务。

心理健康服务 

我们保密且免费的咨询服务能够协助你处理各
种个人、关系、学术及心理的困难，而我们的团
体咨询研讨会则有助于你调节学习、工作和生
活上的压力。此外，我们还提供普通话和广东话
的面对面咨询。 

悉尼科技大学心理诊所 

悉尼科技大学心理诊所是一个非营利性的教
学和研究诊所，也是健康学院临床心理学研究
生的培训基地。它面向悉尼科技大学的学生和
工作人员以及公众开放，并提供优惠服务。

安全、公平、公正
uts.edu.au/current-students/students-
with-accessibility-requirements/
accessibility-service 

悉尼科技大学重视学生的多样性，致力于为所
有学生参与各类大学活动提供机会。如果你患
有残疾或有持续性的健康问题，可能影响到你
的学业的话，悉尼科技大学无障碍服务部门可
以为你提供帮助。

多信仰祈祷室
uts.edu.au/current-students/support 

悉尼科技大学欢迎并尊重所有信仰。我们多信
仰祈祷室的牧师代表了佛教、基督教，犹太教和
伊斯兰教的工作人员和学生。他们能够帮助你
处理各种问题，其中包括思乡、孤独和宗教灵性
信仰问题等。

社交俱乐部和活动
activateuts.com.au 

参加课外活动将为你带来一场收获满满的大学
体验。悉尼科技大学共有130多个俱乐部和社
团，你可以找到自己的心仪之选。此外，我们还
有丰富多彩的活动日程安排，包括每周供应免
费早餐、烧烤、现场音乐、艺术展览和节日庆典
等。

在一座陌生的城市独自生活，有时候会遇到一些问题。如果你难以适应悉尼
或大学生活，那么请务必联系我们免费的支持服务，其中包括医疗健康服务、
咨询、英语语言辅导和学习技能讲习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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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悉尼科技大学找到信心
Vannasith Somthaboun
老挝
管理学硕士

当Vannasith开始在悉尼科技大学攻读
管理硕士学位时，他发现从全职工作
向全日制学习的转换过程充满挑战。

“悉尼科技大学国际部鼓励我去和悉
尼 科 技 大学 的 顾 问交 流 。最 初 我 觉
得，“我不需要顾问。”我认为只有在
我觉得的确有问题的时候才会去找顾
问。”Vannasith说。 

“ 顾问 给了我 非常好的建议，帮助我
减轻压力。他们是非常善良和友好的
人，而且整个过程是完全保密的。”

Vannasith通过新的方式来管理压力
并减轻烦恼，他因此变得更 加自信。 
现在的他可以充分利用自己在悉尼和
悉尼科技大学的时间了。

“来到悉尼科技大学，我可以说彻底改
变了我的生活。我以前是一个非常害羞
的人，但是我在这里经历了很多事情，
这让我感到更加自信。我现在是一个
非常积极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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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性服务

校园生活的一天

7.30AM 
早 起 到 设 备 齐 全 的 健 身房参加 团 体健 身
课，开始精神充沛的一天。这是一种管理压
力、保持动力和结交新朋友的有趣方式。

9.15AM 
周三课间饥肠辘辘的你可以到由学生设计
的Bluebird早餐吧领取一份免费早餐。在休
闲区和朋友一起享用免费的牛奶什锦早餐、
水果、酸奶、酵母面包以及价格公道的茶或
咖啡。

10.15AM 
到我们其中一个最现代化的剧院或专门建
造的协作空间参加讲座或辅导。

12.00PM 
和你最喜欢的俱乐部或社团见面。无论是
像悉尼科技大学孟加拉社团这样的文化俱
乐部，还是商业社团联谊活动抑或是悉尼
科技大学橄榄球俱乐部，你总能找到志同
道合的朋友，一起为社区做贡献。

1PM 
访问学生中心，了解费用、奖学金、学科注
册或课程表的相关问题。

1.15PM 
到校园的众多餐厅内就餐充电。我们的国
际美食区就位于The,Marketplace，这里供
应日本、墨西哥、黎巴嫩和印度美食。除此
之外，你还可以到Towers,Café、Universal 
Café、Penny Lane、The Art of Food或者
80 Bar and Café享用汉堡、沙拉、小吃和三
明治。

入读大学不仅仅是课堂。在悉尼科技大学，我们鼓励你积极参与校园生活，
以便培养技能、结交朋友、发掘新的激情或者只是抽时间放松和充电。接下来
就让我们一起来探索悉尼科技大学丰富多彩的校园生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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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PM 
在校友草坪(Alumni,Green)打打乒乓球，
在草坪上小憩，检查讲义，为小组工作会议
做准备。

2.45PM 
在可视化学习区和同学见面。插上笔记本电
脑、连上免费Wi-Fi、看着大屏幕工作。无论
你需要进行思想交流，还是完成小组演讲
或是组成一个学习小组，这些空间都能够
祝你轻松完成。

6.30PM 
吃点东西然后去HELPS讲习班，提高学术
技能。提升英语口语、获得一对一帮助完成
作业或者成为更好的作家或演讲者。

4.15PM 
与你的团队一起参加悉尼科技大学社交运
动(UTS,Social,Sports)比赛。和朋友参加
一系列的运动比赛，如混合篮球、室内五人
足球或无板篮球等，或者借此认识一些新
朋友。

8.45PM 
和朋友一起在The,Underground观看最新
上映的电影、唱唱卡拉OK或者打打台球。
前往The Loft享受小酒吧体验、现场音乐和
户外庭院。

11.30PM 
如果你需要完成作业，悉尼科技大学所有计
算机房均24/7开放。此外还有校园安保人
员护送你往返于各教学楼、宿舍和中央车
站之间。每天下午6:30到凌晨1:30也有免费
的夜间班车在Broadway和Haymarket之
间运行提供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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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

毕业就业成功之路
careers.uts.edu.au 

职业由你规划，从入学的第一个星期就为职业生涯
的成功做好准备。UTS Careers为你提供工具和
资源，带领你实现你的职业目标。

入学第一年，了解熟悉我们 
攻读学位之初就与UTS,Careers建立联系必不
可少。在迎新期间，你将在U:Professional会上
对我们有所了解，届时，我们会为你展示如何进
行职业规划。

我们会陪伴你走过职业发展之旅的每一步。从
打造完美简历、求职信和LinkedIn档案再到掌
握面试技巧、寻找实习和充分利用人际交往机
会等 – 我们将一路与你相伴。

从第一天起就积极参与行业和课外活动的学生
往往更受招聘者青睐，因此，切勿等到学习结束
后才开始培养自己的专业技能。

在攻读学位期间掌握专业的就业技能
作为一名悉尼科技大学的学生，你能够到我们
免预约服务处寻找一位和蔼可亲的求职顾问进
行15分钟的免费咨询，讨论未来的职业选择、提
问工作的有关问题以及获取职业申请、面试和交
际中脱颖而出的建议。

我们将帮助你为心仪的工作制定一份完美简历
和求职信。通过我们的评估我的简历项目，你可
以上传简历并立即对其进行审核（不分昼夜），
获取建设性反馈。

联系我们
周 一 至 周 五 可与 求 职 顾 问 进 行 1 5 分 钟
的 免 预 约 咨 询 。你只需 在早上 1 0 : 0 0 至
12:00之间直接登门拜访（无需预约）。
或 者 通 过C a r e e r H u b 和 我 们 预 约 下 午
1:30至4:30的时段。

如需深入了解，请访问： 
uts.ac/IntDrop-in

你可通过我们网站访问我们所有的在线
资源： 
careers.uts.edu.au

利用我 们 的职 业行 动 计 划（C are er, Ac t ion 
Plan）。这些宝贵资源将引导你了解职业发展
过程。

通 过我们讲习班培养沟通技巧并 报名参加模
拟面试，从而获取经验，克服紧张情绪。浏览
CareerHub‘Resources’和Events’标签，
了解更多信息。

此 外 ，我 们 还 会 组 织 讲 习 班 帮 助 你 创 建
LinkedIn档案并和你所选行业的专业人士建立
联系。

全身心投入所选行业 
走出去建立行业联系是毕业后取得成功的关键
所在。

我们的职业辅导项目将助力你与所选领域的专
业人士建立联系。这一涵盖全校范围的网络社区
大大促进了学员和职业导师之间的联系和交流。

实习是 搭 建 职场人 脉 的另一种 途 径 。如 需寻
找适合你的实习，请咨询我们的求职顾问或者  
访问interns.uts.edu.au点击‘Students’。

求学期间从事兼职也是结交朋友、深入了解澳
大利亚职场文化的一大方式。UTS,CareerHub
为你提供一系列的工作机会，每周都会发布成
百个招聘广告，我们将把你和一位有意聘请悉
尼科技大学人才的雇主相匹配，帮助你找到理
想的职位。

斗志昂扬进入职场
我们的成功奖励计划（Accomplish Award）是
一个饱含真知灼见和建议的项目，旨在帮助你
为毕业后的生活做好准备。你将了解雇主对求
职者的期待、如何提高面试技巧、面试时该如
何着装以及如何优化简历等。完成成功奖励计
划后，你将做好充分准备，直面整个招聘流程。

UTS,Careers会举办年度招聘会、院系招聘会以
及国际学生专场招聘会，以便你能和未来雇主
见面，探索毕业后的生活。

每年 8月，我们 都会举 行“未 来的 你 ”庆 典 。
届时 在职 业 庆 典 上会有各种 活 动、研 讨会 和
社交机会，旨在帮助你思考自己的职业生涯、
培养技能并建立关键的职业关系。

20

http://careers.uts.edu.au
http://uts.ac/IntDrop-in
http://careers.uts.edu.au


奖学金
uts.edu.au/scholarships

UTS,Insearch悉尼科技
大学衔接课程奖学金
insearch.edu.au/au/how-to-apply/
scholarships

UTS Insearch是升读悉尼科技大学的衔接课程
优质提供者。我们的宗旨是让全世界更多的人
顺利入读大学。

悉尼科技大学衔接课程奖学金旨在授予正在攻
读UTS Insearch文凭并希望升读悉尼科技大学
完成本科学业且成绩优异的国际学生。

本科生奖学金
uts.edu.au/scholarships 
优秀学生可获得我们的奖学金。这些竞争激烈
的奖学金均面向国际学生开放，并根据学习成
绩授予。角逐奖学金的学生必须满足相关的选
拔标准，并且已经或者有资格被悉尼科技大学
的任意一门课程所录取。

注：包括全额奖学金在内的一些悉尼科技大学
奖学金需要提供个人书面陈述。

为了悉尼科技大学一直致力于教育世界未来领导者的承诺，我们表彰来自世界
各地的努力奋斗，在各自所选领域出类拔萃的学生们。
通过向优秀的学生授予奖学金，我们也一直分享对教育、平等和创新的热情。 

院系奖学金
uts.edu.au/scholarships

悉尼科技大学的多个学院均为国际学生提供奖
学金，以奖励其成就并认可其成功动力。

由于这些奖学金一直在不断变化，请访问我们
网站获取最新信息。

澳大利亚政府奖学金 
dfat.gov.au/people-to-people/australia-
awards/Pages/australia-awards.aspx 

这些久负盛名的澳大利亚国际奖学金和助学金
为下一代全球领导者提供了在澳大利亚进行学
习、研究和专业发展的机会。

澳 大利亚奖学金由澳 大利亚政 府外交贸易部
(DFAT)资助，旨在支持国际学生获取资格学历，
帮助他们为国内的成功发展做贡献。

校友优势
alumni.uts.edu.au/advantage 

有意深造的悉尼科技大学毕业生可通过校友优
势计划享受10%的学费减免。该优惠适用于全
额付费课程，注册时自动生效。

悉尼科技大学湖北奖学金
悉 尼 科 技 大 学 U T S 设 立 总 金 额 达 2 0 0 万 澳
元的悉尼科 技 大学湖北 奖学金（UTS Hubei 
Scholarships），为在COVID-19期间受到影响
的中国湖北学生进入UTS本科阶段的学习和生
活提供支持与帮助。

奖学金金额

悉尼科技大学本科阶段学费全额减免。（奖学金
的覆盖时长为完成本科阶段学业的标准学期数，
最多提供8个学期。）

如果学生在进入UTS本科学习前，需要进行英语
语言学习，UTS Insearch将提供最多20个星期的
英语语言课程，且学费全额减免。

奖学金名额

UTS将提供总计12个湖北奖学金的名额

奖学金评选资格

•      申 请 人 为 中 国 国 籍（无 他 国 永 居 签 证 或 他
国国籍）
•  申请人在湖北境内完成高中（普通高中、国际
高中均可）
•  申请人参加了2020年湖北省高考，或在2020
年于湖北完成了同等级别的考试。申请人基于
此成绩入读悉尼科技大学
•   申请人申请入读2020或2021全日制本科课
程，并符合所申请的UTS本科学位课程的入学
要求
•     未获得政府资助

了解详细信息：
www.uts.edu.au/scholarship/uts-hubei-
scholarshi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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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感觉
housing.uts.edu.au 

悉尼科技大学宿舍
悉尼科技大学有四个宿舍区供学生选择，所有
宿舍都距离校园很近。

 − Geegal是专门修建的联排别墅，设有单间公
寓和合租套房，可容纳57名学生。

 − Bulga,Ngurra是一幢现代公寓楼，设有单间
公寓和合租套房，可容纳119名学生。

 − Gumal,Ngurang是一幢现代公寓楼，设有
单间公寓和合租套房，可容纳252名学生。

 − Yura,Mudang位于悉尼科技大学6号楼的上
面，地理位置十分便利，设有单间公寓和合
租套房，可容纳720名学生。

Wattle Lane，悉尼科技大学的第五栋宿舍楼，
共容纳58名学生，距悉尼科技大学主楼仅几分
钟路程。该宿舍楼专为悉尼科技大学的原住民
学生设计。

所有悉尼科技 大学的宿舍 都设有宽敞的公用
区域和烧烤区，还配有自习室、游戏室和计算
机房(Wattle,Lane除外)。Gumal,Ngurang和
YuraMudan有花园房顶，Yura,Mudang还有一
间音乐室。

所有悉尼科技大学的宿舍都是自炊式的，安全
有保障且性价比高。卧室均为单人间(有两张单
人床的除外)，带共用厨房、洗手间和客厅。公寓
家具设施齐全，租金含天然气、水电和公共区
域内有限制的无线网络连接。

安家费 
你应该准备好为独立住宿支付大约6,500澳元的
安家费。若有需要，还应该准备1,000到1,500
澳元购买电脑和打印机。

这类开销包括支付 租赁房屋的押金(4周的租
金）、提前支付的租金、购买床上用品和家具的
费用、厨具、个人用品、电话、网络和用电等，必
须将这些列入预算之内。

至于悉尼科技大学的宿舍，你需要列入预算的
包括注册管理费(50澳元)、接受费(130澳元)、
押金(等同于4周的租金）、提前支付的两周租
金，以及所有个人用品费用。

住宿生活计划
悉尼科技大学住宿服务为来自澳大利亚和世界
各地的1,206名学生提供住宿。

住宿生活计划是一 个专为学生设计的支持网
络，帮助学生适应离开家的生活、提高学生的学
习能力并组织社交活动。

学生需要自行准备床上用品和厨具。每个宿舍
楼的住房费用各有不同。有两种费用是不予退
还的：50澳元的申请费和130澳元的接受费(金
额可能会有变动)。

由于申请 住 宿的人 数 较 多，悉 尼 科 技 大学住
宿 服 务 处 还 为 本 校 学 生 在 校 外 住 宿 提 供 商
(Iglu,urbanest,Unilodge以及Scape)处预留了
床位。

租住私人住房
如果你打算租住私人住房，我们建议你先在悉尼
找一个短期住宿，这样你就可以在到达悉尼后再
看房，挑选能够满足你长期居住需要的住房。

请访问悉尼科技大学的校外住宿网站，查询大
学附近的合租房和公寓信息： 
uts.studystays.com.au 

在合租房里通常你会有自己的卧室，和其他学
生或在职人员共用厨房、客厅和洗手间。你还可
以选择自己单独租住单间公寓或一室公寓，但费
用会相对较高。

所有房屋出租 均应附 带 一 份 租 赁 协议 。如 果
你 需 要任 何 帮助或 建 议，请发 邮件 与负责 悉
尼 科 技 大学 校 外住 宿的专员联系，邮箱 地 址
为：housing.welfare@uts.edu.au 

还可以寻求悉尼科技大学学生法律服务处的帮
助，邮箱地址为：
studentlegalservice@uts.edu.au 

住宿建议
若在校外租房，在你亲自看过房子且对房
子满意之前，切勿支付任何费用。只有在你
抵达看房之后，你才会对房屋所在区域有
所了解，才能确认自己是否想入住，这样你
才能确定房子是否适合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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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于对土地传统所有者的尊重，我们采用土著语言命名宿舍楼

Bulga Ngurra (Mountain Camp) 宿舍楼: 
步行至悉尼科技大学只需5-10分钟

Geegal (Shelter) 宿舍楼:  
步行至悉尼科技大学只需10-15分钟

Gumal Ngurang（Friendly Place）宿舍楼： 

步行至悉尼科技大学只需5分钟

Yura Mudang（Students Live）宿舍楼： 

临近UTS Tower

独立住宿 悉尼科技大学宿舍 

每周 每年 每周 每年

悉尼科技大学短距离公交范围内每人在合租房的负担租金 A$250* - A$400
A$13,000 – 
A$20,800

A$247 – A$430
A$12,844 - 
A$22,360

生活费用

生活用品（如食品、饮料、洗浴用品等） A$100.40 A$5,220 A$100.40 A$5,220

电话（手机） A$20 A$1,040 A$20 A$1,040

网络 A$10 A$520
房间内免费有限上网，有定额的免费

无限上网

水电费—天然气/电 A$20 A$1,040 包含 包含

书籍/用品/复印 A$18# A$936# A$18# A$936#

交通费 A$35^ A$1,820^ A$10^ A$520^

总支出 A$453.40 - 
A$603.40

A$23,576 - 
A$31,376

A$395.40 - 
A$578.40

A$20,560 - 
A$30,076

该表格详细列出了入读悉尼科技大学和在悉尼生活期间可能产生的大致费用，仅供参考。
澳大利亚政府要求未来的国际学生证明他们每年至少可以提供21,041澳元（2019年）支付其生活费用，如携带伴侣或家人，则还需额外资金证明。
最新数据请参考澳大利亚政府网站:studyinaustralia.gov.au/english/live-in-australia/living-costs

注：价格因房屋的状况、与你分享住房的人数以及住房离悉尼市中心的距离而异。

* 任何低于此金额的住宿很有可能是双人分租。
#  依据课程费用，可能有所不同。
^ 交通开支取决于你的住所距离校园的远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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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尼科技大学商学院
business.uts.edu.au

本科
会计学 | 广告学和营销传播 | 数字创意企业 | 经济学 | 会展 | 金融学 | 人力资源管理 | 国际商务 | 管理学 | 市场营销学 | 
体育商业 | 旅游学

硕士
会计学 | 会展管理 | 金融学 | 商业分析 | 人力资源管理 | 管理学 | 市场营销学 | 工商管理硕士 | 非营利与社会企业管理 | 
体育管理 | 策略性供应链管理 | 金融分析

实践学习 

如果你不知道如何运用学到的理论知
识，那么就缺 少了学习的意义。实践
评估、案例研究、专业实习以及行业
互动将确保你将理论付诸实践。

全球认证 

悉尼科技大学商学院是精英商学院协
会(AASCB）认证的排名全球前5％的
商学院之一。

活力中心
悉尼大学商学院位于悉尼的中心地带，
同时也置身于澳大利亚的创意、新兴
和技术行业以及领先的国际化公司的
中心。

世界一流水平
为了做到最好，你需要向精英学习。作
为少数获得AASCB认证的商学院，我
们已经达到了全球商学院的最高成就
标准，因此你将获得全球认可的资格。

通过课程的学习，学会以不同的方式思考，以应对不断变化的商务格局以及对未来职场产生影响的
干预手段。

敏捷、创新、实践。悉尼科技大学商学院是位于市中心的城市树屋。这一标志性建筑不仅是一个物理
空间；它与众不同的设计反映了我们独特的商业教育方式。

Anne Kalliomacki
芬兰 

商学学士（市场营销）

“因为我必须在每门课程中做演讲， 
所以我收获了信心。当然我的学术英
语技能也得到了提升。在那之后我 
认为我已经做好了进入职场的准备。
虽然这是一门本科课程，但它涵盖了
市场营销的方方面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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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
创意写作 | 数字与社交媒体 | 新闻学 | 媒体艺术与创作 | 音乐与音效设计 | 公共传播学 | 
社会和政治科学

硕士
高级新闻学 | 创意写作 | 媒体实践和产业 | 体育媒体 | 策略传播学

悉尼科技大学传播学院
communication.uts.edu.au/future

就业率排名#1*
我 们 在新南威 尔士州的 传 播 专业毕
业生的整体就业率名列第一。这要归
功于我们的实践学习法，这可以确保
学生在毕业时拥有专业的作品集，并
为第一次面试做好准备。
*毕业生成果调查（2016-19）

让机会翻倍 
我们的传播学学士课程能够让你修读
两个专业，使你的专业知识（和职业
机会）翻倍。量身定制的课程将帮助
你在毕业生中脱颖而出。

独有的媒体设施
你可以使用各种专业设施，包括电视
和电影制作空间、符合行业标准的录
音室、新闻实验室和后期制作编辑套
件。你将可以免费租用所需的所有装
备，无需购买相机或媒体设备。

我们拥有30多年的教学经验以及在业界享有盛誉的教师团队。不仅如此，我们还青春洋溢、充满活力、具有
悉尼科技大学所特有的敏捷度和创业精神。

新技术、新平台、新的连接方式-媒体与大众传媒行业瞬息万变。我们的毕业生已准备好把握未来的机遇。

“我们获得了真实的机会可以磨练
技能。那才是我真正喜欢的。我们在
大学毕业之前完成自己的作品集，
并在求职时把它展示给雇主。目前，
我正在完成的一个作业是为一家
公司设计品牌策略。”

Giorgia Rapella 
意大利 
传播学士学位（新闻和公共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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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尼科技大学
设计、建筑设计与建筑学院

dab.uts.edu.au/future

重要联系 
你了解什么很重要，你认识怎样的人
也很重要。借助我们的行业合作关系，
你 将 有机会与顶 尖的企业 组 织面 对
面，如谷歌、西太平洋银行和宜家等。

体验开始于此
理论是一方面，实践则能锦上添花。与
跨学科团队一同共事，掌握符合行业
标准的技术并且在顶尖的行业专业人
士指导下学习，这是我们致力于实践
教学的强有力证明。

毕业于顶尖名校
凭借丰富的实践经验，使你的简历从
人群中脱颖而出。

向领导者学习
向活跃于尖端项目的专家学习。

最新科技
借助最新的软件和专业设备，使你的
优秀想法转换成现实。

本科
动漫制作 | 建筑学 | 建造学 | 时装与纺织品 | 室内设计 | 景观设计学 | 产品设计| 项目管理 | 产权经济学 | 视觉传播

硕士
应用政策学 | 建筑学 | 建筑工程管理 | 设计学 | 景观设计学 | 地方政府 | 规划学 | 项目管理 | 房地产开发 | 公共部门创新学 | 房地产投资

成为一名有创意的批判型思想家，与领先从业者建立联系，为我们生活的世界所面临的巨大挑战制定解决方案。
悉尼科技大学设计、建筑设计与建筑学的学生正在创造未来 – 你也可以。

 “我选择悉尼科技大学的原因是其绝佳的国际声誉。
我也在寻找一种多元文化的体验。在规模大的大学里
学习的感觉非常好，因为你可以使用很多设施。校园里
有许多不同的学习空间，例如悉尼科技大学的图书馆
就很棒。在这样的空间里学习让人充满动力。讲师们也
非常友善，并乐于为你提供帮助。”

Tamara Ebaid 
巴勒斯坦
房地产开发与项目管理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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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尼科技大学教育学院
education.uts.edu.au/future

为成功做准备
培养教学技能的最佳方式是到实际教
室中亲自实践。自攻读本科学位之初，
你将在我们合作的超过400所学校里
完成88天的实践。

引领方向
学习创新的教学方法，探索在现代化教
室中进行教学时如何用科技强化学习。
这正是悉尼科技大学的教育学在2020
年QS世界大学学科排名中排在前100
位的原因之一。

专用设施
我们的专用设施是首屈一指的。从定
制的科学、音乐、舞蹈和视觉艺术教
学环境到专门的研究中心，我们专门
打造了能够对学生的教育实践产生积
极影响的学习空间。

投身教育领域，将热情和目标相结合。凭借丰富的专业经验课程和专用
设施，我们的实践学位将为你带来塑造下一代所需要的技能和信心。

以不同的方式思考，你如何为世界和教育领域做出贡献。我们以实践为导
向，以研究为灵感，与技术相关联，并且富有创造力-所有这些都具有全球
视野。

文学学士和教育学士广受新南威尔士州教育与培
训部、私立中学联盟、天主教学校教育处以及州际
和国际认可。该课程已获得新南威尔士州教育标准
局(NESA)的专业认证。
教学（中等教育）硕士课程已获得新南威尔士州教育
标准局（NESA）的专业认证。

本科
初等教育 | 中等教育

硕士
应用语言学和对外英语教学（TESOL）|     
教育学（学习与领导力）| 教学（中等教育）

 “我在两个TAFE校区参加了两次教学实习，这使我能够与有教学资格
的ESOL / AMEP老师一起工作，并对TESOL行业的教学和评估要求有了
初步的了解。得益于我的TAFE合作老师以及悉尼科技大学导师的非常
宝贵的反馈，这两次教学经历让我有机会将我所学运用到实践中。 我也
在实习过程中建立了重要的行业联系，也正因为这个经历，我可以获得
推荐信，从而帮助我获得了第一份工作，成为了一名TAFE的兼职教师。”

Bingbing Yuan
中国
AMEP教师 / LLN学习者支持
应用语言学和TESOL研究生文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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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uts.edu.au/future

立足行业的学习
理 论 很 重 要，而 行 业 经 验 更 重 要 。
这 就 是 为什 么我 们为面向未 来 的毕
业 生 提 供 实 践 学习 的 原 因 。在 整 个
求 学 期 间与知 名的 行业伙伴 合 作，
掌握实用知识。

名列前茅
悉尼科技大学在全球大学排名中位列第
133位*。我们也是澳大利亚排名第一
的新兴大学^。
*2021年QS世界大学排名
^ 2021年QS Top 50 Under 50

科研先锋
我们的研究中心被我们的合作伙伴和
行业公认为世界领先。

创新枢纽
悉尼科技大学位于一个创新区，澳大
利亚40％的顶尖初创企业云集于此。

国际视野
通过与国际高校、研究人员和行业合作
伙伴的跨学科联系来应对全球挑战。

悉尼科技大学工程学院
本科
生物医学 | 土木工程 | 土木工程（建造）| 土木工程（结构） | 土木与环境 | 数据 | 电气 | 电子 | 机械 | 
机电一体化 | 软件 | 不限定

硕士
生物医学工程 | 土木工程 | 计算机控制工程 | 网络安全 | 电力能源系统 | 环境工程 | 岩土工程 | 制造工程与管理 |  
运营 | 机器人学 | 软件系统工程 | 结构工程 | 通信和电子 | 水利工程

健康、电子产品、基础设施、交通运输等等 –我们生活在一个工程化的世界。我们的毕业生是掌握   
新兴领域创新和创业技能的下一代领导者。攻读一个以技术和实践经验为主的学位，改变未来。

工程行业日新月异。掌握最新的技术知识和关键的领导技能，这样你就能在雇主中获得竞争优势。
与全球专家在顶尖的设施中合作，革新未来。

Kennex Tambot
菲律宾
环境工程管理硕士

“悉尼科技大学是一所技术驱动型大学，这意味着
学生可以运用最新的技术，使用最先进的设施进行
学习。对于工程专业的学生来说，这是必不可少的。
在悉尼市中心学习，也使我有机会与来自世界各地
的不同民族和文化背景的人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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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lth.uts.edu.au/future

悉尼科技大学健康学院
本科
护理学 | 健康科学：全球健康 | 健康促进 | 人体结构与功能 | 原住民健康 | 公共健康
体育与运动管理 | 体育与运动科学：运动科学

硕士
高级护理学：慢性和复杂护理 | 初级健康护理 | 领导力与管理学 | 健康研究 | 急症护理 | 糖尿病 |  
安全与质量 | 教育 | 健康服务管理：临床领导 | 道德和治理 | 健康法 | 规划学 | 项目管理 |  健康研究 |  
高级健康服务管理：健康信息管理 | 规划学 | 公共健康 | 公共健康（高级）| 高性能运动

遍及全球的重要联系
我 们 的 课 程 是与政 府、卫 生 部 门 、    
医疗健康机构以及运动和健身协会共
同开发的。我们与国际行业之间的联
系，如位于悉尼科技大学的世界卫生
组织(WHO)合作中心，也将为你提供
全球视野。

在世界一流的学习环境中培养技能
在我们的现代化临床实验室通过逼真
的模拟、机器人患者和尖端科技进行
学习，或者在摩尔公园的世界一流运
动和健身区与精英运动员并肩作战。
无论你学习什么，我们都为你提供足
够的优化空间。

以研究为灵感
我们与七个研究中心建立了联系，包括
世界卫生组织以及护理、助产和健康
发展合作中心。在“澳大利亚卓越研究
计划”（2018年）中，我们在护理和助
产学以及人体运动和体育科学的评分
中被评为远高于世界标准，也高于公
共卫生与健康服务研究的世界标准。

悉尼科技大学的护理学专业名列全球第7，全澳大利亚第1*。
你将从一开始就完全沉浸在实践和理论的完美结合中。
我们会培养你必备的技能和知识，助你顺利投身于澳大利亚乃至全球的医疗保健领域。
*2020年QS世界大学学科排名

 “我热衷于直面澳大利亚医疗保健系统中的挑战，并致力于改善
提供给患者的医疗服务。我认为在悉尼科技大学学习很适合我，
因为这门课程是由独立在线学习与在校园内举行的小组研讨会
结合而成。”

Ekaterina Vrublevskaya
俄罗斯
卫生服务管理硕士（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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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时已做好就业准备
通过应用学习，你将掌握作为一名经
过临床模拟实践和以问题为基础的跨
专业培训健康专业人士所需要的实践
经验。

受益于广泛的临床实习
实习是我们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你
将到悉尼某些最大型的、涉及各种健
康环境的教学医院工作或者到农村或
私人诊所实习。

世界一流的设施
在我们专门建造的现代化设施中学习。

悉尼科技大学
健康学院研究生院
临床心理学 | 遗传咨询 | 生产质量管理规范 | 原住民健康 | 视觉矫正 | 药剂学 | 物理疗法 | 言语病理学

投身于澳大利亚发展最快速的行业之一 —— 医疗健康。我们的毕业生就业率高，并已做好工作准备，
致力于推动健康部门的创新。

Jess (Jichun) Hao
中国
临床心理学硕士

“我喜欢课程的实践部分。我可以
与真实的客户见面，在和他们的合
作中获得实践经验。这非常具有挑
战性，但也很有意义。教师团队的
另一个优势是他们都是执业的临
床心理学家。 他们都具备非常丰富
的实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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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因此而不同
理论固然重要，但动手实践才是所有
经验的结合。我们的实习机会可以帮
助你培养扎实的实践技能，并在我们
的1,000家合作伙伴公司之中选择其
一建立联系。

做重要的事
毫无疑问，研究具有改变世界的潜力，
修读IT荣誉学位，你也可以做到。利用
一年时间专注于紧迫的研究课题，并
学会将IT视为推动全球变化的工具。

国际视野
通过与全球大学，研究人员和行业合作
伙伴的跨学科联系，应对全球挑战。

科研先驱
我们的研究中心被我们的合作伙伴和
行业公认为具有世界领先水平。

悉尼科技大学
信息技术学院
本科
人工智能和数据分析 | 商业信息系统管理 | 网络安全和隐私 | 游戏开发 | 数学分析 | 企业系统开发 | 交互设计 | 
网络与网络安全 | 运筹学 | 量子信息科学 | 统计学

硕士
商业信息系统 | 网络安全 | 数据分析 | 交互媒体 | 网络互联 | 软件开发 | 信息系统 | 交互设计 | 专业实践

技术革命就在这里发生。攻读一个以创新、实践学习和实地实习经验为主的学位，改变未来。

IT行业的飞速发展正在重塑未来的工作。掌握最先进的科技知识以及核心领导技能，获得竞争优势。
在世界一流的设施中师从顶级学者，探索惠及全球的未来科技。 

Yudai Zhang
中国
信息技术硕士

“我的课程中有一门是学习网络，这
门课是由悉尼科技大学与Cisco合作
的，并由Cisco为我们提供了练习的实
验室。他们提供了真实的路由器、交换
机和电缆供我们进行接入练习。这样
的学习方式对我真的很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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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尼科技大学
国际研究学院

internationalstudies.uts.edu.au/future

国际研究文学学士(只限双学位) | 全球研究学学士

迈出这一步
准备好探索世界了吗？你将通过国际
研究文学学士学位的学习培养雇主所
需的文化和沟通技巧。作为学位课程
的一部分，你可以从全球100多所合
作大学中选择一所，进行为期一年的
海外学习。

量身定制你的课程
攻读全球研究学学位的学生，可以根据
自己的兴趣爱好定制课程，任选五门专
业课程之一（商业、传播学、健康、管理
或法律研究）。

获得实践经验
作为一名国际研究学的学生，你将把
学到的知识付诸实践，在澳大利亚或
海外至少进行50小时的实习。本项目
为学生提供毕业时就能找到有酬工作
的机会。

32

我们培养思维敏捷、富有前瞻性的毕业生，勇于迎接塑造世界的各种社会、经济和政治挑战。
通过理论和行业相关评估，你将掌握必备技能，在当地和全球寻求积极的社会变革。学习应对
影响全球社会、经济和政治的挑战，并为你的职业生涯做好准备。

http://internationalstudies.uts.edu.au/future


law.uts.edu.au/future

点亮你未来的职业发展
我们将传统的法律教育和新一代法律
技术相结合，以便你为未来的职场做
好准备。我们的期货法律与技术专业
为澳大利亚首创。

法律入门
参加全球实习课，澳洲当地的实习或社
会公正项目，从而在实践中理解法律。

熟能生巧
课程不设传统考试。学生将通过实践
以及能够反映出真实工作体验的评估
来学习。

囊括全部
我们将你所需要的理论 和实践相 结
合，助你日后顺利成为新南威尔士州
的律师。在悉尼科技大学，你可以通过
学习专业法律实践研究生证书课程获
得法律学术知识以及专业法律培训。

完善而全面的职场准备
我们的课程帮你为就业做好准备。通
过批判性评估、协作和有效沟通等技
能培养，你将成为一名主观能动性强
的专业法律人士。

悉尼科技大学法学院
专业素质高、适应性强、灵活应变 – 在悉尼科技大学法学院培养这些毕业
生的这些优良品质。你将掌握必备的法律实践基础知识以及解决问题、分
析性思考、口头和书面沟通技巧等，进而在法律届脱颖而出。

通过我们的综合法学硕士（JD）和实践法律培训课程，毕业生可以在
3.5年内(全日制)在澳大利亚从事法律执业。我们的法学硕士（JD）是通
往全球法律实践的桥梁。

本科
法学 | 商业法 | 传播法 | 创意智能与创新法 |   
经济法 | 工程法 | 法医学法 | 信息技术法 |  
国际研究法 | 医药科学法 | 理学法

硕士
知识产权 | 法律研究 | 法律硕士（JD）| 法律
硕士 | 移民法和实践 | 海外资格律师课程 | 
专业法律实践（专业法律培训）

Daniel Cheng
中国
法学学士和传播学学士

“在法学院，你不仅要学会了解信息，还要学习如何进行
批判性思考。学习法律的过程中一直极具挑战且充满乐
趣。大学提供了各类辩论机会，见习以及研讨会，让你能将
所学知识付诸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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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与众不同
当你选择了悉尼科技大学，就意味着
你选择了一所采用全新的科学和数学
研究方法的大学。我们提供世界一流
的设施，你可以通过使用与行业标准
相同的设备获得实际操作经验。

开拓创新，与行业标准一致的设施
从 超 级实验室到犯 罪 现 场模 拟实验
室，我们的设施就如同我们的课程一
样：特殊定制、创新以及根据具体的结
果进行设计。

实践技能
除了你将学习到的科学专业知识外，
我们的课程还为学生提供专业技能，
例如撰写计 划提 案书和进 行进阶 沟
通。在我们的创新、创业和商业化专
业课程中，你可以学到如何提出创意、
开发产品以及如何接洽投资者。

science.uts.edu.au/future

悉尼科技大学理学院
本科
分析学 | 应用物理学 | 生物医学物理 | 生物医学科学 | 生物技术 | 化学 | 环境生物学 | 环境科学 | 法医学 | 
海洋生物学 | 数学 | 医药科学 | 药物化学 | 纳米技术 | 药物科学 | 医学预科 |  统计学

硕士
生物医学工程 | 法医学 | 海洋科学与管理 | 数学和统计建模 | 数学 | 医疗生物技术 | 计量金融学 | 理学

我们提供世界一流的设施、生动有趣的学习方法以及首屈一指的研究文化。悉尼科技大学理学学位
是进入你职业生涯下一阶段的跳板。

理学学位拥有无限可能。运用可再生能源应对气候变化，利用生物统计学来延长人类寿命并提高
生活健康指数，或者致力于下一代纳米材料的最前沿开发工作。

Eva Chen 
中国
法医学士

“ 我 真 的 很 喜 欢 亲 自 动 手 。我 们
集 结 成 队，在 法 医 学 领 域 必 须 要
像 真 正 的 团 队 一 样 行 事 。这 就 是
我 真 正 喜 欢 悉 尼 科 技 大 学 的 地
方，所 有 的 实 践 活 动 都 需 要 你 亲
自 动 手 去 操 作，而 不 仅 仅 是 学 习
理论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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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尼科技大学
跨学科创新学院

tdi.uts.edu.au

向精英学习
你将师从经验丰富的学者，并与行业
领先的专家合作，这将帮助你建立极
具价值的联系并推动你的事业发展。 

通过实践学习
通 过课程学习和参加深入的iLab项
目探索实际项目和真实数据集，与行
业合作伙伴就客户问题或你自己的数
据项目进行合作。

创意协作
和拥有不同专业背景的同龄人合作、
分享专业 知 识、解 决 实 际 数 据 科 学
难题。

以人为本的数据
通过对大数据分析和使用进行合乎道
理和系统性的思考，培养以人为本的
观点看待大数据。

掌握重要技能
将数据科学和分析的专业技能与创造
性思维方法相结合，从不同行业中获
得专业优势。

这是一门独特的、以创意和创新为主的跨学科课程。作为全澳大利亚同
类课程的首创，我们的课程融合了多种行业观点，并将数据价值与人类
价值和道德规范相结合，以塑造未来的数据科学实践。

跨学科创新将多种视角应用于复杂的问题。学生将能成为具有创意思维
的人才，掌握协作和处理复杂问题的技能，并学习将创新融入你的专业
实践中。

本科
创意智能与创新学士 | 创新文凭

硕士
数据科学与创新硕士

Yogitha Mariyappa
印度
数据科学与创新硕士

“使MDSI在其他专业中脱颖而出的是其跨学科并基于实践的教学
方法。课程中安排了很大比重的实践,确保了学生可以拓展重要的
沟通技巧，并与社区中的同龄人合作。创新实验室是我们使用实时
数据并解决实际问题的绝佳机会。 在完成学位课程的一个月内，我
获得了来自政府、咨询公司和银行领域的三个工作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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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尼科技大学
Animal Logic Academy

animallogicacademy.uts.edu.au

向精英学习
学习期间，你将与来自动画和可视化
行业的领先专业人士并肩工作。

掌握重要技能
掌握故事和角色开发、可视化、建模、3D
动画、灯光、合成、编程等方面的技能，
探索新兴技术，例如：同步技术、增强现
实AR技术、虚拟现实VR技术以及混合
现实MR技术等新兴技术。

实践学习
我们的定制数字工作室主打最先进的
技术，旨在复制真实的制作环境。

创意协作
与我们的学生合作，利用你的综合专业
知识，为复杂的创意性挑战提供全方位
的解决方案。

获得的不仅是知识
通过建立行业联系并建立专业网络来扩
展你的职业机会。

动画和可视化硕士（MAV）

Hannah Chu
中国台湾
动画和可视化硕士

“我有机会掌握新技术，但是最重
要的是，学院为我提供了可以感受
在真实的VFX行业工作的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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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尼科技大学携手世界领先的数字动画工作室Animal Logic，在新兴动画和可视化技术
领域提供行业领先的教育。我们正在培养新一代的数字艺术家和技术专家，以推动行业
的未来。

http://animallogicacademy.uts.edu.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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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TS Insearch
insearch.edu.au

英语语言课程

通过UTS,Insearch学习英语意味着你将在澳大
利亚其中之一的顶尖英语学校中学习。我们有
超过30年的教学经验，为国际学生提供优质的
英语课程。

我们提供：

 ― 通用英语(Levels,GE1-3)                                                 
CRICOS课程代码032422B

 ― 学术英语(Levels,AE1-5)                                           
CRICOS课程代码032410F

文凭课程

借助UTS,Insearch文凭课程，确保*悉尼科技
大学学位课程的入读资格。

有六大科目可供选择。无论你的兴趣是商科、
传媒、设计建筑、工程、信息技术还是理学，我
们的文凭课程都能够帮助你升读悉尼科技大学
本科学位的二年级**。

每门文凭课程均与悉尼科技大学共同制定 — 这
意味着在大多数情况下，就读UTS Insearch文凭
课程相当于在悉尼科技大学本科一年级学习。

UTS,Insearch开设的六门文凭课程学制分两学
期(加速课程)、三学期(标准课程)和四学期(延伸
课程)三种。进入哪种课程学习取决于你报名时
的学术程度和英语水平，以及你所能接受的学习
强度。

**要求修读完文凭课程，且挂科不超过两门。

**能否入读悉尼科技大学学位课程取决于你的专业。
的并且不合格科目不可超过两门。不是所有专业都可
的升读本科学位第二年。

无论你希望能够入读悉尼科技大学学位课程*，还是需要
提高英语水平为入读大学做好准备，我们都能给你提供帮
助。UTS Insearch将持续不断的学术支持、小班授课和实
践学习以独特的方式结合起来，帮助你充分发挥潜力、培
养自信，为日后在悉尼科技大学取得成功奠定基础。

预科课程

UTS,Insearch为悉尼科技大学提供预科课程，
适合已经完成11年级或同等学历的国际学生。
课程将帮助你提高英语语言能力、掌握更广泛
的知识和技能，成为一个全面发展和自信的毕
业生，为大学学习做好准备。

悉尼科技大学预科课程将拓宽你的学业及职业
道路。成功毕业的学生将能够升读悉尼科技大
学大多数的本科学位一年级#。

CRICOS课程代码：082432G(标准课程);
082433G(延伸课程)

#入读悉尼科技大学本科学位一年级需满足GPA成绩
#要求。

为悉尼科技大学提供衔接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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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UTS INSEARCH的理由
确保悉尼科技大学的入学资格

顺利完成UTS Insearch预科课程或文凭课
程，可确保#你能升读悉尼科技大学相应本科
学位课程一年级或二年级。

小班大支持

享受面向所有UTS Insearch学生开放的一系
列免费支持服务。这些服务包括学习支持计
划、一对一辅导、学习技巧研讨会、全日制学
习顾问、同伴导师等等。

此外，我们采取小班授课模式。每堂辅导课不
超过20名学生，你将会获得个性化的学习体
验。

成为悉尼科技大学的一份子

我们与悉尼科技大学共同协作设计文凭课程。
这意味着文凭课程学生与悉尼科技大学一年
级学生的教育成果一致。

最新的技术与设施

高科技阅览室和教室、英语学习中心和专门建
造的计算机实验室供你使用。作为一名学生，
你还可以使用悉尼科技大学的所有设施，包括
全新的世界级图书馆。

发掘你的领导才能

在你学习的初期，我们的领导力课程就将帮助
你获得就业必备的实践技能。你将在一个有趣
的互动式学习环境中学习一系列由行业领头羊
和科目专家精心打造的大师级实用课程。此外，
学生还可获得工作实习安排，这相当于职业生
涯中的一次“试驾”。

一种更好的学习方式 

在UTS Insearch，我们不仅教授课程知识，
我们的教学更专注于培养终身的学习技巧。
这意味着学习初期的考核、更多的面对面时
间以及课堂内外的协作。

加入社团

我们的免费活动俱乐部是认识新朋友的好途
径。你可以尽情地参加各种有趣的活动，比如
电影之夜、烧烤、体育比赛、音乐、徒步等等。

中心位置

你会爱上在悉尼市中心学习。往返于校园十分
便利，而各种地标建筑、咖啡馆和购物中心近
在咫尺。

此外，悉尼的创业和创意之都 – Ultimo就在附
近，你将与一群积极进取的年轻人为伍。如果
有一个地方能够让你的创意才思泉涌，那一定
是我们的校园。

＃根据文凭课程的完成情况，且不合格科目不超过两门。是否能够入读悉尼科技大学学位课程，取决于你
的专业。不是所有专业都可升读本科学位第二年。
完成悉尼科技大学预科课程并取得所需的GPA成绩，可升读悉尼科技大学本科学位课程一年级。

充分发掘你的潜能 

我们将持续的学术支持、小班授课模式和实
践学习以独特的方式相结合，旨在帮助你在
悉尼科技大学茁壮成长。 

MARIA MARGARITA 
MALDONADO，哥伦比亚
UTS Insearch商科文凭课程
UTS 商科学士
市场营销学和金融学专业方向
Facebook哥伦比亚和秘鲁市场经理 

“刚到UTS Insearch学习时，我不知道自己是
否能够适应、该如何适应。但周围都是来自
世界各地和我情况相同的同学，一切就顺利
得多。我觉得自己很快融入了新的环境,这是 

,一次很愉快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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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SON (TIANYANG) XIE, 中国大陆
UTS Insearch传播文凭
悉尼科技大学传播学士（媒体艺术与创作）
AmazingLP创始人

“刚到澳大利亚学习时，批判性思维是我的弱项之
一。完成UTS,Insearch文凭课程后又在悉尼科技
大学学习了4年，我变成了一个自信、主动且乐于
思考的人。这是创业、守业的一项重要技能。” 

KITTY KAN, 中国香港
UTS Insearch传播文凭 
悉尼科技大学传播学士（公共传播）
Mattel公司高级品牌经理

“从UTS,Insearch到悉尼科技大学的过渡很平
稳。我学习文凭课程时所掌握的技能在攻读
学位时依然受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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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种课程适合你?

如有疑问，敬请咨询
UTS INSEARCH

网址：insearch.edu.au

澳大利亚境内免费电话：1800 896 994 

从澳大利亚境外致电：+61 2 9218 8700

邮件：courses@insearch.edu.au

邮寄地址 

PO Box K1085 

Haymarket, NSW 1240 Australia

校区地址 

UTS Insearch Student Centre 

Ground Floor, 

187 Thomas Street 

Haymarket, NSW 2000 Australia 

周一至周五上午9时至下午5时

*  如果未达到英语语言录取要求，需入读UTS Insearch学术英语课程。
#   是否能够入读悉尼科技大学学位课程，取决于你的专业且不合格科目不超过两门。不是所有专业都可升读本科学位第二年。
^   只有取得所需成绩（GPA）的学生才可入读这一衔接课程。
**成功完成AE5将可满足悉尼科技大学大多数本科和硕士学位的英语语言入学要求。有关悉尼科技大学英语入学要求的具体细节，请查看悉尼科技大学网站各学

院主页。

CRICOS代码
Insearch学院海外学生院校及课程注册联邦
登记系统CRICOS代码：00859D 
悉尼科技大学CRICOS代码：00099F

Insearch Limited
ABN 39 001 425 065

悉尼科技大学预科课程（标准课程） 

CRICOS课程代码：082432G 
悉尼科技大学课程代码：C30019

悉尼科技大学预科课程（延伸课程） 

CRICOS课程代码：082433G 
悉尼科技大学课程代码：C30020

INSEARCH   Limited 作为悉尼科技大学（UTS,
Insearch）的控股实体，是一所注册的私立高
等教育机构，为悉尼科技大学提供衔接课程。

悉尼科技大学
本科一年级或二年级#衔接课程

03
学术英语课程
(如有要求)*

文凭课程
(8个月、12个月或16
个月）

学术英语课程
(如有要求)*衔接课程

02
悉尼科技大学
预科课程
(8个月或12个月)

文凭课程
(8个月、12个月或16
个月）

悉尼科技大学
本科一年级或二年级#

衔接课程

01
学术英语课程
(如有要求)*

悉尼科技大学
本科一年级^

悉尼科技大学
预科课程
(8个月或12个月)

悉尼科技大学
本科或硕士
学位**

衔接课程

04
学术英语课程
(如有要求)*

高中
(12年级或
同等级别）

高中
(11年级或
同等级别）

高中
(11年级或
同等级别）

高中
(12年级或
同等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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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校历
悉尼科技大学校历包括三个学期。其中秋季和
春季学期分别举办迎新周，我们鼓励学生积极
参加。迎新周里有国际学生须参加的活动。

上述开学日期包含一周迎新周。迎新周里包含
国际学生必须参加的活动。

本科基本入学要求 

完成澳大利亚12年级或等同于澳大利亚12年
级的中学课程。个别课程要求提供个人陈述和
作品集。不符合直接入学要求的学生可以通过
UTS Insearch的衔接课程入读。

学历要求:

1. 完成高中三年所有课程，提供当年高考成绩。

2. 完成中国教育部认可的大学本科一年级课程。

3. 完成计划内两年或三年大专课程。

4. 完成悉尼科技 大学认可的国际中学课程。   
例如：IB, GCE A levels, VCE, B.C. Certifcate 
of Graduation等。

具体分数要求请联系国际学生中心或你的当地
留学代理。

硕士基本入学要求 
大部分硕士课程要求学生完成中国教育部认可
的本科学位课程。部分课程要求提供工作经验，
个人陈述和作品集等材料。研究类硕士课程需
要提供研究意向计划书。

2021年主校历

秋季学期 2021年2月8日 - 2021年6月19日

春季学期 2021年8月2日 - 2021年11月27日

2021年B校历

秋季学期 2021年2月15日 - 2021年6月26日

春季学期 2021年7月19日 - 2021年11月27日

我们的课程安排确保学生的学习进度可以按照
标准校历连接春季和秋季学期。

注：悉尼科技大学的某些课程可能会在夏季学期
开学。

了解更多信息，请浏览international.uts.edu.au

2021年C校历

秋季学期 2021年2月8日 - 2021年6月19日

春季学期 2021年7月26日 - 2021年11月27日

2021年D校历

秋季学期 2021年2月8日 - 2021年6月26日

春季学期 2021年7月19日 - 2021年11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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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要求

本科（授课型） 雅思（学术类） 托福（网考） PTE（学术） CAE

护理学士
Bachelor of Nursing
护理学士
国际研究文学学士
Bachelor of Nursing
Bachelor of Arts in International Studies
护理学士
创造性智能与创新学士
Bachelor of Nursing 
Bachelor of Creative Intelligence and 
Innovation

总分7.0，所有单项7.0 总分94，口语23，听力、阅读24，
写作27

总分65，所有单项65 不适用

动漫(荣誉)设计学士
Bachelor of Design (Honours) in Animation
传播学(荣誉)学士
Bachelor of Communication (Honours)

总分7.0，写作7.0 总分94 - 101，写作23 65 - 72 185 - 190

文学学士
教育学士
Bachelor of Arts 
Bachelor of Education
文学学士
教育学士(荣誉)
Bachelor of Arts 
Bachelor of Education (Honours)

总分7.5，口语和听力
8.0，阅读和写作7.0

总分102 - 109，口语、听力、阅读
23 - 27，写作24

总分73 - 78，口语和听
力79，阅读和写作65

总分191 - 199，口语和听力
200，阅读和写作
185

所有其他课程
All other courses

总分6.5，写作6.0 总分79 - 93，写作21 58 - 64 176 - 184

英语要求

硕士（授课型） 雅思（学术类） 托福（网考） PTE（学术） CAE

中等教育教育学硕士
Master of Teaching in Secondary 
Education

总分7.5，口语和听力
8.0，阅读和写作7.0

总分102 - 109，口语、听力、阅读
23 - 27，写作27

总分73 - 78，口语和听
力79，阅读和写作65

总分191-199， 口语和听
力200， 阅读和写作185

高级工商管理硕士
商业实践研究生证书
Advanced Maste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Graduate Certificate in Business Practice
高级新闻学硕士
高级新闻学硕士（延伸）
高级新闻系研究生文凭
媒体实践和产业硕士
媒体实践和产业研究生证书
Master of Advanced Journalism
Master of Advanced Journalism 
(Extension)
Graduate Diploma in Advanced Journalism
Master of Media Practice and Industry
Graduate Certificate in Media Practice and 
Industry

总分7.0，写作6.5 总分94 - 101，写作24 总分65 - 72，写作58 总分185 - 190，写作176

药剂学硕士
药剂学硕士（国际）
临床心理学硕士
Master of Pharmacy
Master of Pharmacy (International)
Master of Clinical Psychology

总分7.0，各单项为7.0 总分94，阅读和听力24，口语23，
写作27

总分65，所有单项65 不适用

物理治疗硕士
遗传咨询硕士
言语病理学硕士
Master of Physiotherapy
Master of Genetic Counselling
Master of Speech Pathology

总分7.0，写作7.0 总分94 - 101，写作27 总分65 - 72 总分185 - 190

所有其他课程
All other courses

总分6.5，写作6.0 总分79 - 93，写作 21 总分58 - 64 总分176 - 184

以上信息在交付印刷时准确无误，之后可能会有变更。
欲了解有关英语要求的最新信息，请访问uts.edu.au/future-students/international/essential-information/entry-requir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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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要求
硕士（研究型） 雅思（学术类） 托福（网考） PTE（学术） CAE
所有商科课程
All Business courses
所有健康课程
All Health courses
所有传播学课程
All Communication courses
所有教育课程
All Education courses
所有国际研究课程
All International Studies courses
所有健康学院研究生院课程
All Graduate School of Health courses
所有法律课程
All Law courses
所有可持续未来课程
All Sustainable Futures courses
所有分析和数据科学课程
All Analytics and Data Science courses

总分7.0，写作7.0 总分94 - 101，写作23 总分65 - 72 总分185 - 190

所有工程和信息技术课程
All Engineering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ourses

总分6.5，写作 6.0 总分79-83，写作21 总分58-64 总分176-184

所有其他课程
All other courses

总分6.5，写作 6.0 总分79 - 93，写作21 总分58 - 64 总分176 - 184

以上信息在交付印刷时准确无误，之后可能会有变更。
欲了解有关英语要求的最新信息，请访问uts.edu.au/future-students/international/essential-information/entry-requir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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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递交申请

在线申请:
 – 检查您是否填写了申请

表的所有内容。
 – 确认同意条款和细则，

并在线支付申请费。
 – 递交申请。 

如何申请

†参见第46 页有关文件公证的信息。 *夏季课程入学日期请访问: uts.edu.au/future-students/international/discover-uts/summer-session 

1. 填写申请表  
所有国际留学生必须填写国际留学生申请表，递交方式如下:

在线登陆

请访问 student.uts.apply.studylink.com  
登录并注册，开始在线申请。

或递交书面申请表:

点击这里下载申请表 
international.uts.edu.au

4. 申请结果

在线申请:
递交申请表后你会立刻收到电子邮件确认函。

书面申请:
在悉尼科技大学收到你的申请表后大约一周后，你将收到一份电子邮件确认
函。

该确认函包括悉尼科技大学的申请编号，需谨慎保存，以备将来与UTS,International联系沟通之用。从收到所有文件之日起，申请审理时长约为四到六
周。UTS,International处将以电子邮件的方式通知你申请的结果。

6. 接受录取

在收到录取通知书时你也将收到有关如何接受录取的信息。
如果课程申请人未能提供真实完整的信息，或悉尼科技大学认为该生未达到由澳大利亚内政事务部规定的“真实暂时入境”，以及/或者“真实学生”的要求，
悉尼科技大学保留取消该生录取通知书或入学确认书(Confrmation of Enrolment，简称CoE)的权利。

5I. 要求提供补充资料

如果递交的文件不足以作为审理依据，你将
收到一封电子邮件要求递交补充资料。

5II. 有条件录取通知书

如果申请获批但仍需满足一些要求，你将通
过电子邮件收到一封有条件录取通知书。满
足这些要求后，你将通过电子邮件收到无条
件录取通知书。

5III. 录取通知书

如果你满足所有要求，将会通过电子邮件收
到一封无条件录取通知书。

在线申请:
将 扫描 好的文件保 存到电脑上，在线申请时点击”附 加文件”(“at tach 
here”)将其上传。
在线递交申请后，请复印你的文件，并将复印件的公证件寄到悉尼科技大学
国际部 (UTS International)。邮寄地址见封底。

书面申请:
请复印你的文件，并将公证件的复印件†和申请表格寄到UTS International。
邮寄地址见封底。

2. 附上必要的文件

必须附上的文件如下:    成绩单公证件†。 
  非英语文件必须提供翻译件。请将翻译件与成绩单原件的公证件一同递交。

   英语语言测试成绩公证件† (或出示一份正式文件，证明你之前教育的授课语言为英文，参见第46页)
  根据具体要求递交个人作品集*或个人称述#（如适用,参见46页）。
  随附一份100澳元的申请费银行汇票或100澳元的申请费税务发票（付款证明）副本。（注：申请费不予退还。）

申请截止日期:
2021年秋季学期(2月开学)　
澳大利亚境外申请人：2020年11月30日 　　　
澳大利亚境内申请人：2020年12月15日
2021年春季学期(7月/8月开学)
澳大利亚境外申请人：2021年4月30日
澳大利亚境内申请人：2021年5月31日
2021年夏季学期*
澳大利亚境外申请人：2021年8月31日
澳大利亚境内申请人：2021年9月30日

书面申请:
申请费的支付方式如下:

 – 递交申请表时附上银行汇票或银行支票; 或
 – 你可以通过我们的安全支付网站：

uts.edu.au/internationaladmissionpayments进行
付款。付款获批后，你必须打印一份税务发票副本（PDF）
并与申请一并提交。

递交申请表的方式有如下几种:
 – 亲自递交到UTS International(地址见封底)
 – 邮寄申请表(邮寄地址见封底)
 – 以挂号邮寄或快递的方式将申请表寄到我们的地址
 – 在参加相关教育活动时，将申请表交到悉尼科技大学

代表处

 - 将申请表交给我们的国际代理或代表处。国际代理      
或代表的联系方式请见: international.uts.edu.au

http://uts.edu.au/future-students/international/discover-uts/summer-session
http://student.uts.apply.studylink.com
http://international.uts.edu.au
http://international.uts.edu.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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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化学生签证框架（SSVF）
悉尼科技大学跟据澳大利亚政府的简化学生签
证框架（SSVF）规定招收国际留学生入读其学
位课程。SSVF旨在让真正的学生更便利地申请
学生签证。

不管选择什么课程，所有国际留学生都要申请
学生签证（子类500）。获得签证后，你必须保证
自己继续注册于合格的课程中，并持有足够的
经济能力来维持你在澳大利亚的学习和生活。

除正在攻读博士学位课程（AQF10）或转入硕士
学位课程（AQF9）的学生外，所有学生签证(子
类500)持有者所注册的课程在澳大利亚学历框
架(Australian,Qualification,Framework，简
称AQF)中的等级，都必须与其被授予签证的课
程的等级一致或更高。从AQF高级别转入低级
别的课程，或从AQF级别的课程转入非AQF级
别的学历课程，是违反学生签证条件的行为，可
能会导致签证被取消。

在选择课程以及考虑转专业或转学的时候，你
都必须将以上重要信息考虑在内。

欲 了 解 有 关 学 生 签 证 的 更 多 信 息 ，请 访 问 
homeaffairs.gov.au

公正文件证明
以下为悉尼科技大学认可的公正文件证明机构:

 – 澳大利亚驻外使馆

 – 悉尼科技大学授权代表或代理

 – 公证处

 – 颁发相关文件的机构管理委员会

 – 澳大利亚的大学

或者，文件也可以由目前在澳大利亚受雇的人
员进行验证，具体人员包括：

– 会计——澳大利亚特许会计师协会成员，或
澳大利亚注册执业会计师协会会员，或会计协
会会员，税务和管理会计师协会会员，或注册
税务师

 – 银行或信用合作社的经理

 – 大律师，事务律师或专利律师

 – 警司及以上级别的警务人员

 – 邮局经理

 – 澳大利亚公立中学、中学或小学的校长

 – 宣誓公正人

 – 登 记 号 码 清 楚 列 明 的 太平 绅 士 ( 公 证 员 )
(Justice of the Peace)

什么是符合公正文件要求的证明?
符合公正文件要求的证明是指上述授权人员已
经见过你的文件正本，并宣称相关的副本与正
本相符。授权人员签署的公正文件的扫描件或
复印件不符合要求。

个人陈述
某些课程可能需要提交个人陈述(约500字)。  
个人陈述需要由你撰写并应符合：

 – 描述你的教育经历，以及这些经历为你计划
就读的课程做了哪些铺垫和准备

 – 说明在你计划学习的领域中，你已经具备了
哪些知识和兴趣

 – 概括地说明你对于申请就读的课程的期望

 – 列举你做过的工作(付薪或志愿工作)——可
以包含你工作经历的细节信息

 – 有助于我们对你的申请进行评估的其他信息

如果需要你提交个人陈述，悉尼科技大学会与
你联系并提供详细信息。

作品集
动画和可视化硕士需要申请人提交作品集。当
你申请悉尼科技大学的某些设计课程时，可能
需要提交作品集。

http://homeaffairs.gov.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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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用和资金以及学分认可

学费 
悉尼科技大学不同课程的学费会有所差异，学
费必须在每学期开始前支付。课本和其它课程
资料为额外费用。

每学期的学费取决于该学期的学分数。除非特
别注明，所标注的学期学费都基于你将选修课
程的100%标准学分量，一般每学期的学分是
24分。根据你每学期参加的课程和学分，你实际
的学期课程费用可能不同。

这里所列的费用仅适用于2021年，每年的费用
可能会有所增加。除非另行说明，所列全部费
用都基于每学期24个学分。

关于悉尼科技大学课程的学费和悉尼科技大
学费用和退款协议的详细信息，请访问：uts.
edu.au/future-students/international/
essential-information/fees-information

学生服务和设施费 
澳大利亚的各大学通过收取学生服务和设施费
(SSAF)来维护一系列学生服务项目。在悉尼科
技大学，SSAF主要用于为学生会主办的活动提
供资金支持，其中包括：二手书店、技能和语言
发展服务、悉尼科技大学学生法律中心、餐饮
和零售店以及由Activate UTS运营的学生俱乐
部等。

SSAF适用于悉尼科技大学的所有学生。你必须
在你所注册的秋季和春季学期予以支付应付的
SSAF金额取决于你在选课截止日期（Census 
date）时是全日制还是非全日制学生。选课截至
日期之后退出课程的学生将无法获得该笔费用
的退款或减免。

仅供参考 — 2020年针对全日制学生的SSAF为
每学期154澳元(针对每学期的学习量在18学分
及以上的学生)。每年SSAF会按照政府规定的
涨价指数有所增加。

更多信息请访问：uts.edu.au/current-
students/managing-your-course/fees-
and-payment/student-services-and-
amenities-fee-ssaf

医疗保险 
学生必须有留学生医疗保险(OSHC)才能获得
澳大利亚政府颁发的学生签证。这不仅是签证
获批的条件，而且是你在澳大利亚期间作为学
生需拥有医疗保险的责任。

OSHC通过公共医疗系统为学生提供紧急医疗
救助的保险。OSHC不涵盖物理治疗、视力或
口腔护理、保险前的患病情况或私人医院的住
院费、以及非紧急情况的救急服务。上述额外
的费用需要购买额外的保险。

Medibank 是 悉尼科技 大学首选的海外学生
健康保险提供商，但你也可以自行选择从其它
的 授 权 提 供商处 购买海 外学生健 康 保 险 。保
险费用因保险公司和你选择的保险 计划而有
所不同。请注意，向澳大利亚内政事务部提交
签证申请时，你需要一并提交你的海外学生健
康保险安排证明。

更多信息，请访问：medibankoshc.com.au/
utshomeaffairs.gov.au

住宿和生活费用
关于悉尼的住宿和生活费用，请查阅本指南的
第23页。

先前学习认可 – RPL（学分认可）
如果你先前的学习与你的入学课程部分相关，
则可能被悉尼科技大学本科或研究生课程接受
为认可学分。例如，你可以：

 – 如果你能证明之前所学的科目与悉尼科技大
学的某个必修科目相当，你可以在悉尼科技
大学的课程中免修这一科目。

 – 如果你能证明之前的学习与悉尼科技大学的
课程相关，但并不直接与具体科目相对应，
则特定的一些科目可以获得部分学分抵免，
以及

 – 如果你目前的课程所需学习的科目和版本已
经作为悉尼科技大学其它课程的一部分修
读完毕，你则可以自动获得学分。

注：对一些特定课程先前学分的认可，并不意味
或保证申请人被所申请的学位课程录取。

申请学分认可
学分认可应与国际学生申请表同时提交。

你还必须在申请中附上以下文件：

1. 成绩单公证件

2. 科目大纲公证件

你必须针对每个需要申请的科目提供包含以下
信息的科目大纲：

 – 该科目大纲的年份（必须与你通过该科目考
试的年份相同）

 – 相关科目涵盖的主题

 – 上课时长

 – 评估方法

 – 使用的课本

不能仅提供学校教学计划或手册中的节选内容。
不完整的大纲将无法通过审核。

科目大纲必须采用英文。由原文翻译成英文的
科目大纲必须公证并盖章，以证明译文是由专业
翻译完成的。

http://uts.edu.au/future-students/international/essential-information/fees-information
http://uts.edu.au/future-students/international/essential-information/fees-information
http://uts.edu.au/future-students/international/essential-information/fees-information
http://uts.edu.au/current-students/managing-your-course/fees-and-payment/student-services-and-amenities-fee-ssaf
http://uts.edu.au/current-students/managing-your-course/fees-and-payment/student-services-and-amenities-fee-ssaf
http://uts.edu.au/current-students/managing-your-course/fees-and-payment/student-services-and-amenities-fee-ssaf
http://uts.edu.au/current-students/managing-your-course/fees-and-payment/student-services-and-amenities-fee-ssaf
http://medibankoshc.com.au/uts
http://medibankoshc.com.au/uts
http://homeaffairs.gov.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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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课程长度          

(学期)
课程费用

(澳元/学期)
开课学期

联邦政府招
收海外学生
院校及课程
注册(CRICOS)

编号

本科生课程信息表

** 该课程包含一个必修的夏季学期和一个七月短期教学学期。

商科 | BUSINESS 
商科学士 | BACHELOR OF BUSINESS
C10026 会计学

Accounting
6 $19,980 二月/八月 006487A

C10026 经济学
Economics

6 $19,980 二月/八月 006487A

C10026 金融学
Finance

6 $19,980 二月/八月 006487A

C10026 人力资源管理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6 $19,980 二月/八月 006487A

C10026 国际商务
International Business

6 $19,980 二月/八月 006487A

C10026 管理学
Management

6 $19,980 二月/八月 006487A

C10026 市场营销学
Marketing

6 $19,980 二月/八月 006487A

C10026 广告与营销传播学
Advertising and Marketing Communication

6 $19,980 二月/八月 006487A

管理学学士 | BACHELOR OF MANAGEMENT
C10342 管理学

Management
6 $19,165 二月/八月 084784A

经济学学士 | BACHELOR OF ECONOMICS
C10348 经济学

Economics
6 $19,980 二月/八月 086359B

荣誉学位课程 | HONOURS COURSES
C09004 商科(荣誉)学士

Bachelor of Business (Honours)
2 $19,980 二月 015933J

C09081 管理学(荣誉)学士
Bachelor of Management (Honours)

2 $19,165 二月 085890B

C09101 创业学（荣誉）学士
Bachelor of Entrepreneurship (Honours) 

2** $19,980 二月 099116C

双学位 - 商科学士 | COMBINED DEGREES - BACHELOR OF BUSINESS
C10020 商科学士 | 国际研究文学学士

Bachelor of Business | Bachelor of Arts in International Studies
10 $19,980 二月 026187C

C09070 工程学(荣誉)学士 | 商科学士
Bachelor of Engineering (Honours) | Bachelor of Business

10 $21,795 二月 084091G

C10125 商科学士 | 法学学士
Bachelor of Business | Bachelor of Laws

10 $22,660 二月/八月 008756B

C10162 理学学士 | 商科学士
Bachelor of Science | Bachelor of Business

8 $20,650 二月/八月 032310K

C10163 医学理学学士 | 商科学士
Bachelor of Medical Science | Bachelor of Business

8 $20,650 二月/八月 040712C

C10169 生物技术学士 | 商科学士
Bachelor of Biotechnology | Bachelor of Business

8 $20,650 二月/八月 041436K

C10219 商科学士 | 信息技术理学学士
Bachelor of Business | Bachelor of Science i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8 $22,415 二月 047835B

C10278 信息系统学士学位 | 商业学士学位
Bachelor of Information Systems Bachelor of Business

8 $22,415 二月 0100484

C10386 经济学学士 | 法学学士
Bachelor of Economics | Bachelor of Laws

10 $22,660 二月/八月 092380K

C10326 商科学士 | 创意智能与创新学士
Bachelor of Business | Bachelor of Creative Intelligence and Innovation

8 $19,980 二月 079756C

双学位-管理学学士和国际研究文学学士
COMBINED DEGREES – BACHELOR OF MANAGEMENT AND BACHELOR OF ARTS IN INTERNATIONAL STUDIES
C10343 管理学学士 | 国际研究文学学士

Bachelor of Management | Bachelor of Arts in International Studies
10 $19,165 二月 084785M

C10355 管理学学士 | 创意智能与创新学士
Bachelor of Management | Bachelor of Creative Intelligence and Innovation

8 $19,165 二月 088067J

本科生课程信息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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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所列费用仅适用于2021年，且每年可能有所增长。该公布费用按照每学期修24个学分计算。费用详情请参见悉尼科技大学的网站：uts.edu.au/future-students
* 5月份修读完IB文凭的申请者根据预测的IB成绩仅可被第2学期考虑录取（7月份开学）。11月份修读完IB文凭的申请者在正式的最终成绩公布后将会被考虑录取。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课程长度          

(学期)
课程费用

(澳元/学期)
开课学期

联邦政府招
收海外学生
院校及课程
注册(CRICOS)

编号

传播学 | COMMUNICATION 
传播学学士 | BACHELOR OF COMMUNICATION
C10361 新闻学

Journalism
6 $20,650 二月/八月 087733K

C10362 媒体艺术与创作
Media Arts and Production

6 $20,650 二月/八月 087734J

C10363 公共传播学
Public Communication

6 $17,965 二月/八月 087735G

C10364 社会和政治科学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s

6 $17,965 二月/八月 087736G

C10369 创意写作
Creative Writing

6 $17,965 二月/八月 087737F

C10371 数字与社交媒体
Digital and Social Media

6 $17,965 二月/八月 087738E

音乐与音效设计学士 | BACHELOR OF MUSIC AND SOUND DESIGN
C10276 音乐与音效设计

Music and Sound Design
6 $20,650 二月 092409B

荣誉学位课程 | HONOURS COURSES
C09047 传播学(荣誉)学士

Bachelor of Communication (Honours)
2 $17,965 二月 088589E

双学位 - 传播学学士和国际研究文学学士
COMBINED DEGREES – BACHELOR OF COMMUNICATION AND BACHELOR OF ARTS IN INTERNATIONAL STUDIES
C10365 新闻学

Journalism
10 $20,650 二月 087763D

C10366 媒体艺术与创作
Media Arts and Production

10 $20,650 二月 087764C

C10367 公共传播学
Public Communication

10 $17,965 二月 087765B

C10368 社会和政治科学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s

10 $17,965 二月 087766A

C10370 创意写作
Creative Writing

10 $17,965 二月 087767M

C10372 数字与社交媒体
Digital and Social Media

10 $17,965 二月 087768K

双学位 - 传播学学士和法学学士 | COMBINED DEGREES – BACHELOR OF COMMUNICATION AND BACHELOR OF LAWS
C10378 传播学学士(创意写作) | 法学学士

Bachelor of Communication (Creative Writing) | Bachelor of Laws
10 $22,660 二月/八月 087782A

C10379 传播学学士(数字媒体与社交媒体) | 法学学士
Bachelor of Communication (Digital and Social Media) | Bachelor of Laws

10 $22,660 二月/八月 087783M

C10380 传播学学士(新闻学) | 法学学士
Bachelor of Communication (Journalism) | Bachelor of Laws

10 $22,660 二月/八月 087786G

C10381 传播学学士(媒体艺术与创作) | 法学学士
Bachelor of Communication (Media Arts and Production) | Bachelor of Laws

10 $22,660 二月/八月 087787G

C10382 传播学学士(公共传播学) | 法学学士
Bachelor of Communication (Public Communication) | Bachelor of Laws

10 $22,660 二月/八月 087788F

C10383 传播学学士(社会和政治科学) | 法学学士
Bachelor of Communication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s) | Bachelor of Laws

10 $22,660 二月/八月 087789E

双学位 - 音乐与音效设计学士和国际研究文学学士
COMBINED DEGREES – BACHELOR OF MUSIC AND SOUND DESIGN BACHELOR OF ARTS IN INTERNATIONAL STUDIES
C10277 音乐与音效设计学士 | 国际研究文学学士

Bachelor of Music and Sound Design | Bachelor of Arts in International Studies
10 $20,650 二月 092410J

双学位 - 传播学学士和创意智能与创新学士
COMBINED DEGREES – BACHELOR OF COMMUNICATION AND BACHELOR OF CREATIVE INTELLIGENCE AND INNOVATION
C10376 传播学学士(新闻学) | 创意智能与创新学士

Bachelor of Communication (Journalism) | Bachelor of Creative Intelligence 
and Innovation

8 $20,650 二月 087780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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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课程长度          

(学期)
课程费用

(澳元/学期)
开课学期

联邦政府招
收海外学生
院校及课程
注册(CRICOS)

编号

本科生课程信息表

传播学 （接上页）| COMMUNICATION (CONTINUED)

# 可能需要提供作品集和个人陈述。

C10373 传播学学士(媒体艺术与创作) | 创意智能与创新学士
Bachelor of Communication (Media Arts and Production) | Bachelor of Creative 
Intelligence and Innovation

8 $20,650 二月 087777J

C10374 传播学学士(公共传播学) | 创意智能与创新学士
Bachelor of Communication (Public Communication) | Bachelor of Creative 
Intelligence and Innovation

8 $17,965 二月 087778G

C10375 传播学学士(社会与政治科学) | 创意智能与创新学士
Bachelor of Communication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s) | Bachelor of 
Creative Intelligence and Innovation

8 $17,965 二月 087779G

C10377 传播学学士（创意写作）| 创意智能与创新学士
Bachelor of Communication (Creative Writing) | Bachelor of Creative 
Intelligence and Innovation

8 $17,965 二月 087781B

C10359 传播学学士（数字与社交媒体）| 创意智能与创新学士
Bachelor of Communication (Digital and Social Media) | Bachelor of Creative 
Intelligence and Innovation

8 $17,965 二月 088069G

设计、建筑设计与建筑学 | DESIGN, ARCHITECTURE AND BUILDING 
建筑学学士 | BACHELOR OF CONSTRUCTION
C10214 建筑工程项目管理

Construction Project Management
8 $17,195 二月 044183B

设计学学士 | BACHELOR OF DESIGN#
C10273 动漫制作

Animation
6 $19,980 二月 074703A

C10004 建筑学
Architecture

6 $20,230 二月 044179J

C10306 时装与纺织品
Fashion and Textiles

6 $19,980 二月 077334G

C10304 产品设计
Product Design

6 $19,980 二月 077331M

C10271 室内设计
Interior Architecture

6 $20,230 二月 071631C

C10308 视觉传播
Visual Communication

6 $19,980 二月 077339C

产权经济学学士 | BACHELOR OF PROPERTY ECONOMICS
C10310 产权经济学

Property Economics
6 $17,195 二月 079553C

荣誉学位课程 | HONOURS COURSES
C09048 建筑设计学(荣誉)学士

Bachelor of Design (Honours) in Architecture
2 $20,230 二月 044180E

C09055 室内设计设计学(荣誉)学士
Bachelor of Design (Honours) in Interior Architecture

2 $20,230 二月 071630D

C09060 时装与纺织品设计学(荣誉)学士
Bachelor of Design (Honours) in Fashion and Textiles

2 $19,980 二月 077330A

C09061 视觉传播设计学(荣誉)学士
Bachelor of Design (Honours) in Visual Communication

2 $19,980 二月 077340K

C09056 动漫制作设计学(荣誉)学士
Bachelor of Design (Honours) in Animation

2 $19,980 二月 074705K

C09059 产品设计设计学(荣誉)学士
Bachelor of Design (Honours) in Product Design

2 $19,980 二月 077332K

C09063 产权经济学(荣誉)学士
Bachelor of Property Economics (Honours)

2 $17,195 二月 07955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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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所列费用仅适用于2021年，且每年可能有所增长。该公布费用按照每学期修24个学分计算。费用详情请参见悉尼科技大学的网站：uts.edu.au/future-students
* 5月份修读完IB文凭的申请者根据预测的IB成绩仅可被第2学期考虑录取（7月份开学）。11月份修读完IB文凭的申请者在正式的最终成绩公布后将会被考虑录取。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课程长度          

(学期)
课程费用

(澳元/学期)
开课学期

联邦政府招
收海外学生
院校及课程
注册(CRICOS)

编号

设计、建筑设计与建筑学（接上页）| DESIGN, ARCHITECTURE AND BUILDING (CONTINUED)

# 申请者须提交个人陈述。̂  获取单学位资格 +可以获得中小学教师资格认证的教师教育课程目前正处于审核状态。有关课程设置、专业/专业课程和结构的最新信息，请参阅UTS  Handbook.   

双学位 - 设计学学士与国际研究文学学士
COMBINED DEGREES – BACHELOR OF DESIGN AND BACHELOR OF ARTS IN INTERNATIONAL STUDIES
C10274 动漫制作

Animation
10 $19,980 二月 074704M

C10307 时装与纺织品
Fashion and Textiles

10 $19,980 二月 077338D

C10305 产品设计
Product Design

10 $19,980 二月 077333J

C10272 室内建筑
Interior Architecture

10 $20,230 二月 071646G

C10309 视觉传播
Visual Communication

10 $19,980 二月 077341J

双学位 – 设计学学士与创意智能与创新学士
COMBINED DEGREES – BACHELOR OF DESIGN AND BACHELOR OF CREATIVE INTELLIGENCE AND INNOVATION
C10356 动漫制作设计学学士 | 创意智能与创新学士

Bachelor of Design in Animation | Bachelor of Creative Intelligence and 
Innovation

8 $19,980 二月 088068G

C10325 建筑设计学学士 | 创意智能与创新学士
Bachelor of Design in Architecture | Bachelor of Creative Intelligence and 
Innovation

8 $20,230 二月 079755D

C10321 时装与纺织品设计学学士 | 创意智能与创新学士
Bachelor of Design in Fashion and Textiles | Bachelor of Creative Intelligence 
and Innovation

8 $19,980 二月 079751G

C10323 产品设计设计学学士 | 创意智能与创新学士
Bachelor of Design in Product Design | Bachelor of Creative Intelligence and 
Innovation

8 $19,980 二月 079753F

C10322 室内建筑设计学学士 | 创意智能与创新学士
Bachelor of Design in Interior Architecture | Bachelor of Creative Intelligence 
and Innovation

8 $20,230 二月 079752G

C10324 视觉传播设计学学士 | 创意智能与创新学士
Bachelor of Design in Visual Communication | Bachelor of Creative Intelligence 
and Innovation

8 $19,980 二月 079754E

双学位 - 建筑工程项目管理学士与国际研究文学学士
COMBINED DEGREE – BACHELOR OF CONSTRUCTION PROJECT MANAGEMENT BACHELOR OF ARTS IN INTERNATIONAL STUDIES
C10215 建筑工程项目管理

Construction Project Management
12 $17,195 二月 047836A

双学位 - 产品经济学学士与国际研究文学学士
COMBINED DEGREE – BACHELOR OF PROPERTY ECONOMICS BACHELOR OF ARTS IN INTERNATIONAL STUDIES
C10320 产品经济学

Property Economics
10 $17,195 二月 079556M

教育学 | EDUCATION 
教育学学士 | BACHELOR OF EDUCATION
C10350 文学学士 | 教育学学士#^+

Bachelor of Arts | Bachelor of Education#^+ 
8 $17,195 二月 087949E

工程学 | ENGINEERING 
工程学（荣誉）学士 | BACHELOR OF ENGINEERING (HONOURS)
C09066 生物医学

Biomedical
8 $23,345 二月/八月 084098A

C09066 土木工程
Civil

8 $23,345 二月/八月 084098A

C09066 土木工程(建造专业)
Civil (with Construction specialisation)

8 $23,345 二月/八月 084098A

C09066 土木工程(结构专业)
Civil (with Structures specialisation)

8 $23,345 二月/八月 08409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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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课程长度          

(学期)
课程费用

(澳元/学期)
开课学期

联邦政府招
收海外学生
院校及课程
注册(CRICOS)

编号

本科生课程信息表

工程学（接上页）| ENGINEERING (CONTINUED)
C09066 土木工程与环境

Civil and Environmental
8 $23,345 二月/八月 084098A

C09066 数据
Data

8 $23,345 二月/八月 084098A

C09066 电气
Electrical

8 $23,345 二月/八月 084098A

C09066 电子
Electronic

8 $23,345 二月/八月 084098A

C09066 电子电气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

8 $23,345 二月/八月 084098A

C09066 不限定专业
Flexible

8 $23,345 二月/八月 084098A

C09066 机械
Mechanical

8 $23,345 二月/八月 084098A

C09066 机械和机电一体化
Mechanical and Mechatronic

8 $23,345 二月/八月 084098A

C09066 机电一体化
Mechatronic 

8 $23,345 二月/八月 084098A

C09066 软件
Software

8 $23,345 二月/八月 084098A

工程学（荣誉）学士、专业工程实务文凭
BACHELOR OF ENGINEERING (HONOURS) DIPLOMA IN PROFESSIONAL ENGINEERING PRACTICE
C09067 生物医学

Biomedical
10 $23,345 二月/八月 084099M

C09067 土木工程
Civil

10 $23,345 二月/八月 084099M

C09067 土木工程(建造专业)
Civil (with Construction specialisation)

10 $23,345 二月/八月 084099M

C09067 土木工程(结构专业)
Civil (with Structures specialisation)

10 $23,345 二月/八月 084099M

C09067 土木工程与环境
Civil and Environmental

10 $23,345 二月/八月 084099M

C09067 数据
Data

10 $23,345 二月/八月 084099M

C09067 电气
Electrical

10 $23,345 二月/八月 084099M

C09067 电子
Electronic

10 $23,345 二月/八月 084099M

C09067 电子电气
Electronic and Electronic

10 $23,345 二月/八月 084099M

C09067 不限定专业
Flexible

10 $23,345 二月/八月 084099M

C09067 机械
Mechanical

10 $23,345 二月/八月 084099M

C09067 机械和机电一体化
Mechanical and Mechatronic

10 $23,345 二月/八月 084099M

C09067 机电一体化
Mechatronic

10 $23,345 二月/八月 084099M

C09067 软件
Software

10 $23,345 二月/八月 084099M

工程科学学士 |  BACHELOR OF ENGINEERING SCIENCE
C10066 土木工程

Civil
6 $22,415 二月/八月 033909D

C10066 数据
Data

6 $22,415 二月/八月 033909D

C10066 电气
Electrical

6 $22,415 二月/八月 033909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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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所列费用仅适用于2021年，且每年可能有所增长。该公布费用按照每学期修24个学分计算。费用详情请参见悉尼科技大学的网站：uts.edu.au/future-students
* 5月份修读完IB文凭的申请者根据预测的IB成绩仅可被第2学期考虑录取（7月份开学）。11月份修读完IB文凭的申请者在正式的最终成绩公布后将会被考虑录取。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课程长度          

(学期)
课程费用

(澳元/学期)
开课学期

联邦政府招
收海外学生
院校及课程
注册(CRICOS)

编号

工程学（接上页）| ENGINEERING (CONTINUED)
C10066 电子

Electronic
6 $22,415 二月/八月 033909D

C10066 不限定专业
Flexible

6 $22,415 二月/八月 033909D

C10066 机械
Mechanical

6 $22,415 二月/八月 033909D

C10066 机电一体化
Mechatronic

6 $22,415 二月/八月 033909D

C10066 软件
Software

6 $22,415 二月/八月 033909D

双学位 | COMBINED DEGREES
C09070 工程学(荣誉)学士 | 商科学士

Bachelor of Engineering (Honours) | Bachelor of Business
10 $21,795 二月 084091G

C09074 工程学(荣誉)学士 | 医药科学学士
Bachelor of Engineering (Honours) | Bachelor of Medical Science

10 $21,795 二月 084095D

C09072 工程学(荣誉)学士 | 理学学士
Bachelor of Engineering (Honours) | Bachelor of Science

10 $21,795 二月 084093F

C09123 工程学(荣誉)学士 | 国际研究文学学士
Bachelor of Engineering (Honours) | Bachelor of Arts in International Studies

11 $21,795 二月 0100570

C10136 工程科学学士 | 法学学士
Bachelor of Engineering Science | Bachelor of Laws

11 $22,660 二月/八月 040713B

C09076 工程学（荣誉）学士 | 创意智能与创新学士
Bachelor of Engineering (Honours) | Bachelor of Creative Intelligence and 
Innovation

10 $21,795 二月 084097B

健康 | HEALTH
C10300 体育与运动科学学士

Bachelor of Sport and Exercise Science
6 $16,955 二月 080087C

C10301 体育与运动管理学学士
Bachelor of Sport and Exercise Management

6 $16,955 二月 080086D

C10122 护理学学士
Bachelor of Nursing

6 $19,980 二月 019877B

C10360 健康科学学士
Bachelor of Health Science 

6 $16,955 二月 088070C

荣誉学位课程 | HONOURS COURSES
C09018 护理学(荣誉)学士

Bachelor of Nursing (Honours)
2 $19,980 二月/七月 015936F

C09057 体育与运动科学(荣誉)学士
Bachelor of Sport and Exercise Science (Honours)

2 $16,955 二月 043289M

C09049 健康科学学士
Bachelor of Health Science (Honours) 

2 $16,955 二月/七月 098041C

双学位 | COMBINED DEGREES
C10302 体育与运动科学学士 | 国际研究文学学士

Bachelor of Sport and Exercise Science | Bachelor of Arts in International 
Studies

10 $16,955 二月 080084F

C10303 体育与运动管理学学士 | 国际研究文学学士
Bachelor of Sport and Exercise Management | Bachelor of Arts in International 
Studies

10 $16,955 二月 080085E

C10123 护理学学士 | 国际研究文学学士
Bachelor of Nursing | Bachelor of Arts in International Studies

10 $19,980 二月 026198M

C10328 体育与运动科学学士 | 创意智能与创新学士
Bachelor of Sport and Exercise Science | Bachelor of Creative Intelligence and 
Innovation

8 $16,955 二月 079758A

C10351 护理学学士 | 创意智能与创新学士
Bachelor of Nursing | Bachelor of Creative Intelligence and Innovation

8 $19,980 二月 08806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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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课程长度          

(学期)
课程费用

(澳元/学期)
开课学期

联邦政府招
收海外学生
院校及课程
注册(CRICOS)

编号

本科生课程信息表

信息技术 | INFORMATION TECHNOLOGY 
理学学士 | BACHELOR OF SCIENCE
C10148 信息技术

Information Technology 
6 $22,415 二月/八月 040941A

C10345 信息技术专业实践信息技术文凭
Information Technology Diploma i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Professional 
Practice

8 $22,415 二月/八月 084259M

C10229 游戏开发
Games Development

6 $22,415 二月 057197M

信息系统学士 | BACHELOR OF INFORMATION SYSTEMS 
C10395 信息系统学士学位

Information Systems
6 $22,415 二月/八月 0100483

计算机科学（荣誉）学士 | BACHELOR OF COMPUTING SCIENCE (HONOURS)
C09119 计算机科学（荣誉）

Computing Science (Honours)
8 $22,415 二月/八月 092896D

荣誉学位课程 | HONOURS COURSES
C09019 信息技术(荣誉)理学学士

Bachelor of Science (Honours) i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2 $22,415 二月/八月 046619G

双学位 | COMBINED DEGREES
C10219 商科学士 | 信息技术理学学士

Bachelor of Business | Bachelor of Science i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8 $22,415 二月 047835B

C10239 信息技术理学学士 | 国际研究文学学士
Bachelor of Science i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 Bachelor of Arts in 
International Studies

10 $22,415 二月 059726G

C10245 信息技术理学学士 | 法学学士
Bachelor of Science i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 Bachelor of Laws

10 $22,660 二月/八月 064382G

C10327 信息技术理学学士 | 创意智能与创新学士
Bachelor of Science i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 Bachelor of Creative 
Intelligence and Innovation

8 $22,415 二月 079757B

C10278 信息系统学士学位 | 商业学士学位
Bachelor of Information Systems Bachelor of Business

8 $22,415 二月 0100484

国际研究 | INTERNATIONAL STUDIES
C10264 国际研究学士

Bachelor of Global Studies
6 $17,360 二月/八月 063940A

双学位 – 国际研究文学学士 | COMBINED COURSE – BACHELOR OF ARTS IN INTERNATIONAL STUDIES
国际研究文学学士学位可与其他院系的学士学位相结合，组成双学位。如需了解更多信息，请查看相关合作学习区域中的课程列表。

法学 | LAW 
法学学士 | BACHELOR OF LAWS
C10124 法学

Law
8 $22,660 二月/八月 013614G

双学位 | COMBINED DEGREES
C10129 法学学士 | 国际研究文学学士

Bachelor of Laws | Bachelor of Arts in International Studies
10 $22,660 二月 026195C

C10125 商科学士 | 法学学士
Bachelor of Business | Bachelor of Laws

10 $22,660 二月/八月 008756B

C10136 工程科学学士 | 法学学士
Bachelor of Engineering Science | Bachelor of Laws

11 $22,660 二月/八月 040713B

C10131 医药科学学士 | 法学学士
Bachelor of Medical Science | Bachelor of Laws

10 $22,660 二月/八月 025797G

C10126 理学学士 | 法学学士
Bachelor of Science | Bachelor of Laws

10 $22,660 二月/八月 009473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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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所列费用仅适用于2021年，且每年可能有所增长。该公布费用按照每学期修24个学分计算。费用详情请参见悉尼科技大学的网站：uts.edu.au/future-students
* 5月份修读完IB文凭的申请者根据预测的IB成绩仅可被第2学期考虑录取（7月份开学）。11月份修读完IB文凭的申请者在正式的最终成绩公布后将会被考虑录取。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课程长度          

(学期)
课程费用

(澳元/学期)
开课学期

联邦政府招
收海外学生
院校及课程
注册(CRICOS)

编号

法学（接上页）| LAW (CONTINUED)
C10245 信息技术理学学士 | 法学学士

Bachelor of Science i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 Bachelor of Laws
10 $22,660 二月/八月 064382G

C10391 法医学学士 | 法学学士
Bachelor of Forensic Science | Bachelor of Laws

10 $22,660 二月/八月 092384F

C10386 经济学学士 | 法学学士
Bachelor of Economics | Bachelor of Laws

10 $22,660 二月/八月 092380K

C10338 法律学士 | 创意智能与创新学士
Bachelor of Laws | Bachelor of Creative Intelligence and Innovation

8 $22,660 二月 079765B

双学位 — 传播学学士与法学学士 | COMBINED DEGREES – BACHELOR OF COMMUNICATION AND BACHELOR OF LAWS
C10378 创意写作

Creative Writing
10 $22,660 二月/八月 087782A

C10379 数字与社交媒体
Digital and Social Media

10 $22,660 二月/八月 087783M

C10380 新闻学
Journalism

10 $22,660 二月/八月 087786G

C10381 媒体艺术与创作
Media Arts and Production

10 $22,660 二月/八月 087787G

C10382 公共传播学
Public Communication

10 $22,660 二月/八月 087788F

C10383 社会和政治科学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s

10 $22,660 二月/八月 087789E

理学 | SCIENCE
C10115 生物医学学士

Bachelor of Biomedical Science
6 $20,650 二月/八月 026805D

C10172 生物技术学士
Bachelor of Biotechnology

6 $20,650 二月/八月 026806C

C10387 法医学学士
Bachelor of Forensic Science 

6 $20,650 二月/八月 092381J

C10384 分析学理学学士
Bachelor of Science in Analytics

6 $19,365 二月/八月 088438J

C10184 医学学士
Bachelor of Medical Science

6 $20,650 二月/八月 023607A

C10228 海洋生物学学士
Bachelor of Marine Biology

6 $20,650 二月/八月 079735G

C10223 环境生物学学士
Bachelor of Environmental Biology

6 $20,650 二月/八月 079561C

C10275 医学化学学士
Bachelor of Medicinal Chemistry

6 $20,650 二月/八月 084274A

C10346 生物医学物理学学士
Bachelor of Biomedical Physics

6 $20,650 二月/八月 084271D

高级理学学士 | BACHELOR OF ADVANCED SCIENCE
C10347 环境工程与生物技术

Environmental Biotechnology
6 $20,950 二月 084270E

C10347 医学预科
Pre-Medicine

6 $20,950 二月/八月 084270E

C10347 药物科学
Pharmaceutical Sciences

6 $20,950 二月 084270E

理学学士 | BACHELOR OF SCIENCE
C10242 化学

Chemistry
6 $20,650 二月/八月 040705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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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课程长度          

(学期)
课程费用

(澳元/学期)
开课学期

联邦政府招
收海外学生
院校及课程
注册(CRICOS)

编号

本科生课程信息表

理学（接上页）| SCIENCE (CONTINUED)
C10242 应用物理

Applied Physics
6 $20,650 二月/八月 040705B

C10242 生物医学
Biomedical Science

6 $20,650 二月/八月 040705B

C10242 生物技术
Biotechnology

6 $20,650 二月/八月 040705B

C10242 环境科学
Environmental Sciences 

6 $20,650 二月/八月 040705B

C10242 数学
Mathematics

6 $20,650 二月/八月 040705B

C10242 医药科学
Medical Science

6 $20,650 二月/八月 040705B

C10242 纳米技术
Nanotechnology 

6 $20,650 二月/八月 040705B

C10242 统计学
Statistics

6 $20,650 二月/八月 040705B

C10242 不限定专业
No specified major

6 $20,650 二月/八月 040705B

荣誉学位课程 | HONOURS COURSES
C09020 数学(荣誉)理学学士

Bachelor of Science (Honours) in Mathematics
2 $20,650 二月/八月 017876G

C09099 分析学（荣誉）理学学士
Bachelor of Science (Honours) in Analytics

2 $19,980 二月/八月 088440D

C09022 生物技术(荣誉)学士
Bachelor of Biotechnology (Honours)

2 $20,650 二月/八月 043283F

C09023 生物医药科学(荣誉)理学学士
Bachelor of Science (Honours) in Biomedical Science

2 $20,650 二月/八月 043284E

C09026 应用化学(荣誉)理学学士
Bachelor of Science (Honours) in Applied Chemistry

2 $20,650 二月/八月 040707M

C09029 环境科学(荣誉)理学学士
Bachelor of Science (Honours) in Environmental Science

2 $20,650 二月/八月 022683G

C09031 医药科学(荣誉)学士
Bachelor of Medical Science (Honours)

2 $20,650 二月/八月 040706A

C09035 应用物理学(荣誉)理学学士
Bachelor of Science (Honours) in Applied Physics

2 $20,650 二月/八月 040708K

C09046 纳米技术(荣誉)理学学士
Bachelor of Science (Honours) in Nanotechnology

2 $20,650 二月/八月 059184M

C09100 法医学学士(荣誉)
Bachelor of Forensic Science (Honours)

2 $20,650 二月/八月 092385E

C09078 生物医学物理(荣誉)学士
Bachelor of Biomedical Physics (Honours)

2 $20,650 二月/八月 084272C

C09077 医药化学(荣誉)学士
Bachelor of Medicinal Chemistry (Honours)

2 $20,650 二月/八月 084273B

双学位 | COMBINED DEGREES
C10169 生物技术学士 | 商科学士

Bachelor of Biotechnology | Bachelor of Business
8 $20,650 二月/八月 041436K

C10388 法医学学士 | 国际研究文学学士
Bachelor of Forensic Science | Bachelor of Arts in International Studies

10 $20,650 二月 092382G

C10385 分析学理学学士 | 国际研究文学学士
Bachelor of Science in Analytics | Bachelor of Arts in International Studies

10 $19,365 二月 088439G

C10167 医药科学学士 | 国际研究文学学士
Bachelor of Medical Science | Bachelor of Arts in International Studies

10 $20,650 二月 043287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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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所列费用仅适用于2021年，且每年可能有所增长。该公布费用按照每学期修24个学分计算。费用详情请参见悉尼科技大学的网站：uts.edu.au/future-students
* 5月份修读完IB文凭的申请者根据预测的IB成绩仅可被第2学期考虑录取（7月份开学）。11月份修读完IB文凭的申请者在正式的最终成绩公布后将会被考虑录取。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课程长度          

(学期)
课程费用

(澳元/学期)
开课学期

联邦政府招
收海外学生
院校及课程
注册(CRICOS)

编号

理学（接上页）| SCIENCE (CONTINUED)
C10163 医药科学学士 | 商科学士

Bachelor of Medical Science | Bachelor of Business
8 $20,650 二月/八月 040712C

C10243 理学学士 | 国际研究文学学士
Bachelor of Science | Bachelor of Arts in International Studies

10 $20,650 二月 026202J

C10162 理学学士 | 商科学士
Bachelor of Science | Bachelor of Business

8 $20,650 二月/八月 032310K

C09072 工程学(荣誉)学士 | 理学学士
Bachelor of Engineering (Honours) |  Bachelor of Science

10 $21,795 二月 084093F

C09074 工程学(荣誉)学士 | 医药科学学士
Bachelor of Engineering (Honours) | Bachelor of Medical Science

10 $21,795 二月 084095D

C10126 理学学士 | 法学学士
Bachelor of Science | Bachelor of Laws

10 $22,660 二月/八月 009473E

C10131 医药科学学士 | 法学学士
Bachelor of Medical Science | Bachelor of Laws

10 $22,660 二月/八月 025797G

C10391 法医学学士 | 法学学士
Bachelor of Forensic Science | Bachelor of Laws

10 $22,660 二月/八月 092384F

C10330 理学学士 | 创意智能与创新学士
Bachelor of Science | Bachelor of Creative Intelligence and Innovation

8 $20,650 二月 079759M

C10389 法医学学士 | 创意智能与创新学士
Bachelor of Forensic Science | Bachelor of Creative Intelligence and Innovation

8 $20,650 二月 092383G

C10352 高级理学学士 | 创意智能与创新学士
Bachelor of Advanced Science | Bachelor of Creative Intelligence and 
Innovation

8 $20,950 二月 088064A

C10353 生物医学物理学士 | 创意智能与创新学士
Bachelor of Biomedical Physics | Bachelor of Creative Intelligence and 
Innovation

8 $20,650 二月 088065M

C10354 医学化学学士 | 创意智能与创新学士
Bachelor of Medicinal Chemistry | Bachelor of Creative Intelligence and 
Innovation

8 $20,650 二月 088066K

跨学科创新 | TRANSDISCIPLINARY INNOVATION 
双学位 - 创意智能与创新学士 | COMBINED COURSE – BACHELOR OF CREATIVE INTELLIGENCE AND INNOVATION
创意智能与创新学士学位可与其他院系的学士学位相结合，组成双学位。如需了解更多信息，请查看相关合作学习区域中的课程列表。
双学位 - 创新文凭 | COMBINED COURSE – DIPLOMA IN INNOVATION
创新文凭（C20060）可与其他院系的学士学位相结合。该课程不提供独立学位，必须同时修读悉尼科技大学的一个本科授课式学位，要求提交直接申请表。

悉尼科技大学在澳大利亚境外开设的课程 | STUDY ABROAD PROGRAM
C50006 国际交流生本科课程(1学期)

Study Abroad Undergraduate Program (1 session)
1 $10,500 二月/八月 n/a

C50006 国际交流生本科课程(2学期)
Study Abroad Undergraduate Program (2 sessions)

2 $10,500 二月/八月 n/a

C50009 澳大利亚语言和文化研究课程(1学期)
Australian Language and Culture Studies Program (1 session)

1 $10,500 二月 n/a

C50009 澳大利亚语言和文化研究课程(2学期)
Australian Language and Culture Studies Program (2 sessions)

2 $10,500 二月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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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课程长度          

(学期)
课程费用

(澳元/学期)
开课学期

联邦政府招
收海外学生
院校及课程
注册(CRICOS)

编号

本科生课程信息表

商科 | BUSINESS 
研究生证书课程 | GRADUATE CERTIFICATES
C11008 工商管理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1  $21,375 二月/八月 018156K

C11027 金融学
Finance

1  $21,795 二月/八月 020212M

C11015 财务分析
Financial Analysis

1  $21,375 二月/八月 022411K

C11198 人力资源管理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1 $21,375 二月/八月 055278D

C11021 管理学
Management

1 $21,375 二月/八月 016932B

C11206 专业会计
Professional Accounting

1 $21,375 二月/八月 061284M

C11199 策略性供应链管理
Strategic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1 $21,375 二月/八月 055277E

C11024 非盈利与社会企业管理
Not-for-Profit and Social Enterprise Management

1 $17,195 二月/八月 0101002

C11269 商务实践
Business Practice 

1* $21,795 二月 098169J

C11282 市场营销学
Marketing 

1 $21,375 二月/八月 098049F

C11280 商务分析 
Business Analytics 

1  $21,375 二月/八月 0100400

C11300 企业融入和职业过渡 
Business Immersion and Career Transition 

1  $21,375 二月/八月 0101001 

C11037 体育管理
Sport Management

1  $17,195 二月/八月 0101003 

C11038 会展管理
Event Management 

1  $17,195 二月/八月 0101004

研究生文凭课程 | GRADUATE DIPLOMAS
C06009 工商管理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2 $21,375 二月/八月 001102G

C06017 会展管理
Event Management

2 $17,195 二月/八月 046112A

C07018 管理学
Management

2 $21,375 二月/八月 009678C

C07019 非盈利与社会企业管理
Not-for-Profit and Social Enterprise Management

2 $17,195 二月/八月 032341C

C07029 体育管理
Sport Management

2 $17,195 二月/八月 014223C

C07113 人力资源管理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2 $21,375 二月/八月 055276F

C07129 策略性供应链管理
Strategic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2 $21,375 二月/八月 055275G

C07021 金融学
Finance

2 $21,795 二月/八月 020210B

C07012 财务分析
Financial Analysis

2 $21,375 二月/八月 020411D

C07135 市场营销学
Marketing

2 $21,375 二月/八月 098048G

授课型硕士学位课程 | MASTER’S DEGREES BY COURSEWORK
C04018 工商管理硕士(MBA)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MBA)
4 $21,375 二月/八月 025004A

C04304 创业学工商管理硕士(MBAe)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in Entrepreneurship (MBAe)

2** $21,795 二月 087948F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课程长度          

(学期)
课程费用

(澳元/学期)
开课学期

联邦政府招收
海外学生院校
及课程
注册(CRICOS)
编号

*本课程的学制为0.5年，包括一个标准学期和两节短期教学课。该课程包含一个非标准学分。
** 该课程为期一年，包括两个标准学期和一个夏季学期。该课程包含一个非标准学分。

研究生课程信息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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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课程长度          

(学期)
课程费用

(澳元/学期)
开课学期

联邦政府招
收海外学生院
校及课程
注册(CRICOS)
编号

注：所列费用仅适用于2021年，且每年可能有所增长。该公布费用按照每学期修24个学分计算。费用详情请参见悉尼科技大学的网站：uts.edu.au/future-students

商科 | BUSINESS 
研究生证书课程 | GRADUATE CERTIFICATES
C11008 工商管理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1 $20,955 二月/八月 018156K

C11027 金融学
Finance

1 $20,555 二月/八月 020212M

C11015 财务分析
Financial Analysis

1 $20,555 二月/八月 022411K

C11198 人力资源管理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1 $20,555 二月/八月 055278D

C11021 管理学

Management

1 $20,555 二月/八月 016932B

C11206 专业会计
Professional Accounting

1 $20,555 二月/八月 061284M

C11199 策略性供应链管理
Strategic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1 $20,555 二月/八月 055277E

C11269 商务实践
Business Practice 

1* $20,955 二月 098169J

C11282 市场营销学
Marketing 

1 $20,555 二月/八月 098049F

研究生文凭课程 | GRADUATE DIPLOMAS
C06009 工商管理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2 $20,955 二月/八月 001102G

C06017 会展管理
Event Management

2 $16,535 二月/八月 046112A

C07018 管理学
Management

2 $20,555 二月/八月 009678C

C07019 非盈利与社会企业管理
Not-for-Profit and Social Enterprise Management

2 $16,535 二月/八月 032341C

C07029 体育管理
Sport Management

2 $16,535 二月/八月 014223C

C07113 人力资源管理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2 $20,555 二月/八月 055276F

C07129 策略性供应链管理
Strategic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2 $20,555 二月/八月 055275G

C07021 金融学
Finance

2 $20,555 二月/八月 020210B

C07012 财务分析
Financial Analysis

2 $20,555 二月/八月 020411D

C07135 市场营销学
Marketing

2 $20,555 二月/八月 098048G

授课型硕士学位课程 | MASTER’S DEGREES BY COURSEWORK
C04018 工商管理硕士(MBA)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MBA)
4 $20,955 二月/八月 025004A

C04304 创业学工商管理硕士(MBAe)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in Entrepreneurship (MBAe)

2* $20,955 三月 087948F

C04038 财务分析
Financial Analysis

3 $20,555 二月/八月 036577F

C04285 会展管理
Event Management 

3 $16,535 二月/八月 084673G

C04038 财务分析
Financial Analysis

3 $21,375 二月/八月 036577F

C04324 策略性供应链管理
Strategic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3 $21,375 二月/八月 084678C

C04285 会展管理
Event Management 

3 $17,195 二月/八月 084673G

C04368 会展管理延伸课程
Event Management Extension 

4 $17,195 二月/八月 096871C

C04048 金融学
Finance

3 $21,795 二月/八月 036581K

C04258 金融学延伸课程
Finance Extension

4 $21,795 二月/八月 077375K

C04260 人力资源管理延伸课程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Extension

4 $21,375 二月/八月 077380B

C04259 管理学延伸课程
Management Extension

4 $21,375 二月/八月 077377G

C04288 非盈利与社会企业管理
Not-for-Profit and Social Enterprise Management

3 $17,195 二月/八月 084676E

C04371 非盈利与社会企业管理延伸课程
Not-for-Profit and Social Enterprise Management Extension

4 $17,195 二月/八月 096873A

C04238 专业会计
Professional Accounting

3 $21,375 二月/八月 061285K

C04237 专业会计延伸课程
Professional Accounting Extension

4 $21,375 二月/八月 061286J

C04290 体育管理
Sport Management

3 $17,195 二月/八月 084677D

C04369 体育管理延伸课程
Sport Management Extension 

4 $17,195 二月/八月 096872B

C04325 策略性供应链管理延伸课程
Strategic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Extension

4 $21,375 二月/八月 082831D

C04367 高级工商管理硕士
Advanced Maste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2*** $21,795 二月 098170E

C04383 市场营销学（延伸课程）
Marketing (Extension) 

4 $21,375 二月/八月 098042B

C04382 市场营销学
Marketing

3 $21,375 二月/八月 098047G

C04382 市场营销学
Marketing

3** $21,375 一月 099413E

C04286 人力资源管理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3 $21,375 二月/八月 084674G

C04287 管理学
Management

3 $21,375 二月/八月 084675F

C04380 商务分析 
Business Analytics 

3  $21,375 二月/八月 0100398

C04379 商务分析延伸课程 
Business Analytics Extension 

4  $21,375 二月/八月 0100411

哲学博士 | DOCTOR OF PHILOSOPHY
C02048 哲学博士

Doctor of Philosophy
8 $18,435 一月/七月 058221G

C02058 哲学博士(经济学)
Doctor of Philosophy [Economics]

8 $18,435 七月 085255G

商科（接上页）| BUSINESS (CONTINUED)

**    本课程的学制为1年，包含两个标准学期和一个夏季学期。该课程包含一个非标准学分。
*** 本课程的学制为1年，包含两个标准学期和6个短期教学期。该课程包含一个非标准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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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学 | COMMUNICATION 
研究生证书课程 | GRADUATE CERTIFICATE
C11289 媒体实践和产业

Media Practice and Industry
1 $19,165 二月/八月 098416K

研究生文凭课程 | GRADUATE DIPLOMAS
C06104 高级新闻学

Advanced Journalism
2 $17,865 二月/八月 092501F

C06041 创意写作
Creative Writing

2 $16,605 二月/八月 032361K

C06119 体育媒体
Sports Media

2 $16,955 二月/八月 092502E

C06129 战略传播学
Strategic Communication 

2 $16,605 二月/八月 098388J

授课型硕士学位课程 | MASTER’S DEGREES BY COURSEWORK
C04321 高级新闻学

Advanced Journalism
3 $17,965 二月/八月 092500G

C04397 高级新闻学（延伸课程）硕士
Master of Advanced Journalism (Extension)

4 $17,965 二月/八月 099639J

C04394 媒体实践和产业
Media Practice and Industry

3 $19,165 二月/八月 098414A

C04385 战略传播学
Strategic Communication

3 $16,605 二月/八月 098387K

C04384 战略传播学执行硕士
Executive Master of Strategic Communication

3* $16,605 二月/八月 098386M

授课型艺术硕士课程 | MASTER OF ARTS BY COURSEWORK
C04109 创意写作

Creative Writing
3 $16,605 二月/八月 032331E

研究型艺术硕士课程 | MASTER OF ARTS BY RESEARCH
C03067 国际传播学（研究型）

Communication, International (Research) 
4  $14,685 一月/七月 102187B

哲学博士 | DOCTOR OF PHILOSOPHY
C02070 哲学博士（国际传播学）

Doctor of Philosophy (Communication, International) 
8  $14,685 一月/七月 102186C

设计、建筑设计与建筑学 | DESIGN, ARCHITECTURE AND BUILDING 
研究生证书课程 | GRADUATE CERTIFICATES
C11215 地方政府领导学

Local Government Leadership
1 $12,770 二月/八月 087649F

C11270 规划学
Planning 

1 $17,195 二月/八月 096458E

C11005 项目管理
Project Management

1 $17,195 二月/八月 088437K

C11271 物业发展
Property Development

1 $17,195 二月/八月 096459D

C11257 社会与服务设计
Social and Service Design

1 $17,195 八月 093568A

C11275 景观设计学
Landscape Architecture

1 $20,230 二月 098384B

研究生文凭课程 | GRADUATE DIPLOMAS
C06121 应用政策学

Applied Policy
2 $17,195 二月/八月 094554K

C06033 地方政府领导学
Local Government Management

2 $12,770 二月/八月 087648G

C06006 物业发展
Property Development

2 $17,195 二月/八月 066575D

* 本课程的学制为1年，包含两个标准学期和一个非标准教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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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6125 景观设计学
Landscape Architecture

2 $20,230 二月 098385A

C06126 建筑管理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2 $17,195 二月 098505J

授课型硕士学位课程 | MASTER’S DEGREES BY COURSEWORK
C04323 应用政策学

Applied Policy
3 $17,195 二月/八月 094553M

C04235 建筑学
Architecture

4 $20,230 二月/八月 061397B

C04243 设计学
Design

3 $19,980 二月/八月 071751F

C04270 景观设计学
Landscape Architecture

4 $20,230 二月 080271C

C04257 地方政府学
Local Government

3 $12,770 二月/八月 087647G

C04007 规划学
Planning

3 $17,195 二月/八月 064794J

C04006 项目管理
Project Management

3 $17,195 二月/八月 001099J

C04008 房地产开发
Property Development

3 $17,195 二月/八月 019745C

C04315 房地产开发与投资
Property Development and Investment

4 $17,865 二月/八月 089510J

C04316 房地产开发与规划
Property Development and Planning

4 $17,195 二月/八月 089509B

C04317 房地产开发与项目管理
Property Development and Project Management

4 $17,195 二月/八月 089508C

C04294 房地产投资
Real Estate Investment

3 $17,865 二月/八月 084258A

研究型硕士学位课程 | MASTER’S DEGREES BY RESEARCH
C03001 建筑学(研究型)

Architecture (Research)
4 $15,875 一月/七月 008672F

C03002 建筑环境(研究型)
Built Environment (Research)

4 $15,875 一月/七月 008674D

C03012 设计学(研究型)
Design (Research)

4 $15,875 一月/七月 030867M

哲学博士 | DOCTOR OF PHILOSOPHY
C02001 哲学博士

Doctor of Philosophy
8 $15,875 一月/七月 032316D

教育学 | EDUCATION 
研究生证书课程 | GRADUATE CERTIFICATE
C11254 应用语言学与对外英语教学

Applied Linguistics and TESOL
1 $16,220 二月/七月 088014M

研究生文凭课程 | GRADUATE DIPLOMA
C06116 应用语言学与对外英语教学

Applied Linguistics and TESOL
2 $16,220 二月/七月 088013A

授课型硕士学位课程 | MASTER’S DEGREES BY COURSEWORK
C04305 应用语言学与对外英语教学

Applied Linguistics and TESOL
3 $16,220 二月/七月 088012B

C04307 教育(学习与领导力)
Education (Learning and Leadership)

3 $16,220 二月/七月 087992B

C04255 中等教育教学
Teaching in Secondary Education

4 $13,805 二月 080952M

设计、建筑设计与建筑学（接上页）| DESIGN, ARCHITECTURE AND BUILDING (CONTINU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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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学 | EDUCATION （接上页）
研究型学位 | RESEARCH DEGREES
C03066 文学硕士（研究型）（教育学）

Master of Arts (Research) (Education) 
4  $14,685 一月/七月 102189M

C02069 哲学博士（教育学）
Doctor of Philosophy(Education) 

8 $14,685 一月/七月 102188A

工程学 | ENGINEERING 
研究生证书课程 | GRADUATE CERTIFICATES
C11236 工程学

Engineering
1 $20,650 二月/八月 081083K

C11239 工程管理
Engineering Management

1 $20,230 二月/八月 081085G

C11238 工程研究
Engineering Studies

1 $20,650 二月/八月 081084J

C11237 环境工程管理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Management

1 $20,230 二月/八月 081086G

授课型硕士学位课程 | MASTER’S DEGREES BY COURSEWORK
C04275 工程管理

Engineering Management
3 $20,230 二月/八月 081088E

C04277 以下专业的工程学延伸课程：
- 生物医学工程
- 土木工程
- 计算机控制工程
- 网络安全
- 电能系统
- 环境工程
- 岩土工程
- 制造工程与管理　
- 运营学
- 机器人学
- 软件系统工程
- 结构工程
- 通信和电子
- 水利工程
- 不限定专业
Engineering Extension in: 
- Biomedical Engineering 
- Civil Engineering 
- Computer Control Engineering 
- Cyber Security  
- Electrical Energy Systems 
-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 Geotechnical Engineering 
- Manufacturing Engineering and  Management 
- Operations 
- Robotics  
- Software Systems Engineering 
- Structural Engineering 
- Telecommunications and Electronics  
- Water Engineering 
- No Specified Major

4 $20,650 二月/八月 081094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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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4271 以下专业的工程硕士：
- 生物医学工程
- 土木工程
- 计算机控制工程
- 网络安全
- 电力能源系统
- 环境工程
- 岩土工程
- 制造工程与管理　
- 运营学
- 机器人学
- 软件系统工程
- 结构工程
- 通信和电子
- 水利工程
- 不限定专业
Engineering in: 
- Biomedical Engineering 
- Civil Engineering 
- Computer Control Engineering 
- Cyber Security  
- Electrical Energy Systems 
-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 Geotechnical Engineering 
- Manufacturing Engineering and  Management 
- Operations 
- Robotics  
- Software Systems Engineering 
- Structural Engineering 
- Telecommunications and Electronics  
- Water Engineering 
- No Specified Major

3 $20,650 二月/八月 081087F

C04272 环境工程管理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Management

3 $20,230 二月/八月 081089D

C04273 工程硕士 | 工程管理硕士
Master of Engineering | Master of Engineering Management
以下专业的工程管理课程：
- 生物医学工程
- 土木工程
- 计算机控制工程
- 网络安全
- 电力能源系统
- 环境工程
- 岩土工程
- 制造工程与管理　
- 机器人学
- 软件系统工程
- 结构工程
- 通信和电子
- 水利工程
- 不限定专业
Management in:
- Biomedical engineering 
- Civil Engineering 
- Computer Control Engineering 
- Cyber Security Engineering
- Electrical Energy Systems 
-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 Geotechnical Engineering,
- Manufacturing Engineering and Management 
- Robotics 
- Software Systems Engineering
- Structural Engineering 
- Telecommunications and Electronics 
- Water Engineering 
- No Specified Major

4 $20,650 二月/八月 081095F

C04274 工程管理硕士 | 工商管理硕士
Master of Engineering Management | Maste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4 $20,230 二月/八月 081096E

工程学（接上页）| ENGINEERING (CONTINU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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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4309 以下专业的工程硕士：
- 生物医学工程
- 土木工程
- 网络安全
- 机械工程
- 机器人学
- 电力能源系统
- 通信和电子
 Professional Engineering in: 
- Biomedical Engineering 
- Civil Engineering 
- Cyber Security  
- Mechanical Engineering 
- Robotics
-Electrical Energy Systems
-Telecommunications and Electronics 

$20,650 二月/八月 088084G

研究型工程学硕士课程 | MASTER OF ENGINEERING BY RESEARCH
C03017 工程学(研究型)

Engineering (Research)
4 $20,230 一月/七月 009468B

哲学博士 | DOCTOR OF PHILOSOPHY
C02018 哲学博士(工程学)

Doctor of Philosophy (Engineering)
8 $20,230 一月/七月 036570B

健康 | HEALTH
研究生证书课程 | GRADUATE CERTIFICATES
C11267 高性能运动

High Performance Sport
1  $18,435 二月/八月 N/A^

研究生文凭课程 | GRADUATE DIPLOMAS
C07044 高级护理学

Advanced Nursing
2 $18,435 二月/八月 000360J

C07048 健康服务管理
Health Services Management

2 $18,435 二月/八月 040692B

C07126 公共健康
Public Health 

2 $18,435 二月/八月 088082K

C07130 高性能运动
High Performance Sport 

2  $18,435 二月/八月 N/A^

授课型硕士学位课程 | MASTER’S DEGREE BY COURSEWORK
C04246 高级健康服务管理

Advanced Health Services Management
4 $18,435 二月/八月 071627K

C04140 健康服务管理
Health Services Management

3 $18,435 二月/八月 040694M

C04302 公共健康
Public Health

3 $18,435 二月/八月 088081M

C04303 公共健康(高级)
Public Health (Advanced)

4 $18,435 二月/八月 088080A

C04228 高级护理学：
-领导与管理
-健康研究
-急症护理
-安全与质量
-糖尿病
-慢性和复杂护理
-初级健康护理
-教育学
-无专业
Advanced Nursing:
-Leadership and Management
-Health Research 
-Acute Care
-Safety and Quality
-Diabetes
-Chronic and Complex Care
-Primary Health Care
-Education
-No Major

3 $18,435 二月/八月 055628J

^ 该课程仅提供远程教学。就读本课程的学生无法获得在澳大利亚学习的学生签证。

工程学（接上页）| ENGINEERING (CONTINU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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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4362 高性能运动
High Performance Sport 

3  $18,435 二月/八月 N/A^

研究型硕士学位课程 | MASTER’S DEGREES BY RESEARCH
C03050 健康服务(研究型）

Health Services (Research)
4  $18,435 一月/七月 055629G

C03049 助产学(研究型)
Midwifery (Research)

4  $18,435 一月/七月 052680G

C03048 护理学(研究型)
Nursing (Research)

4  $18,435 一月/七月 052679M

C03055 体育与运动(研究型)
Sport and Exercise (Research)

4  $18,435 一月/七月 032336M

C03065 原住民健康（研究型）
Indigenous Health (Research) 

4  $17,195 一月/七月 0100293

哲学博士 | DOCTOR OF PHILOSOPHY
C02024 哲学博士(护理学、助产学、健康)

Doctor of Philosophy (Nursing, Midwifery, Health)
8  $18,435 一月/七月 032320G

C02061 哲学博士(公共健康)
Doctor of Philosophy (Public Health)

8  $18,435 一月/七月 088974G

C02057 哲学博士(体育与运动)
Doctor of Philosophy (Sport and Exercise)

8  $18,435 一月/七月 085405J

C02068 哲学博士（原住民健康）
Doctor of Philosophy (Indigenous Health)

8  $17,195 一月/七月 0100292

健康学院研究生课程 | GRADUATE SCHOOL OF HEALTH 
研究生证书课程 | GRADUATE CERTIFICATES
C11249 生产质量管理规范

Good Manufacturing Practice
1 $17,195 二月 084261F

研究生文凭课程 | GRADUATE DIPLOMAS
C06115 生产质量管理规范

Good Manufacturing Practice
2 $17,195 二月/七月 084262E

授课型硕士学位课程 | MASTER’S DEGREES BY COURSEWORK
C04252 药剂学

Pharmacy 
4* $21,795 二月 074915M

C04300 临床心理学
Clinical Psychology

4 $21,375 二月 084263D

C04301 生产质量管理规范
Good Manufacturing Practice

4 $17,195 二月/七月 084264C

C04299 视觉矫正
Orthoptics

4 $20,950 二月 084265B

C04395 药剂学(国际)
Pharmacy (International) 

6** $21,795 二月 098389G

C04306 物理疗法
Physiotherapy

4 $28,735 二月 091975B

C04386 言语病理学
Speech Pathology

4 $27,620 二月 098167M

C04374 遗传咨询
Genetic Counselling 

4 $26,035 二月 098052M

研究型硕士学位课程 | MASTER’S DEGREES BY RESEARCH
C03056 视觉矫正(研究型)

Orthoptics (Research)
4 $17,195 一月/七月 086292E

C03054 医药科学(研究型)
Pharmaceutical Sciences (Research)

4 $17,195 一月/七月 076139G

C03053 药剂学(研究型)
Pharmacy (Research)

4 $17,195 一月/七月 076138J

健康学院研究生课程（接上页）| GRADUATE SCHOOL OF HEALTH  (CONTINUED)

^该课程仅提供远程教学。就读本课程的学生无法获得在澳大利亚学习的学生签证。*该课程是强化两年制学位课程。包含4个标准学期、1个短期教学期和1个准标准教学期。除了学习
期间的课程作业外，在学习期间学生还需要参加每周的临床实习，并在期中假期时参加在诊所的集中实习。该课程包含一个非标准学分。**该课程是两年制的强化课程。包含6个标准学
期、1个短期教学期和1个夏季学期。除了学习期间的课程作业外，在学习期间学生还需要参加每周的临床实习，并在期中假期时参加在诊所的集中实习。该课程包含一个非标准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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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3059 物理疗法(研究型)
Physiotherapy (Research)

4 $17,195 一月/七月 091974C

C03062 语音和语言科学（研究型）
Speech and Language Sciences (Research)

4 $17,195 一月/七月 098382D

C03061 遗传咨询（研究型）
Genetic Counselling (Research)

4 $17,195 一月/七月 098375C

哲学博士 | DOCTOR OF PHILOSOPHY
C02060 哲学博士(临床心理学)

Doctor of Philosophy (Clinical Psychology)
8 $17,195 一月/七月 086293D

C02059 哲学博士(视觉矫正)
Doctor of Philosophy (Orthoptics)

8 $17,195 一月/七月 086294C

C02056 哲学博士(药剂学)
Doctor of Philosophy (Pharmacy)

8 $17,195 一月/七月 074603E

C02063 哲学博士(物理疗法)
Doctor of Philosophy (Physiotherapy)

8 $17,195 一月/七月 091973D

C02066 哲学博士（语音和语言科学）
Doctor of Philosophy (Speech Pathology)

8 $17,195 一月/七月 098383C

C02065 哲学博士（遗传咨询）
Doctor of Philosophy (Genetic Counselling)

8 $17,195 一月/七月 098404C

 信息技术 | INFORMATION TECHNOLOGY 
研究生证书课程 | GRADUATE CERTIFICATES
C11142 信息技术

Information Technology
1 $22,660 二月/八月 084251G

C11145 网络互连
Internetworking

1 $24,055 二月/八月 063424K

C11247 信息技术研究
Information Technology Studies

1 $22,660 二月/八月 084252G

C11296 信息系统
Information Systems 

1  $21,795 二月/八月 0100828

C11301 技术
Technology 

1  $22,660 二月/八月 0101142

C11298 专业实践
 Professional Practice 

1  $22,660 二月/八月 0101146

研究生文凭课程 | GRADUATE DIPLOMAS

C06137 技术
Technology

2  $22,660 二月/八月 0101143

C06136 专业实践
Professional Practice 

2  $22,660 二月/八月 0101147

授课型硕士学位课程 | MASTER’S DEGREES BY COURSEWORK
C04295 信息技术

Information Technology
4  $22,660 二月/八月 084256C

C04296 信息技术(延伸课程)
Information Technology (Extension)

4  $21,795 二月/八月 084254E

C04222 交互设计
Interaction Design

3 $22,660 二月/八月 096325G

C04234 交互设计(延伸课程)
Interaction Design (Extension) 

4 $22,660 二月/八月 096324G

C04405 信息系统
Information Systems 

3  $21,795 二月/八月 0100830

C04401 信息系统(延伸课程)
Information Systems (Extension) 

4  $21,795 二月/八月 0100831

C04406 技术
Technology

3  $22,660 二月/八月 0101144

健康学院研究生课程（接上页） | GRADUATE SCHOOL OF H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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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4404 专业实践
Professional Practice  

3  $22,660 二月/八月 0101148

授课型理学硕士学位课程 | MASTER OF SCIENCE BY COURSEWORK
C04160 网络互连

Internetworking
3 $24,055 二月/八月 043341A

C04224 网络互连(延伸课程)
Internetworking (Extension)

4 $24,055 二月/八月 055279C

研究型理学硕士学位课程 | MASTER OF SCIENCE BY RESEARCH
C03051 分析学(研究型)

Analytics (Research)
4 $18,660 一月/七月 075277F

C03025 计算机科学(研究型)
Computing Sciences (Research)

4 $18,660 一月/七月 001121E

哲学博士 | DOCTOR OF PHILOSOPHY
C02047 计算机系统

Computer Systems
8 $18,660 一月/七月 058666A

C02029 信息系统、软件工程学、分析学
Information Systems, Software Engineering, Analytics

8 $18,660 一月/七月 009469A

国际研究 | INTERNATIONAL STUDIES 
研究型硕士学位课程 | MASTER’S DEGREE BY RESEARCH
C03067 国际传播学（研究型）

Communication, International (Research) 
4 $14,685 一月/七月 102187B

哲学博士 | DOCTOR OF PHILOSOPHY
C02070 哲学博士（国际传播学）

Doctor of Philosophy (Communication, International) 
8 $14,685 一月/七月 102186C

法学 | LAW 
研究生证书课程 | GRADUATE CERTIFICATES
C11211 澳大利亚法律

Australian Law
1 $24,545 二月/八月 064381G

C11229 知识产权
Intellectual Property

1 $23,580 二月/八月/
十一月

不适用^

C11265 法学
Laws 

1 $23,580 二月/八月/
十一月 

095711E

C11264 法律研究
Legal Studies

1 $24,545 二月/八月 095712D

C11232 专业法律实践
Professional Legal Practice

1* $20,950 二月/八月 077342G

C11130 商标法与实践
Trade Mark Law and Practice

1 $23,580 二月/八月/
十一月 

不适用^

研究生文凭课程 | GRADUATE DIPLOMAS
C07073 澳大利亚法律

Australian Law
2 $24,545 二月/八月 016613F

C06099 知识产权
Intellectual Property

2 $23,580 二月/八月/
十一月

不适用^

C07122 法律研究
Legal Studies

2 $24,545 二月/八月 080597C

C06122 移民法与实践
Migration Law and Practice 

2 $21,795 二月/八月/
十一月

不适用^

授课型硕士学位课程 | MASTER’S DEGREES BY COURSEWORK
C04251 知识产权

Intellectual Property
3 $23,580 二月/八月/

十一月
不适用^

C04143 法学
Laws

2 $23,580 二月/八月/
十一月

001125A

信息技术（接上页） | INFORMATION TECHNOLOGY 

^该课程仅提供远程授课。学生不能获得签证来到澳大利亚学习该课程。
*该课程包含15周的必修实践工作经验。课程的学制为1年，包含1个标准学期和15周的全职实践工作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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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4264 法律研究
Legal Studies

4 $24,545 二月/八月 080598B

法学硕士 | JURIS DOCTOR
C04236 法学硕士

Juris Doctor
6 $24,545 二月/八月 060932C

C04320 专业法律实务法学硕士研究生证书
Juris Doctor Graduate Certificate in Professional Legal Practice

7 $25,530 二月/八月 092803C

C04250 法学硕士工商管理硕士
Juris Doctor Maste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8 $25,530 二月/八月 074765J

研究型学位课程 | RESEARCH DEGREES
C03024 法学硕士(研究型)

Master of Laws (Research)
4 $17,195 一月/七月 006407F

C02028 哲学博士
Doctor of Philosophy

8 $17,195 一月/七月 008681E

理学 | SCIENCE 
研究生文凭课程 | GRADUATE DIPLOMAS
C07136 医学生物技术

Medical Biotechnology 
2 $20,950 二月/八月 098058E

C07137 法医学
Forensic Science

2 $20,950 二月/八月 098063G

授课型硕士学位课程 | MASTER’S DEGREES BY COURSEWORK
C04241 理学：

- 生物医学工程
- 海洋科学与管理
- 数学与统计建模
- 不限定专业
Science: 
- Biomedical Engineering 
- Marine Science and Management 
- Mathematical and Statistical  Modelling 
- No specified major

3 $20,950 二月/八月 071909M

C04265 理学延伸课程：
- 生物医学工程
- 海洋科学与管理
- 数学与统计建模
- 不限定专业
Science Extension: 
- Biomedical Engineering 
- Marine Science and Management 
- Mathematical and Statistical Modelling 
- No specified major

4 $20,950 二月/八月 080273A

C04373 计量金融学
Quantitative Finance 

2* $21,375 二月/八月 088930G

C04388 医学生物技术（延伸课程）
Medical Biotechnology (Extension) 

4 $20,950 二月/八月 098056G

C04390 医学生物技术
Medical Biotechnology 

3 $20,950 二月/八月 098057F

C04392 法医学（延伸课程）
Forensic Science (Extension)

4 $20,950 二月/八月 098060M

C04391 法医学
Forensic Science

3 $20,950 二月/八月 098061K

研究型理学硕士学位课程 | MASTER OF SCIENCE BY RESEARCH
C03026 数学科学(研究型)

Mathematical Sciences(Research)
4 $20,950 一月/七月 032335A

C03029 理学(研究型)
Science (Research)

4 $20,950 一月/七月 030869J

理学（接上页）| SCIENCE (CONTINUED)

注: 有资格申请研究型学位课程并不等于一定能被录取。研究型学位课程还要求申请人递交一份研究计划。
* 本课程的学制为一年，包含两个标准学期和一个非标准教学课。



70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课程长度          

(学期)
课程费用

(澳元/学期)
开课学期

联邦政府招
收海外学生院
校及课程
注册(CRICOS)
编号

注：所列费用仅适用于2021年，且每年可能有所增长。该公布费用按照每学期修24个学分计算。费用详情请参见悉尼科技大学的网站：uts.edu.au/future-students

哲学博士 | DOCTOR OF PHILOSOPHY
C02030 数学

Mathematics
8 $20,950 一月/七月 009463G

C02031 理学
Science 

8 $20,950 一月/七月 008663G

跨学科创新 | TRANSDISCIPLINARY INNOVATION 
授课型硕士学位课程 | MASTER’S DEGREES BY COURSEWORK
C04372 数据科学与创新

Data Science and Innovation
4 $20,650 二月/八月 084268K

研究型理学硕士学位课程 | MASTER OF SCIENCE BY RESEARCH
C03063 跨学科创新硕士（研究型）

Master of Transdisciplinary Innovation (Research)
4 $17,865 一月/七月 098418G

哲学博士 | DOCTOR OF PHILOSOPHY
C02067 哲学博士（跨学科创新）

Doctor of Philosophy (Transdisciplinary Innovation)
8 $17,865 一月/七月 098417J

UTS ANIMAL LOGIC ACADEMY
授课型硕士学位课程 | MASTER’S DEGREES BY COURSEWORK
C04322 动画和可视化

Animation and Visualisation
2**  $17,865 一月 092411G

分析与数据科学 | ANALYTICS AND DATA SCIENCE
研究型理学硕士学位课程 | MASTER OF SCIENCE BY RESEARCH
C03064 学习型分析

Learning Analytics 
4  $18,435 一月/七月 099357G

哲学博士 | DOCTOR OF PHILOSOPHY
C02062 哲学博士(学习型分析学)

Doctor of Philosophy (Learning Analytics)
8 $18,435 一月/七月 088537F

可持续未来研究院 | INSTITUTE FOR SUSTAINABLE FUTURES
研究型硕士学位课程 |  MASTER’S BY RESEARCH
C03032 可持续未来

Sustainable Futures
4  $14,685 一月/七月 028886D

哲学博士 | DOCTOR OF PHILOSOPHY
C02037 可持续未来

Sustainable Futures
8  $14,685 一月/七月 032334B

非学位课程 | NON-AWARD PROGRAMS
C50007 研究生海外研修课程（1学期）

Study Abroad Postgraduate Program(1 session)
1 $10,500 二月/八月 012083D

C50007 研究生海外研修课程（2学期）
Study Abroad Postgraduate Program (2 sessions)

2 $10,500 二月/八月 018126E

C50008 访问研究型学生课程
Visiting Research Students Program

1-4 $10,500 二月/八月 066310G

C50009 澳大利亚语言与文化研究课程（1学期）
Australian Language and Culture Studies Program(1 session)

1 $10,500 二月/八月 012083D

C50009 澳大利亚语言与文化研究课程（2学期）
Australian Language and Culture Studies Program (2 sessions)

2 $10,500 二月/八月 018126E

跨学科创新（接上页） | TRANSDISCIPLINARY INNOVATION 

**本课程的学制为1年，包含3个非标准教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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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顾问：学院的教学人员，负责为学生提供咨
询建议，确保学生学业正常进展。

录取：申请悉尼科技大学课程、收到录取通知、
接受录取通知和入学就读悉尼科技大学的整个
过程。

免修学分：参考“学分认可”部分。

背景知识：需要预先掌握的知识，这是部分课
程指定的入学条件之一。这些需要预先掌握的
知识一般通过学习特定的学科(例如物理或化
学)获得，或者也可能通过其它方式获得。如果
缺乏必备的背景知识，你也可能仍然会被录取，
但是需要读一个过渡课程。

校园：大学所在场所，包括各种房屋建筑。

双学位：双学位让学生们有机会同时攻读不同学
术领域的两门课程，且在毕业时取得两个学位。

课程：学位或非学位课程或者悉尼科技大学向
学生所提供的任何学习课程，例如: 商科硕士。

学分：用于计算单个科目学习量的一种计量单
位(根据科目要求的学习量分配)。学生修习学
位课程且通过所学科目的考试即可获得相应学
分，所获学分总和是学生是否达到课程全部要
求的一个衡量标准。悉尼科技大学的大多数科
目为6至8个学分。

学分认可：(又称为“免修学分”、“过往学历认
证”，在有些情况下又叫“豁免”或“转学分”)：
这是对学生过往已经习得的知识或能力的一种认
可，可计入课程学分。更多信息，请查看第47页。

国际课程注册编号：确认该课程可提供给国际
学生的注册编号。CRICOS代码是提供给课程
和机构的官方代码，以确认该课程/机构已经注
册，获准招收国际学生。

远程教学模式：是一种不需要学生在教室上课
的教学方法。相反，远程教学模式学生可以在线
使用或通过邮寄的方式接收课程材料。进行远
程课程的国际学生无法获得在澳大利亚学习的
学生签证。

选修科目：部分课程允许你在核心课程之外修
习选修科目，作为所学课程的一部分计入学分。
不是所有的学季都有选修科目。你首选的选修
课可能会由于排课原因而不获批准。

英语语言要求：想要获得入学资格，你需要满足
所申请课程的语言入学要求。你必须证实自己
具备熟练的英语写作及口语能力。请参看第43
页，查看各门课程具体的英语语言要求。信息可
能会有所变动。

费 用：按 学 分 收 取 。每 学 分费 用视 所 修 课 程
而定(请登陆uts.edu.au/future-students/
international/essential-information/fees-
information查看最新费用信息)。除非另作说
明，本课程指南中出现的2021年课程费用均按
每学期24个学分计算。

讲座：指通常在演讲厅进行的大班授课课程。
授课教师会给学生提供课件，随后，学生通常
会分成小组就这些课件进行讨论和辩论。

专业：在学习期间你选择专攻的一个领域。你的
课程将会围绕一系列科目安排展开，而这些科
目则构成你所学的专业。学生们可以选择其它
不具相关性的学科，与专业学科一同研修，但是
要达到所选专业的标准方可毕业。

先修科目：学院委员会指定的一项或多项科目，
学生必须已经修完这项(些)科目才有资格报名
学习特定科目或课程。

先前学习认证(RPL)：详见学分认证。

学期：校园内课程开课的时间段。悉尼科技大
学每个学年有三个学季：秋季，春季和夏季。关
于学术日历日期，请参阅第42页。

辅修：指与专业一起共同构成你所研修的课程
的一组学科。辅修与专业的要求一样，必须修满
一定数量的辅修学分。

科目：你所选课程中覆盖不同知识领域的内容
单元。它们包涵核心科目(核心科目是必修科目)
和选修科目。

科目大纲：介绍科目的正式文件，科目大纲对于
校方和学生均具有权威性。科目大纲列出该学
科所需满足的最低要求，包括考试时可以带入
考场的材料和设备。并可能对出勤和/或课堂参
与要求作出相应规定。所有学生应该在上课的
第一周收到每个科目的大纲。

跨国课程：是悉尼科技大学在海外提供的本校
课程，允许学生在其本国或地区学习UTS的课
程并获得同样的澳大利亚学位资格。也被称为
离岸课程。

导修课：指小班课，它为学生和辅导老师提供了
一个更为个人化的互动教学空间，让他们可以一
起商讨、辩论和提出关于课程材料的任何问题。

每所大学都有其专门术语、评分系统和日程安排。为了
让你尽可能方便地使用这本课程指南，我们在下文对
我校的一些关键术语作出了定义。若你需要进一步的
信息，请登陆网站international.uts.edu.au或者发
送邮件至international@uts.edu.au与我们联系。

词汇表



联系我们

悉尼科技 大学澳 大利亚联邦政 府招收海外学生院校 及课程注 册 登 记
(CRICOS)代码：00099F
UTS,INSEARCH澳大利亚联邦政府招收海外学生院校及课程注册登记
(CRICOS)代码：00859D
悉尼科技大学(UTS)竭力确保这份指南所含信息准确无误，指南所含信息于2020年
7月完成最新更新。本信息作为新生指南和资源诚意提供。悉尼科技大学对任何错
误或遗漏不承担任何责任。本指南中所含信息可能会有所变更。在根据本指南中包
含的信息行事之前，我们建议你与悉尼科技大学相关学院或单位就信息的准确性
与时效性进行核实，或者与相关外部机构就信息的准确性与时效性进行核实。

23336 JULY 2020
IMAGES: CHRISTOPHER BURNS, DESTINATION NSW, NICOLE ENGLAND, JOCELYN FLORO, 
FLORIAN GROEHN, SHANE LO, BLAISE MCCANN, MAHDIS MOUSAVI, KWA NGUYEN, DANIEL 
NORRIS, SRIKANT SAHOO, ANDREW WORSSAM, ANNA ZHU.

THANK YOU TO ALL OUR INTERNATIONAL STUDENTS WHO FEATURE IN THIS COURSE GUIDE. 

悉尼科技大学国际部 (UTS International) 为国际学生在申
请入学的过程中及在悉尼科技大学的整个学习期间内提供
咨询建议和支持。请通过下述方式联系我们：

international.uts.edu.au

一般咨询：
international@uts.edu.au
电话：+61 2 8806 0230

申请咨询：
international.applications@uts.edu.au
电话：+ 61 2 9514 1531
传真：+ 61 2 9514 1530

邮寄地址：
UTS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Sydney 
PO Box 123
Broadway NSW 2007
Australia

校区地址：
UTS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Sydney
UTS Building 1, Level 3A (CB01.3A)
15 Broadway
Ultimo NSW 2007

UTSinternationalstudents

UTSint    #utsint

UTSchannel

悉尼科技大学UTS

联系我们：

悉尼科大UTS

UTSinternational

UTS IN VIRTUAL REALITY
vr.uts.edu.au
Visit your app store and search‘UTS V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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