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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能否将博物馆视为是
物件与思维的代表？”这是
世界知名的史密森尼博物院
赫希洪博物馆的馆长招颖思
博士（Dr Melissa Chiu）鼓励
人们在思考文化机构对社会
的贡献时应该提出来的问题。

招颖思博士认为，文化推广事业的

核心价值应该是勇于提问、探索、

接触、想像，并且积极鼓励相互之

间的了解。招博士挑战并扩大我们

对物件与思维的理解所做出的努力，

正好体现了西悉尼大学推崇的理念。

招博士坚持不懈的态度，也是许多

西悉尼大学校友共同拥有的特质。

文化推广工作既然以推广“思维”为

主，大学就自然成了推广艺术与文化

的合适渠道。教学与研究使艺术与文

化得以发展以及融合，学术研究使人

们从传统与改变中得以定位自我。

如果思维与物件两者同等重要，那

么我们与思维之间的关系以及我们

分享、传播思维的方式就至为关键

了。从个人、群体乃至国家层面相

互了解，能使彼此之间的关系更具

意义；而艺术与文化则是有效促进

双边相互了解的重要平台。

这正是西悉尼大学新成立的澳中艺

术与文化研究院所会提供的平台。

澳中艺术与文化研究院由于黄向墨

先生的慷慨捐献而得以成立。研究

院将成为汇集点，积极促进中澳两

国文化艺术的相互了解。澳大利亚

与中国的关系比以往更加紧密，澳

中艺术与文化研究院将通过开放性、

学术性以及积极的方式与中国数千

年的艺术文化深入接触，进一步深

化中澳关系。

我非常高兴代表西悉尼大学正式宣

布并热烈欢迎澳中艺术与文化研究

院的成立。

葛班尼教授

西悉尼大学校长

前言

西悉尼大学校长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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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中艺术与文化研究院首任院
长梅卓琳教授在澳大利亚外交
工作与学术界贡献卓越。

梅卓琳教授在澳大利亚外交与贸易

部担任高层职务 20 多年，并在中澳

两国建立贸易与文化关系的奠基工

作上担任关键角色。

梅卓琳教授最初在悉尼大学担任讲

师。1973 年澳大利亚与中国建交时，

梅卓琳教授移居堪培拉。

梅卓琳教授在外交与贸易部曾担任许

多职务，积极发展中澳关系，并三度

出任外交官，驻中国与香港。

梅卓琳教授的著名外交职务包括

澳大利亚驻北京大使馆文化参赞

（1975-1978），澳大利亚驻北京大

使馆商务公使（1985-1988），澳大

利亚驻香港总领事（1992-1995）。

梅卓琳教授是 1979 年澳中理事会

成立时的首任执行主任。1988-1992
年间，梅教授在私营部门服务，担

任国际羊毛局中国分局局长。

梅卓琳教授由外交公职退休後，现

居悉尼。她在加入西悉尼大学之前

担任悉尼大学客座教授以及澳中关

系顾问。

梅卓琳教授经常应邀就中国事务、

中国文化等方面讲学。梅卓琳教授

讲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和广东话。

梅卓琳教授因发展澳中关系贡献杰

出，于 2008 年 11 月获颁澳中理事

会奖章，于 2009 年 1 月获颁澳大

利亚荣誉勋章，并于 2009 年 11 月
获任澳大利亚国际事务研究院院士。

院长简介

梅卓琳教授（澳大利亚荣誉勋章获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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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向墨先生出生于广东省揭阳市
玉湖镇。黄先生在担任了国企的
执行董事数年后，决定自行创业，
于2001年创办了深圳市玉湖投资
发展有限公司。

玉湖集团主要业务为房地产开发，并

以开发高档花园别墅和住宅大厦闻

名。京光海景花园开发项目 C 栋工程

还被评为优良工程，荣获鲁班奖。

黄先生于 2011 年移居悉尼，继续扩

大投资规模。2012 年成立了玉湖集

团（澳大利亚）有限公司，公司至今

已购得两家购物中心以及数栋商业物

业。

黄先生移居澳大利亚后，不仅活跃于

商界，同时也热心投入本地社区的发

展，担当起社会责任。2013 年，黄

先生的公司在悉尼举办了首届 “ 捐赠

日 ”，该项社区支持活动的规模至今

或许仍是澳大利亚全国之最。玉湖集

团捐赠了 280 万澳元，其中 180 万澳

元捐赠悉尼科技大学成立澳大利亚 -
中国关系研究院，100 万澳元捐赠威

斯敏儿童医学研究院。

黄向墨先生是威斯敏儿童医学研究院

卓越研究基金会的主席，该基金会由

玉湖集团于 2014 年协助成立。 

黄先生热心推动中澳两国友好关系，

因此决定捐赠善款成立澳中艺术与文

化研究院，支持研究院的研究与人事

开支，包括院长、研究员、博士后研

究员各一名。黄先生的捐款也将支持

中国艺术与文学硕士课程的设置以及

奖学金的设立。

筑建联系

黄向墨先生
玉湖集团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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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中艺术与
文化研究院

澳中艺术与文化研究院是澳大利

亚与中国以及中华文化圈（包括

台湾、香港、新加坡以及其他中

华文化中心）之间文化交流的枢

纽、资源中心，以及艺术与文化

协作的平台。研究院以西悉尼大

学和其现有的交流项目为根基，

将进一步强化西悉尼大学与海外

大学的合作关系，尤其是位于中

国大陆、台湾、香港以及新加坡

的大学。研究院将开展与有关澳

中关系的重大新研究项目，并将

与特别是本地华人社区、华裔企

业与侨界人士等西悉尼地区的社

区代表互动合作。

沈先生的书法

澳中艺术与文化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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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地方与文化

自 19 世纪中叶以来，尤其是近几十

年间，来自中国的移民为澳大利亚的

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在悉尼，中

文现已成为英语以外最多人说的语

言，而悉尼的西区又是文化最为多样

化的地区。中澳两国人民之间建立互

信友谊，最基本的要素就是增进对两

国人民之间联系的理解，以及对复杂

的跨文化交流、语言以及社会互动有

更深刻的认识。  

艺术与文化

音乐在每个人类社会中都存在；音乐

或许是中最具共性的表演艺术。人们

往往借由音乐记录历史，传达深远的

文化意义，音乐亦可代替语言相互沟

通。电影在现代文化中已经占据了重

要的一席之地，对年青一代的影响尤

其深远。视觉艺术能推动国家社会彼

此合作，加强社区参与，记录历史，

甚至推动社会改变，因此它们都属于

研究院的活动范畴。

沟通与文化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是沟通和理解的

基础。与提高澳大利亚人的汉语水平

以及通过翻译加深对中国文化了解的

相关研究与学术活动将会是研究院的

主要工作重点之一。同样地，研究院

也将支持中国以及其他中华文化地区

欲加深对澳大利亚文化语言的活动。

社区与文化

纳尔逊 • 曼德拉曾说过，“体育有着

巨大的力量，能改变世界，启发思维，

维系团结；体育这股强大的力量是其

他事物无法取代的。” 体育、武术、

健身等休闲娱乐活动逐渐受到中澳两

国人民的欢迎。同样，中国菜自从澳

大利亚早期殖民时代就已成为澳大利

亚文化的一部分；今日，澳大利亚的

美食与葡萄酒逐渐获得中国人民的青

睐。美食的确能有效地拉近文化之间

的距离。因此，社区中的流行文化活

动也将是研究院的工作重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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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中华艺术与文化的卓越研究院，并提供：

研究院使命
世界级研究与学术知识
别具一格的硕士课程
国际合作与交流机会

社区参与以及公共教育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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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悉尼大学在全世界大学排名

前 2%，持续建立影响力驱动、

全球切题研究的优良声誉。

研究院建于西悉尼大学内，将广泛融

合并进一步深化西悉尼大学文化与社

会研究院以及人文与传媒艺术学院之

下的中国文学、翻译、音乐创作、历

史等教学与研究领域。 

研究院将为例如中澳文学论坛等西悉

尼大学现有的文化活动提供更广阔的

空间，让更多社区人士有机会深入接

触和参与中国艺术与文化。

研究院将与影响力巨大的顶尖人才积

极互动、提供发展机会，西悉尼大学

校友招颖思博士即是很好的例子。招

颖思博士是美国华盛顿赫希洪博物馆

和雕塑园的馆长，并且是世界公认的

亚洲现代艺术权威。

我们的专长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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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8000名
校友居住中国

超过3000名 
在中国出生、长大或居住，在家说中文的学生

 排名前3%
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

排名前60强
2015泰晤士高等教育校龄50年以下年轻大学排名

排名前10强
莱顿世界大学排名，澳大利亚最具科学影响力大学

排名前400强
2016上海交大世界大学排名

西悉尼大学



澳中艺术与文化研究院将善用西悉尼大学与中国建立的紧密关系。

澳中艺术与     
文化研究院

文化与社会研究院
人文与传媒艺术学院
惠特拉姆研究院
双语研究实验室
教育学院
国际处
写作与社会研究中心
澳大利亚国家辅助医学研究院

澳中艺术与文化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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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研究人员

齐汝莹副教授  

副教授，人文与传媒艺术学院语言、

口译与笔译

齐汝莹博士（副教授，博导，中国联

络小组组长长，西悉尼大学 -暨南大

学双语研究实验室主任，西悉尼大学

人文与传媒艺术学院）。

齐汝莹博士是双语与多语习得研究领

域、汉语创新幼教教学领域的国际权

威。齐博士在学术界的贡献影响深远，

包括 2011 年出版了中英双语习得开拓

性的专著，主持获奖的澳大利亚汉语

教学课程，并成立澳大利亚第一所澳

中双语研究实验室。齐博士是南京大

学、暨南大学、香港中文大学与伦敦

大学的国际学者。齐博士在 9 个国际

机构担任专家顾问，包括中国教育部、

新南威尔士州教育局，以及澳大利亚

学习与教学办公室。

齐博士因其国际声誉与贡献，倍受媒

体瞩目，并经常以专家身份受访于悉

尼各大广播电台、华人报纸、市议会

和华人侨界社团。

艾伦 •本树森（ALAN BENSOUSSAN）教授

澳大利亚国家辅助医学研究院院长

艾伦 • 本树森教授是澳大利亚著名的

辅助医学研究人员，拥有超过 25 年

的中医研究与临床经验。本树森教授

获部长任命担任州与联邦层级多个委

员会的委员，并在世界卫生组织等国

际与全国机构担任专家顾问。

本树森教授的研究成果丰硕，出版超

过 160 篇学术论文以及两部专书。本

树森教授的第一本专书回顾针灸领域

的研究（1990），第二本专书则是澳

大利亚中医界的政府报告；本树森教

授的这份报告直接促成澳大利亚政府

作为第一个西方国家于 2012 年实行

中医从业人员管理办法。本树森教授

在国际间建立紧密的政府与业界合作

关系，包括与中国重点学术机构开展

合作项目。2013 年，本树森教授荣获

崇高的中医杰出贡献奖，并且是首位

中国境外的获奖人士。2014 年，本

树森教授获得澳大利亚业界承认其对

业界与社区贡献的终身成就，获颁赛

琳托夫人奖。 

韩静博士 
讲师，人文与传媒艺术学院语言、 

口译与笔译

韩静博士，兰州大学英语语言文学学

士，北京外国语大学英美文学硕士，

1988 年进入澳大利亚悉尼大学英语系

攻读博士学位，1995 年获得英国文

学博士学位。1996 年韩静博士进入澳

大利亚国家电视台 SBS-TV，开始从

事字幕翻译制作。韩静博士担任 SBS
电视台字幕部的主管和总字幕师，

迄今为止为澳大利亚观众翻译了 300
多部中文电影和电视节目。

作为翻译与跨文化交流方面的专家，

韩静博士经常应邀在欧洲、中国、澳

大利亚学术会议上做主旨和专题发

言。韩静博士翻译出版了中国著名作

家叶辛的小说 « 孽债 » 的英译本。 

澳中艺术与文化研究院将善用西悉尼大学卓越的研究专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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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鲁斯 •克罗斯曼（BRUCE CROSSMAN）

副教授  
音乐（人文与传媒艺术学院）

作曲家布鲁斯 • 克罗斯曼的音乐从孔

子思想获得音乐美学色彩灵感。布鲁

斯 • 克罗斯曼副教授是香港浸会大学

林思齐东西学术交流研究所的驻校学

者，目前研究和出版与中国戏曲相

关的题目。他的最新作品 “ 柔 - 骤 ”
（Gentleness-Suddenness）受中国戏

曲启发，作品的首度公演会上澳大利

亚主要音乐家云集，并且获澳大利亚

国家电台专题播出长达两小时。布

鲁斯 • 克罗斯曼副教授目前的创作曲

目“喜乐之音在何处？ ”（Where are 

the Sounds of Joy?）与华裔画家曾路

平合作，从华裔澳洲人的角度重新诠

释加里波利之战。布鲁斯 • 克罗斯曼

副教授目前与香港创乐团一起从事协

作工作。

保罗 • 詹姆士（PAUL JAMES）教授  
文化与社会研究院院长

保罗 • 詹姆士教授是西悉尼大学全球
化与文化多样化教授，也是文化与社
会研究院院长。他是皇家人文学会（伦
敦）的会员，也是上议院城市发展
部（柏林）的科学顾问。保罗 • 詹姆
士教授应邀在全世界超过 40 个国家
做专题发言，并撰写或主编了 33 本
书，其中包括最重要的著作《国家的
形 成》（Nation Formation，Sage 出
版社）以及《全球主义、国家主义、
部族主义》（Globalism, Nationalism, 
Tribalism ，Sage 出版社）。第二部著
作特别指出，许多以欧洲为中心的说
法均表示，国家主义与全球化均首先
以欧洲为中心，而中国在全球的地位
能对这股倾向提供平衡。保罗 • 詹姆
士教授的新书《城市可持续性的理论
与实践：可持续性的循环》（Urban 
Sustainability in Theory and Practice: 
Circles of Sustainability，Routledge 出
版社）研究不同可持续发展的方式。
保罗 • 詹姆士教授在从事该项研究
时，与世界大都市协会以及中国广州
的学者合作。保罗 • 詹姆士教授曾担
任墨尔本皇家理工学院中澳论坛的主
席（2005-2014），担任主席期间在
北京与上海举办了一系列学术研讨
会。

洪宜安杰出教授

文化与社会研究院

杰出教授洪宜安是文化研究教授，也
是文化与社会研究院的首任院长。洪
宜安教授在文化研究领域是一名国际
顶尖学者，她的跨学科研究涉及多个
人文领域与社会科学领域。洪宜安教
授的多部专著，包括《收看“达拉斯”》、
《追求收视》、《不会华语》均已成
为经典著作，并已经译成多国语言。

洪宜安教授采用新颖的跨学科模式研
究全球化世界当中文化流动与交流的
模式，并且重点研究观众的形成、身
份认同与身份不同的政治形态、移
民、澳大利亚与亚洲的民族与多元文
化主义、当代文化机构的表征等问
题。洪宜安教授刚刚完成一项澳大利
亚研究理事会资助的研究项目，研究
主题为“亚洲世纪中的悉尼中国城：
从华人聚集区到全球枢纽 ”（Sydney’s 
Chinatown in the Asian Century: from 
Ethnic Enclave to Global Hub；研究团
队包括 Donald McNeill 、Kay Anderson
以及悉尼市议会）。洪宜安教授同时
担任澳大利亚学者理事会 “ 保护澳洲
的未来 ” 计划下专家工作组的主席。
作为澳大利亚人文学院院士与著名演
说家，洪宜安教授经常应邀在澳大利
亚和国际会议上做主旨演讲。 

主要研究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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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东尼 •欧曼（ANTHONY UHLMANN）教授

写作与社会研究中心主管

安东尼 • 欧曼教授是西悉尼大学写作

与社会研究中心的主管。他专门研究

20 世纪与当代英文文学。安东尼 •
欧曼教授已出版了三本专著，其中两

本研究作家萨缪尔 • 贝克特，一本研

究现代主义。安东尼 • 欧曼教授目前

的研究项目是南非作家约翰 • 马克斯

维尔 • 库切。安东尼 • 欧曼教授在筹

划与组织第二届、第三届中澳文学论

坛（2013 年北京举行以及 2015 年悉

尼举行）的工作上举足轻重，并积极

统筹写作与社会研究中心和中国作家

协会的交流与互动。

布莱特 • 尼尔森（BRETT NEILSON）教授  

文化与社会研究院研究主管

布莱特 • 尼尔森教授研究全球化的不
同思考模式，并侧重于全球化的社会
与文化层面。布莱特 • 尼尔森教授的
研究项目根据文化社会理论、数据和
历史文档提出重新思考全球化的原创
方式，再次检视全球化如何对流行文
化的传播、国界的扩大、全球金融市
场的主导地位、人口老化的压力、劳
动力多样化等当代问题操有深远的影
响。布莱特 • 尼尔森教授的著作现已
翻译成意、法、德、西、瑞典、芬兰、
希腊、匈牙利、土耳其、波兰、中、
日、韩等 13 国语言。

布莱特 • 尼尔森教授目前进行澳大利
亚研究理事会赞助的发现项目，题名
为 “ 物流作为全球管理：新丝路上的
劳工、软件与基础建设 ”（ ‘Logistics 
as Global Governance: Labour, Software and 

Infrastructure along the New Silk Road’）。
共同参与这项研究的学者来自希腊、
印度、智利、意大利、加拿大和英国。
布莱特 • 尼尔森教授参与的第二项研
究题名为 “ 数据中心与劳工和属地管
理 ”（‘Data Centres and the Governance of 
Labour and Territory’），与位于中国、
新加坡、意大利、英国和德国的学者
合作。

祖天丽，客座副教授

澳大利亚多媒体艺术家祖天丽出生于

北京，中央美术学院获学士学位。

1988 年移居悉尼。2011 年，悉尼大

学艺术学院获艺术硕士学位，2014
年获得博士学位。

祖天丽博士的美术作品获中国邮电局

采纳，作为 1988 年龙年 12 生肖系列

邮票。

2015 年，祖天丽博士绘画的前新南

威尔士州美术馆馆长艾德蒙 • 卡朋的

肖像入围阿兹博肖像奖。2016 年，

祖天丽博士设计的巨型灯笼麻将牛雕

塑在悉尼市区 Martin Place 展出；她

的三系列灯光作品也在堪培拉的澳大

利亚国立图书馆展出。

祖天丽博士的专长是道教典籍如何成

为理解和参与这个阴阳变化的世界。

她通过直觉式剪纸、动画、影视等跨

学科方式，以艺术方式在文化、哲学

和心里层面阐述复杂的社会现象。

祖天丽博士在当代艺术领域通过和他

人协作达到理解、坚毅与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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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悉尼大学的研究乃由影响力驱动。澳中艺术与文化研究院将会：

影响力

使中国艺术与文化国际化
与中华文化中心建立创作艺术
协作项目 
对外推广文化盎然、开放的澳
大利亚
扩大及深化澳大利亚与中国的
文化联系
支持澳大利亚的艺术家和文化
机构参与国际文化交流
建立西悉尼地区为澳大利亚最
多元文化地区之一的名声
吸引澳大利亚国内及国际的顶
尖中国艺术家、学者、艺术收藏
管理人、历史家以及艺术表演
家来到澳大利亚

加强中国艺术与文化的记录、
讨论与表述。
向青年学者提供发挥潜能的机
会
向政府单位及业界提供研究结
果，以强化澳中外交与经贸关
系
为政府单位、艺术机构和学术
界培训未来的澳中文化交流管
理人、学者及顾问
与海外华人缔结更紧密的关系
增进中澳两国人民对彼此文化
的理解

澳中艺术与文化研究院

西悉尼大学14



澳中艺术与文化研究院的院长由
杰出学者出任，进一步推动学科
设置，强化教学与研究。

研究院院长必须对澳中文化联系做出

重大贡献，因此由正教授级别的杰出

学者出任。

研究院院长在澳大利亚与中国广泛建

立人脉，吸引世界顶级专家学者加入

研究院。

院长的职责包括：

 ≥ 作为澳大利亚与全球范围的领头

人，推广澳大利亚与中国和其他中

华文化中心的艺术与文化交流

 ≥ 引进中国艺术与文化国际化的新策

略

 ≥ 在研究院的指导方针下开拓研究愿

景和创新项目

 ≥ 发展支持研究院理念的原创研究愿

景与计划

 ≥ 建立并深化和澳大利亚及国际研究

机构与业界伙伴之间的协作

支持研究院院长的专业团队包括：

研究员

一名具备博士后五年以上相关领域经

验的学术研究者将或委任为研究员。

相关领域经验是指研究员具备研究中

国文化艺术与澳大利亚互动、协作的

专长。研究员将在研究院的科研工作

上做出贡献，并在院长的指导下开发

与研究院 4 个目标领域相关的项目，

进一步提高研究院的专长与声誉。研

究员也将指导硕博士生，并协助申请

研究经费。

博士后研究员

博士后研究员是完成至少四年相关领

域的研究，取得博士学位不久的研究

员。博士后研究员将支持研究院的科

研工作，并兼任硕士课程的部分教学

活动，包括按照其专长向博士生提供

专业意见。

西悉尼大学欢迎访问学者来研究院访

学，共同发展国际知识交流，研究合

作网络。

行政人员

研究院现已委任一名执行助理。随着

日后研究院的工作开展，将按需要委

任其他行政人员。

世界顶级学术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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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具一格的	 	 	
硕士课程

国际合作与交流 社区参与以及公共
教育计划

西悉尼大学设立中国艺术与文化
硕士课程，不断拓展相关的知识
与专长。

研究院将于 2018 年招收首届学生，

硕士课程为期 18 个月，并在 12 个月

后有机会转换成研究型硕士课程。课

程的内容将根据研究院内的学者、西

悉尼大学其他学院与研究院的教师以

及合作大学的访问学者的专长加以设

计。

除了参与中国艺术与文化相关的崭新

研究工作外，获颁奖学金的学生可参

加澳中艺术与文化研究院举办的公共

系列讲座，在研究院主办的学术研讨

会、展览会等活动上提供协助。课程

设置包括授课以及在与中华文化进行

交流的企业或机构实习的机会。学生

有机会到与研究院合作的中国大学学

习硕士课程的部分学分，届时计划去

中国学习的学生也可以申请海外学习

专项奖学金。

硕士学位课程从仔细相互比较的视角

讨论中国与澳大利亚的文化政策与实

践、艺术管理与规范、以及文化外交

议题。学生可以选择与以下领域相关

的研究题目：

 ≥ 文学与翻译

 ≥  戏剧

 ≥ 电影与电脑游戏

 ≥  音乐，包括古典、当代以及流行音
乐

 ≥  视觉艺术，包括数码艺术

 ≥  民族社区文化

 ≥  体育

注册该学位课程的澳大利亚本地学生有机会获
得奖学金

澳中艺术与文化研究院将通过学
术交流、博士课程以及其他项目
在澳大利亚国内与国际间建立并
发展与业界、文艺群体、大学以
及政府机构的关系。

西悉尼大学已经与中国大陆、香港和

台湾地区 50 多所大学、官方机构以

及研究机构建立了合作关系。

研究院将在现存的合作关系基础上继

续促进学术交流，启发新构思，协助

中国艺术与文化的国际化进程。

在本地，西悉尼大学将与相关领域的

专家和社区领袖接触交流，扩展研究

院的活动，取得社区的支持。

在国际间，研究院将主持研究合作项

目，汇集世界顶尖学术人才，发展对

中国艺术与文华更深广的理解，推广

相关领域之间的相互合作。

研究院将通过包含本地和国际讲
座、出版物、工作坊、研讨会等
丰富内容的外展计划与社区建立
联系。	

研究院将制定一套全面教育计划，确

保研究成果能造益下一代，并帮助学

生、青年学者、艺术家等人士开拓视

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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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学金计划

随着澳大利亚与中国和其他亚洲
国家的关系日益紧密，澳大利亚
的大学和文化机构也不断深化与
中国大陆、香港、台湾地区以及
其他中华文化中心的关系。因此
澳大利亚需要更多精通中国文化
各个方面的专家学者。

澳中艺术与文化研究院向有志学习中

国艺术与文化、澳中文化外交的硕博

士生提供奖学金，帮助他们开展未来

在政府单位、学术界和私营部门的事

业机会。学生可选择就读授课与研究

型硕士课程，或者在西悉尼大学杰出

学者的指导下攻读博士学位。

学生可以选择专攻文学翻译、戏剧、

电影与电脑游戏、音乐、视觉艺术、

数码艺术、民族社区文化、体育等专

项研究领域。

除了参与中国艺术与文化相关的崭新

研究工作外，获颁奖学金的学生将可

参加澳中艺术与文化研究院举办的公

共系列讲座，在研究院主办的学术研

讨会、展览会等活动上提供协助。

澳大利亚人民将可通过澳中艺术与文

化研究院提供的文化交流活动进一步

认识中华文化；两国的文化成为相互

启发、提供创意灵感的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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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院坐落地点

研究院

坐落于西悉尼大学主要的帕拉马塔南

区校园内，澳中艺术与文化研究院位

于校园中最显著的位置。

研究院设立于主要教学大楼EA楼中，

占地 150 平方米，设有可接待访客

与举办活动的大厅、会议室、院长办

公室、开放式办公室、小厨房、捐助

者展览墙，并且配有最新硬件设备。 

研究院朝北面的全景玻璃窗提供俯瞰

校园绿地的绝佳视野。

校区

澳中艺术与文化研究院位于南帕拉马

塔校园（Parramatta South Campus） 的

主要教学大楼中。

每周，有超过 1 万 5 千名学生在南帕

拉马塔校园内学习多种专业，其中包

括亚洲与国际研究、国际管理、社会

学、社会心理学、人文学、商业、法

律、计算机、卫生、科学等专业。 

入读硕士课程的学生可善用校园内各

种资源，参与不同活动。

研究员有机会与校园内其他研究人员

合作从事研究工作。 

地点

南帕拉马塔校园位于 Rydalmere 区的

James Ruse Drive 与 Victoria Road 的交叉

口。校园距离主要商业与零售商圈帕

拉马塔（Parramatta）区仅 10 分钟的

巴士路程。校园位于 Rydalmere 火车

站旁，并有公车经常往返帕拉马塔火

车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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