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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途
这个世界充满了无限机会，我们坚信凡有才华、
有斗志、有雄心者，便有创造成功的无限可能。

成功之路由此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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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加入
西悉尼大学
西悉尼大学是一所享誉世界的高等学府，一流的学术水平与卓越的
科研实力闻名全球。
学校位于西悉尼的中心地带，这里正是澳大利亚发展最快、最具活
力的地区。这一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非常有利于学生树立全球化视
野，拓展个人发展机会。
2018年，西悉尼大学在著名的泰晤士报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中跻
身全球前2%之列。我们鼓励在以先进技术为依托的教学授课实践
中不断开拓创新，并在此基础上持续提升西悉尼大学的国际形象和
科研地位。
我们将学生视为促进教育的伙伴，实行师生共同学习、教学相长的
开创性模式。
西悉尼大学致力于通过与社区的紧密合作，来发掘学生担任社区未
来变革者和领导者的潜力。
鉴于我们日益成为西悉尼乃至全球社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们将
继续致力于通过卓越的研究、教学和学术成就来改变人们的生活。
我们在提供新的学习途径、衔接课程和支持服务方面大力投资，确
保我们的学生能有机会选择种类丰富、品质卓越的本科和研究生课
程。
选择大学是一个重要决定。我们相信，成功源于昂扬的斗志，源于远
大的理想。只要你拥有追求成功的斗志和决心，西悉尼大学就能为
你开启一个蕴含无限可能的世界。
期待你成为西悉尼大学的毕业生，前途无限，未来可期！

Barney Glover AO 教授
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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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排名前 排名第 1 的
2%
高校
世界大学排名*

5 星级

设施、包容性、创新和教学水平^

270+
俱乐部与社团

悉尼雇主满意度**

100强
全球年轻大学*

48500
学生

6700
国际学生

10
校区

10
学院

400+
国际交流目的地

* 2018年泰晤士报高等教育（THE）世界大学排名
** 2018年雇主满意度调查（满意程度达到85.6%）
^ QS世界大学排名：2018年QS星级大学评定

westernsydney.edu.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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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 置优越、得天独厚
 悉尼是澳大利亚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第
西
三大经济体。这里的人口和就业岗位同样
在飞速增加。作为一个氛围活跃、文化多元
的中心城区，这里集商业、工业和创新于一
体，其地位正在日益加重。这里的人口来自
170个国家，达200多万，文化丰富多元，其
遍及全球的网络为国际商务、投资、教育和
文化交流创造了无限机遇。

≥ 品 质卓越，享誉全球
 们在全球大学排名中位居前2%，以科研
我
为主导、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模式在国际上
更是声誉日隆。

≥ 以学生为中心的办学模式
 们以学生为中心的办学模式可为你提供类
我
别丰富、安排灵活的校内学习选项，同时与工
作实践密切整合。通过工作体验、岗位实习
和志愿服务，你将获得未来就业不可或缺的
实际经验、实践技能和深厚知识。

≥ 以学促教、教学相长
 传统的照本宣科不同，我们将学生视为促
与
进教育的伙伴，实行师生共同学习、教学相
长的开创性模式。我们授人以渔，让学生能
够自由发挥创意，并通过丰富的学位课程培
养自己的创造力。

≥ 精品课程，成就未来
 们携手社区、商业伙伴和行业领导者，共
我
同策划满足雇主需求和未来工作标准的课程
内容，让学生能够从容应对全球工作中的各
种挑战。

≥	设 施一流，与时俱进

为何选择在
西悉尼大学
学习？

 们既有创新的社交学习空间、在线学习环
我
境和数字技术应用，也有校园计算机房、一
流的图书馆与研究和临床设施— —新兴技术
总是第一时间部署到位，带给学生与时俱进
的学习体验。

≥	注 重科研，造福社会
 们认为，学习和研究是学生体验中密不可
我
分的两个方面，可带你接触世界领先的科研
项目，为我们服务的社区带来改变。

≥ 全球聚焦，关联世界
	
随着我们的国际影响力和声誉不断增长，本
校在全球开展教学、实习和工作计划，学生
可借此前往全球400多个地方旅行、学习和
工作。

≥ 机会不限量，成功无止境
 高级学位课程、大学学院教育，到衔接
从
课程、奖学金计划、实习机会和交换生项
目— —我们开辟了多条通道助你顺利入学，
取得学术成功。

westernsydney.edu.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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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悉尼
悉尼是一个人口近五百万的繁华都市，其中三分之一的居
民出生于海外，是世界上最具多元文化色彩的城市之一。

8
图片来源：
新南威尔士州旅游局

西悉尼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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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尼也是国际化大企业、
商界领袖、全球游客和求
学者的首选。
商业
作为澳大利亚的商业之都，这里汇集了澳
大利亚最多的大型跨国公司和银行总部，同
时，这座现代化的大都会还是通向亚太地区
的门户、经商创业的理想场所。在澳大利亚
的商业之都学习，可以给学生带来更多的就
业机会。这是亚太地区最具活力的商业中心
之一。这里有各种各样的名胜景点，你可以
一一探索其中的历史遗迹、博物馆、公园、零
售店、餐馆和酒吧。

美食
名扬四海的悉尼人有着灿烂的集体传承，不
同的祖先可追溯到170多个国家。这座城市
数以千计的雅致咖啡馆和特色餐厅为您奉
献全球各地的缤纷美食。价格实惠的本地
新鲜农产品、肉类和海鲜，在杂货商和集市
的货架上四季不断。
文化
如果喜欢购物，在琳琅满目的精品店、豪华
大气的购物中心或城市各个角落的街头市
场，你都会发现别具一格的本土设计师品牌
和国际范儿时装潮牌。全年不歇的艺术、音
乐、美食、戏剧、电影和设计庆典精彩纷呈，
正是这些丰富活动让悉尼在世界文化版图上
大放光芒，你一定不能错过。

气候
悉尼的气候全年舒适，夏季是12月到2月、
秋季3月到5月、冬季6月到8月，春季是9月
到11月。一般来说，一二月最暖和，冬天则温
和宜人。
平均气温（从低到高）：
夏季：12月至2月
18-29摄氏度
秋季：3月至5月
11-24摄氏度
冬季：6月至8月
9-17摄氏度
春季：9月至11月
11-24摄氏度

westernsydney.edu.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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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ramatta City camp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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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发展
与行业经验
不管你在职业规划的哪个阶段需要帮助，无论是找兼职还是计划毕
业后的人生走向，西悉尼大学的职业服务处（Careers Service）都能
为你提供一系列帮助。
westernsydney.edu.au/careers
职业规划服务
西悉尼大学的职业服务处可帮助学生进行职
业生涯的规划，指导个人简历的撰写，协助求
职与面试的准备工作。我们可为学生提供：
≥≥职业建议和简历指导— —面对面、电话和
在线咨询等多种方式
≥≥各种资源— —提供资源丰富的知识宝库，
允许学生按照自己的步调自主学习，轻松
应对忙碌的学习生活
≥≥工作机会— —校园内外的工作和志愿者
机会
≥≥讲习班— —帮助学生掌握实用的求职技能
≥≥职业展会及相关活动— —结识未来的雇
主和同行
≥≥专门为国际学生量身定制的资讯。
请访问 westernsydney.edu.au/careers
校内工作
在西悉尼大学，将学习与工作相结合的学生
人数超过了三分之二。西悉尼大学的职业服
务团队致力于为全体学生协调和拓展校内工
作的机会。我们的项目旨在帮助学生申请有
偿的校内专业工作体验，帮助学生提高自身
的就业技能。

有针对性的计划
我们的职业参与指导以及女性科学与工程
（WiSE）计划可为学生提供在线练习、讲习
班、企业参观和求职指导等多种形式的就业
准备服务。女性科学与工程计划专门针对学
习理学、技术、工程学或数学等专业的女性；
而职业参与指导项目则面向不同专业的所
有学生。
职业启航
我们全新推出的“职业启航”
（CareerLaunch）项目旨在将一系列在线指导和网络
信息与量身定制的活动计划相结合，帮助学
生明确自身的职业规划要求。注册成为成员
后，学生即可学习如何规划、寻找和获得兼
职工作，或是在毕业后顺利就业。学生可以
通过数字设备随时访问该计划。资源包括视
频、练习、新闻和信息等，帮助学生熟悉毕
业后的职业选择，掌握必备技能，找到心仪
的工作。

行业经验
积累行业经验是获得实用知识、提升就业能
力的好办法。在西悉尼大学，我们主动与当
地雇主建立密切联系，为学生介绍学位相关
的校外工作机会。通过职业服务处，学生可
以在网站设计、市场营销、化学测试、雨水管
理、数据库开发和社会研究等诸多领域进行
带薪实习。我们同时也可以帮助学生获得与
其专业相关的无偿工作经验。

westernsydney.edu.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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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悉尼就业
机会激增
亲身体验西悉尼大学所在地——西悉尼的转变。在留学和工作中见证
国际化都市的迅速发展，并在国际化环境中历练你的知识与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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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悉尼大学

2019/20 年国际学生课程指南

全球城市都在朝着更大规模、更加智能、联
系更密切、环境更宜居的方向发展。对经济
和基础设施的大力投资推动了西悉尼前所
未有的快速发展。

西悉尼坐拥先进的基础设施和繁荣的就业
市场
西悉尼人口和就业机会的激增推动了对商
业、运输、医疗、文化、房地产、教育等领域
的空前投资，而西悉尼大学的毕业生们将坐
享近水楼台的先天优势。

澳大利亚百强企业中已有逾30%在西悉尼
建设了办事处。这些企业涵盖了工程咨询、
公共设施、医疗保健、制造、金融、科学、
零售和公共管理等多个领域。例如，普华永
道的Parramatta办事处就设在西悉尼大学
Parramatta City校区。
西悉尼大学拥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可培养学
生掌握应对未来环境的生活经验、实用技能
以及未来职业发展所需的知识。我们将把
学生培养成服务于新时代未来城市发展的
领导者、影响者、建设者和支援者。

澳大利亚第3大经济体

-----------------------------地区生产总值（GRP）达1,390亿澳元^

-------------------------

继续以每年超过2%的速度增长。
预计五年内增速将达到4.6%。

澳大利亚总人口的 10%

-----------------------------生活在西悉尼

120亿澳元

-----------------------------千载难逢的基础设施扩建计划。
公私合作投资共谋区域发展。

人口年增幅达到2.5%

-------------------------是州平均水平的2倍。

人口来自170个国家

--------------------------

居民语言超过100种。
60%的新移民选择定居西悉尼。

澳大利亚的就业机遇（毕业后工作安排）

西悉尼大学毕业生就业率*

国际学生毕业后可按毕业后工作类别申请毕
业生临时签证（485子类），运用自己的技能
和资质在澳大利亚人才市场中获得留澳工
作的机会。

本科生：83.4%
研究生：91.5%
毕业后四个月内就找到工作

------------------------------

-----------------------------本科生薪资中位数
55,000澳元

研究生薪资中位数
70,000澳元

^帕拉马塔市议会经济简报 economyprofile.com.au/parramatta/industries/gross-regional-product
*QILT – 截至2018年8月的教学质量指标 qilt.edu.au
westernsydney.edu.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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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CHMOND CITY

WIND

HAWKESBURY
校区

Wollemi
National
Park

WestConnex

---------------------澳大利亚规模最大的
公路基础设施项目

悉尼科技园
12,000个
---------

第1所
---------

“智能”
类就业
岗位

专注于科学、
技术、工程
和数学的澳
大利亚院校

投入运营后的
新增就业岗位

KINGSWOOD

PENRITH
CITY

20 KM

60,000 个
-------------

PENRITH

30 KM

建设期间的
新增就业岗位

Blue
Mountains
National
Park

50 KM

西悉尼机场
13,000 个
-------------

PENRITH 校区

全新铁路网络
-----------------------将连通西悉尼机场

巴吉里斯溪航空港
---------------------------商业与工业中心

这里地处西悉尼的最新商业与工业中心，有
利于培养学生参与全球各大城市正在推进的
现代化建设。攻读建筑、商业、工程设计、建
设、IT、项目管理、房地产、教育、健康等各类
专业课程的学生将在这里获得无与伦比的生
活与学习体验，并把握蓬勃发展的繁荣就业
市场，在职业发展中稳占先机。
西悉尼大学资深副校长SCOTT HOLMES教授

CAMPBELLTOWN
CITY

CAMPBELLTOWN 校区
CAMPBELLTOWN
14

MACARTHUR
西悉尼大学

Camden
Airport

西悉尼

DSOR

2019/20 年国际学生课程指南

威斯密医疗区
50,000个
-----------

未来50年内创造的
就业岗位

Greater
Western
Sydney

QUAKERS HILL

HORNSBY

艺术与应用科学
博物馆
---------------

NIRIMBA 校区

商业与工业枢纽
PENNANT
HILLS

BLACKTOWN

PARRAMATTA
校区

10 KM

PARRAMATTA CITY
校区

MANLY

CHATSWOOD

SYDNEY OLYMPIC PARK
校区

PARRAMATTA

RYDE

PARRAMATTA CITY

SYDNEY OLYMPIC PARK

LIVERPOOL 校区

SYDNEY CITY 校区

SYDNEY CITY

STRATHFIELD

CENTRAL
STATION

ASHFIELD

BONDI
Bondi
JUNCTION Beach

BANKSTOWN
CITY

LIVERPOOL
CITY

BANKSTOWN

BANKSTOWN 校区
LIVERPOOL

Sydney
Airport

Bankstown
Airport

EAST
HILLS
GLENFIELD

KOGARAH

Greater
Western
Sydney

Botany Bay
公路
铁路线
火车站
SUTHERLAND
0
0
0

Kilometres
westernsydney.edu.au

Kilometres
Kilometres

10

0

CRONULLA
Kilometres

Royal
National
Park

10
10

10
Cronulla
Be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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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校区
BANKSTOWN校区

CANMPBELLTOWN校区

Bankstown校区位于米尔珀拉
（Milperra），氛围温馨、文化多元、建筑现
代宽敞、花园整齐优雅。

Campbelltown校区位于悉尼西南部历史悠久
的麦克阿瑟地区（Macarthur）,地处城市和农
村之间，既不远离都会的繁华，又能享受田
园的宁静。

该校区也是开设各类预科与文凭课程的大
学学院（The College）所在地。

顶级设施：
≥≥ 先 进的独立医学院
≥≥ 国家补充医学研究所（NICM）
≥≥ 健 康科学学生接受最先进临床培训的
UniClinic
≥≥ 解 剖实验室
≥≥ 护 理学临床实习场所

顶级设施：
≥≥ 幼儿早教中心
≥≥ MARCS大脑、行为与发育研究所
≥≥ 教 育研究中心（CER）
≥≥ 心理学实验室

HAWKESBURY校区
坐落在悉尼西北部，地处Hawkesbury河谷的里
士满（Richmond），蓝山脚下这片幽静之地正是
潜心求学的理想去处。
顶级设施：
≥≥ 食品加工试点工厂
≥≥ 犯罪现场分析室
≥≥ 护 理学临床实习场所
≥≥ 霍 克斯伯里环境研究所（Hawkesbury
Institute for the Environment）
≥≥ 动 物学设施 - 包括爬虫馆和小型有袋类动
物馆

LIVERPOOL CITY校区

NIRIMBA校区

该校区位于利物浦中央商务区中心地段的
Macquarie Street，专用教学设施可满足上千
名学生的求学需求。

坐落于贵格山（Quakers Hill）的Nirimba
Educational Precinct内，这座绿树成荫的
校区是一个学习中心，汇聚集了从高中到
成年的本地和国际学生。该校区也是大学
学院（The College）所在地，开设各类预科
课程和文凭课程。

顶级设施：
≥≥ 占 地面积达3,000平米的校区
≥≥ 具 有高品质、现代化、高科技、灵活性强等
特点的空间布局
≥≥ 占据整个楼层的图书馆设施
≥≥ 汇 聚了政府、企业及大学的专业知识，从而
为初创企业和早期企业提供专业指导的“
启动平台”智能创业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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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级设施：
≥≥ 幼儿早教中心
≥≥ 阶 梯教室和普通教室
≥≥ 资源丰富的图书馆
≥≥ 一流的文娱设施

西悉尼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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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RAMATTA校区

PARRAMATTA CITY校区

该校区堪称文物古迹和当代建筑的完美结合，
其在Rydalmere设有两个教学点。

Macquarie Street 169号这处前卫校园位于
Parramatta市中心。

顶级设施：
≥≥ 文化与社会研究所（Institute for Culture and
Society）
≥≥ 护理学临床实习场所
≥≥ 模 拟法庭
≥≥ 计算实验室
≥≥ 新 建的理科和心理学大楼
≥≥ 新 建的专用创作室、设计与创意艺术设施
≥≥ 新 建的工程施工区
≥≥ 先 进的材料制造和特性处理设施
≥≥ 新 建的工业设计中心

顶级设施：
≥≥ 悉尼管理学研究生院
≥≥ 每层四个高科技配套的互动学习室
≥≥ 超 过120台个人电脑可供学生使用
≥≥ 安 静的协作和学习空间
≥≥ 图书馆
≥≥ 带屏幕共享和视频会议功能的小组学
习室
≥≥ 免费班车前往南帕拉马塔。
≥≥ 启动平台— —科技企业孵化器
位于乔治街100号（100 George Street）的
Parramatta City校区是西悉尼大学国际学
院（International College）所在地，主要开
设针对国际学生的预科课程与文凭课程。

PENRITH校区
Penrith校区在Kingswood和Werrington设有
三个教学点，以先进的设施和优美的环境而
闻名。

SYDNEY CITY校区
这个新校区位于悉尼中央商务区的中心地
带，交通便捷，毗邻商店、咖啡馆、酒吧、
健身房等休闲运动设施。
西悉尼大学Sydney City校区开设的课程由
悉尼高等商业科技学院（SITB，CRICOS代
码：01576G）代表西悉尼大学授课。
顶级设施：
≥≥ 专门建造的全新高科技校园
≥≥ 小班授课和更加个性化的学习体验
≥≥ 灵 活的学习安排
≥≥ 快 捷学位课程
≥≥ 可使用西悉尼大学其它校区的服务和
设施
westernsydney.edu.au/city

westernsydney.edu.au

顶级设施：
≥≥ 基 础设施工程中心
≥≥ 机 电一体化与机器人研究设施
≥≥ 世界一流的音乐设施
≥≥ 太阳能汽车与方程式SAE赛车项目场馆
≥≥ 高级制造与3D打印中心
≥≥ 新 建的拥有世界一流设施的最先进图书馆
≥≥ 心理诊所
≥≥ 启动平台— —科技企业孵化器

SYDNEY OLYMPIC PARK校区
Sydney Olympic Park校区位于Level 4, 8
Australia Avenue, Sydney Olympic Park。该校
区开设大学学院的英语语言课程，距离悉尼中
央商务区仅20分钟路程，毗邻奥林匹克公园
火车站，交通非常便利。
顶级设施：
≥≥ 英语语言课程
≥≥ 英语测试中心（雅思和培生测试）
≥≥ 协 作学习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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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生活
校园生活最吸引人之处就在于这里每天都会发生许多有趣的事情。从乒乓球比赛、户外国际象棋、体育运
动、Unigame，到由大学或学生俱乐部组织的各种社交活动，可谓丰富多彩，不胜枚举。

我们的校园生活管理人员（CLO）总是孜孜
不倦地致力于推动校内活动的顺利开展。校
园里的快闪活动、社交活动和免费早餐等各
类重大活动，都少不了他们在幕后付出的辛
勤劳动。

大学体育运动

乐悠游

西悉尼大学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各种形式的体
育运动。从魁地奇的社交午餐，到趣味十足
的闪避球，抑或是为优秀的运动员们加油助
威，赛场内外，共迎胜利。

西悉尼大学推出了一个面向所有学生的活
动探险项目。乐悠游旅行计划包括每月一次
丛林漫步、过夜野营以及定期的极限挑战运
动。

ORGSYNC

西悉尼大学是参加体育俱乐部、精英运动员
项目以及大学运动会、校际锦标赛和社交体
育等代表性体育活动的绝佳之处。

该项目由校园生活管理人员全权运营和协
调，故可完全按照学生的需求和愿望安排各
种旅游与探险行程。所有领队均持有有效的
高级急救证书，两人一组配合工作，严格遵循
相关的安全指导，并进行详细的风险评估，确
保让学生留下难忘的旅行体验。

了解资讯，积极参与。成为在线OrgSync社区
的一员，发现无限精彩— —你的大学生活，
由你做主。
关注令人兴奋的校园生活动态，了解俱乐部、
体育运动、学生代表活动等各种资讯。你甚至
还能查找校园内免费早餐的位置、浏览希望
加入的俱乐部、查看活动日历以及提前安排
自己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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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
图书馆为你而开放— —无论你是在校内，还
是在旅途之中。我们在各大校区共建有六座
图书馆，馆内设有24小时开放的自习室、包括
安静区、静音区和小组学习区，还有可预订的
学习室。你可以随时随地查阅超过7,000万种
之多的数字资源，获取各种学习和娱乐资料。
我们拥有近百万册图书可供借阅，还有70多
万本电子书可供即时下载。此外，你还可以获
得在线学习和面授学习的帮助。从计算机、免
费数字报纸和杂志、打印服务和设备充电站，
到可供借用的笔记本电脑与睡眠舱，图书馆
的配套设施可谓应有尽有。

美食
西悉尼大学在每个校区均设有多个美
食店，包括赛百味（Subway）、Oliver
Brown、Jamaica Blue和Piccolo Me等。如需
美食店的营业时间和位置的完整清单，请访
问：westernsydney.edu.au/campuses

西悉尼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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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代表及活动参与

体育馆与健身房

交通方式

西悉尼大学的学生代表以发展和鼓舞大学的
学生团体活动为目标。他们拥有不同的背景、
文化和专业学习领域，可提供战略建议、财务
监督和意见征询等支持服务。从食品价格到
停车位，从教学质量到学生服务，从俱乐部
社团到校园生活，各大校区的学生代表会用
心倾听广大学生的心声，努力让大家拥有更
美好的大学生活。如需了解更多详情，请访问
westernsydney.edu.au/students

西悉尼大学的各大校区大多设有体育馆和
健身设施，包括宽敞明亮的空调房。平易
近人且经验丰富的工作人员可为学生制定
专业的个人训练计划、进行健康测试、提
供营养指导以及有关健身和生活方式的咨
询意见。如需了解更多详情，请访问gym.
westernsydney.edu.au。

≥≥ 公共交通— —如需了解最新的交通信息，
请访问transportnsw.info。
≥≥ 火车站与各大校区之间开通了定时班车；
通过Western Sydney应用程序或Shuttle
Tracker网页可轻松查询下一班车的到站
时间。
≥≥ 自行车— —设有校内自行车停放处。
如需了解停放处的具体位置，请访问
westernsydney.edu.au/campus_safety_
and_security/security/accessibility_
transport_parking/cycling。
≥≥ 自驾或拼车— —如需了解停车许可证
的费用，请访问westernsydney.edu.au/
parking。

westernsydney.edu.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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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支持
在西悉尼大学，我们提供广泛
的支持服务来帮助你取得学术
成功。其中包括职业规划、求职
就业、学习技能、咨询建议、宗
教支持和残障学生支持等。
westernsydney.edu.au/services

学生中心

英语会话小组

学生中心（Student Central）是你获取信息、
表格、建议和转介服务的第一个联络点。一般
的咨询问题大多可以通过学生中心的工作团
队得到解答，他们会向你推荐解决问题所需
的服务或地方。你还可以向联络专员咨询关
于学生签证、海外学生健康保险、报名注册以
及入学事宜等方面的问题。

参加英语会话小组，提高你的英语口语能力，
建立自信心。这些小组由训练有素的志愿者
管理，营造出友好的互动氛围，是学生练习、
提高口语的绝佳机会。

westernsydney.edu.au/studentcentral
接机
在西悉尼大学就读本科、研究生或研究课程
的所有新生均可享受免费的机场接机服务。
我们可根据学生的安排，在其抵达悉尼机场
后将其接上，并送至其就读的校区。在西悉
尼大学的大学学院学习衔接课程（英语、文凭
或预科课程）的学生可付费获得此项服务。
westernsydney.edu.au/airportpickup
国际学生迎新介绍活动
国际学生迎新介绍活动是专为国际学生组织
的，旨在帮助国际学生为未来的大学学习生
活做好准备。迎新活动将在开课前10天举办，
所有国际学生都必须参加（请查看录取通知
书）。请务必提前至少一天或两天到达澳大利
亚参加迎新介绍活动。
westernsydney.edu.au/international/
orientation

学生福利
学生福利服务处（Student Welfare Service）
为所有国际学生提供福利方面的支持，包括
在经济援助、住宿、健康和法律协助等方面提
供建议。每个校区都设有服务处，安排有经过
专业培训的工作人员帮助你解决意外问题。
福利专员可以就学习选择提供信息和建
议，如减少学习负担或以适当理由签署
假条，并可协助寻找合适的咨询服务。
学生福利处还定期为国际学生组
织信息通报会和讲习班。
westernsydney.edu.au/
internationalstudentsupport
westernsydney.edu.au/welfareservice
学习支持
西悉尼大学的教学风格和要求的学习技能可
能与你所在国的要求大不相同。西悉尼大学
出台了一系列支持计划，通过包含学术阅读讲
习班在内的丰富服务帮助你取得学业成功。
westernsydney.edu.au/
internationalstudentsupport

westernsydney.edu.au/englishconversation
学习互助会（PASS）
同侪学习互助会（PASS）有面对面和在线两
种方式，免费自愿参与，采用以学生为中心
的辅导方式。每周一次，每次一小时。参加
PASS，你将认识同一课程单元的其他学生并
协同完成课业，理解单元内容并制定学习策
略，帮助自己提高学习成绩。互助会由完成相
关课程单元的优秀学长提供指导。学长们将
依照学习材料进行辅导，通过有计划的活动
和讨论促进学习成效。
通过与其他学生的积极合作，你会发现自己
更加积极地参与其中，深入理解了课程单元
的内容。PASS是一项非正式学习活动，氛围
轻松愉悦，让你在深入理解课程单元内容的
同时，还能结识其他同学。
PASS适用于大多数课程单元和多个校区。
westernsydney.edu.au/pass
MATES
MATES是一个旨在为大学新生或重返校园
的学生提供同侪指导的项目。新生和高年级
的学长学姐们结成对子，互帮互学。这种方
式有助于你结交朋友、与其他学生建立联系
以及更好地掌握知识和技能，从而适应大学
生活。
westernsydney.edu.au/mates
mates@westernsydney.edu.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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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在西悉尼
大西悉尼地区是西悉尼大学的所在地。该地区包括悉尼西北、西南和西部地区，是澳大利亚第三大地区
经济体。其下辖200多万来自170个国家的人口，经济繁荣、商机无限、文化多元、注重创新，是留学的理
想之选。
商业

历史

作为一个商业发展中心，许多大型跨国公司
大西悉尼地区最初居住着包括贝迪阿加尔
都在西悉尼开展业务，包括必和必拓、可口可 （Bediagal）和塔鲁格（Darug）在内的几个原
乐Amatil饮料公司、索尼、普华永道、德勤和
住民族群。根据放射性碳年代测定结果，该
佳能等行业巨头。本校与西悉尼当地的商界、 地区的人类活动最早可追溯至三万年前。这
业界和社区领袖保持着密切关系，我们的学
里也曾经历过一段殖民历史— —1788 年，在
生将在这里获得令人艳羡的学习、实习、工作
如今的悉尼中心地带— —岩石区登陆后仅10
和社区参与机会。详情请参见第10页。
个月，欧洲殖民者们就来到了这里。
欧洲人在澳大利亚定居的前半个世纪里，帕
拉马塔的旧政府大楼曾是新南威尔士州十位
州长的“乡村”住所。帕拉马塔公园建于1799
年至1816年之间，现已列入世界遗产名录，里
面陈列着十九世纪的家具和珍宝，并对公众
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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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外活动
美丽的国家公园、随处可见的草地、迷人的帕
拉马塔河、内皮恩河和霍克斯伯里河等自然
景点近在咫尺— —西悉尼绝对是户外运动爱
好者的理想去处。你可以找一个地方体验慢
跑、散步、单车骑行、划船、皮划艇或游泳的
乐趣，也可以享用一顿悠闲惬意的野餐或烧
烤，或是与朋友一起打打板球，踢踢足球，或
玩玩飞盘游戏。
你还可以探索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蓝山，在
热带雨林、山脉、山谷和瀑布的壮观背景下体
验漫步丛林、划独木舟、露营、攀岩和骑马等
丰富活动。

西悉尼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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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购物与美食

文化

在澳大利亚工作

想要观看一场比赛或亲自加入一个社区运动
队，那么正好西悉尼还会举办澳式足球、英式
橄榄球联赛、板球联赛以及澳式足球联盟等
著名的赛事。

住在西悉尼，你还有机会参加各种节庆活
动，如农历新年庆典和其它文化活动，包括
一年一度的帕拉马塔悉尼节（Sydney Festival
Parramatta），该节日将在为期十天的时间里
举办各种精彩活动。

国际学生在学校开学期间每两周允许工作40
小时，假期工作时间则不受限制。

附近位于霍姆布什（Homebush）的悉尼奥林
匹克公园是2000年奥运会的举办地，这里有
水上活动中心和射箭中心，还有向公众开放
的自行车道。悉尼奥林匹克公园的澳新银行
体育场（ANZ stadium）和其它场馆经常举办
国家和世界级足球、曲棍球、篮球和网球比
赛、田径赛事以及大型当代音乐会。
倘若你喜欢购物，西悉尼有百货公司、电影
院、餐厅、咖啡馆、当地集市和专卖店等丰富
之选。你可以寻访众多大型零售中心，包括澳
大利亚名列前茅的购物商城— —帕拉马塔西
田购物中心（Westfield Parramatta）。由于该
地区的人口具有丰富的多元文化背景，你总能
在这里找到熟悉的家乡味道、食物和香料，或
者，你也可以大胆尝试一些全新美食！

westernsydney.edu.au

澳大利亚的治安情况
与世界其它地方相比，澳大利亚是一个非常
安全的国家。来到澳大利亚，你会发现大多数
人都是开放友好的，他们更喜欢“有一说一”
生活态度。
studyinaustralia.gov.au/global/live-inaustralia/health-and-safety

工作许可将自动包含在你的学生签证中。尽
管你可以在澳大利亚工作，但你不能依靠这
些收入来支付你在澳大利亚逗留期间的学费
或生活费。
许多国际学生在学习期间会选择兼职工作，
但期望一开始就能找到兼职工作是不现实
的。你首先需要熟悉这座城市以及可提供兼
职工作机会的地区。在从事兼职工作之前，要
清楚自己的学习任务也很重要。
studyinaustralia.gov.au/global/live-inaustralia/working
公平工作调查专员可提供有关澳大利亚就业
权利和条件的重要信息。
fairwork.gov.au/international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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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
校内住宿是结交朋友、充分体验大学生活的绝佳机会。
校内住宿

住宿类型

未满18岁的学生住宿安排

西悉尼大学为所有校区的国际学生提供高
质量、设施齐全的住宿环境。校内住宿是结
交朋友、充分体验大学生活的绝佳机会。

有很多不同类别可供选择。想要认识新朋
友？那就选择一个共住的联排或独立房屋！
每个校区的住宿类型各不相同，但无论你喜
欢舒适还是经济适用，我们都能为你提供满
意的服务。

凡未满18岁的未成年学生必须：
a)与年满 21 岁且经澳大利亚政府民政事务部
（Department of Home Affairs）批准的亲属
或合法监护人同住；
b)服 从大学批准的住宿和福利安排。

你可以选择单间、公寓、独立或联排房屋。不
同校区的住宿选择各异。校内住宿的费用取
决于你选择的住宿地点和类型。

如学生选择上述b)选项，即服从大学批准的
住宿及福利安排，大学会负责签发一份《住宿
及福利适宜性确认书》（CAAW）。

请拨打+61 2 8760 0012致电学生宿舍或访
问westernsydney.edu.au/village获得更多
信息。

有关未成年人的福利安排的详情，请访
问 homeaffairs.gov.au/trav/stud/more/
welfare-arrangements-under18

如果你是Sydney City校区的学生，可
以在下方找到关于住宿选择的更多信
息：westernsydney.edu.au/city/sydney/
accommodation

经大学批准的住宿安排
要获得学校签发的《住宿及福利适宜性确认
书》（CAAW），学生必须居住在由西悉尼大
学批准的寄宿机构所安排的寄宿家庭中：
≥≥ Global Experience（全球体验）
≥≥ Homestay Network（寄宿家庭网络）

西悉尼大学宿舍的住宿条件物超所值。住
在校内，意味着可以省下交通费用，免费
使用班车服务，还可以轻轻松松步行去校
园。
设施
大部分西悉尼大学的学生宿舍都设有：
≥≥ 带共用厨房的学生休息室
≥≥ 电视休息室
≥≥ 电脑房和学习室
≥≥ 烧烤区
≥≥ 洗衣房
≥≥ 校内免费网络
≥≥ 访问专门的ResLife程序。

安保和支持
西悉尼大学宿舍为学生提供24小时支
持服务，并配有专门的常驻助理、夜间
值班管理员和夜间安全巡逻队。
宿舍和公共区域通过电子刷卡才能进入，单
独卧室均可上锁。
校外住宿
西悉尼地区有不少廉价公寓和合租房，选择
范围丰富。到澳大利亚家庭寄宿也是不错的
选择。你可以体验本国文化，帮助自己快速安
顿下来，并有机会融入澳洲家庭的日常，锻炼
自己的英语语言能力。

在签发《住宿及福利适宜性确认书》之前，家
长/监护人须向西悉尼大学提供证据，证明其
已与寄宿机构订立了住宿协议，并规定了在
协议期内须向学生提供的具体住宿安排。住
宿协议的生效日期不得迟于学生《入学确认
书》中注明的开学日期，且在学生入学期间及
毕业后七天内有效，或直至学生年满18岁为止
（以时间较早者为准）。
westernsydney.edu.au/under_18_admission

westernsydney.edu.au/accommodation

24

西悉尼大学

2019/20 年国际学生课程指南

六卧室
公寓平面图（仅供参考）
西悉尼大学学生宿舍

westernsydney.edu.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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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成本
根据澳大利亚政府的建议，学生签证持有人每人每年大约需要花费20,290澳元的生活费。然
而，实际花费取决于个人的生活方式，你应当按每位成年人每年大约花费26,000澳元的标准
进行预算。具体的花费很难准确预测，下方的生活成本指南旨在为你提供关于预期花费及一
般生活成本的有用信息。
所标明的费用仅作为指南，实际费用取决于你个人的生活方式。
westernsydney.edu.au/international/livingcosts








机场接送80–150澳元
取决于从机场到校区的交通费用。
如果你是第一次到澳大利亚，可以在机场乘坐西悉尼国
际处安排的机场免费穿梭巴士。这项服务可将你直接送
到你就读的西悉尼大学校区。

每周生活费用



床上用品、厨房用具和家具800澳元
具体费用因住宿条件而异。西悉尼大学的校内住宿设施
齐全，但你需要自行购买床上用品和厨房用具。出租房
大多没有家具，你可能需要自己准备寝具。详情请访问
westernsydney.edu.au/village。
保暖衣物50–150澳元
如果你来自热带地区，则尤其需要为冬季（6月到8月）
做好准备。
课本600+澳元
购买二手书可以节省开支。请查看校园公告栏或访问
secondhandbooks.westernsydney.edu.au
2018年，所有注册本科一年级和文凭课程的学生均可免
费领取课本（价值不超过800澳元）。

住宿130–450澳元
具体费用取决于学生所选的校内或校外住宿方式。
如需查询校内住宿费用，可访问：westernsydney.edu.
au/village
校外住宿：在帕拉马塔，一套两居室公寓每周租金约为
350–450澳元。

食品与生活用品、交通和相关费用300–500澳元
住处安置。
押金、租金预付款或租赁保证金300–900+澳元
校内住宿需缴纳押金（离校时可退还押金，具体须视情
况而定）。如选择校外住宿，须预先缴付租金或租赁保
证金（最少四周的租金）。

申请人：20,290 – 26,000 澳元
伴侣：6,515 澳元
第一个孩子：3,720 澳元
第二个孩子：2,790 澳元
homeaffairs.gov.au/Trav/Stud/More/
Student-Visa-Living-Costs-and-Evidenceof-Funds

有关资金要求方面的详细信息，请访问：
westernsydney.edu.au/international/fees

安置费用

每年生活费



如果你是Sydney City校区的学生，可以通过以下网站查
找关于住宿选择的更多信息：westernsydney.edu.au/
city/sydney/accommodation
水电气费35–140澳元
校内住宿已包含该费用。校外住宿的该费用取决于合租
协议。
电话费和上网费20–200澳元
有众多移动电话运营商和支付方式（包括预付费和后付
费方案）可供选择。






联系国内的家人可使用国际长途电话卡（电话卡），这种
方式通常更便宜。
食品80–150澳元
以家常菜为主。
公共交通费用25–50+澳元
具体取决于你的住所与西悉尼大学校区间的距离以及使
用公共交通的频率。各校区与最近的火车站之间开通了
免费班车。
文具/复印15澳元
图书馆可在线提供许多书籍和期刊的资料，这可以降低
复印成本。你也可以在折扣店购买文具。
个人用品、娱乐等80+澳元
和朋友出去吃饭。

所有价格单位均为澳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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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出校友
Anh Kim Phan
应用科学硕士
（食品科学与技术），2001 年
摄影：DAVID ZENTZ PHOTOGRAPHY

Anh Kim Phan现在为AKP有机护肤实验室创始人兼科学
家，早年从越南来到西悉尼大学攻读食品科学与技术应用科
学硕士学位。“当我发现自己真的不需要读死书，不需要害怕
表达自己的独立想法时，简直让我大开眼界。”Anh说道。
她科学创新的本能从此被唤醒。在论文中，她论述了一种简
单的技术来测量包装材料的透氧性— —影响产品保质期的
特性。这让她产生了一个想法，即将传感器电池安装在对光
热条件较为敏感的贵重药品和护肤品包装上，从而确保产品
得到妥善储存。如今，这项技术已成功申请专利，Anh也受
邀在韩国首尔举办的第十一届世界食品科技大会上展示了自
己的创意。
后来，在进入澳大拉西亚消费品巨头联合利华（Unilever
Australasia）从事研发工作后，她意识到自己对自由思考的
满腔热情受到了大公司的束缚。与此同时，她的个人生活经
历也丰富了很多。
在此期间，Anh和她的丈夫搬到了洛杉矶，成为了一名合格
的美容师，在洛杉矶市中心执业。她一直以来都利用自己的
科学知识和研究的自然疗法来治疗自己的小疾病。
自此，AKP协议有机护肤与健康食品公司应运而生。按照美
国农业部的有机认证要求，AKP生产的天然产品不含任何保
鲜剂、防腐剂和石化产品。
“它就像是皮肤的食物，”Anh说道，“可以滋养皮肤的微生物
群。”Anh认为自己的健康状况能够完全好转除了得益于补
充营养和改变饮食习惯外，还在于拒绝刺激性的化学物质。
通过社交媒体和口碑分享，Anh已建立起一批忠实的客户群
体。她计划今年继续拓展市场，销售更多产品。“我的主要目
标是教会人们如何拥有一种自然、健康的生活方式，”Anh说
道。

westernsydney.edu.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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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学金
西悉尼大学可为国际学生提供各类奖学金支持。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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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2020国际学生奖学金计划
本科生
校长优秀学术奖学金（本科）
（VICE-CHANCELLOR’S ACADEMIC
EXCELLENCE UNDERGRADUATE
SCHOLARSHIPS）

研究生
校长优秀学术奖学金（研究生）
（VICE-CHANCELLOR’S ACADEMIC
EXCELLENCE POSTGRADUATE
SCHOLARSHIPS）

金额
奖学金最多可抵扣三年学位课程期间年度
学费
的50％。

金额
奖学金最多可抵扣两年学位课程期间年度
学费
的50％。

课程
适用于在CRICOS注册的任何本科学位课
程（Doctor of Medicine课程除外）。

课程
所有在CRICOS注册为至少1年期
授课型研究生学位课程（不含更
高的研究型学位课程）。

筛选
考虑标准为高中最低成绩达到澳大利亚大
学入
学分数（ATAR）90分或同等水平。
你需要提交一份申请奖学金的自述材料供筛
选小组评审，其中需阐明奖学金将如何帮助
你的学业和未来职业的发展。

西悉尼大学国际本科生奖学金
（WESTERN SYDNEY INTERNATIONAL
UNDERGRADUATE SCHOLARSHIPS）
金额
→ 每年抵扣$7,500的（最多三年）学费
或
→ 一次性抵扣$5,000的学费
授予奖学金的数额取决于你之前学业的成绩
水平。
课程
适用于在CRICOS注册的任何本科学位课程，
配额课程除外。配额课程包括Doctor of
Medicine、护理学学士和护理学学士
（本科毕业生入学）学位课程。
筛选
奖学金根据学术成绩授予。只要足够优秀，
你的录取通知书中就会载明奖学金。

westernsydney.edu.au

筛选
考虑标准为必须在最近完成的本科生或研
究生
学位课程中，7分制的平均绩点分（GPA）
达到5.95分或同等水平。
你需要提交一份申请奖学金的自述材料供筛
选小组评审，其中需阐明奖学金将如何帮助
你的学业和未来职业的发展。

资格要求
适用更多的资格标准。了解完整的
条款与条件，请访问westernsydney.
edu.au/internationalscholarships
申请接受流程
奖学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名满即止。
建议学生尽快接受奖学金，以免落空。
申请信息
无需申请。在申请入读西悉尼大学
时，将自动纳入奖学金考虑范围。
其它费用
奖学金属于学费减免，不包括与生活
费、住宿费、交通费、留学生健康保
险费或其它与学习相关的费用。

西悉尼大学国际研究生奖学金
（WESTERN SYDNEY INTERNATIONAL
POSTGRADUATE SCHOLARSHIPS）
金额
多年期，包括：
→ 每年$7,500或
→ 每年$5,000。
授予奖学金的数额取决于你之前学习的成绩
水平。
课程
所有在CRICOS注册为至少1年期授课型研究
生学位课程（不含更高的研究型学位课程）。
筛选
奖学金根据学术成绩授予。只要足够优秀，
你的录取通知书中就会载明奖学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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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学选择
职业发展机遇无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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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
艺术与人文学
世界

150强
语言学*

200强
传播学**

250强

英语语言与文学***

300强

艺术与人文学***

就业率
建筑设计与建筑

91%

毕业后4个月内就找到工作^

建筑

艺术与人文学

如今的大西悉尼地区正经历着日
新月异的变化和发展，借此良机，
我们于2018年春季新学期开设
了创新性的建筑设计学士学位课
程，这也是澳大利亚最新的建筑
学位课程。

艺术与人文学学位课程将为你打
开通向世界的就业大门。你将师
从国际知名学者，并得到他们的
全力支持。

该学位课程将建筑设计方面的问题与当代
城市的转型问题直接结合起来，旨在赋予建
筑师创造具备可持续性、适应性和设计精良
的环境所需的技术能力和智力技能，从而为
今后在全球范围内就业做好充分准备。建筑
设计学士学位课程以基于工作室的教学为特
色，注重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动手制作、
团队协作和跨学科融合等方面的杰出能力。
你需要学习并掌握当代建筑师必备的相关
技能和知识储备，包括空间设计、图形传播、
建筑历史与理论、数字设计与制造、建筑技
术和专业性研究等。该课程已获得澳大利亚
建筑师认证委员会（Architects Accreditation
Council of Australia）的认证，并且可与建筑硕
士学位课程（城市转型）本硕连读。

就业方向
建筑设计专业的毕业生可以从事以下领域的
相关职业：

这里提供丰富学科让你沉浸其中，主要方向
包括文化和社会分析、创意写作、数字文化、
国际关系与亚洲研究、语言或心理学研究等
等，不胜枚举。结合学习，拓宽视野，了解商
科、信息技术、法律、理科或教育学的奇妙
世界。
就业方向
人文学习旨在培养沟通技能和个人技能，赋
予独立思考的创造性和能力，以及对新情况
的适应性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作为毕业生，你
的就业方向可以是艺术经理人、教师（需进一
步深造）、撰稿人、作家、记者、政治家、外交
官、社区规划员、图书管理员、历史学家、出
版商或研究员。
非政府组织、社区相关行业、海外组织和社会
政策制定机构都是你的求职方向。丰富的双
学位课程将进一步扩大可选的就业范围。
了解更多信息
请致电+61 2 9852 5499或发送电邮至
internationalstudy@westernsydney.edu.au
联系课程信息中心

≥≥ 建筑设计
≥≥ 城市设计
≥≥ 城市规划
≥≥ 室内建筑
了解更多信息
请致电+61 2 9852 5499或发送电邮至
internationalstudy@westernsydney.edu.au
联系课程信息中心

*	
泰 晤士高等教育（THE）世界大学排名
**	2018年世界大学学术排名（ARWU）学科名次
*** QS世界大学学科排名
^	
学习与教学质量指标（QILT）qilt.edu.au

westernsydney.edu.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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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um Samang
柬埔寨
应用金融学硕士

“我原本可以在澳大利亚的众多大学
中任意选择，但是我最终还是选择了
西悉尼大学。我很高兴我做出了正确
选择，因为西悉尼大学是一所现代化
的大学，是一所进步的大学，同时也
是一所世界排名前2%的大学。西悉
尼大学不仅为学生提供一流的高科
技设施，还为学生提供良好的就业
机会。
目前，我是普华永道（PwC）的一名
临时金融分析师，而这正是我通过
商学院获得的就业机会。我现在主
要从事退休金和养老基金方面的工
作。希望自己能将这些知识和经验从
普华永道带到我的祖国，为推动柬
埔寨金融体系的发展尽上自己的绵
薄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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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
商科
世界

200强

酒店管理与旅游**

300强

会计与金融学***

400强

商科与经济学*

400强
管理学**

450强

商科与管理研究***

计算机
世界

500强

计算机科学*

商科

计算机

当今世界日新月异，你需要一个与
时俱进的商学学位。

成为一名炙手可热的计算机专
家。掌握宝贵的实践经验，便可
脱颖而出、获得成功。

正因如此，我们重新调整了商学学士学位课
程的教学大纲，使之更加适应行业、技术和
职业变化所带来的种种挑战和要求。依托西
悉尼大学独有的课程结构，你可以根据自己
的专业领域来定制课程内容。商学学士学位
课程现已面向大学的所有专业学科开放。这
意味着，不同于传统学位，现在你可以选择
商学方向以外的专业，涉猎更加多元化的技
能和知识。
根据你选定的主修和选修方向，商学学士课
程还可以帮助你在毕业时拿到澳大利亚领先
机构的行业认证。掌握广泛理论并参与现实
产业项目，不仅是助你做好上班工作的准备，
还是为今后的光明坦途迈出第一步。
我校著名的悉尼管理学研究生院（SGSM）开
设有一系列研究生课程，以理论和实践结合
为特色，注重教学内容与职场的关联性和适
用性。我们不仅拥有经验丰富、资历深厚的师
资队伍，还会邀请企业和政府的行业领袖担
任客座讲师。
就业方向
毕业时，你可进入管培生项目、从事管理咨询
工作或从事专业相关的职业，其中包括公共
实践、税务咨询、商业银行、金融服务管理、
经济咨询、服务型企业工作、雇用关系、人
力资源、劳资关系、营销公司、运营或物流组
织、国际物业、房地产开发和估值公司等等。

如果你想掌握高级编程技能，对现代网络计
算机系统构建起深入的技术性理解，或者在
信息系统安全方面具备完善的技能，那么我
们的计算机学位课程就是为你量身定制。
凭借本校在计算机、信息与通信技术及信息
系统方面极高的专业认可度，不论在技术开
发和应用的哪个领域，你都能抓住令人艳羡
的良机，实现全人类设定的全球目标、应对
重大挑战。
如果你是计算机领域的新兴企业家，新开设
的创业学士学位课程（游戏设计与模拟）将助
你培养起高层领导所需的思维模式、风险承
受力、创造力、激情、全局观、团队组织力和
领导能力— —具备了这些，创业者才能成为
改变游戏规则的风云人物，追逐自己的理想
并将之付诸实践。
就业方向
毕业后，你可以就职于计算机安全、系统编
程、网络开发、支持和管理、实时编程、系统
工程、游戏与移动应用程序开发、信息系统管
理、健康信息管理、数据库和系统管理等领
域，或者成为网站开发工程师。
了解更多信息
请致电+61 2 9852 5499或发送电邮至
internationalstudy@westernsydney.edu.au
联系课程信息中心

了解更多信息
请致电+61 2 9852 5499或发送电邮至
internationalstudy@westernsydney.edu.au
联系课程信息中心

*	
泰 晤士高等教育（THE）世界大学排名
**	2018年世界大学学术排名（ARWU）学科名次
***	QS世界大学学科排名

westernsydney.edu.au

33

2019/20 年国际学生课程指南

排名
创意产业
世界

100强

传播学与媒体研究***

建筑管理

创意产业

持有本校建筑技术与建筑管理学
位，你就能在迅速扩大的建筑设
计和建筑管理市场以及蓬勃发展
的智慧城市进程中实现自己的抱
负。

我校开设了独具特色的创意产业
学位课程，旨在助你掌握扎实的
创意技能。在Parramatta South
校区学习，你将受益于最先进的
工作室和一流的教学设施。

此类课程鼓励学生在工作中学习，以达到理
论、操作和实践知识相结合的目的，对于建筑
行业来说这种经验非常宝贵。

我们的创意产业课程得到主要管理机构的广
泛认可和认证，可为学生提供众多机会融入
当地社区、规划符合行业标准的实际项目。

除了接受一流的学术指导，学习中还将纳入丰
富的动手实验。

就业方向
新南威尔士州的创意产业发展迅速，尤其是
西悉尼— —广告、创意写作、设计、新闻、媒
体艺术制作、音乐和公共关系等都是前景大
好的就业方向。通过与我们的各界伙伴合作，
你将在妥善处理商业、道德、法律和专业问题
的基础上开展创造性实践。

我们的建筑技术学位课程着重讲授通用建筑
相关的建筑学应用实践知识。
就业方向
毕业时，你可以从事房地产开发商、住宅项目
经理、场地主管、估价师、建筑测量师、设计
与建筑经理或项目经理的工作。
了解更多信息
请致电+61 2 9852 5499或发送电邮至
internationalstudy@westernsydney.edu.au
联系课程信息中心

作为毕业生，你在新闻、数字与社交媒体传
播、设计和音乐等创意行业中都能够如鱼得
水。工作性质包括为非政府组织、企业和国
际公共部门提供支持，担任广告客户管理和
创意指导职务，或者从事电视、媒体、电影和
纪录片制作工作。你还可能成长为一名职业
动画师、平面设计师、网页设计师、专业摄影
师、插画师、艺术总监、演奏家、作曲家、教
师、艺术指导、音乐会经理或是社区音乐家。
了解更多信息
请致电+61 2 9852 5499或发送电邮至
internationalstudy@westernsydney.edu.au
联系课程信息中心

**	2018年世界大学学术排名（ARWU）学科名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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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玉坚（音，英文名Christine）
中国
创意产业硕士

在攻读创意产业硕士学位期间，
Christine很幸运地得到了在具有多
元文化特色的澳大利亚广播公司SBS
广播电视台实习的机会。在SBS工作
期间，她曾在广播电视台的多个部门
任职，参与过媒体会议，拍摄过有字
幕的影片，还曾在播控室待过一段时
间。
她说：
“我不仅接触到了这个行业，了
解到了什么是媒体、新闻和新闻业，
还有机会切身体验整个系统是如何运
作的— —如何呈现到观众眼前，如何
进行拍摄等等。与其它大学相比，西
悉尼大学为我提供了一个更实用的学
位，包括实习机会。
小班教学的模式非常棒。它让我能够
更多地参与讨论，让教授有更多时间
一对一地关注学生。我所有的课程都
是在Parramatta City校区修读的，这
里的教学楼拥有非常先进的配套设
施，地理位置也十分便利。在校学习
期间，我在团队项目中获得了很多乐
趣，在这里结识了不少朋友，建立了持
久的人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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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2019/20 年国际学生课程指南

排名
工程学
世界

500强
工程与技术*

75强

土木工程**

150强

电气与电子工程**

400强

环境科学与工程**

500强

工程学— —电气与电子***

数据科学

工程学

就未来世界而言，数据技能将是
一项不可或缺的必备技能——无
论你是否拥有其他专业学历。西
悉尼大学的数据科学学士学位课
程绝对独一无二。

要锐意创新，在全新的先进环保
设施中发挥你的创造性思维。我
们的工程学学位课程将带给你现
实世界的动手经验。

其独特性就体现在该课程必须与其他学位课
程一同修读。

我们的工程类课程处于澳大利亚教育、研究
与发展的最前沿，可帮助学生信心十足地迎
接挑战并取得成功。

在竞争环境当中，这无疑是一项真正的优势；
我们的毕业生将深刻认识到从数据中提取信
息和知识的复杂性，无论攻读哪个专业方向，
都将成为备受青睐的杰出人才。

本校课程采用理论与实践研究并举的方式，
提供广泛的课程单元选择、灵活的课程结构、
大量的行业研究项目与实习岗位以及在本地
乃至海外工作的机会。

在修读数据科学的同时修读市场营销、工程
学、信息与通信技术、理科或心理学等课程，
毕业即可获得双学位。

取得本校的工程、信息与通信技术和工业设
计类学位之后，你就能在技术开发和应用的
各个领域抓住令人艳羡的机遇，未来不管面
对任何挑战都不在话下。

数据科学硕士学位课程主要专注于应用领
域，涵盖了数据的本质，包括大数据和非结构
化数据，以及如何进行数据化调查和可视化
计算分析。学生毕业后，将具备在数据驱动的
世界中有效运作所需的知识和技能。

工程学硕士学位课程旨在帮助职业人士和新
近毕业生更新工程设计技能和知识，适应不
断变化的技术环境。

就业方向
数据科学课程整合了计算机、数学和统计学
科目，毕业生在商业和政府机构中有着广泛
的就业选择。

就业方向
毕业生可就职于土木，建筑，电气，机器人与
机电一体化工程，制造与公共设施，商业、医
疗与工业产品设计，项目管理与咨询，工业生
产，商用或民用建筑开发等领域。

了解更多信息
请致电+61 2 9852 5499或发送电邮至
internationalstudy@westernsydney.edu.au
联系课程信息中心

了解更多信息
请致电+61 2 9852 5499或发送电邮至
internationalstudy@westernsydney.edu.au
联系课程信息中心

*	
泰 晤士高等教育（THE）世界大学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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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能汽车
挑战赛
西悉尼大学在美国太阳能挑战
赛（ASC）中一举夺魁，成为全
球及澳大利亚首支赢得这项比
赛的太阳能汽车团队。
此次挑战赛全程2,800公里，共分为五个阶
段，西悉尼大学以优异的成绩在四个阶段中
胜出。这是一场全球性的赛事，参赛的国际
大学选手需要穿越美国包括内布拉斯加到
俄勒冈在内的四个州（2018年）。
他们驾驶着UNLIMITED 2.0赛车每天从上午
9:00到下午6:00进行比赛，晚上则对车辆
进行维护和充电，几乎没有时间睡觉。
为了参加此次挑战赛，西悉尼大学的太阳能
汽车团队做了充分准备— —他们刚参加完
2017年10月普利司通世界太阳能挑战赛
（BWSC），顺利完成了从达尔文到阿德莱德
3,000公里的长途跋涉。
在西悉尼大学，太阳能汽车团队是一个由
学生主导的项目。该团队由来自工程学、信
息与通信技术、工业设计以及视觉传播等专
业领域的学生组成，负责管理车辆生产和
设计的方方面面，以及赞助、营销和参与挑
战赛等相关的行政工作。该团队得到了西
悉尼大学计算、工程与数学学院（SCEM）的
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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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
健康与运动科学
世界

300强
公共卫生**

健康与运动科学

工业设计

西悉尼大学提供类别多样的创新
课程，帮助有志从事医疗保健事
业的毕业生做好准备。

工业设计是现代生活的重要组成
部分。我们每天都会看到为了让
生活变得更加轻松便利而设计制
造的琳琅产品。

临床健康科学课程涵盖职业治疗、辅助
医学、足病学和中医学四个大类。进修
课程则分为保健养生、健康服务管理、
休闲疗法 、公共卫生、运动与锻炼科学
以及健康与体育（HPE）几个方向。
作为毕业生，你将在循证实践和终身学
习方面打下坚实基础，在健康行业广获
青睐。所有课程都将为你积累宝贵的工
作经验，同时为你建立职业人脉。
创新的国家补充医学研究所（NICM）位
于Campbelltown校区，同在一地的还有
UniClinic实践治疗所，学生将在资质齐全
的临床医生监督下治疗病患。
就业方向
根据你攻读的课程专业，就业方向可以是公
立或私营部门，例如医院、急救服务、国防、
康复中心、保险公司、学校、大公司、私人执
业所和政府政策机关。你也可以与运动员和
体育组织合作，或者在机构担任私人教练。
了解更多信息
请致电+61 2 9852 5499或发送电邮至
internationalstudy@westernsydney.edu.au
联系课程信息中心

能够采用横向和跨学科的方法解决问题，并
创造出实用产品的，正是工业设计师。
我们的工业设计课程以及设计与技术课程的
重点是确保毕业生做好入职上岗的准备，能
够进行战略思考，并在商业环境中打造新颖
的产品和用户体验。
对职业发展大有裨益的实践工作机会，是我
们设计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就业方向
作为毕业生，你可以进入产品开发团队成为
内部或顾问工业设计师，或是从事医疗产品、
家具、数码穿戴设备、建筑产品、建筑设计、
运动设备、智能工具等领域的工作，亦或为物
联网（IoT）创业项目开发新产品。
作为本校设计和技术课程的毕业生，你可以
成为产品设计师，也可以升读教学硕士衔接
课程，最后到新南威尔士州的高级中学任技
术和应用研究教师。在这里，你可以在课堂
环境中自由应用设计思维、图形、制造乃至于
3D打印等STEM和工业设计技巧。
了解更多
请致电+61 2 9852 5499或发送电邮至
internationalstudy@westernsydney.edu.au
联系课程信息中心

**	2018年世界大学学术排名（ARWU）学科名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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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am Haitham Shamoon
Al-Handola
伊拉克
公共卫生硕士

“来澳大利亚求学可带来诸多好处
— —融入多元文化社区，享受一流
的教育，提升未来的职业潜力等等。
在澳大利亚留学期间，我结识了很多
好朋友，并且在学习和兼职过程中积
累了不少经验和知识。
成为西悉尼大学的一员为我赢得了
许多就业机会，尤其是在我的英语水
平得到提升之后— —通过与校内同
学交谈，以及参加英语口语小组，我
的英语有了很大进步，这让我越来
越愿意主动和他人交流。这里不仅可
以助你获得学位，更能够帮助你提升
自我，开创未来美好人生。
在此，衷心感谢大学的全体教职人员，
感谢他们慷慨相助，无私奉献，让我
们的学习和生活变得更轻松。哪怕是
毕业之后，我们也不会忘记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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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
法学
世界

200强
法学*

300强
法学***

300强
生命科学*

400强

生命科学与医学***

300强
医学***

400强
临床医学**

400强

临床、临床前与保健*

就业率

法学

医学课程

西悉尼大学法学学位课程具有广
阔的全球视野，将教学内容与模
拟庭审、法律起草、法庭辩护、客
户咨询、替代性争议解决方案的
角色扮演（法律谈判、调解和仲
裁）以及法律实习等有助于积累
技能经验的职业工作相结合。

医学的进步依赖于知识的进步。
有鉴于此，西悉尼大学在11年前
就创建了一所全新的医学院。

Campbelltown和Parramatta校区均开设本科
法律课程。两地都有卓越设施，包括锻炼法
务技能的模拟法庭、一座大型综合图书馆以
及配备计算机的法律研究设施。从自2018年
开始，你将拥有更多选择，将主修专业与另一
门学位课程相结合来，并前往帕拉马塔社区
法律援助所（Parramatta Community Justice
Clinic）在执业律师的指导下工作。
法律硕士（国际治理）课程凭借强大的核心
理论知识和一系列可选的治理类课程单元，
用专业信息和技能帮助律师在公司治理的私
人和公共法律方面有效扩展自己的知识，提
升自身的技能。
就业方向
我们的法律课程特别强调执业技能。作为毕
业生，你可能成为一名事务律师或诉讼律师，
到银行和金融部门、会计事务所和管理咨询
公司工作，或者进入企业管理、教育与出版、
政府部门和监管机构、市场营销、人力资源和
电信行业。
了解更多信息
请致电+61 2 9852 5499或发送电邮至
internationalstudy@westernsydney.edu.au
联系课程信息中心

从创立之初至今，我们已欢送了600多名毕
业，他们全都学有所成，并在医学界各有建
树。我们的医学博士学位课程（MD）致力于将
基于问题的教学模式与密集的临床实践以及
领先的理论和研究相结合，注重培养创新医
学人才。该课程既要求学生接受传统的课堂
教学，又要求学生参加临床实习，确保其具备
未来职业发展所需的技能与信心。我们的创
新不仅仅局限于我们的教学模式，同时还体
现在我们的教学条件。我们拥有世界一流的
教学设施，包括用于临床技能学习的模拟教
学空间、解剖实验室、先进的研究设施以及神
经科学行为调查实验室等。
我们在坎贝尔顿医院（Campbelltown
Hospital）设立了全新的麦克阿瑟临床教学
点（Macarthur Clinical School），汇集了专业
的医学教师和全新的临床培训设施。正因如
此，我们的医学院才会被誉为澳大利亚最先
进的医学培训中心之一。
学生毕业后即可申请澳大利亚健康执业者
监管局（AHPRA）甚至海外的注册执业医师
资格。
就业方向
毕业后，你将掌握出色技能并为实习做好充分
准备，有多种职业方向可供选择，包括医疗实
践、医学研究、管理或医学教学等。
了解更多信息
请致电+61 2 9852 5499或发送电邮至
internationalstudy@westernsydney.edu.au
联系课程信息中心

医学

96%

毕业后4个月内就找到工作^

*	
泰 晤士高等教育（THE）世界大学排名
**	2018年世界大学学术排名（ARWU）学科名次
*** QS世界大学学科排名
^	
学习与教学质量指标（QILT）qilt.edu.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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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

护理学

心理学

护理学
澳大利亚

西悉尼大学拥有澳大利亚最大
的现代化护理设施之一。我们的
护理学课程本国排名第一、世界
排名第四，旨在帮助学生做好未
来就业准备，并为改变人们的生
活——尤其是西悉尼地区居民的
生活做出自己的贡献。

西悉尼大学的心理学课程将开启
你的思想，带你走向一个充满无
限可能的世界。作为心理学领域
的世界顶尖高校之一，西悉尼大
学将为你提供向业界知名专家求
学请教的宝贵机会。

排名第一^
世界

排名第四^
护理学
世界

50强
护理学**

100强
护理学***

整个课程的所有内容都采用灵活的学习方
法，贯穿了初级卫生保健的核心理念。大纲包
括高水准的循证研究项目，均衡搭配理论、临
床实践和跨学科学习，助你打下扎实基础，在
护理和产科部门顺利上岗。本校的护理学毕
业生就业率极高，特别是在西悉尼地区— —
这一点享誉国际。
今年，我们还在全新的Liverpool校区启用了
最先进的护理模拟设施以及高科技学习空
间。
护理学硕士（职业研究）课程赋予学生扎实
的理论知识和敏锐的批判思维能力，使其在
当代临床实践中得心应手。

150强

就业方向
作为护理学专业毕业生，你可以从事的工作
包括急诊、老年护理服务、儿童与青少年健
康、社区卫生、医疗实践护理、残障服务、急
救或创伤治疗、司法健康、心理健康服务、法
医、成瘾性药物与酒精、职业健康、肿瘤学、
手术、姑息治疗、康复服务、护理教育和健康
管理等等。

150强

了解更多信息
请致电+61 2 9852 5499或发送电邮至
internationalstudy@westernsydney.edu.au
联系课程信息中心

心理学
世界

心理学***

心理学**

你可以在Bankstown、Penrith校区或是在设
施最先进的Parramatta新校区学习。
我们的心理学课程注重响应社区需求，致力
于助力你在保健、工作、教育、人际关系和家
庭生活等方面做出积极改变。可供你选择的
职业方向包括临床心理学、法医心理学、政
策制定、人力资源、社区服务、青少年工作等
等。无论你未来如何发展，学习心理学都会
让你对于如何看待和改变他人的生活秉持深
刻理解。
该课程旨在培养心理学领域的优秀科学家和
执业者。你还有机会选修其他学科，包括应用
领导力与批判性思维、数据科学、法学和社会
学。这样你就能在瞬息万变的当今世界中找
到更多的就业机会。
专业心理学硕士课程和心理学硕士课程（临
床心理学方向）均获得了澳大利亚心理学认
证委员会（APAC）的认证。
就业方向
作为毕业生，你可以进入政府或私营机构担
任学术或研究职位，从事临床、工业和组织
心理学、咨询心理学、职业心理学、法医心
理学、健康心理学和运动心理学等领域的
工作。
了解更多信息
请致电+61 2 9852 5499或发送电邮至
internationalstudy@westernsydney.edu.au
联系课程信息中心

* 泰 晤士高等教育（THE）世界大学排名
**	2018年世界大学学术排名（ARWU）学科名次
*** QS世界大学学科排名
^ 世界大学排名

westernsydney.edu.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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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
理科
世界

300强
生命科学*

50强
生态学**

75强
农业科学**

300强
公共卫生**

150强
农学与林学***

就业率
农业与环境研究

94%
毕业后4个月内就找到工作^

研究型硕士

理科

研究硕士学位课程与世界各地的
学位课程保持高度一致，确保你
获得国际公认的资格认证，具备
强大的竞争力，实现自己的教育
和职业抱负。

我们斥资3,000万澳元修建了最
先进的教学研究设施和实验室，
旨在为学生提供宝贵的实践经
验。

该课程将为你积累深厚的研究培训经验，在
结合专业学科知识的同时加深对研究方法的
理解，并在专家指导监督下进行一年的独立
研究。
该课程将授予国际认可的学历资格，提供与
顶尖研究人员合作的机会，在研究环境中为
你培养起实现目标的卓越能力，并传授一流
的研究培训技能和知识。
就业方向
研究硕士课程是定向的研究型博士衔接课
程，作为卓有成效的研究培训框架，为你的未
来研究铺平道路。该课程不仅培养毕业生的
创新分析能力、研究和沟通技能，还可助你在
以下领域具备全球性的职业竞争力：
≥≥ 工商界（从事研究助理、消费者与社会研
究、公关、出版、人事、培训、市场营销、人
力资源等工作）
≥≥ 社区和非营利组织（从事行政、海外援助
和发展、社会研究、政策制定、游说工作）
≥≥ 政府（从事政策制定与分析、一般行政、社
会研究工作）
≥≥ 博士深造、研究助理、大学任教。取得博士
学位后，可攻读博士后或担任讲师。
了解更多信息
请致电+61 2 4736 0665或发送电邮至
grs.mres@westernsydney.edu.au联系课程
信息中心

西悉尼大学的理科设施分布在三个校区，
分别是Campbelltown、Hawkesbury和
Parramatta，设施包括解剖学、生物和化学研
究所，核磁共振所，质谱实验室以及共聚焦生
物成像所。对于学习内容与动物有关的学生，
我们的澳大利亚淡水龟研究所（Australian
Freshwater Turtle Research Facility）以及哺乳
动物与爬虫馆（Mammal and Reptile House）
会成为其常去之处。
除霍克斯伯里环境研究所（Hawkesbury
Institute for the Environment）之外，该校区还
设有专供理科学士学位课程（法医方向）学生
使用的犯罪现场分析室。一座食品试验工厂
和多个现代化的工业厨房则是食品与营养专
业的专用设施。
理学硕士课程（2018年新设）是一门高阶课
程，分两个专业方向：公共卫生营养学和食
品科学。结业后，食品科学专业的学生即有
资格申请成为澳大利亚食品科学与技术学
会（Australian Institute of Food Science and
Technology）的专业会员。
就业方向
根据主修和选修课程，你的就业方向包括政
府、研究、法医、专利、质量控制、大学任教、
产品开发、环境分析、科学仪器、医学实验室
和技术管理等领域。你还可以成为中学的理
科或数学教师，或者继续攻读研究硕士，将研
究生涯提升到更高的水平。
了解更多信息
请致电+61 2 9852 5499或发送电邮至
internationalstudy@westernsydney.edu.au
联系课程信息中心

* 泰晤士高等教育（THE）世界大学排名
**	2018年世界大学学术排名（ARWU）学科名次
*** QS世界大学学科排名
^	
学习与教学质量指标（QILT）qilt.edu.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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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

社会科学

教学与教育课程

社会科学
世界

拿到社会科学学位，你就能积极
影响澳大利亚乃至世界各地人们
的生活。

我们的教学学位课程旨在助力你
掌握各项技能，超越课堂，开创未
来。在这个瞬息万变的世界，明天
永远属于那些有准备之人。我们
要培养的是具有批判性思维的人
才，而非观念狭隘的专家。

300强
社会科学*

200强
社会学**

400强
政治科学**

100强
社会学***

200强
地理学***

350强
社会科学与管理***

你将对我们所生活的这个复杂、文化多元且
充满活力的世界拥有更为深刻的理解。学习
社会科学具有很强的灵活性，可供选择的课
程也丰富多样。
你可以从儿童与社区、地理与城市研究、遗产
与旅游、和平与发展研究、社会学以及犯罪
学与刑事司法等学科中选择自己喜欢的主修
专业和第二主修专业。也就是说，您可以根据
自己的理想职业量身定制学位课程，既可以
专业精深，也可以宽泛广博。
此外，我们的社会科学课程还包括了网络安
全与行为、社会工作、犯罪学、社区福利、警
务、心理学以及旅游与城市规划等学科。
就业方向
毕业后，你可以就职于发展与维和机构、国
际援助领域、警卫服务领域、调查与情报机
构，或是进入负责网络安全、政策制定、分析
与社会研究的组织，前往社会与社区规划团
体、遗产与旅游中心以及福利和社区发展机
构等等。

在教学学位课程中获得的实践经验将助你从
踏上讲台的第一天起就能挥洒自如。西悉尼
大学的师范教育课程仅面向那些真心想要改
变少年儿童生活之人。
就业方向
作为毕业生，你可以按照自己在高等院校修
读的本科或研究生专业方向，进入对应的托
儿所、公立或民办中小校任教。
工作岗位包括幼教、小学教师（幼儿园至六年
级）、中学教师，以及体育、福利、社区教育以
及业界培训和再教育机构的外派讲师。
了解更多信息
请致电+61 2 9852 5499或发送电邮至
internationalstudy@westernsydney.edu.au
联系课程信息中心

了解更多信息
请致电+61 2 9852 5499或发送电邮至
internationalstudy@westernsydney.edu.au
联系课程信息中心

教学与教育
世界

75强
教育学**

150强
教育学***

10强
澳大利亚教育学院**

*	
泰 晤士高等教育（THE）世界大学排名
**	2018年世界大学学术排名（ARWU）学科名次
*** QS世界大学学科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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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英语教学、
口译与笔译课程
西悉尼大学在口笔译教育方面享
有逾三十年的卓越声誉，1985年
以来已培养出六百多名杰出毕业
生。许多口笔译专业的学生都能
拿到澳大利亚翻译资格认可局
（NAATI）的认证。
我们的教师都是各自领域的顶尖人才，也是
具有真才实学的专业口笔译专家。先进的语
言实验室和会议口译设备将在带你体验最新
口笔译技术的同时带给你难度不小的挑战。
对外英语教学（TESOL）可授予你一块国际公
认的金字招牌，让你能够与不同文化和语言
背景的人顺畅交流思想，了解千差万别的文
化和语言。
就业方向
修读口笔译课程，就能以专业口译或笔译员
的身份在澳大利亚的公私部门从业。其他发
展方向还包括攻读博士学位、从事口笔译教
学或是成立一个小型口笔译公司。
了解更多信息
请致电 +61 2 9852 5499或发送电邮至
internationalstudy@westernsydney.edu.au
联系课程信息中心

疗法研究与心理
咨询

旅游与城市规划
课程

疗法研究与心理咨询是一个稳步
发展的领域。

西悉尼大学的旅游与城市规划课
程在澳大利亚的同类课程中名列
前茅。

在西悉尼大学，我们从多个角度展开这些领
域的学习。学生将在理论和实践上得到悉心
指导，为将来的就业做好准备。
对于那些从社会科学及其他社工服务专业毕
业，又想取得社会工作专业资格的学生，社
会工作硕士课程（从业资格课程）是不错的
选择。
心理治疗与咨询硕士学位课程着眼于为来访
者创造治疗环境的过程，同时重点培养心理
咨询和治疗专业人员所必需的高水平技能、
感知能力、自我认知和道德操守。
除了开设心理咨询课程，西悉尼大学还开设
艺术心理疗法硕士学位课程，帮助那些有志
在治疗方法上发挥创造力的学生做好十足准
备。这包括使用音乐、视觉艺术和其他艺术媒
介进行治疗。
就业方向
心理治疗与咨询硕士学位课程通过跨学科的
组合方法帮助人们舒缓压力。在心理咨询和
治疗方面，来访者可以实现自我认知、扩大人
际交往能力，并通过专门建立的有益关系强
化自身能力。
社会工作硕士课程（从业资格课程）教学严
谨，并与研究培训相结合，以达到澳大利亚社
工协会（AASW）要求的实践教育标准。

此类课程采用理论与实践研究并举的方式，
提供广泛的科目选择、灵活的课程结构、行业
研究项目与实习岗位以及在本地乃至海外工
作的机会。
规划硕士学位课程带给学生的职业高级教育
可助其在城市规划实践和政策制定方面具备
卓越能力。
就业方向
如果你对城市、社会或文化规划方面的职业
感兴趣，那么直升城市管理与规划硕士学位
课程的规划学士学位课程就是不错的选择。
该课程将在城市管理、战略规划和政策制定
方面赋予学生卓越的领导能力。
作为旅游管理专业的毕业生，你有丰富的职
业道路可选，包括：节庆与会展活动管理、休
闲与旅游政策制定、旅游经营、景点营销、
旅游景点管理、户外娱乐、酒店接待，文化、
旅游和休闲产业发展，也可进入州政府和联
邦政府的城市与地区事务部门，或是担任规
划顾问。
了解更多信息
请致电+61 2 9852 5499或发送电邮至
internationalstudy@westernsydney.edu.au
联系课程信息中心

如果你对艺术治疗师这一职业感兴趣，今后
就需要利用各种视觉艺术媒介来帮助那些受
到情绪困扰的人们克服精神问题。对艺术治
疗师需求较大的领域包括：保健、政府和社
区组织。
了解更多信息
请致电+61 2 9852 5499或发送电邮至
internationalstudy@westernsydney.edu.au
联系课程信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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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实力
作为一个以研究为主导的教育机构，西
悉尼大学始终将教学与研究视为学生体
验中互相关联、密不可分的两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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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越研究计划 (ERA)
卓越研究计划（ERA）是澳大利亚政府
针对国内各大高校的研究水平开展的一
项全国性评估，主要由澳大利亚研究委
员会（ARC）负责管理。卓越研究计划
的宗旨在于评定澳大利亚高等教育行业
在各个研究领域取得的卓越成就。
在2018年澳大利亚卓越研究（ERA）评估
中，本校85%的研究项目被评为达到乃至
超出世界水平。
ERA是对澳大利亚研究成果的全国性评
估，突出了在具有重要经济和社会意义的
学科上全澳的研究优势。为达到ERA的目
的，研究学科按照二位数字和四位数字的
分类进行评估，其中二位数字领域为最广
泛的学科分类。
在二位数字学科水平，ERA将西悉尼大学
90%的研究评定为达到或高于世界标准。
远超世界标准
材料工程、补充与替代医学、应用数学、生
态应用、土壤科学、生态学、植物生物学、
林学、肿瘤与癌变、药理学与制药科学、文
化研究。

••••

高于世界标准
土木工程、电气与电子工程、护理学、公共
健康与健康服务、心理学、人文地理学、语
言学、大分子与材料化学、微生物学、历史
学。

研究
ì研究收入
40
35

15%
年平均增长率

百万澳元

25

15

霍克斯伯里环境研究所
Hawkesbury校区
调查气候变化对当地树木和森林的影响。
≥ 详 情请访问：
westernsydney.edu.au/hie

城市生活与社会

文化与社会研究所

大众、文化、经济与建筑环境
我们以此为主题的研究着眼于认识并引导
经济、社会和文化层面的诸多变化。研究人
员从城市生活的角度看待变化，尽力了解大
众的生活场所、所做的工作、自我描述方式
以及彼此形成的关系。这些关系决定了我们
共同的生活质量和身体健康，这正是我们
致力改善的研究方向。

Parramatta校区
通过研究来应对不断变化的社会环境带来
的挑战。

健康与福祉

Bankstown校区
致力于理解人类交流的科学基础。

翻译、服务与创新
此主题研究主要探讨保健措施如何预
防疾病，鼓励个人和社区采纳健康的
生活方式，降低疾病的花销和影响。我
们采取综合方法开展健康研究。我们
生活的环境、所属的文化背景以及所做
的工作都会影响我们的身心健康。
教育学
机会均等、公平公正、发展渠道和期望的变化
我们利用西悉尼社区的多元化来研究“教育
与期望的变化：机会均等、公平公正、发展渠
道”这一课题，用以了解全球各地人们受教
育的机会。该研究主题关注个人和社区如何
通过教育实现其在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的
期望。
环境可持续发展

30

20

我们的研究不仅局限于实验室
内。我们携手地区、国家和国际
上的合作伙伴，创造有益于社区
经济、社会和环境福祉的丰硕成
果。

≥ 详 情请访问：
westernsydney.edu.au/ics

MARCS 大脑、行为与发育研究所

≥ 详 情请访问：
westernsydney.edu.au/marcs

澳中文化艺术研究所
Parramatta校区
加强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增进与中国高校
之间的联系，支持学生学习中文和中国文
化。
≥ 详 情请访问：
westernsydney.edu.au/aciac

转化保健研究所
≥ 详 情请访问：
westernsydney.edu.au/THRI

气候、农业和资源
环境可持续发展主题的研究内容广泛，具有
高度实用和跨学科的特点，重点在于维护并
管理城市、农业和自然系统的多样性。再生材
料的使用和生产、城市的绿化覆盖和公共卫
生、小型企业对气候变化的态度— —西悉尼
大学研究人员正是通过这些介入点对跨越学
科领域的环境可持续发展开展研究。

147,000,000澳元

五年总值

10
5
0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westernsydney.edu.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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衔接课程
西悉尼大学通过大力投资来为学生提供新的学习方式、衔接课
程和支持服务，确保学生能有更多机会攻读高品质的本科和研究
生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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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HWAYS

To Western Sydney University

更高的
研究型学位课程

硕士学位课程

学士学位课程

文凭课程

学士学位课程第二年

学士学位课程第一年

预科课程

澳大利亚十二年级或
同等学历

westernsydney.edu.au

澳大利亚十一年级或
同等学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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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衔接课程
为帮助学生达到大学的入学
要求，西悉尼大学学院（The
College）和西悉尼大学国际学院
为学生开设了升读西悉尼大学
学位课程的衔接课程。
入读衔接课程的学生可使用西悉尼大学的所
有先进设施，包括阶梯教室、科学与计算机实
验室、图书馆、健身房、餐厅等，还可参加大学
举办的各类社交活动。这意味着从你入学的
第一天起，就已被视为西悉尼大学的学生了。
顺利完成文凭课程或预科课程的学生还有资
格获得西悉尼大学的国际奖学金。

西悉尼大学学院
西悉尼大学学院（The College）是西悉尼大学
旗下全资所有的学院（以下称“学院”）*，通
过全面的大学预科课程、文凭/学士学位课程
和英语语言课程，为学生开辟一条升读西悉
尼大学的路径。
小班授课加上教师的一对一关注，为学生顺
利升入高等教育营造出良好的支持环境。
圆满完成学院的大学预科课程或文凭/学士学
位课程，即可保证升读西悉尼大学相应的本
科学位课程。
学院长期为国内外学生开设英语和学术衔接
课程，在这方面拥有20 多年的深厚经验。这
使得学院能够提供高质量的教育机会，再加
上与西悉尼大学的密切关系，我们可以尽情
使用大学的专业知识和资源。正因如此，来自
世界各地的学生都将学院和西悉尼大学列为
澳大利亚首选的求学之地。
我们专门开发、精心设计、悉心教授的课程
可支持学生取得优异成绩，顺利开启职业生
涯。因此，学院的学生满意度、保留率和升学
率都很高。

在Bankstown校区和Nirimba校区就读的学院
学生可使用以下服务和设施：
≥≥ 参加模拟、小组活动和现场学习，进而深入
地钻研自己感兴趣的领域
≥≥ 通过如虚拟讲座、社交媒体等数字技术以
及其它新兴技术获得更加丰富的学习体验
≥≥ 所有校区均可使用无线电子邮件和互联网
≥≥ 所有校区均配有尖端的计算机技术和最先
进的教学设施
≥≥ 一系列旨在帮助学生适应学习生活的支持
服务
≥≥ 充满活力、蓬勃发展、文化丰富的西悉尼大
学社区。体育运动、休闲娱乐、聚会远足、
融入社区— —无论校园内外，丰富机会数
不胜数。
学术衔接课程
大学学院开设了一系列的大学预科课程及文
凭/学士学位课程，包括：
≥≥ 文科（面向有志升读文学、教育、人文、法
律、心理学、口译与笔译等专业的学生）
Arts (for students wishing to study Arts,
Education, Humanities, Law, Psychology
and Interpreting and Translation)
≥≥ 建筑设计管理
Building Design Management
≥≥ 商学
Business
≥≥ 传播学
Communication
≥≥ 建筑管理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 刑事与社区司法
Criminal and Community Justice
≥≥ 设计
Design
≥≥ 工程学
Engineering
≥≥ 健康科学
Health Science
≥≥ 信息与通信技术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
≥≥ 护理学
Nursing
≥≥ 理科
Science
≥≥ 社会科学
Social Science
更多详情
+61 2 9852 5499
internationalstudy@westernsydney.edu.au
westernsydney.edu.au/thecolle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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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悉尼大学国际学院
西悉尼大学国际学院（以下称“国际学院”）*
通过全面的大学预科课程或文凭衔接课程，
为学生开辟了一条升读西悉尼大学的途径。

学术衔接课程

国际学院由西悉尼大学和Navitas通过合资模
式共同运营。Navitas是一家上市公司，在国际
学生的招生和教学方面拥有20年丰富经验，
联合办校是为了整合Navitas与西悉尼大学的
优势，集运营和教学的“最佳实践”于一身。

≥≥ 商科
≥≥ 健康科学与护理学
≥≥ 理科

升读大学的途径始于教学水平享誉全球的优
质课程。高素质的执业教师通过小班授课，
给予学生个性化的关注。衔接课程已获得西
悉尼大学的认证及品质保证，助你为成功做
好充分准备。
不论选择什么途径，要充分发挥你的潜能，掌
握赢得成功的技能。

国际学院开设了以下领域的一系列衔接课
程：
大学预科课程

文凭课程
≥≥ 文 科
≥≥ 商 科
≥≥ 工 程学
≥≥ 信息与通信技术
更多详情
+61 2 9685 9860
mypathway@westernsydney.edu.au
westernsydney.edu.au/thecollege

2017年的学业成绩表现相当出色，学生的平均
通过率如下：
≥≥ 文凭课程— —83%
≥≥ 大学预科课程— — 96%
在Parramatta City校区（乔治街100号）就读
的国际学院学生可使用以下服务和设施：
≥≥ 使用大学的设施和服务，包括图书馆、计算
机房、娱乐设施和校内住宿
≥≥ 在拥有先进的教育设施以及社会和文化景
点的大西悉尼区学习可享受实惠的物价、
良好的治安、便利的交通等优势
≥≥ 西悉尼大学的国际学生来自70多个国家，
营造了丰富多元的文化氛围
≥≥ 参加大学生俱乐部和社团，体验充满活力
的社会生活
≥≥ 获得学术和个人支持，从而实现学习目标
≥≥ 通过其它学习机会进一步加深对每一门课
程的理解。

大学预科课程
大学预科课程通过介绍在澳大利亚高
校学习所需的知识和技能，让学生为
大学学习和社交生活做好准备。
顺利完成大学预科课程可保证直升西悉尼大
学对应学士学位课程一年级。需要额外辅导
的学生可进入学院或国际学院相应的文凭或
文凭/学士学位课程的学习。根据你的学业表
现，可入读8个月（快捷模式–2学期）、12个月
（标准模式–3学期）或16个月（扩展模式–4学
期）的文凭课程。
文凭课程
大学文凭/学士学位课程适合未达到直升本
科学位课程学术和英语入学要求的学生*。
所有文凭/学士学位课程都是与西悉尼大学合
作设计。也就是说，在学院或国际学院攻读文
凭/学士学位的学生，其教育水平就相当于西
悉尼大学本科一年级学生。
顺利完成文凭/学士学位课程可保证直升西悉
尼大学对应文凭/学士学位课程二年级。
根据你的学业表现，可入读8个月（快捷模
式–2学期）、12个月（标准模式–3学期）或
16个月（扩展模式–4学期）的文凭课程。
*学 生衔接课程取决于其总体成绩和相关课程开设
与否。详见第46–54页。
^国 际学院未开设扩展课程。

*学
 术衔接课程由西悉尼大学学院（CRICOS 02851G）和西悉尼大学国际学院（CRICOS 03663C）根据西悉
尼大学的安排开设。

westernsydney.edu.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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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语言课程
西悉尼大学学院开设了享誉国
际的英语语言课程，课程切合学
生的不同水平，让每个学生都能
抓住成功的机会。
英语语言课程的授课地点为西悉尼大学的
Sydney Olympic Park校区。
学院的英语语言课程可与大学预科课程和/或
文凭/学士学位课程以及西悉尼大学的学位
课程配套学习。配套课程的其中一个优点是
在整个学习期间只需办理一次签证。
“学习配
套课程的学生在完成英语语言课程并达到要
求后，不需要再参加额外的外部英语考试，
就可直接升读西悉尼大学学院或西悉尼大学
的课程。”

高等教育学术英语课程
（CRICOS代码082069M）
凭借出色的教学成果，学院树立了卓越的国内
高等教育学术英语课程专门面向母语非英语
和国际声誉。我们是澳大利亚英语协会（EA）
的学生，旨在提升其英语水平，使之能够自信
和澳大利亚大学英语语言中心协会（UECA）
交流，有效表达并具备充分的修辞能力，从而
的成员，所有英语课程均获得澳大利亚政
达到澳大利亚高等教育机构设定的语言水平
府的TEQSA认证（CRICOS提供机构代码
入学要求。
02851G），有完备资质向国际学生教授英语。
学院还获得了澳大利亚全国英语语言教学认
该课程共设有五个级别，学术英语（EAP）1
证计划（NEAS）的认证。
至5，适合中下级至高级英语水平的学生。每
英语语言课程

所有英语语言课程都经过认证，可以为你
提供十足的信心和必备的沟通技能，应对
大学学习的种种挑战，达到西悉尼大学入学
所需的语言水平。无论你是想提高一般沟通
技能、通过重要考试，还是升读一所英语授
课的大学，我们都有适合你的课程。可选项
目有：学术英语课程（EAP）、英语沟通（普
通英语-GE）、高级学术英语和教学硕士直
升英语课程（MTEEP）。详见第78–80页。

个级别为期10周，包括每周20小时的面对面
教学。
≥≥ EAP 1 – 学术英语1级课程将阅读、听力、会
话和写作的一般英语技能与学术技能衔接
起来。课程中，学生将专注学习基本的语法
和句子结构，一步步理解复杂的文本。
≥≥ EAP 2 – 学术英语2级课程通过课堂学习、
口头讲述、事实报告和定期作业的方式，让
学生在学术写作、阅读、听力和会话方面
打好基础。
≥≥ EAP 3 – 学术英语3级课程可巩固学生对各
类学术文章的理解，进一步发展EAP 2课
程已有的技能基础。
≥≥ EAP 4 – 学术英语4级课程重点提升学生的
学术英语水平，同时加强语言和批判阅读
能力，为大学学习做好准备。
≥≥ EAP 5 – 学术英语5级课程让学生在学术
写作、阅读、听力和会话方面进一步加强
语言能力。胸有成竹地融入大学环境。顺
利完成学术英语5级课程的学生无需再接
受任何英语语言测试，就可以升读西悉尼
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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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语言课程

高级学术英语技能
（CRICOS代码：082209D）
本课程分为两部分：
≥≥ 模 块A：阅读与写作
≥≥ 模 块B：听力与会话。
模块A为学生安排了必不可少的进阶写作和
阅读练习，专为学术类雅思总分6.5或以上但
读写仅达到5.5分的学生而设，同时也适合进
入大学学习之前需要提升阅读和写作能力的
学生。
模块B侧重于为学生传授高水平的口语沟通
技能，助其在工作或学习中应对自如。该模
块旨在提高语言的流利程度，让发音清晰标
准，并提升公共演讲的技能，与模块A搭配效
果最佳。
教学硕士直升英语课程
（CRICOS代码：084618D）
该课程旨在培养学生听、说、读、写的综合技
能，使学生的英语语言能力达到雅思总分7.5
分，口语和听力不低于8分，阅读和写作不低
于7分的水平。该课程涵盖了学术学习所需的
实用语言技能以及在澳大利亚学校从事教学
工作所需的实用语言技能。

英语入学考试
学院可提供英语语言考试服务，评定学生是
否具备直升西悉尼大学和学院所需的英语语
言技能。学院将通过两小时的英语入学考试
对学生的英语听读写能力进行测评。
考试中心
学院考试中心可为希望参加雅思考试（国际
英语语言测试系统）和培生英语考试的学生
提供服务。这两种国际英语考试均已获得各
大高校以及其它教育机构和专业认证机构
的认可。

留学须知

学院英语语言课程可提供一系列正
式认证的资格，这些认证资格已获得
澳大利亚和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
学院拥有澳大利亚英语协会（EA）和澳大利
亚大学英语语言中心（UECA）的成员资格。
此外，学院的所有英语课程均已获得澳大利
亚英语语言教学认证计划（NEAS）的品质认
可，并通过了TEQSA认证。

学院网站上可找到雅思考试和培生考试的
相关信息。
西悉尼大学国际学院
位于乔治街100号的Parramatta City校区是西
悉尼大学国际学院所在地，主要开设针对国
际学生的相关课程。如需查询完整的课程列
表，请访问学院网站 westernsydney.edu.au/
thecollege

英语沟通（普通英语）
（CRICOS代码：082210M）
普通英语课程在于为学生实现有效的英语沟
通做准备。该课程旨在让学生的英语语言能
力从初级水平提升到高级水平，教会学生如
何在日常生活中进行有效的沟通。
硕士预科课程（MQP）
与英语强化课程（EEP）
这是为升读西悉尼商学院研究生课程而开设
的衔接课程。只有雅思成绩达到6分的学生可
同时修读英语强化课程与硕士预科课程，从
而达到攻读硕士学位所需的英语语言和专业
水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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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流程
1. 课程选择
查看入学要求、校区、开学日期、
学费及其它费用等相关信息。
westernsydney.edu.au/international/apply
westernsydney.edu.au/find_a_course
westernsydney.edu.au/fees

2. 在线申请

3. 申请评估

将所有证明文件上传到国际学生在线申请系统。
系统会给申请人分配一个唯一的学生ID账号，
登录该账号可查看申请进度。
student-westernsydney.studylink.com

国际招生官员会评估申请人是否有
资格就读其感兴趣的课程，如果申
请人符合条件，会在网上发放录取
通知书。

westernsydney.edu.au/applyonline
（仅限研究型课程的申请人）

6. 学生签证
西悉尼大学会发送一份电子确认书
（eCOE）。使用电子确认书申请学
生签证。
westernsydney.edu.au/studentvisa

5. 接受录取通知书

4. 录取意向书

签署《接受书》，并将其连同学费一并寄回本校。 登录自己的账号查看收到的录取通知书、适用条件
仔细阅读退款条款。
（如需满足）以及在大学学习的各项重要信息。
westernsydney.edu.au/internationalaccept

westernsydney.edu.au/internationaloffer

westernsydney.edu.au/internationalrefund

7. 住宿与接机

8. 注册与课程表

9. 迎新介绍活动

安排住宿并预订接机服务（如有需要）

在前往澳大利亚之前，可在国内完成大学的注册
手续。注册后即可创建自己的课程表。

新生必须参加迎新介绍活动，了解重要的信息和
建议，以便顺利适应大学的学习生活。

westernsydney.edu.au/enrol

westernsydney.edu.au/international/orientation

westernsydney.edu.au/tutorialregistration

westernsydney.edu.au/starting

westernsydney.edu.au/airportpickup

资金要求
国际学生在澳留学期间必须准备好充裕的资金。资金应足以支付旅行费用、学费、受扶养人的学费以及生活费用。
费用类型

每人

所需金额（澳元）

旅行费用

申请人
家庭成员
申请人

往返澳大利亚的机票
每人往返澳大利亚的机票

学龄儿童（5–18岁）

请参阅 internationalschool.edu.au/trp

学费

课程费用— —具体请参阅第45页的课程章节
westernsydney.edu.au/internationalfees

border.gov.au/Trav/Stud/More/Student-Visa-Living-Costs-and-Evidence-of-Fu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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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须知
开学之前
学费与退款政策

海外学生健康保险（OSHC）

免修学分（学术学分）

录取通知书中注明了需要支付的学费以及强
制购买的海外学生健康保险费用。每一学期
必须预先缴齐所有费用。不按时缴纳学费可
能导致学籍注册无效，从而影响签证。

海外学生健康保险是针对学生签证持有者及
其家属的强制性医疗保险，涵盖了在澳大利
亚期间的大部分医疗和医院护理费用。安联
全球救援（Allianz Global Assistance）是西悉
尼大学海外学生健康保险的首选供应商。

如果想要申请转学分，应在申请西悉尼大学
时予以注明。申请人还须同时提供过往学习
的全部课程详情，以便对其免修学分申请进
行评估。

学费可能逐年增加。重修或额外增加的科目
须另行付费。请注意学费只包含学费本身，不
包含与学习有关的其它费用，如书籍、设备、
住宿和生活费用。
westernsyney.edu.au/international/fees
如需申请退款，应尽快以书面形式通知西悉
尼大学国际处。具体的退款金额将根据退款
政策进行评估。西悉尼大学的退款政策副本
会与录取通知书一起寄给申请人。
westernsyney.edu.au/international/refund
办理学生签证
在前往澳大利亚留学之前，必须先获得澳大
利亚政府民政事务部（DOHA）签发的学生签
证。申请签证时须附上西悉尼大学在申请人
接受了录取通知书并全额支付了所需费用后
发出的入学确认书。

如果没有有效的海外学生健康保险，在接受
西悉尼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时，需要另行购买
海外学生健康保险。录取通知书中已注明了
购买海外学生健康保险所需的费用。海外学
生健康保险的有效期必须涵盖国际学生在澳
大利亚停留的整个期间。

如果之前的学习与拟修的课程内容相关，则
可以考虑将学分转入所学的授课型研究生
课程。
免修学分可以缩短课程的学习时长，从而缩
短签证所需的有效期限。

allianzassitancehealth.com

westernsydney.edu.au/international/
advancedstanding

被抚养人的教育

延期

如携带学龄儿童赴澳留学，则须安排孩子在
澳大利亚上学。安排子女在澳大利亚中小学
读书，你必须为其支付国际学生学费。

如果你接受了录取通知书，同时又希望推迟
入学时间，则必须联系西悉尼大学国际处请
求延期。只有在你尚未来到澳大利亚或正在
澳大利亚的另一所学校学习，需要更多时间
来完成学业时，才可考虑延期。如果延期申请
成功，学校将发出新的录取通知书，你必须接
受并确认录取。你的学生签证也有可能会受
到影响。

deinternational.nsw.edu.au/study-options/
study-programs/temporary-residents

westernsydney.edu.au/international/apply

如果学生持有其它有效的临时签证，允许其
在不受学习限制的情况下在澳大利亚入境和
停留，则可能不需要办理学生签证即可来澳
大利亚留学。
如需了解如何申请学生签证的相关信息，请
访问澳大利亚政府民政事务部的官方网站。
homeaffairs.gov.au/Trav/Stud

westernsydney.edu.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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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校期间
签证条件

课程进度

休假

学生签证附有诸多条件。为了避免签证被取
消，你必须清楚学生签证的规则，并避免自己
违反这些规则，这一点非常重要。

作为签证条件，你必须满足课程进度以及出
勤率/参与度方面的要求，并保持课程注册的
有效性。如果学习进度不达标，或因此导致
被学校停学或开除学籍，你的学生签证将会
受到影响。

学生只有在符合恩恤休假情况或迫不得已的
情况下才可请假。如获准休假，学生签证可能
会受到影响，学生可能需要申请新的学生签
证才能留在澳大利亚完成课程的学习。

westernsydney.edu.au/studentvisa
实习与特殊要求
为了顺利毕业，作为课程或单元的内容之一，
你可能需要参加强制性的可评估临床实习、
实践或工作安排。
westernsydney.edu.au/policy（搜索学生实
习政策）
在大学在线手册上搜索所学课程，进一步了
解课程中的实习安排（如适用）。
handbook.westernsydney.edu.au/hbook
为了参加实习，根据课程的不同，你可能需要
满足一些特殊要求。这可能包括从事儿童工
作的检查证明、无犯罪证明、成人疫苗接种
卡和/或急救证书。
westernsydney.edu.au/specialrequirements

westernsydney.edu.au/international/
academicprogress

westernsydney.edu.au/
internationalstudentsupport
在澳大利亚工作

额外费用与成本
每年的学费只包括了学费本身，并不包含住
宿、书藉、设备、复印、打印、文具和生活费等
与大学学习有关的其它费用。
部分课程要顺利结业还必须支付一些额外费
用。例如，护理学专业的学生需要申领有效的
急救证书，且需要支付免疫接种、实验室工具
包（Lab Pack）等额外费用。
你必须事先了解清楚在西悉尼大学学习的各
项额外费用。

国际学生在学校开学期间每两周允许工作40
小时，假期可参加全职工作。在从事兼职工作
之前，要首先清楚自己的学习任务。
westernsydney.edu.au/workinginaustralia
如需查阅有关你的就业权利、条件和公平工
作调查专员的信息，请访问：
fairwork.gov.au/how-we-will-help/
templates-and-guides/fact-sheets/rightsand-obligations/international-students

westernsydney.edu.au/fees

学习要求
西悉尼大学的每一位新生都会经历一段适应
期。这包括适应异国他乡的环境以及适应新
的学习和教学方法。要想在大学取得成功，你
必须清楚自己的学习任务和考试要求。
westernsydney.edu.au/international/
studyrequir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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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学要求
西悉尼大学、学院及国际学院
学术入学要求
西悉尼大学入学竞争激烈，择优录取。
如需了解不同国家入读西悉尼大学、学院和国际学院所开设课程的最低学术入学要求，请访问westernsydney.edu.au/international/
apply。
英语入学要求
所有国际学生都必须具备良好的书面和口头英语表达能力。若未达到西悉尼大学的英语语言入学要求，可参加西悉尼大学学院开设
的英语语言衔接课程。
详见第77–80页或访问 westernsydney.edu.au/thecollege/english_programs
英语并非你的母语？
如果英语并非你的母语，就必须通过在认可的英语考试或测试中达到指定水平证明自己的英语熟练程度，然后才能得到一个无条件
录取名额。请参阅下方表格及西悉尼大学英语入学要求表格 westernsydney.edu.au/international/entryrequirements
英语是你的母语？
如果英语是你的母语，或者你可以提供以英语接受中学或高等教育的合理证据，即可视为符合西悉尼大学的英语语言要求。
课程/专业

雅思（学术类）成绩

托福网考（iBT）成绩

培生学术英语考试成绩

所有本科、研究生和研究型课程
（不包括以下）

总分6.5，单项不低于6.0；

总分82
写作21、口语18、
阅读13、听力13

总分58：沟通技能单项不低于50

教学硕士学位课程

总分7.5，阅读与写作不低于7.0，
口语与听力不低于8.0

总分105
写作24、口语26、
听力28、阅读24

总分78：口语79、听力79、阅读65、写作65

社会工作硕士学位课程（预备）

总分7.0，单项不低于6.5

总分100
写作24，其它各项22

总分65：听、说、读、
写四项技能单项不低于58（同一次考试）

医学博士学位课程及临床心理
学硕士学位课程

总分7.0，单项不低于7.0；

总分100
写作27、口语23、
听力和阅读24

总分65：听、说、读、
写四项技能单项不低于65（同一次考试）

文凭课程

总分6.0，单项不低于5.5；

总分70
写作20、口语16、
听力和阅读11

总分50：沟通技能单项不低于42

大学预科课程

总分5.5，单项不低于5.0；

总分59
写作17、
听力和阅读7、口语15

总分42：沟通技能单项不低于40

总分6.0，单项不低于5.5；

总分70
写作20、听力11、
阅读11、口语16.

总分50：沟通技能单项不低于42

大学预科课程
（健康科学/护理学）

注：英语水平证明文件的有效期为两年，即从考试日期或完成高等教育学业日期起计算，直至课程开学日期为止。
英语考试成绩达到以下水平的学生需要在大学学院参加为期六周的强化高级学术英语技能–模块A：阅读和写作：
≥≥雅思总分符合要求，但阅读和写作的单项成绩低于规定的分数要求。
≥≥托福总分符合要求，但阅读和写作的单项成绩低于规定的分数要求。
所有英语语言课程都经过认证，可以为你提供十足的信心和必备的沟通技能，应对大学学习的种种挑战，达到西悉尼大学入学所需
的语言水平。详情请访问westernsydney.edu.au/thecollege/Engl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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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悉尼大学保留随时撤销或更改本刊物所列课
程的权利。修订内容可能包括但不限于在西悉
尼大学各校区或其它地点所开设课程的授课地
点。如本出版物中所列的课程发生任何更改或
撤销，申请人将以电邮方式获得通知，电邮地址
为申请人在申请表上注明的地址。至于授课地
点的变更，学生应明白其需要根据这一变更对
其所报读的全部或部份课程进行调整。大学亦
有权在不另行通知的情况下更新、修订或取代
本刊物的在线版本。
西悉尼大学是一所设有多个校区的大学，学生可
能需要前往不同校区学习课程的某些部分。

西悉尼大学是依据澳大利亚联邦政府招收海外
学生院校及课程注册登记制度（CRICOS）注册
的提供商。提供商编号为00917K。
作为西悉尼大学学院的贸易公司，西悉尼大学企
业有限公司是依据澳大利亚联邦政府招收海外
学生院校及课程注册登记制度（CRICOS）注册
的提供商。提供商编号为02851G。它是西悉尼大
学的全资子公司。
西悉尼大学国际学院是依据澳大利亚联邦
政府招收海外学生院校及课程注册登记制
度（CRICOS）注册的提供商。提供商编号为
03663C。
西悉尼大学悉尼城市校区的课程由SIBT代表西
悉尼大学授课。详见westernsydney.edu.au/
city/about/western。
学术衔接课程由西悉尼大学学院和西悉尼大学
国际学院根据西悉尼大学的安排开设。
2018年出版。

联系方式
西悉尼大学国际处
westernsydney.edu.au/international
+61 2 9852 5499
internationalstudy@westernsydney.edu.au
大学学院
westernsydney.edu.au/thecollege
研究
grs.enquiries@westernsydney.edu.au
westernsydney.edu.au/research

2019年的重要日期
2月
22日 国际学生迎新日
3月
4日

秋季学期开学

7月
12日 国际学生迎新日
22日 春季学期开学
悉尼管理学研究生院（SGSM）入学日期

招生联系方式
apply@westernsydney.edu.au

第1季度
1月8日至3月25日

Sydney City校区
+61 2 8236 8037
study@city.westernsydney.edu.au
admissions@city.westernsydney.edu.au

第2季度
4月2日至6月17日

西悉尼大学国际学院
Level 6, 100 George St
Parramatta NSW 2150
+61 2 96859883
mypathway@westernsydney.edu.au

第3季度
6月25日至9月9日
第4季度
9月17日至12月2日
更多详情，请访问：
westernsydney.edu.au/events
Sydney City校区在二月、六月和十月开
学。如需了解具体日期，请访问：
westernsydney.edu.au/city/about/
important-dates

westernsydney.edu.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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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关注
未来学子
westernsydney.edu.au/future_students
活动
westernsydney.edu.au/international/events
Facebook
westernsydneyuinternational
Twitter
twitter.com/westernsydneyu
Instagram
#westernsydneyu
Youtube
youtube.com/westernsydneyu
微博
西悉尼大学
weibo.com/uwsinternational
微信
西悉尼大学
UWS_China
电话：
+61 2 9852 5499
在线咨询：
westernsydney.edu.au/international/courseenquiry
电邮：
internationalstudy@westernsydney.edu.au

WESTERNSYDNEY.EDU.A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