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
国际课程宣传册

通往坎特伯雷大学
（新西兰基督城）的桥梁

坎特伯雷大学国际学院学生，工
程学院，坎特伯雷大学校园

欢迎来到新西兰

欢迎来到
坎特伯雷大学国际学院

基督城萨姆纳海滩（Sumner
Beach Christchurch）上的
坎特伯雷大学国际学院学生

坎特伯雷大学校园里的
坎特伯雷大学国际学院学生

1 全球排名第1

5 毕业后取得3年工作签证

在为学生的未来发展做好准备，新西兰在全球英语
国家中排名第一。

国际学生可在毕业后申请工作签证，可在新西兰为几
乎任何领域的雇主工作。

资料来源：2018年经济学人智库《未来教育指数》。

工作时间：7级以上本科学位或以上，可工作3年；如
果学生在2021年底之前完成奥克兰以外的学习，可工
作2或3年。

2 学习英语

资料来源：immigration.govt.nz。

英语是新西兰的三种官方语言之一。在这里学习将
提高国际学生与工作场所相关的英语能力。

新西兰的资格证书获得全球认可和尊重，成功开启全
球职业的大门。
资料来源：studyinnewzealand.govt.nz。

4 每周工作20小时
在学习期间，国际学生可根据自身资格情况每周参加
多达20个小时的兼职工作，或者在假期期间参加全
职工作。*
取决于新西兰移民局批准：immigration.govt.nz。

1

坎特伯雷大学国际学院2020年国际课程宣传册

• 高中升读大学的替代桥梁课程
• 升读坎特伯雷大学所有学士学位的桥
梁课程
• 比传统的预科桥梁课程更省时、省钱
• 小班授课，教师经验丰富

我想要

• 课堂上可与老师和同学进行更多互动，
以提升学生的学术成就

6

3 优化简历

在坎特伯雷大学国际学院（UCIC）学习期间，学生将有机会升读世界一流坎特
伯雷大学（UC）的学位课程。*

 个采用国际留学生关怀
首
援助守则的国家

新西兰是全球首个采用国际留学生关怀援助守则的
国家。
请参考：2016年教育守则（国际留学生关怀援助）和修订版

• 在整个课程期间提供学习技能支持
• 所有课程均在美丽的坎特伯雷大学校
园内授课，学生可使用世界一流的设施
和服务
• 坎特伯雷大学在全球大学中排名前1%**
• 获得全球认可的学位，体验叹为观止的
新西兰风情。

我需要

7 营商最便利
新西兰是全球营商最便利的国家。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 2019年营商环境报告》。

* 在达到坎特伯雷大学国际学院的入学和升学标准后，保证学生可升读所选择的坎特伯雷大学学位课程。
** 2020年 QS世界排名。

www.ucic.ac.n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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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坎特伯雷大学国际学院的理由

课程概览

坎特伯雷大学国际学院帮助学生成为积极的独立学习者，并培养终身学习技
能。我们的课程旨在让学生升读坎特伯雷大学一年级或二年级的课程，同时教
授学生取得学业成功所需的支持和能力。

坎特伯雷大学国际学院提供个性化照顾和支持，同时鼓励学生适应新的学习环
境。所有课程均在坎特伯雷大学校园内授课，学生可使用坎特伯雷大学许多世界
一流的设施，这使学生更容易过渡到异国的大学生活。坎特伯雷大学国际学院
的课程：

基督城一览
预科学习证书

大学转学分课程（UTP）
地方经济蓬勃发展
城市投资达

400

交流项目证书

教育成本相对较低
基督城相较于奥克兰、墨尔本和悉尼
的优势

生活成本（含租金）指数

亿新西兰元

跨国公司正在基督城建立卓越中心。国际学
生可获得各种工作机会— —兼职工作，或在
毕业后参加全职工作。

基督城 

51

珀斯 

54

惠灵顿 

40,000 人才缺口
到2030年，基督城的技术职位将需要
40,000人才。

资料来源：ChristchurchNZ（新西兰基督城），
基督城教育。

生活质量高

15%
成本比墨尔本低
22%
成本比悉尼低 27%

57

墨尔本 

大学转学分课程（UTP）

成本比奥克兰低

59

奥克兰 

60

悉尼 

成本更低，资金更宽裕

69

伦敦 

77

资料来源：Numbeo，2019年。以纽约市的生活成
本指数为100作为评估标准— —一项消费品和
租金价格（包括杂货、餐馆、运输和公用事业）
的相对指标。

高价值就业市场

89%
（比全国平均水平高5％；2018年为84％）。

资料来源：qualityoflifeproject.govt.nz。

酒店和旅游业

建筑与工程

82%

会计、
人力资源、
法律和行政管理

制造业

135%

+

+

医疗保健

52%

144%

90%

+

+

+

从 2011年 6月底至 2019年 6月底，广告技能人才空缺增长最快。

UTP：工程学

UTP桥梁课程的专业

工程学主要是关于解决问题和创
造性思维。坎特伯雷大学的工程学
院获得国际认可和认证，课程排名
全球前百分之一。坎特伯雷大学工
程专业的毕业生具有强大的就业
能力和需求。作为学位课程的一部
分，学生将完成工作实践和实习，
从而学习关键实践技能，获得毕业
后的工作机会。

•
•
•
•
•
•
•
•

潜在职业道路

课程类型

工程学能够引领学生应对未来挑战，学
生可获得电信、运输、水电供应以及化学
工艺等领域的国际机会。就业机会涵盖计
算机系统工程师、硬件工程师、软件工程
师、系统开发人员、土木工程师、结构工
程师和机械工程师。

5级桥梁课程

工作机会和薪资范围

入学时间
化学工作者

较低

较低

较低

较低

较

较

较

学制
低

低

低

低

7万-20万新西兰元/年

2月和10月

较

较

较

较

4.5万-12万新西兰元/年 7.2万-10万新西兰元/年

低

财务顾问

低

软件开发人员

低

土木工程师

低

由于人才空缺和需求增长，
各领域的就业前景非常好。

较

毕业生的成就

坎特伯雷大学国际学院的
UTP课程

高中最后一年

我们在高价值行业拥有众多就业机会

2019年，89％的基督城居民认为
自己的生活质量为“高”或“非常
高”。

UTP课程可让学生从高中过渡到大学，完成学士学位课程的时间与坎特伯雷大
学直接录取的学生相同。UTP课程相当于坎特伯雷大学相关学士学位一年级的
课程。UTP课程旨在为学生提供在一年级学习期间所需的全部额外学术和语言
支持。学生将在12个月内学习8门学术课程（120学分），并直接升读坎特伯雷大
学二年级。

4万-14万新西兰元/年

三个学期（一年）

坎特伯雷大学二年级

化学与工艺工程
土木与结构工程
计算机工程
电气电子工程
森林工程
机械工业
机电工程
自然资源工程

薪资范围
每年5万-13万新西兰元
（资料来源：www.careers.govt.nz)

“坎特伯雷大学的工程
学非常出名，这是我选择
在此学习的原因。在坎特
伯雷大学国际学院，学生
可以随时到办公室与老师
交流。”
Ken

韩国
坎特伯雷大学国际学院UTP工程学课程

资料来源：www.careers.govt.n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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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ucic.ac.n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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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TP：商科

UTP：产品设计
UTP产品设计课程相当于坎特伯
雷大学本科一年级的产品设计课
程。UTP产品设计课程可作为升读
坎特伯雷大学产品设计学士学位
的替代途径，入学要求更宽松，并
为国际学生提供更多支持选项。

UTP桥梁课程的专业

商科学位几乎适用于任何职业，旨
在为管理职业和希望创业的学生
奠定必要的知识基础。坎特伯雷
大学选择商科学位的学生将有机
会学习实践知识，包括实习以及参
加坎特伯雷大学国际知名的商业
与法律学院的竞赛。

• 工业产品设计
• 应用型沉浸式游戏设计
• 化学、天然产品、保健配方产品设计

潜在职业道路
产品设计学位可引领学生在侧重于创新
和创造力的行业取得成就，例如游戏开
发、图形设计、化妆品、治疗和制药公司、
医疗、家用电器、计算机，或者学生有机
会创业。职业机会包括游戏开发人员、工
业产品设计师、包装设计师和化妆品设
计师。

课程类型
5级桥梁课程

入学时间
2月和10月

课程类型
5级桥梁课程

入学时间
2月、6月、10月

薪资范围

学制
三个学期（一年）

每年4万-12万新西兰元

学制

（资料来源：www.careers.govt.nz）

三个学期（一年）

坎特伯雷大学工程学院

UTP桥梁课程的专业
• 会计
• 商业经济学
• 经济学
• 金融
• 人力资源管理
• 信息系统
• 创新
• 国际商务
• 管理学
• 营销学
• 运营与供应链管理
• 战略与创业
• 旅游市场营销和管理

潜在职业道路
商科专业的毕业生可胜任多种多样的职
务，从会计师、经济专家或财务分析师到
运营经理、市场营销人员或信息系统专
家。学生可以担任管理人、顾问或自己创
业。

薪资范围
每年4.5万-12万新西兰元

学位

（资料来源：www.careers.govt.nz）

“UTP课程为我节省了很
多时间，并帮助我从高中
生活过渡到大学生活。老
师们非常热爱教学。如果
我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
咨询老师。”
Ellen

印度尼西亚
坎特伯雷大学国际学院UTP商科课程

4年级/可选荣誉课程*

3年级

2年级

大学预科水平

大学转学分课程（UTP）†
3个学期**

1年级

预科学习证书‡
2个学期**

最后一年或同等学历

高中

=

坎特伯雷大学国际学院

坎特伯雷大学

* 坎特伯雷大学的商科学士学位、产品设计学士学位和理学学士学位均为三年制学位，成绩优秀的学生可选择参加额外一年
的荣誉课程。坎特伯雷大学的工程学士学位（荣誉学位）为四年制荣誉学位。
† UTP相当于坎特伯雷大学相关学位的一年级。学生完成后可升读二年级。
‡ 预科学习证书课程可升读坎特伯雷大学一年级或UTP课程（取决于分数）。
** 每学期的教学时间为12周，随后一周为考试。
课程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有关最新课程的信息，请访问www.ucic.ac.nz，或通过info@ucic.ac.nz联系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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坎特伯雷大学国际学院的
教师和学生

www.ucic.ac.n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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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科学习证书

UTP：科学
我们拥有世界一流的理学专业设
施，其中包括遍布新西兰南岛的实
践工作站。学生可以使用最先进的
实验室、24小时计算机实验室和
专业图书馆。坎特伯雷大学科学课
程的毕业生非常擅长解决问题、团
队合作和沟通。

课程类型
5级桥梁课程

入学时间
2月、6月、10月

学制
三个学期（一年）

UTP桥梁课程的专业*

预科学习证书旨在帮助弥合高中与大学入学之间的差距。学生将在培养和支持
环境中学习八门课程，为升读坎特伯雷大学的所选学位课程做好准备。

• 天文学
• 生物化学
• 生物科学
• 化学
• 计算机科学
• 环境科学

坎特伯雷大学国际学院的
预科课程

高中

• 地质学
• 数学
• 物理
• 统计学

潜在职业道路
理学专业的毕业生可以从事研究、商业、
教育、环境科学、卫生以及中央或地方政
府组织的相关职业。职业机会包括软件工
程师、IT技术员、海洋生物学家、心理学家
或政策顾问。

“这里的老师非常好，乐
于随时帮助学生，找到最
适合学生的方案。”
Ellen Zhang

中国
坎特伯雷大学国际学院UTP科学课程

薪资范围

课程类型

学位

学位课程预科水平

可攻读的坎特伯雷大学学位包括：

入学时间
2月、6月、10月

学制
2个学期（8个月）

资格

每年4万-12万新西兰元
（资料来源：www.careers.govt.nz）

在顺利完成课程后，学生将升读坎特伯雷
大学学位课程的一年级或坎特伯雷大学
国际学院的相关UTP课程。

升入坎大之前，请确保额外的100 水平的课程是
否已选修。具体内容请咨询info@ucic.ac.nz

•
•
•
•
•
•
•
•
•
•
•
•
•
•
•
•
•

商业学士学位
工学学士学位（荣誉）
产品设计学士学位
林业科学学士学位
理学学士
语言病理学学士学位（荣誉）
文学学士学位
美术学士学位
音乐学士学位
社会工作学学士学位
传播学学士学位
教学学士学位
运动训练学士学位
刑事司法学士学位
法学学士学位
健康科学学士学位
青年和社区领导力学士学位

交流项目证书
交流项目证书课程是为期一个学期的课程，旨在让
学生了解坎特伯雷大学国际学院的学习生活。在体
验新西兰最佳生活的同时，学生可以选择一个方向
的三门学术课程。
课程类型

方向

5级

• 商科

入学时间
2月、6月、10月

学制
坎特伯雷大学国际学院学生，艾拉姆公
寓，坎特伯雷大学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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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个学期

• 工程学
• 科学
学生可交叉使用国内外大学课程的学
分。

“坎特伯雷大学国际学院的
学习体验非常棒。老师们很
和蔼可亲，也很友善。学生可
以随时与坎特伯雷大学国际
学院的教职工交谈，他们会
帮助学生解决任何问题。”
Johannes

德国
坎特伯雷大学国际学院预科学习课程

备注：
• 顺利完成坎特伯雷大学国际学院课
程的要求以及随后升读坎特伯雷大
学的要求因课程而异。有关学习课程
的最新信息，请通过 ino.ucic.ac.nz联系
我们。
• 坎特伯雷大学国际学院当前的所有课
程均为经新西兰学历审核委员会批准
的培训课程。培训课程不会授予新西
兰资格框架下的正规学历。

www.ucic.ac.n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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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学学术要求
升读UTP通常需要顺利完成高中12年级或同等水平的课程（相当于新西兰教育体制的13年
级）。下表并未列出所有资格，如果学生具备其他资格，请通过info@ucic.ac.nz将详细资料发
送予坎特伯雷大学国际学院的招生团队供评估。

国家/地区

UTP：商科
UTP：生物学、生物化学、化学和
地质科学

UTP：产品设计
UTP：天文学、计算机科学、数学、物理
学和统计学
有特定数学要求的专业：UTP科学：
计算机科学、金融工程、数学和统计学。
有特定数学和物理要求的专业：UTP：产品设计；UTP
科学：天文学和物理学。

UTP：工程学
所有学生均须在高中最后一年完成数学、微积
分和物理，并取得可接受的成绩。如果申请土
木、自然资源、化学与工艺和森林工程专业的学
生不具备充足的化学知识，则可参加替代学习
桥梁课程。

澳大利亚

顺利完成12年级，相关科目平均成绩达到65％，
或ATAR（学生总体排位评定等级）=60，或OP（
澳洲高等教育入学排名）=16。

顺利完成12年级课程，数学和/或物理达到70％或以上
（具体取决于所学专业），而其他两门科目达到65％
或以上，或ATAR=60或OP=16。

顺利完成12年级，相关科目平均成绩达到70％（
包括数学和物理最低成绩达到70％），或ATAR=65
或OP=15。

巴西

取得高中毕业证书，3门学科的平均成绩达
到7.0。

取得高中毕业证书，3门学科的平均成绩达到7.0。

取得高中毕业证书，3门学科的平均成绩达到7.0。

高中三年级或会考— —4门学科的平均成绩
达到70%。
高考— —社会科学或自然科学的总成绩达到
二本分数线。*

高中三年级或会考— —2或3门学科达到70%，物理和/
或数学达到80％（具体取决于所学专业）。
高考— —社会科学或自然科学的总成绩达到二本分
数线。*

高中三年级或会考— —4门学科的成绩达到80%
。高考— —总成绩超过自然科学一本和二本分数
线的中间值。*

哥伦比亚

学术学士的平均成绩不低于70％。

学术学士的平均成绩不低于70％。数学和/或物理成
绩不低于75％（具体取决于所学专业）。

学术学士的平均成绩不低于75%。

斐济

斐济13年级证书（2012年之前称为斐济Seventh
Form考试证书），且最优四门科目的总成绩
不低于200。

斐济13年级证书（2012年之前称为斐济Seventh Form考
试证书），且最优四门科目的总成绩不低于200。数
学和/或物理成绩达到60分或以上（具体取决于所学
专业）。

斐济13年级证书（2012年之前称为斐济Seventh Form
考试证书），且最优四门科目的总成绩不低于
240。

香港

香港中学文凭（HKDSE）中三门科目不低于
7分。

香港中学文凭: 核心数学达到4级或以上，数学
1和/或数学2、物理和一门额外学科达到2级或
以上。†

印度

全印度高级证书或高中证书的四门学科达到
60％或以上。

香港中学文凭：核心数学4分+1或2门选修科目达到及
格分数。物理和/或数学1/数学2需要达到2分（具体取
决于所学专业）。†
全印度高级证书或高中证书的数学和/或物理水平达
到70％或以上（具体取决于所学专业），其他两门学科
达到65％或以上。

印度尼西亚

SMU3/全国考试— —4门学科的平均成绩达到
6.5分或以上。

SMU3/全国考试— —学科的平均总成绩达到6.5分，且
数学和/或物理的总成绩不低于7.5。

SMU3/全国考试— —4门学科的平均成绩达到7.5
分或以上。

国际文凭

6门国际文凭科目不低于20分。顺利完成国际
文凭证书（或少于6门科目）可予以考虑。

国际学士学位文凭的6门国际文凭科目不低于20分。
学生需完成拟选择专业的部分相关科目。顺利完成国
际文凭证书（或少于6门科目）可予以考虑。

普通高中三年级平均成绩达到3.0。

日本

普通高中三年级平均成绩达到2.5。

普通高中三年级平均成绩达到2.5，数学和/或物理达
到3.0（具体取决于所学专业）。

普通高中三年级平均成绩达到3.0。

马来西亚

STPM的2门学科合格；或
UEC达到2B级和2C级。
在获认可机构完成中学后学习一年级，平均
成绩达到60％。

STPM的2门相关学科合格；或UEC的相关学科达到2B级
和2C级。
在获认可机构完成中学后学习一年级，平均成绩达
到60％。

STPM的2门学科合格；或UEC达到3B级和1C级。

新西兰

NCEA 3级：三门大学入学获批准科目分别不低
于10个学分。

NCEA 3级：数学12个学分（包括91578-微分和91579-积分）
，物理12个学分（如所学专业有要求）及一门或两门大
学入学获批准科目10个学分。

俄罗斯

普通（完全）中学教育证书，四门学科的平均
成绩达到3.5分。

新加坡

2 GCE A Level的2门科目（H2级）合格，不低
于2分。‡

普通（完全）中学教育证书的平均成绩达到3.5分，数
学和/或物理学的平均成绩不低于4分（具体取决于所
学专业）。
2 GCE A Level的2门科目（H2级）合格，不低于2分。‡

中国

缅甸

韩国

高中文凭的4门学科平均成绩达到6级。

斯里兰卡

斯里兰卡A Level不低于C级。

国家/地区

预科学习证书

澳大利亚

顺利完成11年级，并取得可接受的成绩。

巴西

取得高中毕业证书，3门学科的平均成绩达到6.0。

中国

完成高中2年级，4门学科的平均成绩达到70%，或取得高中毕业证书。

哥伦比亚

学术学士的平均成绩不低于65%。
顺利完成技术学士学位将视具体情况予以考虑。

斐济

完成斐济学校毕业证书，且最优四门科目的总成绩不低于200。
顺利完成高中二年级，且四门学科达到及格分数。
四门相关IGCSE/O Level学科达到及格分数。

香港
印度

顺利完成10年级，印度中学文凭考试（CISCE）或全印度中学考试（CBSE）的四门学科成绩达到65％或以上；顺利完成10年级，由获认可中学教育委员会
颁发的中学证书的四门学科成绩达到70％或以上；或全印度中学考试或高中证书的四门学科成绩达到50％或以上。

印度尼西亚

SMU2的平均成绩达到7.0，或完成SMU III。

国际文凭

完成国际文凭1年级。

日本

普通高中：二年级，平均成绩达到3分；或顺利完成三年级

马来西亚

SPM（相当于IGCSE）、Form 5或UEC的4学科合格。

缅甸

顺利完成11年级同等水平（入学考试）。

新西兰

NCEA：三门二级大学经批准科目分别达到12个学分。

俄罗斯

普通（完全）中学教育证书，平均成绩达到3.0分。

新加坡

N level（学术方向）：顺利完成三门学术课程，总分达到8分或以上。
O level：4门相关科目合格。

韩国

高中2年级，平均成绩不低于6级。

斯里兰卡

GCE IGCSE至少4门科目合格。

台湾

完成高中2年级，4门学科的平均分达到70%

泰国

Matayom 5（Maw 5）的平均成绩不低于60％（2.5），或完成Matayom 6。

阿联酋

Tawjihiya（普通中学教育证书）或美国高中文凭的学科平均成绩达到65％。

英国/剑桥国际考试

IGCSE：四门学科合格。

美国

12年级或同等水平，4门学科成绩不低于60％。

越南

顺利完成11年级，平均成绩达到6.0。

全印度高级证书或高中证书的四门学科达到65%
或以上。

在获认可机构完成中学后学习一年级，平均成绩
达到70％。
NCEA 3级：物理和数学分别不低于12个学分（包括
91578-微分和91579-积分），以及另一门大学入学获
批准科目12个学分。
普通（完全）中学教育证书，四门学科的平均成
绩达到4.0分或以上。
2 GCE A Level（H2级）不低于4分。‡

高中文凭的平均成绩达到6级，数学和/或物理达到4
级或以上（具体取决于所学专业）。

高中文凭的4门学科平均成绩达到4级。

2门斯里兰卡A Level不低于C级。数学和/或物理须达到B
级（具体取决于所学专业）。

2门斯里兰卡A Level不低于B级。

英语要求
坎特伯雷大学国际学院提供
多种学习选项，以满足学生的
个人英语需求。

如果学生希望在开始学习坎特伯雷大学国际学院课程之前学习英语，则可在我们的校
内首选英语提供方“新西兰基督城英语学院（CCEL）”学习。新西兰基督城英语学院的
课程旨在帮助学生从坎特伯雷大学国际学院过渡到坎特伯雷大学。

测试/资格
英语水平测试适用于就读坎特
伯雷大学国际学院的任何国家
的公民。
分数为单次考试的成绩。不接受
多次考试的组合成绩。

坎特伯雷大学国际学院的所有课程

雅思（学术）

总分5.5。所有单项分数均不低于5.0。

托福网考（iBT）

成绩达到46分，写作分数不低于14分。

剑桥英语资格考试— —B2一级或学校B2级一级

162分。单项不低于154分。

OET（职业英语考试）

所有分项考试的成绩不低于C级或200分。
预科学习证书— —应用层面达到3级。
UTP课程— —学术层面达到4级。
42分，且单项不低于36分。
预科学习证书— —B2 Communicator IESOL (LRWS)合格，且单项合格。
UTP课程— —B2 Communicator IESOL (LRWS)达到高级，且单项合格。
预科学习证书— —ISE II，且并无单项不合格。
UTP课程— —ISE II，且并无单项不合格。
完成并取得学历。
完成并取得学历。
完成并取得学历。（教学和评估必须使用英语）。

NZCEL— —新西兰英语证书
皮尔逊英语考试（学术）
语言证书

台湾

高中（三年级）— —4门学科的平均成绩达
到70％。

高中（三年级）— —2或3门学科达到70%，物理和/或
数学达到80％（具体取决于所学专业）。

高中（三年级）— —4门学科的平均成绩达到
75%。

泰国

Matayom 6（Maw 6）的平均成绩达到2.5分。

Matayom 6（Maw 6）的平均成绩达到2.5分，数学和/或
物理不低于3.0分（具体取决于所学专业）。

Matayom 6（Maw 6）的平均成绩达到3.0分。

Trinity ISE

阿联酋

Tawjihiya（普通）的4门学科平均成绩达到
75％。

Tawjihiya（普通）的4门学科平均成绩达到80%。
数学和/或物理须达到85％（具体取决于所学专业）。

Tawjihiya（普通）的4门学科平均成绩达到85%。

英国/剑桥国际考试

两门A Level学科合格（至少3分）。

两门A Level学科合格（至少3分）。

三门A Level学科合格（至少3分）。

NCEA 3级（大学入学）
TESOL证书（CELTA）
国际文凭

美国

高中毕业文凭+SAT成绩达到960。

高中毕业文凭+SAT成绩达到960。

高中毕业文凭+SAT成绩达到1030。

越南

12年级（Tốt Nghiệp Phổ Thông Trung Học）4门学
科的平均成绩达到6.0分。

12年级（Tốt Nghiệp Phổ Thông Trung Học）的平均成绩达
到6.0分，数学和/或物理不低于7.0分（具体取决于所
学专业）。

12年级（Tốt Nghiệp Phổ Thông Trung Học）4门相关
学科（包括数学、物理和化学）的平均成绩达到
7.0分。

剑桥国际A Level资格
一门A Level考试合格。（该科目的教学和评估必须使用英语）。
如果学生完成新西兰、澳大利亚、英国、爱尔兰共和国、美国、加拿大和南非中任何一个国家的：(1)全部小学教育和三年中学教育，或(2)五年
中学教育，则可豁免上述英语测试要求。如需豁免，学生必须提供学校的确认函，以确认入学日期和学校的教学语言。
如果学生之前在以英语为教学语言的学校完成学业，则可通过其他方式满足坎特伯雷大学国际学院的英语水平要求。
如需讨论相关问题，请联系我们的招生团队admissions@ucic.ac.nz。

使用英语完成学业

* 入学评估不包含英语、语文和政治科目的成绩。
† 数学成绩低于要求的学生可视情况考虑录取。
‡ 在获认可的专科学校顺利完成三年制文凭的两年学习。完成三年制文凭一年学习的学生将根据具体情况予以考虑。
^ 通过AS level成绩申请入学的学生将根据具体情况予以考虑。A Level和剑桥国际考试的分数为Ai：D29，如下所示：A=5，B=4，C=3，D=2，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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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申请

住宿
学生可以选择以下方案
坎特伯雷大学宿舍楼— —
Ilam公寓

寄宿家庭

私人租房

与新西兰家庭同住，并提供餐饮。

自炊式公寓，有趣热闹，适合一年级学
生。

距离

与其他人合租是一种非常经济的基督城
生活和学习方式。坎特伯雷大学附近的郊
区是学生的最佳选择。

距离

各不相同，但均处于步行距离之内或可乘
坐公共交通工具抵达。

距离

包含

各不相同，处于步行距离之内，或可乘坐
公共交通工具抵达。

一日三餐，设施齐全，配备书房、浴室、洗
衣设施、市内电话和互联网。

包含

离主图书馆和教室五分钟步行距离。

包含
自炊式私人单卧室，设有学习区，可使用
大学的Wi-Fi网络、市内电话。

费用
每学期8000-8600新西兰元，具体取决学
生的到校时间（合同日期为至少为坎特伯
雷大学国际学院的两个学期），300新西兰
元应急费用（可退款），300新西兰元管理
费，200新西兰元居民协会费用。

坎特伯雷大学国际学院申请和入学比较容易，并且不收取任何费用，学生将在坎特伯雷大学
校园内学习。只需在ucic.ac.nz/apply在线提交申请表。在提交申请表之前，请确保遵循以下
步骤：
选择课程和开学日期

1

每周280新西兰元，外加350新西兰元一次
性安置费。

费用
费用取决于住宿类型和居住地区，每周
175-280新西兰元。

2

3

18岁以下学生的住宿
如果国际学生抵达并入读坎特伯雷大学
国际学院时未满18周岁，则还需适用于其
他规则/条件，直到年满18岁。

6

4

• 与获授权的指定看护人（经坎特伯雷大
学国际学院批准）同住

“我认为，应该先就读坎特伯雷大学国际学院，然后
再升读坎特伯雷大学，因为坎特伯雷大学国际学院
的教师非常热情，非常照顾国际学生，并且周边有师
兄师姐提供帮助。这里的课程非常实用，贴近实际生
活，这让我印象非常深刻。我们在课堂上不只是读书
和背诵。我必须运用自己的逻辑思维，并将其应用于
生活。”

接受并签署坎特伯雷大学国际
学院的无条件录取名额，并将其
发送给招生团队。招生团队收到
你接受并签署的录取通知后，将
向你发送有关如何支付学费的
说明，以及入学相关的进一步信
息。

申请学生签证

7

需要通过www.ucic.ac.nz/apply申
请并提交以下资料：

• 与学生的父母/法定监护人同住

有关18岁以下学生住宿的更多信息，请访
问坎特伯雷大学国际学院的招生网站
admissions@ucic.ac.nz。

坎特伯雷大学国际学院在全球
各地设有代表处。我们的代表将
帮助你选择课程，或帮助你申请
签证。与坎特伯雷大学国际学院
代表交流，可以确保你的注册尽
可能简单高效。有关我们代表的
完整清单，请访问www.ucic.ac.nz/
representatives。

如果满足课程的所有学术和英
语要求，你将收到无条件的录取
通知书，其中包括你在坎特伯雷
大学国际学院和坎特伯雷大学的
课程日期，以及有关如何支付学
费的信息。如果你尚不满足若干
要求，你将收到有条件的录取通
知书。

获得签证必须满足一些要求，这
些要求因国家而异。有关如何申
请学生签证的信息，请访问新西
兰移民局网站www.immigration.
govt.nz/new-zealand-visas/options/
study。学生签证的审核时间可能
较长，请确保预留足够的时间取
得签证。

预订住宿

2. 英语水平证明

建议在与坎特伯雷大学国际学
院确认相应课程后，尽快选择
及选定住宿，以确保能够选择
自己喜欢的住宿选项。有关坎
特伯雷大学国际学院的住宿选
项，请参阅第9页。请访问我们
的网页以了解更多信息：www.
ucic.ac.nz/microsites/Pre-departure/
accommodation。

4. 任 何相关的就业文件
（如需）。

9

在开始激动人心的学习之旅前，
你可能有许多值得考虑和期待
的事项。为了使你的准备工作更
加简单，我们为学生制定了一份
抵达前检查清单，请访 www.ucic.
ac.nz/microsites/Pre-departure/prearrival-checklist。

坎特伯雷大学国际学院的
新生培训和课程选择

10

坎特伯雷大学国际学院的所有新
生均必须参加新生培训。学生将
收到有关坎特伯雷大学国际学院
课程的信息，一份新生培训资料
包将向学生介绍学习期间可使用
的一系列服务和设施，学生还将
选择坎特伯雷大学国际学院的课
程。我们将为学生提供许多有关
这个新城市和新大学的建议和基
本信息。你还将有机会与教职工
和同学会面。请确保及时抵达新
西兰基督城参加课程。如果学生
将在新生培训之后抵达，请通知
坎特伯雷大学国际学院的招生团
队。有关新生培训的更多信息，
请参阅第11页。

如果有任何疑问，请联系：
坎特伯雷大学国际学院招生团队

1. 学历资格证书副本
3. 护照或出生证明副本，以及任
何学习许可证明

抵达前检查清单

接受录取并支付学费

申请

为了全面遵守2016年《教育（国际留学生
关怀援助）守则》（及其修正案）规定的
义务，坎特伯雷大学国际学院要求18岁以
下的学生选择以下其中一种住宿方式：

• 居住于坎特伯雷大学国际学院安排的
寄宿家庭

如果希望就读坎特伯雷大学国际
学院的课程，学生必须同时满足
我们的学术和英语要求。有关我
们的要求，请参见第7-8页。有关
完整清单，请访问www.ucic.ac.nz/
admissions-requirements。

向坎特伯雷大学国际学院
的代表咨询建议

有关坎特伯雷大学国际学院学生住宿的更多信息，请访问：www.canterbury.ac.nz/life/accommodation/international/ucic/。

5

核实资格条件

请务必认真查看协议内容。

费用

坎特伯雷大学国际学院开设不
同方向的支持性桥梁课程。请参
阅第3-5页了解最适合的课程。有
关2020年各学期的日期，请参阅
第11页。

收到坎特伯雷大学国际学
院的录取通知书

8

坎特伯雷大学国际学院
Alice Candy Building
Corner Clyde Rd and Arts Rd
University of Canterbury
Christchurch 8041, New Zealand
邮箱：admissions@ucic.ac.nz
网址：www.ucic.ac.nz
电话：+64 3 260 4304

Chau

越南
坎特伯雷大学国际学院UTP商科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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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用

基本信息

2020学年的费用和收费（含商品及服务税）
课程

常规学制

2020年学费（每一
课程）

课程费用包括：

签证要求

• 全额学费*

在新西兰学习期间，学生必须持有有效的
学生签证。新西兰政府将签发全日制学生
签证，前提是学生在新西兰期间有足够的
学习和生活费用。

• 新生培训课程
• 福利援助

UTP：商科

3个学期（1年）

$27,900.00

UTP：科学

3个学期（1年）

$29,700.00

UTP：工程学

3个学期（1年）

$39,800.00

UTP：产品设计

3个学期（1年）

$32,720.00

课程费用不包括：

预科学习证书

2个学期（8个月）

$23,720.00

• 住宿

• 学习技能支持
• 使用图书馆和计算机设施。

交流项目证书：商科

1个学期

$10,900.00

• 餐食和交通

交流项目证书：工程/科学

1个学期

$12,200.00

• 教科书、文具和印刷资料

备注：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支付每门课程的学费。为了取得学生签证，学生必须在开始学习坎特伯雷大
学国际学院的课程之前支付整个学年的学费。
如果学生需要重修一门课程，则每门重修课程将产生额外费用。上述费用于本宣传册刊印时属准
确，坎特伯雷大学国际学院有权随时更改相关费用。

• 健康和旅行保险（国际学生必须购买）
• 签证手续费
• 机票费用

获得签证必须满足一些要求，这些要求
因国家而异。有关如何申请学生签证的
信息，请访问新西兰移民局网站。请访
问：www.immigration.govt.nz/new-zealandvisas。

• 娱乐

• 学生服务征费（2020年费用）：870新西兰元。

• 课程相关的实地考察和安全设备。

• 资金证明

或

• 医疗/健康要求

你的父母已指定家庭成员或朋友为指定看
护人（经坎特伯雷大学国际学院批准），并
与你同住于新西兰。

• 坎特伯雷大学国际学院的录取通知书（
如果续签签证，则提供入学确认函）
• 坎特伯雷大学国际学院的学费付款证
明— —收据

学生服务征费— —包含什么？

• 请维持和了解学生签证。

新西兰的所有大学均会就在校园内提供各种学生服务，向国内外学生收取强制性学生
服务征费。所收取的征费基金将尽量为学生的利益而使用，并且已制定重要的反馈流
程，以确保了解学生的需求并将其纳入资金分配流程。

所有学生均必须遵守新西兰移民局规定
的现行签证条件和规定。有关当前签证
条件和规定的更多详细信息，请访问新
西兰移民局网站：www.immigration.govt.nz/
new-zealand-visas。

坎特伯雷大学校园里的
坎特伯雷大学国际学院学生

学期
坎特伯雷大学国际学院每个日历年有三个学期，开始时间分别为2月、6月和10月。
以下日期仅供参考，最终确定日期请访 www.ucic.ac.nz/important-dates。
年份

学期

2020

新生培训日期*

学期开始

期中假期

与居住于基督城的父母或法定监护人同
住。

学生签证的审核时间可能较长，请确保预
留足够的时间取得签证。新西兰政府根据
以下条件评估所有学生的签证申请：

• 医疗和旅行保险（无眷属单身学生的每年费用）：620新西兰元。

在坎特伯雷大学，学生服务征费缴款可以让学生使用重要的功能和设施，例如学生支
持服务、职业教育、倡议和福利课程、坎特伯雷大学学生会的社团、学生活动和健康中
心服务。作为坎特伯雷大学国际学院的学生以及坎特伯雷大学的未来学生，你还将免
费获得娱乐中心会员资格，并有资格参加坎特伯雷大学学生会举办的各种活动。这些
课程和服务将使你从开学第一天起就感觉自己是坎特伯雷大学社区的一员，并将为你
提供最难忘的大学经历。

在入读坎特伯雷大学国际学院时，必须作
出以下安排：

或

• 人品要求

其他费用和收费

坎特伯雷大学国际学院必须遵循特定的
政策和程序，以收留、支持和监督在新西
兰学习的18岁以下国际学生。这些政策和
程序旨在确保坎特伯雷大学国际学院符
合《教育（国际留学生关怀援助）守则》
的要求。

居住于经坎特伯雷大学国际学院批准的
寄宿家庭。

公共信托
根据1989年《教育法》第253节制定的2013年
《学生费用保障规则》（“保障规则”），颁
布了保障学生付款相关的规定。有关更多详
细信息，请访问：www.nzqa.govt.nz/aboutus/our-role/legislation/nzqa-rules/pte-relatedrules/student-fee-protection-rules-2013/1/。

国际留学生关怀援助守则
坎特伯雷大学国际学院已同意遵守2016年
《教育（国际留学生关怀援助）守则》，并
受其约束。守则的副本见以下网站：www.
nzqa.govt.nz/providers-partners/educationcode-of-practice。

纠纷解决

有关在新西兰学习的重要信息

坎特伯雷大学国际学院制定了内部投诉
程序，并遵守2016年《国际学生合同争议
解决方案规定》。如果无法内部解决投
诉，则学生可以提起外部投诉流程。有
关更多信息，请访问：www.nzqa.govt.nz/
providers-partners/education-code-of-practice/
student-complaints/。

医疗和旅行保险

质量保证

在新西兰期间，国际学生（包括团体学
生）必须购买适当有效的医疗和旅行保
险。

新西兰学历审核委员会（NZQA）在其最
新的外部评估与审查报告（EER）中指
出，坎特伯雷大学国际学院的教育表现
为“高度可靠”，自我评估能力为“高度
可靠”www.nzqa.govt.nz/nqfdocs/providerreports/7177.pdf。坎特伯雷大学国际学院被
新西兰学历审核委员会评为第1类机构。

如果18岁以下的学生需要更改住宿和福利
安排，则必须在进行任何改变之前与指定
的工作人员讨论。

有关18岁以下学生的重要信息

健康服务的资格

你知道吗？根据新西兰法律，如果你未满
18岁，则不会被视为独立成年人。因此，坎
特伯雷大学国际学院需要在18岁以下学生
的关怀援助方面承担更大责任。在迎新周
期间，我们将为18岁以下学生安排一名工
作人员作为联系人，你必须参加安排的任
何会议。

在新西兰期间，大多数国际学生并无资格
获得公共资助的医疗服务。如果学生在学
期期间接受治疗，则可能需要承担治疗相
关的全部费用。有关公共资助的医疗服务
资格的完整详细信息，请访问卫生部的网
站www.health.govt.nz。

18岁以下学生及其父母/法定监护人须访
问以下网站以获取重要信息：www.nzqa.
govt.nz/ providers-partners/education-code-ofpractice。

意外保险
意外赔偿公司将为所有新西兰公民、居民
和临时访客提供事故保险，但学生可能仍
需承担所有其他医疗和相关费用。有关
进一步信心，请访问意外赔偿公司的网站
www.acc.co.nz。

学期结束

2月

2月19日

2月24日

4月13日至20日

5月30日

6月

6月17日

6月22日

8月3日至10日

9月26日

10月

10月14日

10月19日

12月21日至2021年1月3日

2021年1月30日

* 所有新生均必须参加学生培训。

坎特伯雷大学国际学院的学习课程
课程

第1学期

第2学期

预科课程

4门学术课程

4门学术课程

UTP

3门学术课程

3门学术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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坎特伯雷大学国际学院学生

坎特伯雷大学国际学院：
电话：+64 3 260 4300
邮箱：info@ucic.ac.nz
Alice Candy Building
Corner Clyde Rd and Arts Rd
University of Canterbury
Christchurch 8140
New Zealand
www.ucic.ac.nz
www.navitas.com

Facebook: @ucicstudents
Instagram: ucic_nz
Youtube: UC International Colle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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