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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肯的使命：帮助保证全球食品的供给、保护环境、增进人类福祉

据预测，2050年前，全球人口规模将达到92亿，这将带来很多挑
战，以及应对这些挑战的解决方案。

随着人口数量的不断增长，食品生产和供应将成为一个关键，为下
一代保护环境也显得更为重要。这两个有潜在冲突的理念越来越迫
切，因为我们也希望在这个共有的星球上生活得更好。

林肯大学是寻求应对这些挑战的独特专业特色型大学。

为了完成我们的使命，林肯致力于同产业、社区和全球各地的人们
一起合作。林肯大学的学历从证书一直到博士阶段，教学和科研涵
盖了以土地要素为核心的所有生产生活领域的活动，满足了新西兰
以及全世界的需求。

我们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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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 PART OF THE GENERATION THAT  
WILL MAKE A CHANGE.



为什么选择林肯大学?

 

这就是国际学生在林肯大学学习的原因

世界范围内的卓越声誉

两个农业食品、生命科学和 
环境生态等领域世界精英大学 
联盟中的唯一新西兰大学

• EuroLeague for Life Science

• Global Challenges 
University Alliance 

英语世界中，第一个在凉
爽气候条件下研究葡萄栽
培和酿酒的高等学府，并
一直在这个领域具有世界
领先地位

具有世界影响力，南半
球领先的景观建筑学院

QS世界大学2017-2018 
（综合）排名319

 ● 世界上最有特色的小
规模大学之一、QS 
2017-2018小规模大
学世界排名位居12

 ● 农林学科领域QS世
界排名第39名

 ● 酒店与休闲管理领域
QS世界排名第48名

创建于1878年， 
南半球最早专注农业教学和

研究的高等教育机构

1878
LINCOLN FOUN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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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特的区位优势

术业有专攻

  

校区位于新西兰南岛最大
城市  基督城郊外（距离
市中心20分钟车程） 
的林肯镇

传统英式城市和田园风光
兼容并蓄的生活环境

置身于具备世界领先水平的
教学、科研和产业机构聚集
的农业食品智慧创新中心 - 
Lincoln Hub的氛围中

 ● 集合了林肯大学、3个新西
兰皇家研究院（农业、植
物和食品、土地环境）和
新西兰乳业协会

 ● 伊利集团新西兰研发中心
设置在林肯大学校园内

公园式的优美校园、 
不受干扰、 
安静的学习环境

基督城的经济发展速度和
就业率远高于新西兰其他
地区、也是发达国家经济
发展最快的地区之一

专注农业和食品及其整
个价值产业链（环境
可持续发展、生产、加
工、流通、营销、国际
贸易、终端消费者等）

专注土地规划和可持续发
展 - 景观设计、环境管理
规划、土地和物业管理、旅
游和休闲娱乐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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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西兰唯一的小规模特色型大学

产业界和政府的高度认可

  

学生人数规模最小的
新西兰大学

国际学生比例最高的大学
（30%）- 来自60多个国
家地区近900国际学生；
其中中国学生约300

师生比例最优的大学

人均科研收入最高、与产
业界联系最密切的新西兰
大学

学科最紧密围绕新西兰的
支柱产业和经济社会发
展需求的新西兰高等教
育机构

极其注重培养学生实际
产业知识与技能、基本
的数理统计和研究能
力、以及前瞻的视野，
深受雇主欢迎

 ● 半数以上本科学位
的学习中包括实地考
查和产业实践工作的
要求

 ● 所有本科和研究生阶
段的讲座、研究项目
和课题密切联系产业
的现状和发展前景

相关学历受到新西兰及世
界上相关职业行业协会认
证、培养学生成为极具竞
争力的专业复合型人才

1:12
学生能充分得到老师个性

化的指导和帮助

研究生比例最高的 
新西兰大学

11%

  
GRADUATE  

EMPLOYMENT  
RATE

15%  
HIG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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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城,
坎特伯雷地区

我们的本科和研究生阶段学历
课程都位于基督城郊外的林肯
镇。

这是一个欣欣向荣、日益发展的地方，Lincoln 
Hub 积聚了新西兰农业食品产学研的顶尖人
才，已经成为南半球最大的农业智慧创新中
心，Lincoln Hub 的不断发展将使新西兰继续
保持全球竞争力-特别是领先世界的农业生态
系统。

林肯位于新西兰南岛最大城市基督城郊外,距
离市中心仅20分钟车程。基督城正在转型成
为全世界最新最现代和可持续发展的城市之
一，被纽约时报评为全世界最值得访问的城市
之一；基督城是除了英国本土之外最具英格兰
风格的城市、具有740多个城市公园，80公里

的徒步小径，以“花园城市”享誉世界；基督城国
际机场是新西兰第二大国际机场，距离市中心和林
肯仅15分钟车程，是新西兰南岛旅游观光的门户。
基督城又是一座充满了艺术文化氛围的城市、众
多的戏剧、舞蹈、艺术、美食佳酿节日活动常年举
办，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寻找到不同风格的餐
厅食肆。

基督城是新西兰和整个大洋洲地区经济增长最快的
地区和失业率最低的地区、特别是坎特伯雷是世界
最重要的种子出口地区之一；基督城和坎特伯雷地
区需要更多各个领域的优秀人才来参与发展繁荣。
这里将是理想的国际留学生学习、生活和发展的目
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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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一受邀成为欧洲生命科学领域大学联盟 EuroLeague for 
Life Sciences - ELLS 的4个世界伙伴的新西兰大学 - 

 ● ELLS侧重在动物科学、农业、食品和环境科学、生态工
程、自然资源管理、景观建筑和空间规划等领域的科研和
教学交流与合作； 

唯一受邀并成为 Global Challenges University Alliance 
(GCUA) 的新西兰大学; 

 ● GCUA是全球最顶尖25家在应对 “Bio-economy” 方面组成
的世界大学精英联盟；

 ● 成员包括康奈尔、UC Davis, 瓦赫宁根、瑞典农业科学大
学、墨尔本、昆士兰、新加坡国立、东京大学、英属哥伦
比亚、圭尔夫、BOKU、中国农大等世界一流大学；

1975年起，林肯的学生就已经把海外学习当作他们学位的一部
分。我们鼓励海外学习，因为我们认为国际化学习在今天全球
化人才竞争中变得越来越重要。林肯的伙伴大学遍布在美国、
加拿大、欧洲和南美地区。具体信息，请参考我们的海外学习
宣传册。

2014年11月21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时任新西兰总理 
约翰.基共同见证全球最大乳企之一的伊利集团和林肯大学签
署乳业全产业链科研合作协议，林肯还在中新农业展中， 
向习主席展示新西兰高新农业技术以及在中国的应用潜力； 
2009年11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克强实地参观了林肯的示
范型乳牛场并给予高度评价。

与清华大学、中国农业大学、西北农林大学、中国农业科学院
等中国一流大学和科研机构的学术联系。

2016年新西兰政府在林肯大学成立新西兰中国水资源研究中心

国际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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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林肯大学和林肯农业技术公司和中国农业部签署 
“中新节水农业示范推广合作项目”备忘录。

LOCATION OF NEW ZEA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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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coln University  
Te Waihora campus

NORTH  
ISLAND

SOUTH  
ISLAND

NEW ZEALAND

Christchurch

Wellington

Auckland

Duned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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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期和学年

5 周 2 周 7 周  1周 2 周
讲座 / 实验 / 小班辅导 / 实地考察 Study break 讲座 / 实验 / 小班辅导 / 实地考察 Study break 考试

我们的一个学年包括两个学期，每个学期中间有2周的学习假期。在每个学期结束之前有1周的假期，紧接着是为
期2周的考试。每个学期的基本时间段如下：

一（学）年

第一学期S1 寒假 第二学期S2 暑假学期 Full Summer School  (Optional)

(2月下旬 - 6月中旬) 6月中旬 - 7月上旬 (7月上旬 - 10月下旬) 11月暑假学期
(11月上旬 - 12月下旬)

1月暑假学期
(1月上旬 - 2月中旬)

Semester One 第一学期 Semester Two 第二学期

Year One   第一学年 Four courses   4门课程 Four courses  4门课程

Year Two   第二学年 Four courses   4门课程 Four courses  4门课程

Year Three  第三学年 Four courses   4门课程 Four courses  4门课程

学分和课程

作为一个全日制学生，学生需要在一个学期完成4门课程

本科阶段每门课程是15个学分，学生需要完成总共360学分，获得学士学位。

三年学士学位课程计划
课程根据不同程度进行教学授课. 一般是第一学年100水
平，第二学年200水平，以此类推

300-level 
minimum 

five courses
100-level 

maximum 
11 courses

200-level 
approx. 
eight 

courses

A three-year degree could look like this:

学期工作量

学生需要每门课程每周4-5小时的学习交流时间 （包括课
堂讲座、实验室和小班辅导课）共计约每周16-20小时。同
时，学生也需要完成每周4-5小时的自我学习时间，共计约
每周16-20小时。这样，学生每周需要总共需要近40小时
的学习时间。

1学分=10小时 

农业科学、景观建筑、土地和不动产管理、环境政策和规
划的本科学士学位需要完成480学分，其他专业学士学位需
要完成360学分。

林肯大学评分标准

A+ 90-100 B+ 75-79 C+ 60-64 D 40-49 (Fail)

A 85-89 B 70-74 C 55-59

A- 80-84 B- 65-69 C- 50-54

学期简介

one academic year
one calendar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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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dergraduate pathways

Postgraduate pathways

Level 4 Level 5 Level 6 Level 7

Bachelor’s  
Year Three

Bachelor’s  
Year Two

本科大一或大专二年70%
以上

Bachelor’s
Year One

高三完成 
(85%以上)

Diploma in University 
Studies  

(two-semesters)

高三完成 
(70%-84%）

Diploma in University Studies  
(three-semesters)

高二完成 
(85%以上）

Certificate 
in University 

Studies
(one semester)

Level 7 Level 8 Level 9 Level 10

PhD
(three years)

相关专业学士学位 
（最后1年成绩80%以上）

Research Master 
(two years)

Masters by 
Thesis  

(one year)

相关专业学士学位* 
（最后1年成绩70%以上）

Taught master
(three semesters)

相关专业学士学位 
（最后1年成绩75-79%）

Postgraduate
Diploma 

(two semesters) 

不相关专业学士学位* 
（最后1年70-74%）

Graduate 
Diploma

(two semesters)

*某些课程需要相关专业背景 entry into this qualification
possible entry into this qualification

具体信息请详见林肯大学网站：www.lincoln.ac.nz 以英文为准。



学术类英语课程

本科阶段直升专业学术英语  
(EAP)
 ●  林肯直属校园内的小班教学，充分享用大学资源

 ● 语言直升，不需要额外考雅思或托福

 ● 通过每4周的水平考核，最短12周学习周期的评估，达
到相应要求可直接升入后续本科阶段专业课程

 ● 最灵活的新西兰大学直升学术类语言课程 

 根据学生不同的语言水平，以及后续课程的衔接计划，
学生可以选择相应12周、16周、20周、24周（以每4周
类推）等不同时间长度的学习；如果提前达到要求，多
余学费转入后续专业课程

 ● 学生入学至少需要相当于雅思4分英语水平

为学生打下坚实基础的大学学术类英语课程、内容涵盖：

 ● 学术课本和期刊阅读

 ● 正式报告和研究论文写作

 ● 学术词汇研习

 ● 图书馆资源应用

 ● 学术讨论会表达、交流

 ● 演讲与笔记等大学学习和职业发展必备的综合语言技能

2018年EAP开学日期

1月15日、2月19日、3月19日、4月23日、5月21日、6月25日、 
7月23日、8月27日、9月24日、10月29日、11月26日

本科阶段深造奖  

学习EAP的学生，通过考核达到要求，进入后续林
肯本科阶段专业课程（包括CUS 或者DUS II/III 或者
Bachelor）学习的时候，林肯给予一次性的最多12周前
期EAP语言学费 ($5,400新西兰元) 的减免，以资鼓励。

研究生阶段直升 
专业学术英语证书 (GCAE)
新西兰大学专业课程委员会CUAP批准的，具备NZQA认证
的7级水平的研究生专业学术英语证书。这一证书课程的
目的不仅提供了一个不同于一般雅思考试的英语语言达标
途径， 最重要的是旨在加强学生在研究生阶段专业英语和
学术能力的准备和真实水平的提高，为学生今后的专业学
习、甚至职业发展打下坚实的英语能力基础。

学生成功取得这一证书后，不需要再考雅思，符合入读林
肯大学所有研究生阶段学历的英语要求。同时，这个证书
也符合新西兰其他大学研究生阶段学历英语水平为雅思6.5
（单项不低于6）的语言要求。

入学要求
 ● 本科学士学位、毕业证书、完整大学四年成绩
 ● IELTS6.0 (没有单项低于5.5) TOFEL ibt 60 (写作18)
 ● 如果学生暂时没有达到IELTS6.0的要求，根据不同的水
平，可以先学习本科阶段专业学术英语EAP课程的学
习，达到相当于IELTS6.0 (单项不低于5.5)的水平 再进
入GCAE课程内容学习

2018年开学时间

1月15日、2月19日、3月19日、4月23日、5月21日、6月25日、 
7月23日、8月27日、9月24日、10月29日、11月26日

GCAE（16周）课程内容
Module 1 - 3: Week 1 - 12
ACEN301 (3个Module共12周); 每个Module之后有考核 
学生有可能在第2个Module后达到要求，提前进入
Module 4的ACEN303的学习；研究生阶段学术英语阅
读、写作、演讲和听力的技能准备和学术研究的初步介
绍；

Module 4: Week 13 - 16
ACEN303 (1个Module共4周)；结合学生后续专业课程的
研究生阶段高级水平学术技能的训练；

这一阶段学生在语言中心老师的支持帮助下，提前接触
研究生阶段学习的各学院、科系和导师，学习Literature 
Review; Research Proposal等文献评论、研究计划的基
本研究技能训练。 这个部分的内容是新西兰其他所有英
语学习课程中所不具备的，体现了林肯独特的优势。

GCAE共计16周的学习，学生有可能12周提前达到要求，剩
余4周学费转入后续课程。 学生如果已经达到入读研究生
阶段学历的语言要求，也可以在课程开始之前，选择修读
ACEN303单独4周的学习，为后续研究生阶段的学习做好更
加充分的学术英语和必备的研究技能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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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快捷证书 /  
本科大一直通车文凭
区别于传统的大学预科，林肯大学提供的是快速但又更好
更全面学术支持的本科Pathway课程：本科大一直通车文
凭课程(DUSII/DUSIII)和大学快捷证书(CUS)

特点和优势
 ● 唯一的一个由新西兰大学直接提供的且被新西兰大学校
长委员会CUAP批准的大学本科Pathway课程；

 ● 一年3次开学（2月/7月/11月），时间上无缝衔接林肯
本科一年3次开学；

 ● DUS学生和本科学生一起修读所选本科专业大一100水
平课程，成绩合格后，进入林肯大学任何一个本科学
位第二年的学习；DUS II (8门100Level); DUSIII (9门
100 Level); 

部分课程内容简介
 ● 大学数学和统计学1和2：高等代数中的基本数学技能、
微积分和统计数据的计算和概括的介绍及其应用 

 ● 环境科学、经济学和计算：结合基本的数学和几何学，
初步了解大学阶段的环境科学和经济学

 ● 科学（大学水平）：化学、物理和生物学原理和实际
应用

 ● 土地和环境：新西兰的土地、景观和环境介绍

CUS
(4门基础课程)

DUS第一学期
(3门基础课程+1门大一课程)

DUS第二学期
（4门大一课程）

DUS第三学期
(4门大一课程)

 ● 大学英语和写作
 ● 大学数学和统计学1
 ● 交流和信息技术
 ● 环境科学、经济学和计算

 ● 学术交流和研究技能 
 ● 大一Level 100水平课程

附加2门选修课（以下4选2）
 ● 大学数学和统计学2
 ● 商业和经济学
 ● 科学（大学水平）
 ● 土地和环境

 ● 大一Level 100水平课程
 ● 大一Level 100水平课程
 ● 大一Level 100水平课程
 ● 大一Level 100水平课程

 ● 大一Level 100水平课程
 ● 大一Level 100水平课程
 ● 大一Level 100水平课程
 ● 大一Level 100水平课程

 ● 课后必须参加大学提供的免费学习辅导；
 ● 如果个别大一100水平课程不合格，在不影响修读后续
课程的学术要求下，学生仍旧可以进入第二年修读后
续本科学分课程；

 ● 超过近90%的课程通过率；DUS学生在大二大三的课程
表现普遍优良

 ● CUS学术成绩优秀（全A）学生, 可以直接修读DUSII, 
节省了一个学期时间

成功技能辅导 - Skills for Success Programme 
学生在CUS和DUS课程期间，必须参加每周4-5个小时的免
费的课后学习辅导，形式为通过选定课程的导师辅导、个
别和集体的课程辅助以及网上自学。目的是锻炼学生独立
学习能力的同时，增加更多同指导老师进行学术交流的机
会与时间，打下良好的基础，顺利进入今后的学习。内容
包括：

 ● 大一100水平课程的学习辅导 - 预习、课堂/实验笔记
的整理、自我复习和实践测试

 ● 大一100水平课程的评估辅导 - 作业的规划和准备、起
草和编辑；获知和理解反馈意见和建议

 ● 语言、文字和计算能力的辅导 - 技能发展的练习和重
复训练

 ● 有针对的辅导提高所有技能水平和语言水品测试
 ● 大一学习经验的辅导 - 学术文化和期望、时间管理、
反思和回顾

CUS DUS II
DUS 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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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技术类 
大专文凭

园艺 Diploma in Horticulture (Level 5)
这个一年8门课程主要是向学生介绍一系列有关园艺技术、
生产和管理的课题。学生通过学习将发展应用计算机和解
决问题的能力。此外，学生还需要完成在至少2种不同类别
园艺单位12周的的实习工作。

 ● 计算机与交流
 ● 植物健康
 ● 苗圃繁育
 ● 园艺管理系统
 ● 植物研究
 ● 土壤和土壤管理

园艺管理 Diploma in Horticultural 
Management (Level 6)
这个课程帮助学生学习现代园艺企业的管理运作。强调企
业管理， 结合园艺和生产课程，使得这个文凭和实际产业
高度相关并能将学习的知识技能立即适用于工作场所。

除了完成120学分（必修 + 4门选修）之外，学生还需要完
成在至少2种不同类别园艺单位44周的实习工作。

必修:

 ● 园艺管理

选修

 ● 肉牛和鹿养殖
 ● 奶牛养殖
 ● 肉羊养殖
 ● 机械II
 ● 应用农林
 ● 设施园艺
 ● 水果作物种植
 ● 年生作物种植
 ● 牧场管理
 ● 羊毛生产和市场

我们还提供其他文凭课程，包括：农业和农业管理。具体
信息请详见林肯大学网站：www.lincoln.ac.nz

学生

国际生 34.43%
本地生 65.57%

大学准备课程* 23%

研究阶段 15%
本科阶段 62%

男性 49%
女性 51%

AUGUST 2017
* Certificates, diplomas, correspondence and ot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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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型本科学位

Bachelor Degree’s - 3-4 years
专业型学位 

农业和生命科学学院
科学学士  
 ● 生态和保护  
 ● 食品科学 
 ● 个人定制专业
 ● 环境科学 (TBC)

农业科学学士*（荣誉）- 4年
农业学士*
葡萄栽培和酿酒学士*

农商学院
商业学士
 ● 会计和财务
 ● 食品和资源经济学
 ● 市场营销
 ● 供应链管理和全球商务
 ● 个人定制专业
 ● 酒店和旅游管理*
 ● 全球商务 (TBC)

农商和食品市场营销学士*
商业（农业）学士*
商业（农业和专业会计）学士 - 4年

土地和不动产管理学士* - 4年（乡村 / 城市）

环境、社会和设计学院
环境和社会学士 
 ● 水资源管理

环境政策和规划学士（荣誉）- 4年
环境管理和规划学士
景观建筑学士*（荣誉）- 4年 
景观建筑学士(Graduate Entry)*（荣誉）- 2年
体育和休闲管理学士*
旅游管理学士

“双专业”所有本科学位的学生可以选择旅游管

理、会展管理、公园和户外休闲、环境管理、

水资源管理等5个专业中的任何一个，

作为第二专业进行修读，正常完成本科学位的时间

仍旧是三年”

农商学院
 ● 农商市场系
 ● 企业财务系
 ● 全球价值链和贸易系
 ● 土地管理系

农业和生命科学学院
 ● 农业科学系
 ● 病虫害管理和生态保护系
 ● 土壤和物理科学系
 ● 葡萄酒、食品和分子生物科学系

环境、社会和设计学院
 ● 环境管理系
 ● 旅游、体育和社会系
 ● 景观建筑学院

大学预备学习和语言学院

培养学生具备持久行业竞争力的职
业综合技能 
 ● 扎实的统计、研究等方面的技能；集成和系统
化的思维、独立思辨、自我挑战；

 ● 透彻理解并掌握产业所需要的知识和技能；
 ● 科学、商业、环境和社会领域的广阔精深的综
合知识面；

 ● 具有实践型，能跨领域工作; 良好沟通技能和
团队精神；

职业和行业协会认证 
 ● 新西兰景观建筑师联合会；世界景观建筑师联
合会； 
澳洲、欧美等国的景观建筑师联合会等等；

 ● 新西兰特许会计师公会；澳洲特许会计师公
会；

 ● 新西兰房地产协会；新西兰评估师注册委员；
新西兰评估师协会；新西兰房地产代理监管局

 ● 皇家特许测量师协会的认证

学院和科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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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学士后文凭 (Graduate Diploma) - 
Level 7 (1学年)
本科毕业生更换专业，为了拓展知识面或者本科阶段成绩
不理想（特别是最后1年成绩70%以下）的学生，进入硕士
阶段的先修课程。这个课程本身也是1个独立的文凭课程。
学生需要完成120学分的课程（其中至少75学分是从本科学
位最后1年课程中选择）。

 ● 商业
 ● 娱乐管理
 ● 葡萄栽培和酿酒 (只有2月开学)
 ● 资源研究
 ● 社会科学
 ● 旅游管理
 ● 应用科学 -（植物保护 / 环境监测 / 食品质量管理 / 
生态学对自然保护 / 科学和创业）

 ● 不动产管理 
 ● 评估 

研究生阶段学历

研究生文凭 (Postgraduate Diploma) - 
Level 8 (1学年)
这个独立的研究生文凭，需要本科相关专业且成绩良好的
学生，完成120学分研究生阶段水平的课程。如果平均成绩
达到B, 学生可以继续申请完成1年120学分的学术论文，获
得研究型硕士学位。

 ● 农业科学
 ● 应用科学 
 ● 商业
 ● 环境管理
 ● 园艺科学
 ● 国际乡村发展

荣誉学士学位 Bachelor Degree - 
(Honours) - Level 8
完成3年学士学位的学生，如果在300水平课程的成绩在B+
以上，可以申请通过1年研究生水平课程的学习，获得荣誉
学士学位。一等荣誉学士学位的学生有机会直接攻读博士
学位。4年的农业科学、景观建筑、环境政策和规划学士学
位的毕业生，根据成绩可以申请获得不同等级的荣誉学士
学位。

硕士学位 Master’s Degrees - Level 9
硕士学位是一个博士阶段前的最高等级的学位，使得学
生的本科阶段的学习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学生将能获
得更深入的知识和技能，打开进一步学习、研究和职业
发展的途径。

硕士学位注重于一个专业领域或者一个连续的课程学
习。学生可以通过完成课程、研究论文或者两者结合的
形式获得硕士学位

研究型硕士 Research Master’s (2学年)
本科特别是最后一年成绩优良的毕业生，在相同或者相
关领域进一步高级水平的学习。学生需要2年完成240学
分的学习。其中通过第一年120学分Level 600的研究生
阶段水平课程的学习，提供初步研究准备；平均成绩达
到B以后，第二年继续完成120学分的学术论文。

 ● 农业科学硕士
 ● 应用科学硕士（环境管理 / 信息学 / 国际乡村发展 
/ 土地和社会 / 公园、娱乐和旅游）

 ● 商业（农业）硕士
 ● 商业管理硕士
 ● 园艺科学硕士
 ● 景观建筑硕士
 ● 科学硕士 （植物育种 / 动物科学 / 生态学 / 生物
化学 / 土壤科学 / 植物保护）

 ● 水资源管理硕士（与新西兰坎特伯雷大学合作）

 ● 土地和社会
 ● 公园、娱乐和旅游
 ● 旅游管理
 ● 水资源管理
 ● 信息学
 ● 灾害风险和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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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型硕士（论文）Master’s (thesis only)  
(1学年)
已经完成研究生水平课程学习的学生，成绩B以上，可以仅
通过120学分的学术论文的写作，获得研究型硕士学位。

180学分授课型硕士 Taught Master’s 
通过3个学期（12个月或18个月）完成180学分研究生阶段
水平课程(Level 600)的学习，不需要完成120学分的学术论
文；

 ● 专业会计硕士
 ● 商业硕士（金融）                         
 ● 商业硕士（全球管理和营销）
 ● 环境政策和管理硕士
 ● 国际乡村发展硕士 (农商 / 经济学 / 金融/旅游)
 ● 管理硕士（农商）
 ● 管理硕士（农业系统）
 ● 科学硕士（食品创新）
 ● 旅游管理硕士
 ● 体育和娱乐管理硕士
 ● 灾害风险和修复硕士 (和新西兰坎特伯雷大学合作)

博士学位 (PhD) - Level 10
通过3年学习，完成博士阶段学术论文，通过答辩，取得博
士学位。一般不必完成课程，除非被导师要求完成。

硕士学位 
35%

荣誉学士学位 
9%

研究生文凭 
11%

研究生证书 
1%博士学位 

44%

研究生阶段
学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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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学时间和学费 (2018年)

学历 开学时间 学费 (新西兰元) 长度

本科阶段专业学术英语 EAP 1年11次 5,400 (每周450) 4周/module

研究生阶段专业学术英语 GCAE 1年11次 7,200 (每周450) 16周

大学快捷证书 (1学期) CUS 2月 或 7月 或 11月 9,200 1学期

本科大一直通车文凭 (3学期) DUS III 2月 或 7月 或 11月 35,800 3学期

本科大一直通车文凭 (2学期) DUS II 2月 或 7月 或 11月 26,000 2学期

专科文凭 园艺 2月 或 7月 20,400 (每年) 1年

专科文凭 园艺管理 2月 或 7月 25,500 (每年) 1年

本科学士 (包括荣誉学士) - 3年，除非特别注明

农商和食品营销 2月 或 7月 28,500 (每年) 3年

农业; 农业科学 2月 或 7月 29,500 (每年) 4年

商业 2月 或 7月 26,500 (每年) 3年

商业（农业） 2月 或 7月 28,500 (每年) 3年

商业（农业和专业会计）学士 - 4年 2月 或 7月 27,500 (每年) 4年

环境和社会 2月 或 7月 26,500 (每年) 3年

环境管理和规划 2月 或 7月 28,500 (每年) 3年

环境政策和规划（荣誉）* - 4年 2月 或 7月 28,500 (每年) 4年

土地和不动产管理 * - 4年 2月 或 7月 26,500 (每年) 4年

景观建筑(480学分)* - 4年 2月 或 7月 29,500 (每年) 4年

景观建筑 (Graduate Entry) 300 学分 * - 
2年

2月 或 7月 36,875 (每年) 2年

科学 2月 或 7月 29,000 (每年) 3年

体育和娱乐管理 2月 或 7月 26,500 (每年) 3年

旅游管理 2月 或 7月 26,500 (每年) 3年

葡萄栽培和酿酒 2月 或 7月 29,500 (每年) 3年

大学学士后文凭 - 1年

应用科学 2月 或 7月 28,600 (每年) 1年

资源研究 2月 或 7月 27,500 (每年) 1年

葡萄栽培和酿酒 2月 27,500 (每年) 1年

其他专业 2月 或 7月 26,500 (每年) 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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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历 开学时间 学费 (新西兰元) 长度

研究生文凭 - 1年

应用科学 / 农业科学 / 园艺科学 / 水资
源管理

2月 或 7月 32,800 (每年) 1年

其他专业 2月 或 7月 28,600 (每年) 1年

授课型硕士 (180学分)

专业会计硕士 2月 或 7月

40,000 

1.5年

商业（金融） 2月 或 7月 (18月)
11月 (12月)

1 - 1.5年

商业（全球管理和营销） 1 - 1.5年

国际乡村发展 11月 1年

科学（食品创新） 2月 或 7月 1年

管理（农商） 2月 或 7月 1.5年

管理（农业系统） 2月 或 7月 1.5年

体育和休闲管理 2月 或 7月 (18月)
11月 (12月)

1 - 1.5年

旅游管理 1 - 1.5年

环境政策和规划 2月 1.5年

灾害风险和恢复 2月 或 11月 1.5年

规划 (240学分, 其中dissertation 40学分) 2月 或 7月 32,800 (每年) 2年

研究型硕士 - 2年

商业管理 2月 或 7月 28,600 （每年） 2年

农业科学

2月 或 7月 32,800 （每年）

2年

应用科学 2年

商业（农业） 2年

园艺科学 2年

景观建筑 2年

科学 2年

水资源管理 2年

博士 - 3年

所有专业 任何时间 7,178 （每年） 3年

奖学金
本科阶段深造奖
学习本科阶段专业学术英语EAP的学生，通过考核，进
入后续林肯本科阶段专业课程（包括CUS 或DUS II/III 或
Bachelor）的时候，林肯给予一次性的最多12周前期EAP语
言学费 ($5,400新西兰元) 的减免，以资鼓励。

180学分授课型硕士奖学金
申请者大学最后一年成绩优秀，经林肯大学审核通过，给
予学费最多$10,000万新西兰元的奖学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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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学要求

学历 学历学术背景 英语语言

大学快捷证书
CUS

高中毕业文凭，3年平均成绩65%
（不含语文、英语和政治）
高二完成，2年平均成绩80%以上
（不含语文、英语和政治）

IELTS(A) 5.0 (单项不低于5.0)
TOFEL iBT35 (writing score 14)
LU EAP 55%
NZCEL Level 3 (General, Workplace or 
Academic Endorsement)

本科大一直通车文
凭（3学期制）
DUS III

高中毕业文凭；
3年至少4门学术课程平均成绩70%以上
（不含语文、英语和政治）

IELTS(A) 5.5 
（写作和阅读5.5，其他单项不低于5.0）
TOFEL iBT46 (writing score 18)
LU EAP 60%
NZCEL Level 4 (General, Workplace or 
Academic Endorsement)

本科大一直通车文
凭（2学期制）
DUS II

高中毕业文凭；
3年至少4门学术课程平均成绩85%以上，
（不含语文、英语和政治）
或者高中毕业，完成大一课程

IELTS(A) 5.5 (单项不低于5.5)
TOFEL iBT53 (writing score 18)
LU EAP 60% with no individual component 
less than 60%
NZCEL Level 4 (General, Workplace or 
Academic Endorsement)

专科文凭
（职业技术类）

高中毕业文凭
3年至少4门学术课程平均成绩70%以上
（不含语文、英语和政治）

IELTS(A) 6.0 (单项不低于5.5)
TOFEL iBT60 (writing score 18)
LU EAP 65%
NZCEL Level 4 (Academic Endorsement)本科学士学位 高中毕业，完成本科大一，或者专科二年，

平均成绩70%以上

大学学士后文凭 认可学校的3年大专75%以上或
学士学位，不相关专业或
相关专业且大学成绩一般（最后1年70-74%）

IELTS(A) 6.5 (单项不低于6.0)
TOFEL iBT80 (writing score 21 and speaking 
score 18)
GCAE or LU EAP 70%
NZCEL Level 5 (Academic or Professional
Endorsement)

研究生文凭 相关专业学士学位，成绩一般
（最后1年成绩75-79%）

授课型硕士 相关专业学士学位（大学最后1年成绩70%以上）
简历
以下2个硕士无需专业背景要求：

商业（会计和金融）
商业（全球管理和营销）

研究型硕士 相关专业学士学位，成绩优秀 
（最后1年成绩80%以上），
2个教授推荐表格；专业兴趣陈述; 简历等

博士学位 相关专业学士和研究型硕士学位;
硕士成绩优秀80%以上; 2个教授推荐表格；
博士研究计划；硕士论文概要；简历等

具体信息请详见林肯大学网站：www.lincoln.ac.nz 以英文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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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种选择的住宿方式 Accommodation
 ● 林肯大学提供大约600个校内住宿床位。具体事宜，请
查询: www.lincoln.ac.nz

 ● 林肯大学签约独立的第三方寄宿家庭机构
（International Student Care Ltd）专门负责安排寄宿
家庭;

 ● 学生也可以选择在校外租房的住宿方式；

充分保障的学习资源 Learning support
 ● Library, Teaching and Learning (LTL) team；
 ● “Learn” - 网上学习管理系统；
 ● IT Service;
 ● Course Advisor;

完善的学生服务系统 Student Services 
support
 ● 林肯大学学生会 (LUSA)
 ● 国际学生顾问 International Student Advisor
 ● 心理咨询
 ● 大学校园内续签

优质方便的学习生活设施 Facilities
 ● 学生健康和服务中心
 ● 体育健身中心
 ● 就业辅导中心
 ● 书店
 ● 超市

国际学生信息

关于留学生指导与照顾
的行业规则  
Code of Practice 
林肯大学同意遵守《关于留学生指导与照顾的
行业规则》并受其约束。该规则可从NZQA网站
获取，网址是：www.nzqa.govt.nz 

移民 
关于移民要求的全部详细信息，在新西兰学习
期间的工作权利建议及报告要求可向新西兰移
民局获取，也可查阅其网站，网址是： 
www.immigration.govt.nz 

享受医疗服务的资格 
在新西兰期间，大部分留学生都无权享受公费
医疗服务。如果您在留学期间接受了医疗，
您可能需要负担该医疗的全部费用。关于享受
公费医疗服务资格条件的全部详细信息，您可
向卫生部索取，也可查阅卫生部网站，网址
是：www.moh.govt.nz 

事故保险 
事故赔偿公司（Accident Compensation 
Corporation，缩写ACC）向所有新西兰市民、居
民和临时访问者提供事故保险，但您仍需支付
所有其他医疗及相关费用。如需进一步信息，
请查阅ACC网站，网址是：www.acc.co.nz 

医疗和旅行保险 
在新西兰期间，留学生（包括团体学生）必须办
理适当有效的医疗和旅行保险

住在宿舍的 
大一学生

62%

平均年龄

19 
岁

宿舍

全包宿舍 37周 半包宿舍 37周

校内住宿租金 *$13,690 *$8,325

* 基于一学年37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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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DITIONAL INFORMATION
We have range of other publications

and resources available for your
reference, visit 

www.lincoln.ac.nz/brochures.

The information in 
this publication is 
covered by Creative 
Commons Lic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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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lincoln.ac.nz
电话: +64 3 423 0000 

电邮: international@lincoln.ac.nz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