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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一流
大学-位于
全球最宜
居城市中
心地带*

*  经济学人智库2019年全球宜居性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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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长兼董事长 
寄语

阿德莱德大学是澳大利亚最负盛名的
八所研究型大学集团中的一员，在全
球大学排行榜中排名前1%。拥有充满
奉献精神并在各自领域中处于国际领
先水平的教职员工。
我们的研究生教育处于世界一流水
平，借助前沿研究和科技，培养学生
批判性思维、解决问题、团队合作和
交流方面的能力。
我们的“行业优先衔接”项目确保我们
紧密对接行业需求，同时我们广泛
的研究任务致力于应对解决当下的挑
战。阿德莱德大学通过提升就业能力
的活动和实习 ， 来帮助学生们为今
后的职业发展做好准备。
尽管新冠疫情给澳大利亚境内外的交
通带来很多不确定性，我们热切盼望
能够早日迎接来自90多个国家的国际
学生们回到校园，包括我们位于市中
心的城北大街主校区。
不论学生身处何地，我们的国际迎新
活动将提供一系列支持，帮助学生们
学习南澳州的文化并成功过渡。

阿德莱德大学研究生课程和研究课题
一直在世界前沿领域，并鼓励跨学科
发展，大学提供最先进的的研究设
施，营造了一个全球集成和多元化的
社区环境。大学学术氛围追求卓越、
思维创新和发明创造。
大学拥有多位令我们感到自豪的杰出
校友，其中包括五位诺贝尔奖获得者
和超过100名罗德学者我们为毕业生提
供了为世界做出重大贡献的机会。

Peter Høj AC 教授 
校长兼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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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阿德
莱德大学
的理由?

在阿德莱德大学，我们集结了那些想要改
变并创造更好世界的人才。在这里，你可
以创造历史。
成立于1874年，我们目前拥有27000名学
生和3000名员工。坐落于澳洲最宜居的城
市，我们凭借出类拔萃的教学质量，在全
球排名持续位列前百分之一。

创新进取
阿德莱德大学是一个有着破陈出新传统的
大学。我们是澳洲第一所招生女性学生的
大学；第一所提供理学学科及商学学科的
大学；第一所建立音乐学院的大学。

  

位列世界大学
排行榜前1%*

QS评分：超五星

拥有5位诺
贝尔奖获
奖者

澳大利亚“八大名
校联盟”成员之一

培养了110多
位罗德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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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学习、教学、进行科研的包
括有澳大利亚第一位女性总理；第
一位在太空行走的宇航员；原住民
罗德奖学者；第一位女性大法官、
州长和大学校监；同时还有五位诺
贝尔奖得主、澳大利亚2021年澳大
利亚年度青年奖得主以及2020年阿
大利亚年度人物奖得主。

卓越的科研能力和
教学质量
我们的勇敢精神继续推动我们走向
卓越。在研究方面，作为南澳洲唯

一一所“澳大利亚八大名校联盟”成
员，我们为应对全球挑战在众多领
域进行研究，并一直获得高于世界
标准的评价 ^。
事实上，我们与行业和政府合作
的成果在41个不同领域被公认为“
远远高于”世界标准。这些领域从
空间科学、材料工程和人工智能，
到心肺医学、农作物生产和环境
科学。
作为一所教育大学，我们在24个不
同学科领域跻身全球前100名†。在
计算机科学、牙医学、兽医学等九
个学科中，我们名列全球前50名。

我们在毕业生就业能力方面也处于
领先地位**。我们的学位将深厚的
学科知识与广泛的、可转移的技能
相结合，确保毕业生为未来劳动力
的多层面职业生涯做好充分准备。

*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2021。
^  Excellence in Research Australia, 2018

年（最近的评估日期)。
†  QS世界大学学科排名（2021年)、世

界大学学科排名（2021年）和泰晤士
报高等教育世界大学学科排名（2022
年）的总独特条目。

** QS毕业生就业能力排名，2020年。

*  泰晤士高等教
育及QS排名

^  澳大利亚 
研究型大 
学联盟

133
2021年软科世
界大学排名位

列第133位

111
2022年泰晤士
高等教育世界
大学排名位列

第111位

108
2022年QS世
界大学排名
位列第108位

就读学生来
自世界上100
多个不同国
家和地区

27,000名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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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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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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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tertainment 
Precinct

Parliament 
Ho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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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德莱德  
最适合学生的城市
阿德莱德的市中心热闹繁华，以多样的节日庆典、丰富的文化
生活和众多的体育赛事著称。阿德莱德是购物的天堂，有着沙
滩、咖啡文化、实惠的学生住宿和热情友好的市民。阿德莱德
极其便利的城市居住环境为您提供了一种惬意的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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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elaide 
 Hospital

Adelaide  
Oval

Adelaide  
Health and 

Medical 
Sciences  
Building

Adelaide  
Festival 
 Centre

Adelaide  
Railway  
S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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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Global Liveability Index, 2021

^ Study Adelaide studyadelaide.com

澳洲大陆最佳 
性价比城市
阿德莱德是澳洲大陆
上最佳性价比城市之
一。阿德莱德的生活
成本相较悉尼和墨尔
本低12%*。

最佳宜居城市 
安全且惬意，阿德莱 
德在全球宜居城市排 
名中位列前十^。

多元文化氛围
南澳州居民来自全球
超过120个不同国家和
地区，营造了绝佳的
多元文化氛围。每五
个南澳州居民中，就
有一位来自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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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德莱德
市中心

1 2
3

4

5

6

7

8

9

阿德莱德健
康与医学科
学大楼 

阿德莱
德大学

阿德莱德大学村 

1  阿德莱德火车站

2  南澳州立图书馆

3  阿德莱德庆典中心

4  南澳洲艺术馆

5  阿德莱德动物园

6  阿德莱德植物园

7  唐人街

8  阿德莱德体育馆

9  南澳洲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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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尔兹伯里

派拉菲尔德

金果园

茶树谷公
交总站 

大连路
阿德莱德港

伍德维尔 Port Rd

格兰吉路
普罗斯派特 

亚瑟斯通

罗斯特弗尔

城
东

北
公

交
道

港湾区 

瑟巴顿

圣彼得 

玛基尔

格林希尔路

米彻姆

安扎克高速

圣马里斯

布莱克伍德

马里昂布
莱

顿
路 汉道夫

Happy Valley

Reynella

Morphett Vale

托伦斯河

北部港

塞马福尔 

格兰吉

亨利海滩

韦斯特海滩

格雷尔

布莱顿

海涯

马里诺

海德公园
克里兰保护区及
野生动物公园

马里奥他
保护区公园

黑山保护
区公园

布莱尔国
家公园

斯特德谷
休闲公园

舍帕德山
休闲公园

Scott Creek
Conservation

Park

洛夫峡休
闲公园

霍斯内尔谷
保护区公园

主干道
非主干道

公里 0 4

阿德莱德
机场

阿德莱德

怀特
校区

城北大街
校区 

罗斯沃斯
校区 

前往巴罗萨谷 

Coromandel Valley

行程

20分钟

阿德莱德郊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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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滩嬉戏
阿德莱德是一座海滨城市，洁白干
净的沙滩吸引着数以千计的人来这
里放松娱乐。乘坐有轨电车仅需20
分钟就可从市中心到海滩。

生活在市中心
相比澳大利亚的其他城市，阿德莱
德的学生住宿更为经济实惠。大部
分的住宿位于城市中央商务区的中
心。学生可步行去上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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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

统计概要

面积 985,335km2 
首府 阿德莱德 
海岸线 4,800km（超过100个岛屿）

人口 阿德莱德：130万 
南澳州：170万

官方语言 英语

货币 澳元（AUD）

经济 支柱产业包括：生物科学、
国防、矿产和资源、红酒

Adelaide Central Mar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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咖啡馆文化
阿德莱德是澳大利亚最具国际
化的城市之一，有着众多能够
折射出其多元化社会的咖啡
馆、餐厅和商店。阿德莱德是
公认的澳大利亚人均咖啡馆及
餐厅最多的城市。

阿
德

莱
德

一
最

适
合

学
生

的
城

市

南澳洲拥有
4800公里的 
海岸线和100 
多个岛屿

Glenelg Beach

La Moka cafeRundle Street 
East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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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物
阿德莱德以提供澳大利亚境内最为
丰富多彩的购物体验著称。位于中
央商务区的蓝道购物街是最大的百
货商店和连锁店集中地，步行可达
各类精品店、酒馆和咖啡馆。

气候
夏季凉爽而干燥，冬季短暂而温暖。
每年日照超过三百天。

季节 月份 气候状况 温度

夏天 12月− 2月 炎热干燥 25ºC − 35ºC 

秋天 3月− 5月 干燥 20ºC − 25ºC 

冬天 6月− 8月 凉爽湿润 10ºC − 15ºC 

春天 9月− 11月 偶有阵雨 20ºC − 25ºC

Adelaide

London
22 hours 

Hong Kong
8.5 hours 

Guangzhou
9.5 hours 

Singapore
6.5 hours 

Buenos 
Aires

19 hours 
Auckland

4 hours 

Dubai
12 hours 

Delhi
13.5 hours 

Ho Chi Minh
10 hours

Johannesburg
14.5 hours 

Jakarta
9.5 hours 

Doha
14.5 hours

Rundle Mall

Flight hours to Adelaide

阿
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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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行便利
阿德莱德是一座四通八达、充
满活力的城市。宽阔的林荫大
道可容纳高效的公交车、火车
和有轨电车网络。国际学生享
有和本地人相同的票价折扣。

节日狂潮
南澳大利亚州有节日之州的 
美誉， 因为每年都会有许多
全国乃至世界级的文化活动 
和体育赛事。

Adelaide CBD

Adelaide Oval

WOMADelaide

阿德莱德是 
一个极具吸 
引力且充满 
活力的 
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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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校区
阿德莱德大学有三个校区：城北大街 (North Terrace) 校区、
罗斯沃斯 (Roseworthy) 校区以及怀特 (Waite) 校区

14



虚拟校园体验
虚拟校园体验，探索我们
美丽而历史悠久的主校
园，环游具有城市标志性
历史建筑遗产等，在最先进的设施
中找到您的位置；在阿德莱德生物
医学城中心地带体验我们创新的阿
德莱德健康与医学科学大楼；或在
卫星校园上了解拥有世界领先技术
和设施的怀特及罗斯沃斯校区。
请访问: adelaide.edu.au/tours

城北大街 (North 
Terrace) 校区
阿德莱德大学主校区位于城北大街，以历史
悠久的建筑和活跃的氛围而著称。校区坐落
在阿德莱德中心商业购物区，紧邻州立图书
馆、庆典中心、南澳博物馆、南澳艺术馆、
阿德莱德动物园及植物园。阿德莱德大学健
康与医学科学大楼也在步行距离以内，位于
南澳健康与生物医药研究园区内。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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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沃斯校区拥
有造价3700万的
兽医诊所供学生
们在学习期间 
获得临床实 
习经验。

怀特 (Waite) 校区
国际知名的怀特科学研究院就位于怀特校区
内。该研究院是南半球最大，世界第三大的
农业研究所。很多研究合作机构也坐落于
此。学校教职工和学生们与这些机构紧密合
作，就国内及国际研究项目展开合作，机会
实属难得。研究领域包括红酒、植物生物技
术、植物育种、可持续农业及土地管理。
该校区位于市中心以南8公里处，可搭乘公 
共交通或怀特-城北大街校区区间班车往来 
通勤。校区服务包括儿童托管中心、图书
馆、餐厅、健身房及运动设施。

罗斯沃斯 
(Roseworthy) 校区
罗斯沃斯校区是国际知名的旱地
农业、自然资源管理和动物产品
研究中心。占地1600公顷，南澳
州唯一的兽医学院就位于该校区
内。该学院有一所造价3700万澳
元的兽医诊所，学生可以在学习
期间获得临床实习经验。
该校区位于阿德莱德以北55公
里，离高勒镇（人口2.6万）10公
里。可搭乘北大街-罗斯沃斯校区
区间班车往来通勤。校区服务包
括学生住宿、游泳池、图书馆、
餐厅和健身中心。

Roseworthy campus

大
学

校
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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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尔本
校区

Waite campus

Waite campus

我们的墨尔本校区位于墨尔
本市中心黄金区域 Docklands 
市的西部。交通便利，校园
门口有免费的城轨电车，
生活资源丰富，靠近高档商
店，电影院和酒店。

作为阿德莱德大学学院的课
程一部分，校区提供本科和
研究生等两个学位级别的衔
接课程。有关校园概况和具
体服务信息，请访问： 
adelaide.edu.au/melbourne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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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服务 
阿德莱德大学为国际学生提供各
种助学服务，以帮助他们顺利展
开大学生活。
友善的工作人员可以帮助学生管
理他们的学习、为与签证相关的
咨询提供协助、提供医疗和残疾
人服务，帮助学生解决个人问题
以及适应他们在阿德莱德的新生
活。此外，城北大街校区诊所的
医生们长 年为学生们提供医疗服
务。

国际学生服务中心
ua.edu.au/iss
国际学生辅导老师长年为学生提
供 一对一的服务，为新生入学和 
社会活动提供帮助，并且就与签
证相关的咨询提供协助。 

就业指导服务
adelaide.edu.au/student/careers
为学生提供指导和培训，帮助他
们提升就业技能，就业指导 中心
提供有关工作机会的信息数据，
并举办包括招聘会在内的与就业
相关的活动。网址 

写作中心
adelaide.edu.au/writingcentre
写作中心通过写作老师一对一的
指导、小组讨论和综合服务资
源，帮助学生进行有关学术的英
语写作。 

数学学习中心
adelaide.edu.au/mathslearning
数学学习中心通过非正式会面、
讲座、游戏和提供相关资源，帮
助全校学生提升他们在每个阶段
的数学技能。

互助学习活动 
(PASS)
adelaide.edu.au/pass
互助学习活动 (PASS) 由学生导师
进行定期的课外活动，帮助 学生
在具体课程中提高成绩。

托儿所
adelaide.edu.au/childcare
城北大街校区和怀特校区的儿童
托管中心为学校的学生和教 职工
提供全日制和非全日制的儿童托
管服务。 

心理咨询服务
adelaide.edu.au/counselling
心理咨询服务中心为学生提供专
业和保密的服务，协助学生解决
影响他们学习和生活的问题。 

残疾人服务中心
adelaide.edu.au/disability
残疾人服务中心帮助为有健康问
题的学生提供帮助，以帮助 他们
专注学业。 

尖子运动员服务部
adelaide.edu.au/eliteathletes
尖子运动服务部通过一种灵活互
动的学习模式，帮助学生运动员
平衡他们的学习和训练生活。

学生健康与福利
adelaide.edu.au/student/wellbeing
在一系列的健康及福利话题，活
动上提供信息和支持在线资源。

校园诊所
adelaideunicare.com.au
校园诊所有男性和女性全科医
生，为全校学生及教职工提供 包
括健康检查、免疫接种和心 理健
康咨询在内的医疗服务。 

图书馆
adelaide.edu.au/library
校图书馆收集了南澳最全的研究
资料，是一个安静的学习地点，
并且有专业的研究型馆员 为学生
们提供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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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活动  
international.adelaide.edu.au/life-on-
campus/social-programs-clubs-and-sports
阿德莱德大学提供丰富多彩的社会活
动，以便国际学生适应他们的学习生
活并结交新朋友，其中包括常年进行 
的英语对话练习（与澳大利亚人交
谈)、定期的以文化为主题的社交之
夜（语言和文化参与活动)、与当地
人联系的机会（体验阿德莱德）以及
培养领 导力和就业技能的机会（互
助活动)。

学在阿德莱德
studyadelaide.com
‘学在阿德莱德’项目在学生抵达前和
入住新家后都会为其提供相关信息
和支持。‘学在阿德莱德’每年的活动
丰富多彩。这些活动包括与市长一起
举行的欢迎仪式、国际学生颁奖活
动、职业 发展研讨会、葡萄酒教学
活动、地方旅行和社会活动（如运动
日）等。

校园生活
• 阿德莱德大学学生会 

auu.org.au

学生服务
• 学生保障中心 

auu.org.au/services/student-care
• 就业 

auu.org.au/services/employment
• 志愿活动 

auu.org.au/get-involved/volunteer
• 特殊兴趣和社交俱乐部 

auu.org.au/clubs
• 学生媒体 《你说我说》 

auu.org.au/get-involved/ondit
• 运动俱乐部和器材 

adelaide.edu.au/sports
• 健身中心 

adelaide.edu.au/sports/ 
the-fitness-hub

我们的社区

我
们

的
社

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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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德莱德大学通过提供一系列奖学
金为留学生提供教育机会。

全球公民奖学金
全球公民奖学金针对学术成绩表现
优异的国际学生，成功的申请者可
获得15%-30%的学费减免。

全球学术卓越奖学金
全球学术卓越奖学金旨在奖励在之
前学历种表现出卓越成就的国际学
生申请者，符合条件的学生将有机
会在攻读学位的标准学制期间获得
50%的学费减免。

高等教育奖学金
此项奖学金提供给澳大利亚教育的
热爱者。在进入阿德莱德大学就读
前，申请需要完成澳大利亚12年级
高中学习并获得优异成绩，或成功
完成澳大利亚高等教育课程。

家庭奖学金
此项奖学金提供给在读学生或毕业
生的家庭成员（配偶或任何直系亲
属)，申请时提供具有英文翻译的关
系证明即可。申请者可获得每年25%
的课程学费减免

奖学金
信息

奖
学

金
信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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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奖学金
学生选择阿德莱德大学完成第二个学位
或更高学位，他们将自动获得25%每年
的学费减免。申请者需为阿德莱德大学
校友或准毕业生。
关于奖学金的完整信息，请参考网站： 
international.adelaide.edu.au/
admissions/scholarships
澳大利亚政府也为国际学生提供一系列
奖学金，相关信息可参考网站： 
australiaawards.gov.au
所有奖学金详情可能会发生变化，我们
鼓励有兴趣的学生定期查看这些网站，
获取最新更新。

奖
学

金
信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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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Village

一个称之为 
“家”的地方

住宿在奠定学业成功
的坚实基础中起着重
要作用。
无论学生们在这座城市选择什么类型的
住宿，都会从中受益，这包括我们的大
学管理的宿舍，不仅方便，而且比澳大
利亚的其他城市要经济实惠。
阿德莱德大学建议学生采用 RECAS 方
法确定住宿选择，以满足他们的个人需
求和支持良好的学习体验。
• 调查研究所有适用的住宿选择
• 制定切实可行的预算
• 考虑有物业管理的学生宿舍的价值
• 避免长期临时住宿 
• 向学校的住宿服务中心寻求帮助
建议不熟悉阿德莱德的学生在大学第一
年，考虑住在有物业管理的学生宿舍。
有 物业管理 的学生宿舍为新生提供机 
会，让他们更好地了解阿德莱德、适应
专业课程和结交新朋友，并且不用担忧
私人租房市场上要面临的问题。

一
个

称
之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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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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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学生住宿 
adelaide.edu.au/accommodation
阿德莱德大学帮国际学生寻找合
适的长期住宿。学生可以在下列
选项中做出选择。

阿德莱德大学村
阿德莱德大学村是阿德莱德大学
最大的宿舍区。该村可容纳超过
400名学生，这些学生享有由大学
工作人员每周七天、每天二十四
小时值班的安保服务。
因为住宿费用里包含了家具、厨
房电器、水电费、电话以及网
费，所以学生只需带上他们的个
人物品就可入住。仅有的额外支
出是伙食费（学生必须自己煮饭
和打扫）和宿舍内投币式洗衣机
的钱。

罗斯沃斯校区住宿学院
罗斯沃斯校区学生公寓由大学运
营，并且只对阿德莱德大学罗斯
沃斯校区的学生开放，为他们提
供享受校内居住的好处。

独立的住宿学院
在北阿德莱德有五所独立住宿学
院，为学生们提供住宿。这些独
立的住宿学院是私人所有和运
营，而非由阿德莱德大学所有 
和运营的。
学生们可以直接联系各住宿学
院，以便更好地了解他们有哪 
些选择。这些住宿学院包括：
阿奎纳学院、林肯学院、圣安斯
学院，圣马可学院和凯瑟琳∙鲁姆
雷学院。

商业学生住宿
商业学生住宿是指由私人管理公
司（非阿德莱德大学附属机构）
经营的，专门为学生打造的校外

学生住宿。这些住宿是设施齐 
全和独立的公寓，为学生提供独
居或与他人共享的灵活性选择。
这里也有为夫妇们提供的房间。 
除了房租以外，学生还需考虑 
额外费用，包括：
• 煤气
• 电费
• 固定电话费（可选）
• 网费（可选）
商业学生住宿机构提供6个月或 
12个月的定期租赁。要注意的是，
这些机构不是阿德莱德大学直接
附属机构，建议学生在签合约前
对这些机构进行考察。

私人租赁和合租
便宜的合租住宿也可以在私人租
赁市场找到，因此大学提供了一
个租赁数据库 (adelaide.edu.au/
accommodation)，专门供我们的 
学生使用。

The Vill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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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在我校注册的学生可以使用用
户名和密码在城北大街校区的学
生中心四楼，住宿服务部访问数
据库。该数据库仅在大学社区推
行，大多数发布的住宿信息由与
大学有关的人员提供，他们希望
把自己的房间/房子租给阿德莱德
大学的学生。
希望找到合租或整租的学生，可
在到达阿德莱德前，先预订临时
住所。在抵达阿德莱德后，学生
可访问大学的住宿服务部，以获
取有关已认证和保障高质量长期
生活的所有适用选项和帮助的信
息。不鼓励学生们未经考察，从
海外汇款支付合租或整租住宿的
费用。

家庭住宿
有家庭成员陪同的学生可在私人
租赁的房屋或公寓中，找到最合
适的住宿选择。
对于一个学生来说，独自一人到
阿德莱德安排合适的永久家庭住
宿更为方便。稍后抵达的配偶和
孩子可以直接入住。

到达接待和临 
时住宿
临时住宿和到达接待适合初到阿
德莱德的国际学生。
符合条件的学生可预订国内或国
际航班的接机服务，并由大学代
表在阿德莱德机场接机，然后将
学生送到他们的住处。
符合条件、但选择在抵达阿德莱
德后不长住在由大学管理的宿舍
的学生，也可通过大学预订七晚
临时住宿。需要注意的是，由于
在传统学生入学期间对短期住宿
的需求量很大，因此通过大学安
排的临时住宿选择不太可能超过
七晚。

有关申请标准、到达接待和临时
住宿服务的更多信息，请联系：

住宿服务部
开放时间：周一到周五，早上九
点到下午五点
阿德莱德大学  
Level 3, Hub Central, SA 5005 Australia 
电话: +61 8 8313 5220 
传真: +61 8 8313 3338 
Email: accommodation@adelaide.edu.au 
网站: adelaide.edu.au/accommodation 
Skype: uoaaccommodation

长期学生住宿选择
将长期学生住宿选择与个人需求联系起来
住宿类型 住宿选择 学生个人情况

大学住宿环境 大学管理的 
学生住宿

适合初到大学的学生，他们没有当地的支持网络，
希望在住宿的地方就可以直接使用大学学习资源 
和获得学生服务，为学术成功打下坚实基础。

商业学生住宿 市中心学生公寓 适合寻求具备方便舒适的全套住宿条件的学生。

独立住宿环境 独立住宿学院 适合希望居住环境可满足与同样离家 
的同龄人一起居住的生活方式的学生。

独立居住 合租/整租住宿 适合具备一定能力和经验的、可签订租 
赁协议、追求独立的生活方式的学生。

Arrival 
rece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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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在申请大学之前需要做一
系列计划，包括充足考虑资金问
题，制定一个切实可行的预算计
划。

住宿费
尽管阿德莱德的生活费用比其他
许 多澳大利亚城市都要便宜，但
住宿费仍然是学生最大的可变支
出。在市中心以外的合租每周约
135澳元，在市中心内的由大学管
理的住宿每周约259澳元（包括电
力、水、天然气和不限流量的网
络费)。中央商务区公寓的平均租
金约为每周大约400澳元。

申请费
阿德莱德大学本科课程网上申请
费 用为110澳元，个别政府或外界
资助项目学生除外。

学杂费
新生每年应至少需要支付500澳元
的 教科书和基础学习材料费用。
根据学位的不同，其他费用可能
包括：专业设备（如实验室外
套、显微镜、听诊器)；可选的补
充阅读和学 术课程材料；实地考
察；以及论文准备、打印和装订
等费用。

学费
国际学生应按照国际学生标准缴
纳学费，其中包括了授课费及其
他诸 多旨在帮助学生的服务项目
费用。本手册中提到的学费指全
日制学生（全年24学分/每学期12
学分）学费，并会接受学校年度
审计，未来学费或会增加。根据
注册情况不同，学生学费可能会
有所差异。国际新生在接受录取
通知之后须缴纳一笔定金。注册
后，学校会为学生提供显示该注
册学期学费余额的发票。学校在
每个学期中，根据注册情况的不
同，向学生本人(或其资助方）提
供学费发票。

学生服务和设施费
从2023年开始的国际学生将需要
每年支付学生服务和设施费用。
这包 括俱乐部、体育和娱乐活动
以及许 多其他服务费用。该费用
为315澳元（2022年)，每年进行
调整。欲了解更 多信息，请访问: 
adelaide.edu.au/student/finance/ssaf

学生学费退款政策
在接受录取通知书之前，所有申
请人务必仔细阅读学校关于学费
退款或调整的政策。此政策遵循
《2000年海外学生服务法案(ESOS)
》，澳大利亚政府的相关规定，并
遵循《ESOS全国实施细则 (2018)
》中关于学费退款的所有规定。
更多政策信息，请访问:  
adelaide.edu.au/policies/4343
更多关于退款实施和数额的信
息，请访问: adelaide.edu.au/
student/finance/refunds

健康与医疗
学生签证持有人及其陪读家属
均须通过“海外学生健康保险 
(OSHC)”计划购买涵盖其签证有效
期的医疗保险。学校推荐的是安
联全球协助海外学生健康保险，
其官方网站为: allianzcare.com.au/
en/student-visa-oshc.html
更多相关信息，请访问:  
international.adelaide.edu.au/ 
life-on-campus/support-services

费用

费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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携带家属的学生
计划携带家人来澳陪读的海外学生， 
需要考虑医疗保险，住房，餐饮，交
通，育儿和教育等方面的额外开支。 
更多相关信息和建议请访问： 
internationalstudents.sa.edu.au/en/
students/dependants

兼职工作
许多国际学生及其陪读家属均希望通
过进行兼职工作补贴日常开销。这是
一种可行的途径，但学校不建议学生
用此途径填补学费等重要开支。
学校并不保证学生能够获得兼职工作
的机会，且找工作的过程需要花费时
间。学生同样需要注意，部分课程课
业繁重，或许没有额外时间来进行课
外工作。
正在兼职工作的国际学生也应意识
到，他们拥有与澳大利亚其他工人同
等的职场权利。更多兼职信息请访问: 
homeaffairs.gov.au/trav/stud
其他更多工作权益和职责请访问: 
fairwork.gov.au

成为永久居民
不同的配额限制（由大学和澳大利亚
政 府实施）适用于留学生的入学，而
非澳大利亚居民。
移民身份变更为澳大利亚永久居民的
国际学生将转为按照国内学生的标准
支付费用，随后可能会申请联邦政府
资助的学生编制，这取决于他们的学
位。

学业相关费用
由于不同学生情况有所差异，此部分仅供参考。 
下列所有费用均系截至出版时之日常生活开支， 
不包含学费、课本费、其余学业之外开销、养车
费、医疗费用或奢侈品开销等。

抵澳之前费用
开支项目 费用（澳元)
学费定金（根据录取通知书） 至多14000澳元
海外学生医疗保险** 609-4591澳元
至阿德莱德经济舱机票 1200-2000澳元
签证申请费用^ 550澳元
签证体检费用# 300澳元
选择学校提供的住宿所付可返还
抵定金（如适用）

500澳元

抵澳之后费用
开支项目 费用（澳元)

适用于所有学生
提前支付租房金 2周租金
室内住宿费用（毯子、杂货等) 500澳元
余下学费金额 详见录取通知书

仅限私人租赁的学生
可返还的住宿定金 4-6周租金
电、气连接费 38-72澳元
电话/网络安装费 59-299澳元
家具及居家用品费用 1500+澳元

每周日常生活开销
开支项目 费用（澳元)
住宿 135−400澳元
杂货 90-135澳元
气/电/水 40-55澳元
交通（以学生票为准） 20-35澳元
电话/邮费/网费 20-40澳元
其余开支（如衣物、娱乐等） 50+澳元
每周开支小结： 355-705澳元

*  来源: Study Adelaide

**  澳大利亚国内事务部要求所有学生持有与签证时长相同时
间的医疗保险。签证时长因人而异，一般略长于完成学业
所需时间。此处列出的费用为12个月的医疗保险费用。

#   仅为一般检查费用。若需做额外检查项目，则可能需要更
多费用。

^  学生后续再次递交学生签证申请时可能产生附加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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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imum English language requirements - Postgraduate coursework programs

Degrees IELTS (Academic)  
minimum scores

TOEFL  
minimum scores

Pearson Test of English 
(Academic) minimum scores

C1 (Advanced)

General requirements* 

Standard requirements for coursework degrees 
Applicable to all postgraduate degrees except 
those specified below.

Overall band score of 6.5  
and 
Band score of 6.0  
in all bands

Internet-based: total score  
of 79 with a minimum of 21  
in writing, 18 in speaking and  
13 in reading and listening

Overall score of 58  
and  
Skills profile of no less  
than 50 in all skills

Overall score of 176 
and 
Individual score  
of 169 in all skills

英语语言
水平要求

英语是阿德莱德大学使
用的授课语言,学生需
要在听、说、读、写等
方面达到阿德莱德大学
课程入读标准。 

Degrees IELTS (Academic)  
minimum scores

TOEFL  
minimum scores

Pearson Test of English 
(Academic) minimum scores

C1 (Advanced) Occupational  
English Test (OET)

Adelaide Medical School  
•  Master of Science in  

Addiction Studies1  
(this is an external program)

Overall band  
score of 7.0  
and  
Band score of  
7.0 in all bands

Internet-based: 
total score of 94 
with a minimum of 
27 in writing, 23 in 
speaking and 24 in 
reading and listening

Not accepted Overall score of 185  
and  
Individual score 
of 185 in writing, 
speaking, reading 
and listening

Not accepted

Adelaide Nursing School  
• Master of Nursing Science1  

•  Master of Nursing Science1 

(including specialisations)

Overall band  
score of 7.0  
and  
Band score of  
7.0 in all bands

Internet-based: 
total score of 94 
with a minimum of 
27 in writing, 23 in 
speaking and 24 in 
reading and listening

Overall score of 65  
and  
Skills profile of 65 in writing, 
speaking, reading and listening

Overall score of 185  
and  
Individual score 
of 185 in writing, 
speaking, reading 
and listening

A minimum score of 
B or 350 in each of 
the four components 
(listening, reading, 
writing and speaking)

Adelaide Nursing School  
• Master of Clinical Nursing1

Overall band  
score of 7.0  
and  
Band score of  
7.0 in all bands

Internet-based: 
total score of 94 
with a minimum of 
27 in writing, 23 in 
speaking and 24 in 
reading and listening

Overall score of 65  
and  
Skills profile of 65 in writing, 
speaking, reading and listening

Not accepted A minimum score of 
B or 350 in each of 
the four components 
(listening, reading, 
writing and speaking)

School of Public Health  
All postgraduate coursework programs  
in Counselling and Psychotherapy

Overall band  
score of 7.0  
and  
Band score of  
7.0 in all bands

Internet-based: 
total score of 94 
with a minimum of 
27 in writing, 23 in 
speaking and 24 in 
reading and listening

Overall score of 65  
and  
Skills profile of 65 in writing, 
speaking, reading and listening

Overall score of 185  
and  
Individual score 
of 185 in writing, 
speaking, reading 
and listening

A minimum score of 
B or 350 in each of 
the four components 
(listening, reading, 
writing and speaking)

School of Psychology  
• Master of Psychology (Clinical)2  
• Master of Psychology (Health)2  
•  Master of Psychology  

(Organisational and Human Factors)2

Overall band  
score of 7.0  
and  
Band score of  
7.0 in all bands

Not accepted Not accepted Overall score of 185  
and  
Individual score 
of 185 in writing, 
speaking, reading 
and listening

Not accep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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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德莱德大学接受以下英语语言测
试成绩 (除非另有规定)：
• 雅思（学术类）
• 托福
• PTE皮尔森英语测试（学术类）
• 剑桥高级英语证书（CAE）
• 职业英语测试（仅健康科学）。
不能合并多次考试的分数，来满足
大学的最低英语语言要求。
在符合外部认证机构要求的情况
下，其他英语能力证明也可接受。

预知更多信息，请访问： 
international. adelaide.edu.au/ 
admissions/how-to-apply/
admission-requirements#english- 
language-requirements
一般情况下，英语水平证明只在两
年内有效。
大多数英语考试成绩未到达大学英
语最低要求的学生，可以选择在阿
德莱德大学参加强化英语课程。

符合条件的学生将获得学术英语课
程（PEP）（参见第30页）的录取
通知书。该课程为已获有条件录取
而英语水平未满足的准学生提供了
另一种入学途径。成功完成PEP课
程后，学生可以获准进入该大学的
大部分学位。
欲知更多信息，请访问： 
adelaide.edu.au/elc/our-courses/
pre-enrolment-english-program-pep

Degrees IELTS (Academic)  
minimum scores

TOEFL  
minimum scores

Pearson Test of English 
(Academic) minimum scores

C1 (Advanced)

School of Education  
Master of Teaching1

Overall band score of 7.0 
and  
Band score of 7.0  
in all bands

Internet-based: total score  
of 94 with a minimum of 27 
in writing, 23 in speaking and 
24 in reading and listening

Overall score of 65  
and  
Skills profile of 65 in writing, 
speaking, reading and listening

Overall score of 185  
and  
Individual score of 185 
in writing, speaking, 
reading and listening

Business School  
• Adelaide Maste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 Adelaide Graduate Diploma  
   in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 Adelaide Graduate Certificate  
   in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Overall band score of 7.0  
and  
Band score of 6

Internet-based: total score  
of 94 with a minimum of 24 
in writing, 22 in speaking and 
20 in reading and listening

Overall score of 65  
and  
Skills profile of 58 in writing, 
speaking, reading and listening

Overall score of 185  
and  
Individual score of 176 
in writing, speaking, 
reading and listening

Law School  
All postgraduate coursework degrees  
(except Master of Business Law  
and Master of Laws)

Overall band score of 7.0  
and  
Band score of 7.0 in 
writing and speaking  
and  
Band score of 6.5 in 
reading and listening

Internet-based: total score  
of 94 with a minimum of 27 
in writing, 23 in speaking and 
20 in reading and listening

Overall score of 65  
and  
Skills profile of 65  
in writing and speaking  
and  
Skills profile of 58 in  
reading and listening

Overall score of 185  
and  
Individual score of 185 
in writing and speaking  
and  
Individual score of 176 
in reading and listening

School of Animal and Veterinary Science  
Doctor of Veterinary Medicine1

Overall band score of 7.0  
and  
Band score of 7.0  
in all bands

Internet-based: total score  
of 94 with a minimum of 27 
in writing, 23 in speaking and 
24 in reading and listening

Overall score of 65  
and  
Skills profile of 65 in writing, 
speaking, reading and listening

Overall score of 185  
and  
Individual score of 185 
in writing, speaking, 
reading and listening

School of Biological Sciences  
All postgraduate coursework  
 programs in Biotechnology

Overall band score of 6.5  
and  
Band score of 6.0  
in all bands

Internet-based: total score  
of 79 with a minimum of 21  
in writing, 18 in speaking and  
13 in reading and listening

Overall score of 58  
and  
Skills profile of 50 in writing, 
speaking, reading and listening

Overall score of 176  
and  
Individual score of 169 
in writing, speaking, 
reading and listening

1.  Applicants seeking entry to these degrees must present the specified IELTS/TOEFL/ Pearson/OET scores to meet the  
English language proficiency requirements and are not permitted to undertake an Academic English PEP pathway. 

2.  Applicants to master degrees offered by the School of Psychology must provide an IELTS, unless eligible for an exemption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sychology Board of Australia requirements prescribed at: psychologyboard.gov.au/registration/overseas-applicants

*  These entry requirements are correct at the time of printing. For up-to-date information, visit: international.adelaide.edu.au/apply  
The University of Adelaide reserves the right to make the final decision regarding admission to the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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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德莱德大学英语语言中心为来
自全球的国际学生和团体，提供
高质量的学术英语语言课程以及
英文教师培训服务。

学术英语（PEP）
入学路径
阿德莱德大学为语言成绩未满足
目标本科/授课型硕士课程最低入
学要求的学生， 提供通过学习学
术英语PEP入学的路径。
这是衔接阿德莱德大学正式课程
的英语语言直升班，语言班的周
数取决于学生的英语语言成绩。
完成PEP课程之后，不需要再参加
其他英语语言测试，可直接升入
大学的学位专业。
PEP课程可提供为期10、15、20和
25周的授课时间。更多关于PEP课
程的信息请访问： 
adelaide.edu.au/elc/our-courses/ 
pre-enrolment-english-program-pep

学术英语直升入学
路径--延长课程
为期30和35周的PEP延长课程是由
普通学术英语(GEAP) 课程和PEP
课程组合而成的。
在GEAP课程的学习中能帮助学
生建立起在学术层面上的语法和
词汇量，打下语言学习的坚实基
础，使学生更好地调整并适应将
来目标课程的学习。
•   参加为期30 周延长课程的学生

将先完成5周的GEAP课程，然后
再学习25周PEP课程。

• 参加为期35 周延长课程的学生
将，先完成10周的GEAP课程，
然后再学习25周PEP课程。

入学条件
如需了解符合哪种PEP课程的资格
标准，请参照下一页的图表。

其他课程
普通学术英语（GEAP）
我们的GEAP课程旨在培养学生有
效的口头和书面交流技能，增强

他们在澳大利亚最负盛名的名校
之一进行学习的信心。
该课程在阿德莱德大学的学术环
境中进行，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
的学生，从初级到高级，它提供
五个级别的语言水平。
各个水平段都重视发展学生的口
语、听力、阅读和写作技能。随
着学生逐步熟练掌握这些技能，
学习任务也随之增加。
学生可以自由选择注册5到45周的
学习时间。
更多关于GEAP课程的信息
请访问：adelaide.edu.au/elc/
our-courses/general-english-for-
academic-purposes-geap

量身定制团体游学项目
团体游学项目为希望在澳大利亚
获得宝贵经历的国际学生或专业
人士，提供理想的学术和文化体
验。
课程根据每个团体的具体需求量
身定制，学习期限可长可短。课
程一般为2-12周，可选择面授、
线上授课，或双规模式授课。课
程可包括寄宿家庭等特别住宿需
求。

Degrees commencing 2023 semester 1 
  Weeks Start Finish Cost (AUD)

35 2 May 2022 2 February 2023 $19,600

30 6 June 2022 2 February 2023 $16,800

25 14 July 2022 2 February 2023 $14,000

20 25 August 2022 2 February 2023 $11,200

15 29 September 2022 2 February 2023 $8,400

10 10 November 2022 2 February 2023 $5,600

Degrees commencing 2023 semester 2 
  Weeks Start Finish Cost (AUD)

35 4 October 2022 6 July 2023 $19,600

30 14 November 2022 6 July 2023 $16,800

25 3 January 2023 6 July 2023 $TBC

20 9 February 2023 6 July 2023 $TBC

15 16 March 2023 6 July 2023 $TBC

10 27 April 2023 6 July 2023 $TBC

英语语言中心
英

语
语

言
中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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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课可侧重于一般英语教学或特定的
兴趣学科，而文化活动包括以文化、
历史、地理和社会为兴趣的短途旅
行。

学术英语课程的时间
表和费用
除以下费用外 （见表格），学术英语
预科课程的报名费为295澳元。
有关三学期制课程时间表和费用，请
访问：adelaide.edu.au/elc/our-courses/ 
pre-enrolment-english-program-pep/ 
dates-and-fees
欲知更多英语语言中心详情，请访
问：adelaide.edu.au/elc 英

语
语

言
中

心

该图表显示：进入不同时长的PEP所要求的
雅思成绩；以及大多数学生顺利入读本科所
需的时间，雅思总分为6.5分，单项不低于6.0
分（或同等水平)。托福、PTE学术英语考试
和剑桥高级英语证书考试成绩也可接受。

学术英语直
升班(PEP)
入学要求 

Direct 
entry 
to postgraduate 
coursework 
degree with IELTS  
6.5 with all band  
scores at 6.0  
or equivalent.

PEP Extended  30 weeks*

PEP  20 weeks

PEP  15 weeks

PEP  10 weeks

PEP Extended  35 weeks*

PEP  25 weeks

Successful com
pletion of PEP requirem

ents

*  Students in PEP Extended 35 week and 30 week courses will first participate in General English for Academic 
Purposes (GEAP) classes until the 25 week PEP intake and then take classes with other PEP students.

IELTS overall 5.0 and no band less than 4.0

IELTS overall 5.0 and no band less than 4.5

IELTS overall 5.5 and no band less than 5.0 
IELTS overall 5.5 and writing at 5.5 or above

IELTS overall 6.0 and no band less than 5.0 
IELTS overall 6.0 and writing at 5.5 or above

IELTS overall 6.0 and no band less than 5.5

IELTS overall 5.5 and no band less than 4.5

重要信息

对于申请英语语言要求较高的学位，或英
语考试成绩非雅思的学生
部分本科学位要求更高水平的英语能力。
当学位课程雅思要求高于6.5分时，PEP入
学要求高于表中所示。
请注意，除雅思考试外，英语语言中心还
接受托福iBT、PTE学术英语考试和剑桥高
级考试进入PEP课程。
有关所需分数的更多信息，请参考网站： 
adelaide.edu.au/elc/our-courses/ 
pre-enrolment-english-program-pep/ 
how-many-weeks-of-pep-do-i-ne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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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信息
申请大学前，申请
人应了解具体 的 
学位录取要求和学
生签证要求。

研究生入学条件
入学具有竞争性 - 大多数研究生
课程入学的最低学术要求，是澳
大利亚学士学位或有教育机构认
可达到相关学部或学院规定的学
术成绩的同等学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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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学年日期

事项 日期

暑期学校 1月3日-3月24日

三学期制开学日 1月30日

建议国际学生2023年第1学期抵达的日期 2月14 -16日

2023年第1学期国际学生入学和注册 2月17−19日

大学迎新周（包括预备讲座） 2月20-24日

第1学期课程开始 2月27日

期中假 4月10-21日

三学期制第一学期课程结束 4月28日

三学期制第二学期课程开学日 5月22日

学习假期/考试准备 6月12-16日

年中考试 6月17日-7月1日

补考 7月17-22日

年中寒假/冬校 7月3-21日

建议国际学生于2023年第2学期抵达的日期 7月15-17日

2023年第2学期国际学生入学和注册 7月19日

第2学期课程开始 7月24日

三学期制第二学期课程结束 8月18日

三学期制第三学期课程开学日 9月4日

学期中假 9月18-29日

学习假期/考试准备 10月30日-11月3日

年终考试 11月4-18日

三学期制第三学期课程结束 11月24日

补考 12月6-12日

有关学年日期的更多详细信息，请访问:  
adelaide.edu.au/student/dates

申请截止日期

标准学期入学 申请截止日期*

2023年第一学期开始：临床牙医学硕士 2022年4月30日

2023年第一学期开始：法医牙科学研究生
文凭

2022年6月30日

2023年第一学期开始：兽医医学硕士 2022年9月30日

所有心理学学位课程 2022年10月17日

2023年第二学期开始：葡萄栽培与酿造硕士 2023 年4月30日

*除上述学位的申请人外，申请人应在入学学期开始前至少六周
提交申请。在此日期之后申请的申请人，根据其情况，学校将
考虑录取最合适的入学时间。
注：提供的日期仅供参考，可能会有所更改。有关最新息， 
请访问网站：international.adelaide.edu.au/admissions/ 
how-to-apply/application-deadlines

入学要求因专业而异。一些所提
交的研究生证书和研究生文凭可
以满足作为录取硕士专业的要
求，或者其本身也可以作为专业
资格证书。
如想了解个别专业要求的信息，
请参阅本手册的学术课程列表和
最低入学要求。
如想了解有关课程类研究生专业
的更多详细信息，请访问阿德莱
德大学校历： 
adelaide.edu.au/calendar
国际学生还必须符合大学的英语
语言要求 - 详情请参阅第28-29
页。

推迟入学 
已经被某课程录取的学生可申请
将其入学推迟至最多两年，另有
规定的课程除外，如教学课程。

学分转换
在一些情况下，国际学生可以使
用他们在其它学校完成的课程来
获得学分减免。需要转换学分的
申请者必须提交已完成的课程细
节的课程描述（课程大纲)。

学生个人信息
根据澳大利亚隐私法，大学只能
在极其有限的情况下透露学生个
人或学术信息。这类信息通常只
能在法定要求，紧急健康或安全
问题的情况下透露给澳大利亚政
府部门。
大学不能向家长透露任何有关学
生成绩、出勤、申请状况等任何
其它相关信息。
更多关于大学隐私政策及管理计
划，请访问： 
adelaide.edu.au/policies/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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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申请

  第三步

接受录取 
如果接受录取，学生应该：
• 填写并签署录取声明以及接受录取协议的所 

有页面。
• 填写付款表格以及财务能力声明。
• 提供护照个人信息页的副本。
• 根据录取通知书中的指示安排支付学费定金。
• 安排支付涵盖签证有效期的海外学生医疗保险。
• 安排支付英语语言课程费用（如有要求）。
申请人可以网上在线支付。

有条件录取
收到有条件录取通知书的学生， 必须上传证明他
们已经符合所有未决条件的证明文件，并且直接将
有关文件与接受录取的文件一起发送给大学。除非
因需要申请奖学金或资助的缘故，学校不会另行再
发新的录取通知书。

  第二步

申请评估 
所有申请都将被评估。成功的申请者将
会收到邮件通知（如果他们是直接申请)
，或通过其官方代理收到通知。
成功申请者将会收到：
• 录取通知书
• 接受录取的协议书
• 真实临时入境者 (GTE) 调查问卷*
• 付款表格
• 条件与条款
• 录取信息册
申请未成功的申请人将会通过电子邮件
收到通知。
* 如果适用

  第一步

申请
通过阿德莱德大学的官方国际代理申请或 
者访问我们的在线申请系统进行申请： 
international.adelaide. edu.au/admissions/
how-to-apply#step-4-apply 

付款和需要的文件
• 申请费110澳元（无退款)。
• 学生学历、成绩单、英语考试成绩（如适

用）和任何其他证明文件的原件或经认证
的副本。

副本可由太平绅士、公证人、阿德莱德大
学官方代表或工作人员、警官或审查机构
认证。

更多信息及联系方式：
future.ask.adelaide.edu.au/app/ask_a_question

国际代理
如需了解我校国际代理的完整名单 及其联系
方式，请访问：international.adelaide.edu.au/
admissions/find-a-university-of-adelaide-ag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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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步

准备出发
在安排旅行后，学生可以访问
网站选择住宿：adelaide.edu.au/
accommodation
学生也可以通过该网页预订接机
和临时住宿（收费）

  第六步

注册
在入学前，学生将会收到有关如
何获取他们大学用户名和密码的
信息。注册开放后，学生可访问
阿德莱德大学的 Access Adelaide 
来注册入学。

  第五步

获取国际学 
生学生签证
申请人在收到录取确认函后应立即递
交学生签证的申请，可以在阿德莱德
大学认可的代理人或代表的协助下完
成。或者，如果学生直接申请，需要
通过访问 homeaffairs.gov.au/trav/visa/
immi 创建一个 ImmiAccount 账户

  第四步

确认录取
在收到所需接受录取的文
件后，大学会向申请人发
送录取确认函 (CoE)，学
生需要使用录取确认函来
申请澳大利亚学生签证。

  第八步

到达和参加迎新 
活动 
学生应争取按时抵达阿德莱德
来参加国际学生迎新活动。参
加这个项目可以帮助您熟悉阿
德莱德这座城市以及阿德莱德
大学校园，并且提供了一个在
开学前就能与教职员工见面和
其他学生交流的机会。详情请
访问：international.adelaide.
edu.au/preparing-to-arrive/
orientation 

欢迎来到
阿德莱德 
   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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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方法

阿德莱德大学为学生
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学
习环境，鼓励学生进
行独立调查研究 

学生应该对问题进行批判性评估和
思考，而不是简单地记忆信息。要
做得好，学生需要参考不同的信息来
源，并对其进行评估、分析和理解。
不同学院的教学方法各不相同，但
大多数学位都是围绕一个讲课计划
来安排的。学习过程中也经常进行
研讨会、小组讨论（辅导课)、实
践和实地考察。

专业学位和课程
要获得任何阿德莱德大学的学历，
学生必须圆满完成一项专门的学
位。每个学位要求学生完成一定数
量的课程。 
有些专业有必修课，可能包括或不
包括选修课。在其他专业中，学生
可以根据他们注册的学院或学部的
建议和批准，自行选择课程。

大多数科目只教一个学期，但有些
科目会持续一整年。在所有情况
下，科目的整个过程和结束时都会
有考评。

学分和级别
每个学位都由有学分的课程（科
目）组成。随着学生专业学习的进
程，他们的课程在每一个级别上的
深度和复杂性都在增加（例如从第
一级开始进入到高级水平)。每个级
别都需要完成一定数量的课程学分
才能顺利完成学位并有资格毕业。

讲座
讲座是讲师指导大量学生的正式上
课时间。讲座旨在为学生提供一个
特定知识领域的良好起点，并确定
课程中最重要的领域。学生应该仔
细聆听并做笔记。讲座通常持续50
分钟，但可持续长达两个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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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导课
辅导课是每周举行的小型课程，通常要求
学生讨论与课程相关的主题和概念。讨论
由讲师或助教主持。每周的作业通常是设
定好的，可能包括向班级作报告、书面练
习或参与小组讨论。辅导课的出勤通常会
被记录下来，并且辅导课的出勤可以构成
课程评估的一部分。

学生的学习义务
为了顺利完成课程，学生需要投入适当的
时间学习。这不仅包括正式的上课时间（
例如讲座、辅导课、实践)，还包括非正式
的非上课时间。
需要额外的课外时间进行各种活动，包括
但不限于：考评任务、阅读、研究、笔记
记录、复习、写作、向老师咨询，以及与
其他学生进行非正式讨论。
虽然上课时间和课外时间的相对比例可能
因课程而异，但作为参考，全日制学生应
该在教学期间每周花费48小时进行学习。

考评
大多数课程都是通过许多不同的方式不断
进行考评的。这取决于学院和专业，常见
形式包括：论文、作业、实践、辅导课小
论文、参与小组讨论和期末考试等。

评分方案
特优 (High Distinction） 85-100% 

优秀 (Distinction） 75-84% 

良好 (Credit） 65-74% 

及格 (Pass） 50-64% 

不及格 (Fail） 0-49% 

其他评分方案可用于少数专业或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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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Students satisfactorily completing all courses may expect to complete an academic 
program within the normal duration of that degree. Students who have failed courses, 
or students needing to complete prerequisite courses will take longer. 

2.  The indicative annual tuition fee quoted is based on the standard full-time enrolment 
load of 24 units per year, or 12 units per semester. These fees cover the cost of teaching  
and student support services. The quoted fee is reviewed on a yearly basis. Prospective  
students should be aware that their fees may increase each year and that they are 
liable for these fees upon acceptance of their offer. Where the standard duration 
is less than one year, the full cost of the degree is displayed. Where the standard 
duration of the degree is greater than one year, the annual fee is displayed. Where 

a degree is offered on a trimester basis, and has a duration of one year or more, the 
quoted fee is for 24 units only. Each student will be advised of their fee schedule in 
their offer of admission to the University. Fees may vary depending on enrolment load  
e.g. if students ‘overload’ or ‘underload’, fees may be increased or decreased accordingly. 

3.  External degree: to apply, please contact the relevant school/department as stated  
in the detailed degree information in this prospectus. 

4. Available online only. 
5. Melbourne campus offers intakes in February and Ju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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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ademic program Page Duration1 Indicative 
annual 
tuition fee2

Intake 
date

Minimum prerequisites and admission requirements. A GPA requirement  
may apply in addition to the minimum requirements specified below10.

Master degree

会计学硕士
Accounting

91 2 years $49,000 Feb, Jul5 Bachelor degree or equivalent

会计与金融硕士
Accounting and Finance

91 2 years $49,000 Feb, Jul5 Bachelor degree or equivalent.

阿德莱德工商管理硕士
Adelaide Maste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7

89 17 months $50,000 Jan, May, 
Sep

1.  Bachelor degree or equivalent and a minimum of two years’ relevant  
work experience, OR 

2.  A minimum of seven years’ work experience and a GMAT test score  
of 500, AND 

All applicants must adequately meet the attributes of: leadership, 
communication, team skills, motivation and business skills. Applicants may 
demonstrate they meet the work experience and attributes via their CV, 
essay responses or interview.

高等经济学硕士
Advanced Economics

92 1.5 years $47,500 Feb A completed bachelor degree in economics or equivalent, and grades 
of credit or higher in Intermediate Microeconomics, Intermediate 
Macroeconomics and Intermediate Econometrics, and approval of the 
Postgraduate Coursework Program coordinator. Alternative pathway: 
students may enter this degree from the Master of Applied Economics.

农业商务硕士
Agribusiness7

92 17 months $47,500 Jan, May, 
Sep

1.  Relevant agriculture, food or business bachelor degree or equivalent, with  
a minimum of one year’s full-time equivalent work experience supported  
by a CV, essay and interview, OR 

2.  Any bachelor degree or equivalent, with a minimum of three years’ full-time  
equivalent work experience supported by a CV, essay and interview, OR 

3.  Applicants without a bachelor degree or equivalent will be considered 
on the basis of a minimum of seven years’ full-time equivalent work 
experience supported by a CV, essay and interview

应用经济学硕士
Applied Economics

92 2 years $47,500 Feb, July Bachelor degree or equivalent. Alternative pathway: students may enter this 
degree from the Graduate Certificate in Applied Economics or the Graduate 
Diploma in Applied Economics.

应用金融硕士
Applied Finance

93 1.5 years $49,000 Feb, Jul5 Bachelor degree or equivalent.

应用项目管理硕士
Applied Project Management7

93 17 months $47,500 Jan, Sep Bachelor degree or equivalent with a minimum GPA of 4.0. 
Prerequisite: Mathematics

应用项目管理硕士（项目系统）
Applied Project Management 
(Project Systems)7

93 2 years $47,500 Jan, Sep Bachelor degree or equivalent with a minimum GPA of 4.0

2023年研究生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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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Applicants must submit a portfolio and a curriculum vitae to Admissions. The portfolio should be of the 
applicant’s own work (uploaded as a .pdf or link to their online application, or by mail as a CD/DVD) 
demonstrating manual graphic skills and ability through freehand drawing or sketches, skills in relevant 
design-related areas, as well as familiarity using a computer-aided design (CAD) software package. 

7.  Delivered on a trimester basis. Trimesters are compressed study periods which  
usually run from late January to May, May to August and September to November. 

8. A total tuition fee for 12 units of study is provided for graduate certificates. 
9. Trimester 2 delivery considered on a case-by-case basis. 
10.  GPA (grade point average) is a numerical index that summarises academic  

performance on a scale of 0 to 7.0 

11. Offered part-time and available to non-student visa holders only. 
12. Applicants considered for July intake on a case-by-case basis. 
13. See full program entry for additional entry requirements. 
14. Music extension pathway only 1.5 years. 
15. Other non-academic entry criteria may apply.
16. Audition required.
17. Specialisations are available in alternate years.
18. Quotas app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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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ademic program Page Duration1 Indicative 
annual 
tuition fee2

Intake 
date

Minimum prerequisites and admission requirements. A GPA requirement  
may apply in addition to the minimum requirements specified below10.

建筑学硕士
Architecture by coursework6

94 2 years $43,000 Feb, Jul12 Bachelor of Architectural Design or equivalent. Students are required to 
submit a portfolio of work and a curriculum vitae if they do not hold a 
Bachelor of Architectural Design from the University of Adelaide.

建筑与景观建筑硕士
Architecture with  
Landscape Architecture

94 3 years6 $43,000 Feb, Jul12 Bachelor of Architectural Design or equivalent. Students are required to 
submit a portfolio of work and a curriculum vitae if they do not hold a 
Bachelor of Architectural Design from the  University of Adelaide.

人工智能与机器学习硕士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Machine Learning7

94 2 years $48,500 Jan, May, 
Sep

Bachelor degree or equivalent. Prerequisite: Mathematics equivalent to SACE 
Stage 2: Mathematical Methods

文科硕士
Arts14

95  2 years $39,500 Feb, Jul 36-unit extension pathway (1.5 years): Bachelor degree in cognate discipline.  
48-unit conversion pathway: Bachelor degree or equivalent.  
Background in music for Creative Practice in Music stream.16

文科硕士（口译、翻译与 
跨文化交流）
Arts (Interpreting, Translation and 
Transcultural Communication)

95 2 years $39,500 Feb, Jul Bachelor degree or equivalent. Bachelor must have a major in Chinese 
language studies, or have been taught in Chinese language.

生物制药工程硕士
Biopharmaceutical Engineering

96 2 years $48,500 Feb, Jul Bachelor degree with science, engineering, technology or related backgrounds.

生物统计学硕士
Biostatistics

96 1.5 years $41,500 Feb, Jul A four year Bachelor degree (Honours) or equivalent in Statistics, 
Mathematics, Science, Psychology, Medicine, Pharmacy, Nursing, 
Economics, Health Sciences or other appropriate discipline from an 
approved University, or the Graduate Certificate in Biostatics.13

生物科技（生物医学）硕士
Biotechnology (Biomedical)

96 2 years $47,000 Feb, Jul Relevant bachelor degree or equivalent in a field such as genetics, 
biochemistry or molecular biology or another related field.

生物科技（生物医学） 
（高级）硕士 
Biotechnology (Biomedical)
(Advanced)

97 2 years $47,000 Feb, Jul Relevant bachelor degree or equivalent in the fields of genetics, biochemistry, 
molecular biology or related fields.

工商管理硕士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97 2 years $49,000 Jan, May, 
Sep

Bachelor degree or equivalent

工商管理硕士（新兴领导）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Emerging Leaders)7

97 17 months $49,000 Jan, May, 
Sep

Bachelor degree or equivalent.

商业分析硕士
Business Analytics

97 1.5 years $49,000 Feb, Jul Bachelor degree in a cognate discipline, including accounting, business, 
information technology, management, sales, marketing and tourism.

商业法硕士
Business Law

98 2 years $47,500 Feb, Jul Bachelor degree or equivalent in a field other than Law with a minimum  
GPA of 5.0. This program is suited to applicants with a background in 
business and commerce. Applicants with a Bachelor of Laws or equivalent 
are not eligible for entry.

临床牙医硕士
(Doctor of) Clinical Dentistry15

89 3 years $65,500 Feb Bachelor of Dental Surgery or equivalent or higher. Applicants who hold a 
relevant honours or master degree or equivalent will also be considered. 
Applicants must have: 
•  at least two years of general practice AND an honours (research training) 

degree, OR 
•  successful completion of the Primary Examinations of the Royal 

Australasian College of Dental Surgeons, OR 
•  successful completion of the Primary Examinations of the Royal College  

of Dental Surgeons (UK).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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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ademic program Page Duration1 Indicative 
annual 
tuition fee2

Intake 
date

Minimum prerequisites and admission requirements. A GPA requirement  
may apply in addition to the minimum requirements specified below10.

临床护理硕士
Clinical Nursing15

98 2 years $48,500 Feb Bachelor degree or equivalent in a field other than nursing. Applicants must 
have completed Human Biology subject or equivalent at university level 1.13

计算机科学硕士
Computer Science

98 2 years $48,000 Feb, Jul Bachelor degree or equivalent in computer science or computer engineering 
or a Graduate Diploma in Computer Science. Knowledge of object-oriented 
programming is assumed.

计算机与创新硕士
Computing and Innovation

99 2 years $48,000 Feb, Jul5 Bachelor degree or equivalent.

建筑管理硕士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99 2 years $43,000 Feb, Jul Relevant bachelor degree in a field such as civil engineering, building, 
architecture, landscape architecture, quantity surveying,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real estate and property or qualification deemed.

咨询与心理治疗硕士
Counselling and Psychotherapy15, 18

100 2 years $40,000 Feb Bachelor degree or equivalent. All applicants must submit a CV and attend  
an interview (by phone or Skype).13

策展与博物馆研究硕士
Curatorial and Museum Studies

100 2 years $39,500 Feb, Jul Bachelor degree or equivalent with a minimum GPA of 4.0, OR successful 
completion of the Graduate Certificate in Curatorial and Museum Studies,  
OR successful completion of the Graduate Diploma in Curatorial and  
Museum Studies.

网络安全硕士
Cyber Security7

101 2 years $48,500 Jan, May, 
Sep

Bachelor degree or equivalent.

数据科学硕士
Data Science7

101 2 years $48,500 Jan, May, 
Sep

Bachelor degree or equivalent. 
Prerequisite: Mathematics equivalent to SACE Stage 2 Mathematical Methods

教育学硕士
Education

101 2 years $38,500 Feb, Jul Bachelor degree or equivalent, with a minimum GPA of 4.0

工程学硕士 Engineering 

• 航空航天 Aerospace
• 化学 Chemical
• 土木与结构 Civil and Structural
•  土木与环境 Civil and 

Environmental
• 电气 Electrical
• 电子 Electronic
• 机械 Mechanical
• 机电 Mechatronic
• 采矿 Mining

102 2 years $48,500 Feb, Jul Bachelor degree or equivalent in a related field.

环境政策与管理硕士
Environmental Policy  
and Management

105 2 years $39,500 Feb, Jul Bachelor degree or equivalent or Graduate Diploma in Environmental  
Policy and Management or equivalent.

金融硕士
Finance

105 2 years $49,000 Feb, Jul5 Bachelor degree or equivalent.

金融与商业经济学硕士
Finance and Business Economics

105 2 years $49,000 Feb, Jul Bachelor degree or equivalent.

全球农业与食品商务硕士
Global Food and Agricultural Business7

106 2 years $47,500 Jan, May, 
Sep

Relevant bachelor degree or equivalent with high level of academic 
achievement e.g. economics, business, agriculture, animal science, 
environmental studie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  Students satisfactorily completing all courses may expect to complete an academic 
program within the normal duration of that degree. Students who have failed courses, 
or students needing to complete prerequisite courses will take longer. 

2.  The indicative annual tuition fee quoted is based on the standard full-time enrolment 
load of 24 units per year, or 12 units per semester. These fees cover the cost of teaching  
and student support services. The quoted fee is reviewed on a yearly basis. Prospective  
students should be aware that their fees may increase each year and that they are 
liable for these fees upon acceptance of their offer. Where the standard duration 
is less than one year, the full cost of the degree is displayed. Where the standard 
duration of the degree is greater than one year, the annual fee is displayed. Where 

a degree is offered on a trimester basis, and has a duration of one year or more, the 
quoted fee is for 24 units only. Each student will be advised of their fee schedule in 
their offer of admission to the University. Fees may vary depending on enrolment load  
e.g. if students ‘overload’ or ‘underload’, fees may be increased or decreased accordingly. 

3.  External degree: to apply, please contact the relevant school/department as stated  
in the detailed degree information in this prospectus. 

4. Available online only. 
5. Melbourne campus offers intakes in February and Ju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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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ademic program Page Duration1 Indicative 
annual 
tuition fee2

Intake 
date

Minimum prerequisites and admission requirements. A GPA requirement  
may apply in addition to the minimum requirements specified below10.

沉浸式媒体技术硕士
Immersive Media Technologies

106 2 years $40,000 Feb 36-unit extension pathway (1.5 years): Bachelor degree in media, 
communication, audio visual, journalism or other cognate discipline. 
48-unit conversion pathway: Bachelor degree or equivalent.

国际管理硕士
International Management7

106 2 years $49,000 Jan, Sep 6-unit extension pathway (1.5 years): Bachelor degree in cognate discipline.  
48-unit conversion pathway: Bachelor degree or equivalent.

国际安全硕士
International Security

107 2 years $39,500 Feb, Jul 36-unit extension pathway (1.5 years): Bachelor degree i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ic studies, political scienc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r other cognate discipline. 
48-unit conversion pathway: Bachelor degree or equivalent.

国际贸易与发展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Development7

107 17 months $47,500 Jan, Sep Bachelor degree or equivalent.

景观建筑硕士
Landscape Architecture6

107 2 years $43,000 Feb, Jul12 Bachelor of Architectural Design or equivalent. Students are required to 
submit a portfolio of work and a curriculum vitae if they do not hold a 
Bachelor of Architectural Design from the University of Adelaide.

法律硕士
Laws

108 1 year $47,500 Feb, Jul Honours degree of Bachelor of Laws or equivalent, OR Bachelor of Laws or 
equivalent plus Graduate Diploma in Legal Practice, OR Bachelor of Laws or 
equivalent plus substantial professional experience within the profession,*  
OR Bachelor of Laws or equivalent plus relevant research experience within 
the profession.* 
* Refer to entry requirements in Degree Finder for further clarification.

海洋工程硕士
Marine Engineering17

108 1.5 years $49,500 Feb, Jul Bachelor of Engineering (Honours). Applicants without an honours degree in 
engineering must provide evidence of formal qualifications and professional 
work experience providing equivalent learning outcomes.

市场营销硕士
Marketing7

108 2 years $49,000 May, Sept 48-unit conversion pathway: Bachelor degree or equivalent
36-unit extension pathway: Bachelor degree or equivalent in a relevant 
cognate discipline.

材料工程硕士
Materials Engineering

109 2 years $48,500 Feb, Jul Bachelor degree or equivalent with a science, engineering or technology 
related background.

数学科学硕士
Mathematical Sciences

109 2 years $48,000 Feb, Jul Bachelor degree or equivalent. Degree must also include at least 6 units of 
mathematical sciences at level I and at least 6 units of mathematical sciences 
at level II or equivalent.

传媒硕士（战略沟通）硕士
Media (Strategic Communication)

110 2 years $40,000 Feb, Jul Bachelor degree or equivalent, or 5 years’ relevant professional work 
experience assessed as equivalent to a bachelor degree.

医学影像物理硕士
Medical Radiation Physics

109 2 years $48,500 Feb, Jul Bachelor degree or equivalent in science or engineering, with a GPA of 
4.5 and mathematics and physics knowledge equivalent to MATHS 2101 
Multivariable & Complex Calculus, MATHS 2102 Differential Equations,  
ENG 1100 Programming (Matlab C), PHYSICS 1100 Physics IA,  
PHYSICS 1200 Physics IB and PHYSICS 2534 Electromagnetism II.

微创外科硕士
Minimally Invasive Surgery3,13

110 1 year $44,000 Feb Applicants should have a surgical fellowship or consultant post, with a major 
interest in minimally invasive surgery. Must hold a clinical position.13

音乐硕士（表演研究）
Music (Performance Studies)

110 2 years $39,500 Feb, Jul Bachelor of Music or equivalent plus audition. Additional information is required  
at the time of application, but must be submitted online via the Faculty website  
- refer - Degree Finder - Entry Requirements - Additional Entry Requirements.13

音乐硕士（表演与教学）
Music (Performance and Pedagogy)

111 2 years $39,500 Feb, Jul Bachelor of Music or equivalent plus audition. Additional information is required  
at the time of application, but must be submitted online via the Faculty website  
- refer - Degree Finder - Entry Requirements - Additional Entry Requirements.13

6.  Applicants must submit a portfolio and a curriculum vitae to Admissions. The portfolio should be of the 
applicant’s own work (uploaded as a .pdf or link to their online application, or by mail as a CD/DVD) 
demonstrating manual graphic skills and ability through freehand drawing or sketches, skills in relevant 
design-related areas, as well as familiarity using a computer-aided design (CAD) software package. 

7.  Delivered on a trimester basis. Trimesters are compressed study periods which  
usually run from late January to May, May to August and September to November. 

8. A total tuition fee for 12 units of study is provided for graduate certificates. 
9. Trimester 2 delivery considered on a case-by-case basis. 
10.  GPA (grade point average) is a numerical index that summarises academic  

performance on a scale of 0 to 7.0 

11. Offered part-time and available to non-student visa holders only. 
12. Applicants considered for July intake on a case-by-case basis. 
13. See full program entry for additional entry requirements. 
14. Music extension pathway only 1.5 years. 
15. Other non-academic entry criteria may apply.
16. Audition required.
17. Specialisations are available in alternate years.
18. Quotas app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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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ademic program Page Duration1 Indicative 
annual 
tuition fee2

Intake 
date

Minimum prerequisites and admission requirements. A GPA requirement  
may apply in addition to the minimum requirements specified below10.

护理学硕士 Nursing Science15

• 急症护理 Acute Care
•  麻醉与恢复  

Anaesthetics and Recovery
• 烧伤护理 Burns
• 心脏 Cardiac
• 急救护理 Emergency
• 重症监护 Intensive Care
• 精神健康 Mental Health
• 肿瘤 Oncology
• 骨科 Orthopaedic
• 围手术期 Perioperative
• 肾部 Renal

111 2 years $37,000 Feb, Jul Bachelor of Nursing or equivalent, plus two years’ post-registration nursing 
experience in the chosen speciality.13

石油工程硕士
Petroleum Engineering

112 1.5 years $48,500 Feb Bachelor of Engineering (Honours) degree or equivalent in a discipline other 
than petroleum engineering.13

石油工程科学硕士
Petroleum Engineering Science

112 2 years $48,500 Feb, Jul Extension pathway: Bachelor of Engineering (Honours) degree or equivalent 
in petroleum engineering or relevant work experience. Duration of degree 
will be dependent upon background. 
Conversion pathway: Bachelor Engineering (Honours) degree or equivalent  
in a discipline other than petroleum engineering.

专业会计硕士
Professional Accounting

112 1.5 years $49,000 Feb, Jul5 Bachelor degree or equivalent.

地产开发硕士  
Property

113 2 years $43,000 Feb, Jul Bachelor degree or equivalent.

心理学硕士（临床）
Psychology (Clinical)15

113 2 years $43,000 Jan Australian honours psychology degree or equivalent approved by the 
Australian Psychological Society, two referee reports plus interview.13

心理学硕士（健康）
Psychology (Health)15

114 2 years $43,000 Jan Australian honours psychology degree or equivalent approved by the 
Australian Psychological Society, two referee reports plus interview.13

心理学硕士（组织与人为因素）
Psychology (Organisational  
and Human Factors)15

114 2 years $43,000 Jan Australian honours psychology degree or equivalent approved by the 
Australian Psychological Society, two referee reports plus interview.13

公共健康硕士  
Public Health

115 2 years $41,500 Feb, Jul Bachelor degree or equivalent.

公共政策硕士  
Public Policy

115 2 years $39,500 Feb, Jul 36-unit extension pathway (1.5 years): Bachelor degree in cognate discipline  
such as public administration, environmental policy/studies, public health/health  
policy, economic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urban or regional planning,  
OR Bachelor degree with 3 years relevant professional work experience,  
OR 6 years relevant professional work experience. 48-unit conversion 
pathway: Bachelor degree or equivalent. 

科学硕士（石油地质科学）
Science (Petroleum Geoscience)

116 1 year $48,000 Feb A completed undergraduate honours degree in science or equivalent, 
majoring in a relevant field (such as geology, geophysics, earth sciences or 
similar) with an honours level IIA grade or credit average grade, or higher. 
Students with a non-honours undergraduate degree in science or equivalent 
may be considered if they have undertaken at least one year of professional 
experience in a relevant field, providing appropriate work-based learning 
outcomes that combined with their undergraduate degree is assessed to  
be equivalent to an honours qualification.

1.  Students satisfactorily completing all courses may expect to complete an academic 
program within the normal duration of that degree. Students who have failed courses, 
or students needing to complete prerequisite courses will take longer. 

2.  The indicative annual tuition fee quoted is based on the standard full-time enrolment 
load of 24 units per year, or 12 units per semester. These fees cover the cost of teaching  
and student support services. The quoted fee is reviewed on a yearly basis. Prospective  
students should be aware that their fees may increase each year and that they are 
liable for these fees upon acceptance of their offer. Where the standard duration 
is less than one year, the full cost of the degree is displayed. Where the standard 
duration of the degree is greater than one year, the annual fee is displayed. Where 

a degree is offered on a trimester basis, and has a duration of one year or more, the 
quoted fee is for 24 units only. Each student will be advised of their fee schedule in 
their offer of admission to the University. Fees may vary depending on enrolment load  
e.g. if students ‘overload’ or ‘underload’, fees may be increased or decreased accordingly. 

3.  External degree: to apply, please contact the relevant school/department as stated  
in the detailed degree information in this prospectus. 

4. Available online only. 
5. Melbourne campus offers intakes in February and Ju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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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ademic program Page Duration1 Indicative 
annual 
tuition fee2

Intake 
date

Minimum prerequisites and admission requirements. A GPA requirement  
may apply in addition to the minimum requirements specified below10.

理学硕士-成瘾研究
Science in Addiction Studies4,11

116 1 year Refer ipas.
vcu.edu

Aug All applicants must meet the requirements as set out by Virginia 
Commonwealth University (VCU) at: ipas.vcu.edu

教学硕士（初中和高中）
Teaching (Middle and Secondary)15

117 2 years $42,000 Jan Bachelor degree or equivalent, with at least a major and a minor (but  
preferably two majors) in the bachelor degree which align with the  
available specialist teaching areas. Applicants should refer to Degree  
Finder (adelaide.edu.au/degree-finder) for teaching areas and  
additional requirements.13

兽医学硕士
(Doctor of) Veterinary Medicine

90 3 years $68,500 Feb Completed bachelor of Science (Veterinary Bioscience) from the University 
of Adelaide. Not being offered as direct entry.

葡萄栽培与酿造硕士
Viticulture and Oenology

117 2 years $50,000 Jul Relevant bachelor degree or equivalent in a field such as agriculture, biology,  
microbiology, biochemistry, chemistry, plant and general science, or engineering.

葡萄酒商务硕士
Wine Business7

117 2 years $49,000 Jan, May, 
Sep

36-unit extension pathway (1.5 years): Bachelor degree or equivalent in oenology  
or viticulture. 48-unit conversion pathway: Bachelor degree or equivalent.

6.  Applicants must submit a portfolio and a curriculum vitae to Admissions. The portfolio should be of the 
applicant’s own work (uploaded as a .pdf or link to their online application, or by mail as a CD/DVD) 
demonstrating manual graphic skills and ability through freehand drawing or sketches, skills in relevant 
design-related areas, as well as familiarity using a computer-aided design (CAD) software package. 

7.  Delivered on a trimester basis. Trimesters are compressed study periods which  
usually run from late January to May, May to August and September to November. 

8. A total tuition fee for 12 units of study is provided for graduate certificates. 
9. Trimester 2 delivery considered on a case-by-case basis. 
10.  GPA (grade point average) is a numerical index that summarises academic  

performance on a scale of 0 to 7.0 

11. Offered part-time and available to non-student visa holders only. 
12. Applicants considered for July intake on a case-by-case basis. 
13. See full program entry for additional entry requirements. 
14. Music extension pathway only 1.5 years. 
15. Other non-academic entry criteria may apply.
16. Audition required.
17. Specialisations are available in alternate years.
18. Quotas app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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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语表
免修
根据已在另一所高等教育机构完成的课
业而准予的专业资格/学分/豁免。

学分衔接协议
在指定机构学习可计入阿德莱德大学学
位学分的正式协议。

预备性知识
先前获得的、使学生能够理解某课程或
专业的知识。

学士学位
经过至少三年的全日制学习后获得的本
科学历。学士学位由一系列的核心（必
修）课程和选修课程组成，通常通过讲
座和辅导课进行教学。

校园
大学或其他高等教育机构的场地。

联合学士学位
联合学士学位计划允许学生在比单独完
成时更短的时间内完成两个学位的要
求。成功完成学业将获得列出联合学士
学位的学位证书。学生只有在达到两个
学位的要求后才能毕业。

录取确认函
学校收到学费定金后发出的文件。可作
为申请学生签证的学生身份证明。

核心课程
作为学习计划一部分的必修科目。

课程
作为学习计划一部分的科目。

授课型课程
围绕特定课程而设的学位，通常通过讲
座和辅导来进行教学。

CRICOS 
澳大利亚联邦政府招收海外学生院校及
课程注册登记

DHA 
内务部

文凭
该大学的一些学院提供文凭，通常由1-2
年的全日制课程组成，通过讲座和辅导
来进行教学。

学科
研究的领域，如工程、建筑、护理。

双学位
双学位专业允许学生在比单独完成时更
短的时间内完成两个学位的要求。成功
完成学业将获得两个学位，并附有单独
的学位证书。学生每达到一个学位的要
求，就可以从该学位毕业。例如：工程
学（化学）学士和文科学士。

选修课
可作为学习计划一部分而选择的非必修
科目。

交换协议
大学之间的协议，允许学生在攻读其学
位时在海外机构学习1-2个学期。

额外入学要求
除规定的资格外，学生被特定学位录取
还需达到的要求，如试演、面试、提交
档案袋、个人素质评估。

全日制学习
标准全日制学习工作量包括每学年24个
学分和每学期12个学分。大学和澳大利
亚内务部认为75%的工作量（每学期或
每四个月9个学分）是全日制工作量。
虽然国际学生可以以75%的学习工作量
入学，但不建议这样做，因为这可能导
致他们无法在标准期限内完成学业。澳
大利亚内务部要求国际学生在规定的学
位期限内完成学业。

学部
大学的一个学术分支，由不同的学院组
成，如健康和医学科学学部。

GEAP
为学生提供的一门课程，旨在提高他们
的英语水平，以满足不同的目的，例如
帮助他们将来的学习或职业生涯。普通
学术英语本身并不是阿德莱德大学本科
生或研究生的直接入学途径。

荣誉学士学位
荣誉学士学位是一项为期一年的全日制
（或非全日制同等周期）课程，允许
学生通过研究和论文巩固本科阶段的学
习。

雅思
国际英语语言测试系统是一项国际公认
的英国英语语言评估测试，对学生签证
要求至关重要。

指导性学费（每年）
本说明书中引用的指导性学费（年）是
根据每年24学分或每学期12学分的标准
全日制学习工作量计算的。 这些费用包
括教学费用和学生支持服务费用。所列
费用每年进行一次审核。未来的学生需
要知道他们的费用每年都会增加，并且
他们在接受录取通知书后需要承担这些
费用。 录取通知书会告知每位学生他们
的学费计划。费用可能因入学工作量而
异，例如： 如果学生“超负荷”或“工作
量不足”，费用可能相应增加或减少。所
有费用均以澳元 (AUD$) 计算。

讲座
由一位讲师针对一个特定主题向大班学
生授课的课程。

级别
学位的一个阶段或一段时间的学习（通
常为一年)，例如1级、2级、3级。课程
的深度和复杂程度在每个级别都有所提
高。

专业组合
经过批准的作为一个领域内专业方向的
课程组合，可以在一年或数年内完成。

海外学生健康保险
海外学生健康保险是强制性健康保险，
提供基本和紧急健康保险。它是留学生
获得学生签证是一项基本要求。

非全日制学习
任何学习工作量低于75％，或每年18个
学分。请注意，根据现行的学生签证规
定，不建议留学生进行非全日制学习，
因为澳大利亚内务部要求他们在指定的
学位期限内完成学业。

学术英语直升入学课程（PEP）
为没有达到所选专业入学要求的学生提
供的直接入学途径的英语语言课程。

先决条件
为了获得某些专业的入学资格，特别是
在科学、工程、数学和计算机科学领
域，申请人必须通过称为先决条件的特
定科目。

课程
构成特定学历的一系列课程，例如：商
学学士。

高考排名分
为某个专业设定并作为招生流程的一部
分所使用的分数。

学期
单个课程的标准长度。大学课程分两个
学期授课：第一学期从2月/3月至6月下
旬，第二学期从7月/8月至11月。

讨论课
类似于辅导课的小型课程，包括学生的
演讲。

托福考试（TOEFL）
作为外语的英语考试，一项总部设在美
国的国际公认的英语考试。

辅导课
由助教或讲师主持的每周小型课程，学
生在该课程中讨论与特定课程相关的 
问题。

学分
一个分配给课程的值，用来确定所涉及
的工作量。全日制学生通常每年学习24
个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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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德莱德

悉尼

墨尔本

布里斯班

珀斯 

达尔文

维多利
亚州

霍巴特

北领地

西澳大利亚 

南澳大利亚

昆士兰州

新南威尔
士州

塔斯马尼亚



  

  欲知更多信息，请联系

阿德莱德大学 SA 5005 澳大利亚
问询: future.ask.adelaide.edu.au
电话: +61 8 8313 7335
网址: www.adelaide.edu.au
Facebook: facebook.com/uniofadelaide 
Snapchat: snapchat.com/add/uniofadelaide 
Instagram: instagram.com/uniofadelaide 
微信公众号: UniversityOfAdelaide
微博: weibo.com/uniadelaide
免责声明：本出版物中所包含信息的准
确性截止至印刷当日有效，且日后可能
更新。请访问 www.adelaide.edu.au 获取
最新信息。
阿德莱德大学不对任何第三方提供信息
的准确性承担责任。
© The University of Adelaide  
Published March 2022.  Job no. 6640 
CRICOS 00123M

请访问我们的网站： 
international.adelaide.edu.au

向库纳人致谢    
我们向库纳人—阿德莱德平原以及阿
德莱德大学城北大街校区、怀特校区
和罗斯沃斯校区所在土地的原始监护
人—表示感谢和敬意。 我们承认库纳
人对国土的深厚感情和紧密联系，我
们尊重并重视他们在过去、现在和未
来与土地和文化信仰的联系。我校将
不断发展与澳大利亚的所有土著人民
以及世界各地的其他土著人民的尊重
和互惠的关系。

http://international.adelaide.edu.a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