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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伦贡大学的课程收费富有竞争优势。大学为中国学生
开设了一系列的奖学金与助学金来降低学习成本。尽管
伍伦贡距离悉尼车程仅需90分钟，与其他澳大利亚的大
型城市相比，区域性城市的定位大大降低了这里的生活
成本。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预算来选择相应的住宿方式，
同时你会发现免费的公交服务令日常出行更为经济便捷。

伍伦贡城市

职业发展与支持

伍伦贡大学是研究与教学领域的全球领导者。作为
全球年轻大学排名第14位和综合实力排名前1%的
大学，UOW提供个性与实践结合的学习方式，让
你的职场生涯蓄势待发。

求学费用经济合理

目录

全球前200位
UOW毕业生在全球雇主满意度中的排名
2020年QS毕业生就业力排名

就业实力好评如潮
大学提供的就业支持服务，结合注重实践的学习方式将
帮助你在求学期间便做好求职准备。UOW的专业课程糅
合了实用的职场学习，为你获取国内和国际顶级行业机
构的专业认证。这也是为什么全球雇主始终将我们的毕
业生评选为全球优质毕业生之列。

全球前1%
UOW位列2019年顶尖大学综合排名第188位
2021年QS世界大学排名第196位

桥梁课程奠定基础
伍伦贡大学澳大利亚学院提供一系列可以衔接伍伦贡大
学课程的桥梁课程、英语课程、职业培训课程。它坐落
在伍伦贡大学校园内，在这里你可以获取大学的学术支
持服务、住宿服务、以及体育、文化和娱乐设施。你将
受益于品质如一的教学质量以及无缝衔接的学习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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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21年QS校龄50年以下世界年轻大学排名 - 第14位

2. 2021年QS世界大学排名 - 全球第196位

3. 2020年QS毕业生就业力排名 - 位居第171 - 180名段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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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伦贡是一座大学城
求学的理想之地
它是经济实惠的区域中心，也是澳大利亚的第9大城市，更是一个多元、安全

伍伦贡坐落在澳大利亚东海岸，在这里求学

和友好的居住之地。伍伦贡是一个拥有众多语言、饮食、宗教和习俗的多元文

的学生是澳大利亚满意度最高的，也使这里

化城市，其健康、积极的生活方式深深地吸引着来自澳大利亚各地乃至全世界

1

成为了学习的理想之地 。

的人们。西靠绿色蓬勃的山脉，东面清冽深蓝的海洋，在这里你可以尽情呼吸

90分钟车程
距离悉尼

22°C
全年平均气温

第3大城市
新南威尔士州

清新空气，轻松自在地生活，心无旁骛地学习。 伍伦贡被归类为区域性城市

1. 联邦政府发布的学习与教学质量指标 (QILT) 将伍伦贡大学评为
新南威尔士州第一与澳大利亚第四位。

（或称偏远地区），选择在这里学习的学生将有机会受益于澳大利亚政府推出
的特殊的毕业后工作签证安排。

交通经济便捷

生活成本比较

伍伦贡距离悉尼很近，驾车或乘坐火车仅需90分钟。到达伍伦贡之后，市内

作为一个大学城，这里的生活成本相较于众多澳大利亚城市，包括悉尼和墨尔

交通安全便捷且实惠。

本，要合理很多 2。这将保证你在这里专注于学习，无需为经济压力分心。

免费公交

鸡蛋

便捷的公交服务使伍伦贡与周边区域紧密相连。免费“环城”公交

12个鸡蛋$4.58

购物区。

租金比较

面包

3

两居室周租金中位值 ：

每条$2.65

火车

伍伦贡 - $375

可乐

伍伦贡火车北站距大学主校区步行仅需15分钟，或可搭乘免费班车

利物浦 - $400

每瓶$3

前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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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伍伦贡大学

全天运营直至晚上，令你从校园和公寓轻松前往市中心、火车站和

悉尼市中心 - $780
墨尔本市中心 - $600

咖啡
每杯$3.5 (校园内)

自行车
大学配备有旅行终点设施，包括淋浴，更衣室和自行车安全锁。同

牛奶

时校园建筑外还设有自行车架方便停放自行车。

每升$1.5

步行

面条

伍伦贡大部分地区都可以轻松步行到达。

方便面$1.5
大米

驾车

每公斤$2.69

伍伦贡大学推行共乘制，如你有两位或两位以上朋友与你共乘，可
享受校园免费停车。
巴拉马打

悉尼

费用
乘坐公共交通往来伍伦贡与悉尼，最多仅需支付每天 $16.1 / 每周

伍伦贡大学悉尼商学院

悉尼西南校区
1

利物浦

$50 。
坎贝尔敦

萨瑟兰郡

2. Numbeo.com（2019年11月）

0分

钟

程

约3

1. 使用Opal卡支付火车、轮渡、公交和轻轨。充值并重复使用这些智能卡车票并享受使用公共
交通工具时的封顶价格。票价更新于2020年9月并随时可能更改。 某些例外情况适用，请参
阅opal.com.au

约

1

小

车

时

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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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尼机场
好事围

伍伦贡大学
伍伦贡

3. 2019年6月新南威尔士州家庭和社区服务住房租赁和销售部。2019年6月维多利亚州卫生与
公共服务部租赁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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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伦贡校区
UOW的伍伦贡校园犹如一片绿树成荫的社
区，拥有帮助你实现最佳学习状态和充分
享有归属感所需的一切。我们的校园环境
友好包容，提供健康服务、学生宿舍、运
动场地、文化和娱乐活动，以及其他一系
列完善的设施来全面提升学术辅导和身心
健康的支持。
学习
学期中图书馆7天24小时开放，还有
一系列的学术辅导课程，帮助你获得
最佳的学习成绩。

校园里的餐饮选择琳琅满目，同时开
设9个咖啡厅，20多家小吃店，1间
酒吧以及超市。或者你也可以乘坐免
费公车到伍伦贡市中心，那里有种类
繁多的咖啡厅和餐馆等着你享用美食。

学生社团
从文化到学习小组等超过130个不同
类别的学生社团中，你能很容易地找
到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欢度时光。这
里也有许多学生组织的中国学生社团，
例如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中国学生
商学院同盟会(CABLE)，可以帮助你
尽快融入校园生活并结交新的朋友。
如果没有找到你心仪的社团，你也可
以自主创建。访问clubs.uow.edu.au，
找到你心仪的社团。

现场音乐会
每年校园内会举办超过180场的现场
音乐表演，其中有UOW的学生音乐家
在鸭池草坪上的演奏，也会有日程繁
忙的澳大利亚或是国际音乐家在大学
酒吧Unibar里的现场演出。此外在校
园里还会举办一年一度的花园聚会音
乐节。访问unibar.uow.edu.au，查
看近期的校园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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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体育健身中心UniActive拥有健
身房，50米长的游泳池，各种球场
和椭圆运动场，并且每周开设80多
个健身运动课。你可以享受学生优
惠价格使用这些健身设施，还可以
在校园内60个从足球到水下曲棍球
不同类型的运动队中选择加入其中。
访问uniactive.uow.edu.au/sports，
成为其中一员。

校内活动
校园内全年举办各类活动，包括露
天电影、免费食品，集市等，让你
的业余生活丰富多彩。

中国学生信息手册

澳大利亚伍伦贡大学

餐饮

健身

医疗健康
校内设有诊所、牙医以及理疗中心，
为你提供综合性健康服务。同时校
内也开设美发店、旅行社以及邮局。

校园安全
我们的免费应用软件SafeZone以及
UOW安保部门随时为你提供帮助，
确保我们拥有一个安全可靠的校园
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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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悉尼都市校区
UOW悉尼商学院

悉尼西南校区
UOW位于悉尼西南（利物浦）的校区开设
本科以及研究生课程。
该校区提供了专门为满足学生需求而设计
的个性化体验。
个性化学习
作为UOW的一名学生，你将受益于小班化教学并且获得老师的个人关注。
我们的老师都是各自领域的专家，这将是你结识行业精英并向行业翘楚学
习的好机会。

交通
从该校区步行至利物浦火车站仅需四分钟。利物浦是悉尼首批开通快速公
交系统的城区之一，让你可以方便往返于悉尼周边的主要地区。校园门口
即有免费的社区公交，是你在利物浦出行的最佳方式。

开设课程
研究生课程
–

计算机科学硕士

–

国际护理硕士

–

社会工作硕士（资格证）

本科课程
商科

–
–

商业信息系统
沟通与传媒

个性化学习

–

计算机科学

–

信息技术

–

国际研究

灵活的授课方式意味着你可以在学习的同时工作，并且可以选择适合你的
上课时间。你还将获得全面的学术支持，包括辅导老师、图书馆资源、学
生计算机以及同侪教练，以帮助你取得最佳的成绩。

–

法律

奖学金

–

护理

国际学生可以申请不同的研究生奖学金，其中包括减免学费30％的研究生
学术卓越奖学金，减免学费20％的助学金以及减免学费10％的UOW校友
奖学金。

校园设施

–

商科文凭课程

悉尼西南校区是一个充满活力且不断发展的校园，为你取得最佳的成绩提
供你所需要的一切。这里提供的设施包括计算机实验室、护理实验室、学
生厨房、休闲空间、室外屋顶露台、专用的安静学习区以及祈祷室。从所
有这些设施步行即可到达公共交通和利物浦的购物中心。

–

信息技术文凭课程

开设课程
你可以选择就读以下专业领域的
商科研究生课程：
– 会计
– 商业分析
– 金融与财务管理
– 人力资源管理
– 创新与创业
– 国际贸易
– 管理
– 市场项目管理
– 供应链管理

就业支持
我们的商科硕士学位反映了未来雇主的需求，帮助你获得高价值的技能。
在每个校区中，我们都提供就业支持、职业发展和企业社交活动，以帮助
你提高职业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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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伍伦贡大学

你可以选择在悉尼市中心就读，俯瞰歌剧
院和悉尼海港大桥，或者选择在伍伦贡校
区就读。

–

UOW College课程

7

UOW悉尼商学院开设一系列澳大利亚领先
的研究生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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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伦贡大学住宿
伍伦贡大学为学生们提供坐落在校区内及伍伦贡
市中心的多种学生公寓类型，同时学生们也可以
考虑寄宿家庭或者私人房屋租赁的住宿方式。 经
济实惠的公寓周租金仅需$189澳币起，相信你一
定可以找到心仪的理想住所。
UOW 学生公寓

UOW 学生公寓申请

成为学生公寓的一员，意味着你可以
接触到大学不同专业的学生，结交到
受益终身的朋友。

apply-accom.uow.edu.au

这里是洋溢着热情友爱，拥有着完善
设备的学生社区，丰富的社交、体育
和文化活动令你应接不暇，7天24小
时的学术与生活支持近在咫尺。

住宿保证
对于符合条件的学生，伍伦贡大学住
宿服务部承诺在入读的第一年一定有
房可居。
你可以专心致志于学业， 而不必再为
找房分心。
了解宿舍申请、住宿条件及截止日期
请访问: uow.edu.au/accommodation

为了确保申请成功，建议应尽
早提交你的公寓住宿申请。
大学为初次来到澳大利亚求学
的UOW及UOW College的国际
新生提供悉尼国际机场至伍伦
贡（全程60分钟左右车程）的
免费接机服务，令你抵达澳洲
的一刻没有后顾之忧。
公寓收费详细信息请参考：
uow.edu.au/accommodation

寄宿家庭
如果你倾向于以家庭为中心的
生活方式，寄宿家庭（在私人
住宅里与本地人一起居住）的
住宿方式可以满足你的需求。

中国学生信息手册

澳大利亚伍伦贡大学

毫无疑问，与选择私人租赁住所的学
生相比，选择居住学生公寓的学生平
均学业表现更为突出。

你可以在线提交大学公寓申请：

更多信息请访问:
uow.info/homestay

私人房屋租赁
伍伦贡大学住宿服务部为你提
供全面的个人房屋租赁及合租
信息。大学专用的住宿服务部
网站同时还包含临时租房信息，
帮助你在找到心仪的住处之前
寻找过渡期间的临时住宿。
查看私人租赁网页了解更多信息：
accommodation/liveoffcamp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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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发展与支持
无论你是寻找学习期间的兼职还是毕业之后的
全职工作机会，伍伦贡大学就业中心都会为你
提供资源以及支持服务，从而帮助你进入澳洲

毕业生就业力世界前1%
在毕业生质量方面，伍伦贡大学
一直持续位列世界前200名；
在2020年QS毕业生就业能力排
名中位列世界171-180段位。

工学结合

就业研讨班和招聘会

志愿服务

伍伦贡大学通过工学结合的科目学习提
升你的就业能力，这些科目能够让你在
实际生活中运用求学期间获得的知识与
技能，并且获得和你渴望从事的行业相
关的宝贵经验。伍伦贡大学就业中心还
会协助你寻找及申请相关专业的带薪实
习和实践机会，并将这些实践经验转化
为你未来求职的资本。

伍伦贡大学就业中心提供种类繁多的职
业发展研讨会、招聘会和就业讲座活动，
包括专门为有志在澳大利亚就业的国际
学生策划的活动。这些活动将帮助你了
解如何驾驭陌生的就业市场，识别工作
申请流程中的差异，与你所期望从事的
行业雇主互动，以及明确澳大利亚雇主
对于从业人员的期望。

在了解澳大利亚文化和伍伦贡社区的
同时，在UOW从事志愿服务是提升技
能（和结交朋友）的绝佳方式。志愿
服务还可以向你未来的雇主表明你充
满热情并且不惧挑战。伍伦贡大学有
大量的志愿服务机会，例如在活动中
提供帮助，支持当地慈善机构或促进
校园的可持续发展。

更多信息：uow.info/WIL

更多信息：
uow.info/careers-events

更多信息：
uow.info/volunteering

职业咨询
伍伦贡大学每个学院和校区均聘有经验
丰富的职业咨询师，他们将基于你所学
的专业提供个性化的职业引导。你可以
和咨询师约谈来勾画你的职业畅想以及
你期待在求学期间或者毕业之后的职业
规划。

国际实习
UOW与若干提供校外实习的机构签订了
正式协议。其中CRCC Asia通过其屡获
殊荣的全球实习项目为学生在中国提供
真实世界的实习经验。实习项目广泛涵
盖金融、法律、市场营销和公关、绿色
科技、IT等等其他领域。
了解更多实习项目：uow.info/CRCC-Asia

CAREER HUB
CareerHub是一个在线工具，它可以协
助你寻找和申请工作，并在你学习期间
（以及毕业后）通过它参加就业相关的
研讨会和活动。你还可以用它探索各种
交互式工具、视频、在线学习和书面资
源，可以涵盖从改善简历到准备面试的
方方面面 。
更多信息：uow.edu.au/careers

UOWX
通过UOWx你可以接触到大学提供的有
价值的课外活动。通过这些活动获得的
个人和专业发展也将通过UOWx的记录
和奖励获得正式认可。

iACCELERATE
伍伦贡大学的创新校区是伍伦贡初创
孵化器iAccelerate的栖息之地。这项
计划旨在为初创企业提供一对一的指
导，并提供独有的机会与大学合作，
以加速企业的可持续发展。iAccelerate
是同类项目中唯一一个将孵化与加速
相结合的项目，从而使其在澳大利亚
创业领域独树一帜。iAccelerate教育项
目旨在传授将一个创意演变成一个可持
续发展的企业所需的商业技能。iAccelerate
的成员们被教导要思考他们的企业影响
力，尤其重在商业道德、 领导才能、 团
队协作和社会良知。
更多信息：
iaccelerate.com.au

奖学金及助学金

中国学生信息手册

澳大利亚伍伦贡大学

职场做好充分的准备。

伍伦贡大学为符合条件的学生提供高达30%的
奖学金和助学金补贴，使学生可以用性价比更
高的费用享受到伍伦贡大学提供的世界级教育。
大学本科卓越奖学金

中国学生助学金

如果你学业成绩突出，并且打算攻读
伍伦贡大学的本科学位，你可能有资
格获得额度为30％学费减免的奖学金。
该奖学金将与你的申请一起自动评估,
个别课程除外。

持有中国（含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
护照的学生申请指定的热门本科或研
究生学位课程之一，就有资格获得额
度为10％学费减免的助学金。该助学
金将与你的申请一起自动评估。

研究生学术卓越奖学金

商学与法学学院助学金

如果你学业成绩突出，并且打算在伍
伦贡大学攻读 一门授课类硕士学位课
程，那么你就有资格获得额度为30％
学费减免的奖学金。该奖学金将与你
的申请一起自动评估，个别课程除外。

持有中国（含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
护照的学生选择学习商学院提供的本
科课程或授课类研究生课程，可以获
得额度为20％学费减免的助学金。该
助学金将与你的申请一起自动评估。

付费学生远程学习助学金
如果你因为无法进行面对面的线下授
课而需要进行远程学习，你可能有资
格获得额度为10％额外学费减免的远
程学习助学金。该助学金将与你的申
请一起自动评估。
更多信息：uow.info/intnlscholarships

更多信息：uow.info/uow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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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伦贡是一个美丽的地方，我十分心仪这里的环境。 尤其和

我将伍伦贡大学作为我的第一志愿是源于我的导师。他是一

伍伦贡大学是一所非常棒的大学，尤其是在计算机科学和电

我毕业于伍伦贡大学创意艺术（视觉艺术）本科专业。我从

悉尼相比，这儿风景如画，人们亲切友好，平和与宁静的环

位天才地质学家，也是这个领域最优秀的专家之一。 博士的

信工程领域。

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学习绘画，我选择在UOW学习是因为我

境有助于心无旁骛的学习。 大学图书馆7天24小时开放，如

学习包括理论以及野外工作，这使我有机会去到很多美丽的

发现学校的教学方式非常有趣。大学鼓励学生成为独立的学

果遇到学习上的困难，大学还提供学习合作平台为学生们提

郊外。UOW也是一所先进和现代化的大学。UOW的图书馆

当我第一次来到澳大利亚时，我只专注于如何成为学霸，后

供学术支持，我认为这些都体现了大学对于学生的人文关怀。

非常棒，并且工作人员总是尽力帮助我们找到最好的书籍和

来我意识我不仅仅只是想完成学业，而是继续在这里工作和

大学为我们提供了许多积累实践经验的机会。 作为课程的一

期刊。UOW还提供了很多的工作机会。我最近参加了一个会

生活。大学提供了一门免费课程帮助我为进入就业市场做足

部分，我需要去医院完成临床实习。 和其他人一起工作的经

议并且赢得了最佳演讲，之后一家在场的矿业公司直接录用

充分准备。我学习到了很多面试技巧，并且为行为类型的问

刚进大学时，我感到十分紧张，但是学校的老师们给与我非

了我。当我得到这个工作机会的时候，我觉得惊喜万分。

题做了准备。我申请的毕业生项目之一来自于澳洲国家电信

常大的帮助。我从来没有感到孤单或失去依靠。因为我得到

公司（Telstra)。面试过程长达五到六轮，当我接到电话说

了很多支持，所以我也没有非常想家。

历可以帮助我回忆起在课堂上学到的理论并应用于实践。 我
真的很喜欢这样的安排，因为仅仅只在教室里学习理论是不
够的，这样的学习方式很有可能会导致踏入职场后无所适从。
我从这种实践经验中受益匪浅，因为这种学习方式让我很受
用， 对我将来融入职场非常有帮助。

来澳大利亚之前，我曾经非常紧张，因为除了导师以外我不

“恭喜Kaiyang你被录用了！”我真的喜出望外，我的父母

认识任何人。但是当我来到校园，发现这里每个人都非常友

也为我感到无比的高兴！

好，而且我很快结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其他同学。 UOW非

习者。我也非常喜欢视觉艺术课程涵盖了摄影，素描和绘画
等多个方面。

伍伦贡大学的校园环境优美，让我心情放松。即使是现在，
每次回到大学我都感到很兴奋。

常国际化并且有很多社交活动提供接触新朋友的机会。伍伦

在伍伦贡有一个很棒的华人社区，大家在很多地方互相支持。

—

贡就在海边，环境幽静，让我们有机会在学习以外追求其他

中国学生通常比较含蓄地表达自己的真实感受， 我们总是在

我对UOW最美好的记忆就是和同学们一起毕业。我们在一起

Huang Ye Lu (Henry)

自己感兴趣的事情，比如我喜爱的瑜伽和冥想。当然，如果

证实正确或者错误，而在实际工作中，许多事情都需要共同

度过了三年的时光并成为了好朋友。同时我也深深感激三年

护理学学士

你想体验大城市的生活，这里乘车到悉尼也很便捷。

探讨，而不仅仅是争论对错，更重要的是我们如何通过团队

来帮助我成长的老师们。

协作实现一个共同的目标。
我在UOW的学习得益于中国国家留学基金委和UOW的联合

—

奖学金的支持。UOW承担我的学费，国家留学基金委承担

—

Wang Yao

我的生活费。如果没有奖学金的支持，可能我的留学规划也

Kaiyang Li

创意艺术学士（视觉艺术专业）

难以实现，所以我非常珍惜和感谢这个机会。

工程学学士（电信工程专业）
博士，核医学成像中的统计重建算法研究

—

中国学生信息手册

澳大利亚伍伦贡大学

校友感言

Qing Zhang
地质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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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领域

创意艺术

法律

数学与统计学

职业健康和安全

uow.info/business

uow.info/communication&media

uow.info/creativearts

uow.info/law

uow.info/maths&stats

uow.info/OHS

通过在UOW商法学院和悉尼
商学院的学习，获取最新知识
并掌握与行业相关的技能，从
而在竞争日益激烈的全球商业
环境中保持领先地位。

在UOW学习将使你立足于快
速变化行业的最前沿。我们学
位的核心是国际化的，是与时
俱进的。我们是你与全球传媒
蓝图的桥梁，确保你可以获得
理想的职业或发展当前的职业。

你将在一所了解创造力意味着
什么的大学中完成最好的作品。
你将在工作室中用足够的时间
来创作艺术品；然后在课堂上
探索艺术的理论，历史和意义。

UOW的法律旨在培养优秀的毕
业生，他们是有见识，独立，
有效率和负责任的问题解决者
和沟通者。我们致力于教授卓
越的知识，并让学生获得实用、
严谨理性和满意的学习经历。

作为UOW数学和统计学专业的
学生，你所学习的知识和技能，
不仅能让你在职场上表现出色，
并且可以引领行业。毕业之后，
你更将受益于我们在数学领域上
卓越的国际声誉。

UOW的职业健康与安全专家都
是该领域的行业精英。 我们的
跨学科方法将为你提供一系列
的实践经验，从而教你在工作
场所应用你的技能。

教育

工程

健康与医学

物理

心理学

公共卫生

uow.info/education

uow.info/engineering

uow.info/health&medicine

uow.info/physics

uow.info/psychology

uow.info/publichealth

在UOW学习教育，你将获得
受到认证的真实的学习经历。
我们与当地300余所学校达成
合作伙伴协议，是学生择校的
不二之选。

以创新和开发实用技能为重
点，你将在一些澳大利亚最
好的实验室和工作室中学习，
这将使你处于行业的最前沿。
UOW是澳大利亚八大工程联
盟（Go8）成员，标志着它是
澳大利亚顶尖的工程学院之一。

作为UOW健康与医学专业的
学生，你将使用现代化的专业
设施，并与经验丰富的临床医
生和研究人员交流，从而为你
提供在当今和将来可以应对现
实挑战的技能。

作为UOW物理专业的学生，你
将受益于大学与企业和先进的
医学放射物理机构的紧密合作
关系。这将为你今后的创新和
研究机会铺平道路，从而为该
领域做出更大的贡献。

作为UOW心理学的学生，你将
了解人类的行为和心理过程。这
些技能将为你提供与许多领域
的人一起工作的机会，包括心
理健康和福祉，了解组织以及
诸如家庭和政府等社会系统的
运作方式。

通过学习公共卫生，获得改善
世界各地社会健康的技能。UOW
提供广泛的专业，因此你可以
量身定制学习内容以满足你的
职业目标。你将与社区和人群
合作，改善健康状况，应对健
康危机，并促进公平、健康和
可持续的全球社区。

人文与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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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媒

信息通信技术

国际研究

理学

社会科学

中国学生信息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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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科

社工

uow.info/arts&humanities

uow.info/ICT

uow.info/internationalrelations

uow.info/science

uow.info/socialsciences

uow.info/socialwork

UOW的人文学位具有高度的
灵活性，开设艺术和人文学科
或商科、理学或法律等其他领
域的一系列专业和选修科目。

在UOW，你将在南半球最大
的ICT研究中心之一中进行学
习。这里为你提供ICT领域最
新的技能和发展，从而促进
你的职业发展。

UOW的国际研究专业将会把
你的职业生涯带到全球各个角
落。我们的创新课程旨在培养
你的批判性和创造性思维能力
和沟通能力，同时提供你所选
领域的专业知识。

当你在UOW学习理学时，我们
鼓励你遵循自己的好奇心并提
出重要的问题。在这里，你将
得到全面的支持来追寻答案，
从而改善我们的世界并保护我
们的自然环境。

作为UOW社会科学专业的学生，
你毕业时将拥有改善人类健康
和福祉的技能。你将受益于跨
学科的学习，同时在社会政策，
社会学，人文地理，土著研究，
以及健康和福祉的社会决定因
素方面打下坚实基础。

在UOW你将学到从事社会工作
所需要的理论和实践知识，并
与该领域的顶尖专家一起工作，
共同致力于为社会带来积极的
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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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合作院校
伍伦贡大学与中国众多机构建立了

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和机构

UOW的申请流程非常简便。你可以

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其中包括知

UOW 与5所中国大学合作，设立和举办经教育部批准的中外
合作办学项目和机构。这些项目旨在培养具有全球视野、跨
文化交流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复合型人才，学生可在中国完
成部分学业后转入UOW在伍伦贡的课程。

使用我们的在线申请表直接递交申

中外合作办学的合作院校包括：

协助申请。

–
–
–
–
–

如需获取有关申请流程的更多信息，

名大学、国家级研究院和大型企业。
UOW 目前与53所中国大学和研究
机构开展合作交流，内容涵盖科研、
学分互认、交换生等各项国际合作。

郑州大学
天津工业大学
北京交通大学
太原理工大学
华中师范大学-UOW联合研究院

UOW与以下的院校签属了正式的合作备忘录，开展全面的校
际交流：
–

uowaustralia.com/application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北京理工大学
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大连理工大学
复旦大学
哈尔滨工业大学
天津大学
同济大学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西安交通大学
中国海洋大学

学分减免协议

–
–
–

电子科技大学
徐州医科大学
昆明大学

此外UOW还与包括以下院校在内的中国多所院校达成学分减
免协议。学生在中国完成认可的课程之后，就读UOW的本科
可以获取学分减免。
完整的协议院校名单请查看： uow.info/credit-china
–
–
–
–
–
–
–
–
–
–
–
–
–
–
–
–
–
–
–
–
–
–

北京外国语大学
长春大学
大连外国语大学
福州墨尔本理工职业学院
广东东软学院
广州工商学院
广东工业大学
南昌航空大学
河南科技大学
辽宁大学
青岛科技大学
山东师范大学
山东理工大学
上海剑桥学院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泰尔弗国际商学院
上海大学悉尼工商学院
深圳大学
四川大学
四川农业大学
苏州大学
文华学院

1. 选择你的课程
访问UOW课程查找页面Course Finder，获取UOW开设的
学士，硕士和研究类学位的完整列表。

或者希望与当地的授权教育中介取
得联系，请访问：

UOW与以下三所大学签订了正式的学分互认协议,使学生就
读的全日制课程的时长可以减少一到两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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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或者寻求我们授权的教育中介

校际交流

–
–
–
–
–
–
–
–
–
–
–

UOW课程申请流程

2. 递交申请

使用在线申请表递交申请，并确保提供了所有相关的申请
材料。

伍伦贡大学澳大利亚学院
伍伦贡大学澳大利亚学院（UOW College Australia）建
校超过30年，帮助来自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000
多名国际学生继续深造，通过一系列的学术桥梁课程、
职业培训课程和英语课程，为学生们无缝衔接进入UOW
就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3. 接受你的录取通知书
接受UOW的录取通知书，缴纳学费押金及其它相关费用。
大学将发出注册确认信（Confirmation of Enrolment）用
于申请学生签证。

英语课程
完成大学直升英语课程（ETS）并达到所需分数的学生，
无需再参加雅思或其他校外考试即可满足UOW本科或
研究生课程的英语入学要求，直接进入UOW就读。ETS
课程长度为6周、12周或18周。 如果你需要就读更长
时间的英语课程，可以选择学术英语课程（EAP），之
1
后再升级到ETS
。
高等教育文凭课程

4. 申请学生签证

中国学生信息手册

澳大利亚伍伦贡大学

如何申请

所有国际学生都需要学生签证才能在澳大利亚学习。 你
可以在澳大利亚内政部网站上了解签证要求以及如何在线
申请。
homeaffairs.gov.au

高等教育文凭课程教授专业学术技能，为升入UOW相
2
关本科课程第二年提供保证 。文凭课程包括商科、工
程、信息技术、护理和理学方向。
5. 准备前往伍伦贡大学

预科课程
预科课程是为没有完成高中或是不满足直接就读UOW
本科要求的学生开设的桥梁预备课程。学生通过预科
的学习掌握进入大学所需的学习技能，从而顺利入读
UOW本科第一年。

开启你在澳大利亚的学习和生活。UOW有多种住宿选择，
并为新生提供免费的机场接机服务。

有关伍伦贡大学澳大利亚学院的更多信息，
请访问：uow.college/international
1. UOW College Australia的所有英语课程均在CRICOS上独立注册（学术英语–
CRICOS代码057131G；大学直升英语– CRICOS代码059174B； 学术学习
简介课程– CRICOS代码057141E；以及雅思考试准备课程– CRICOS代码
057142D），但录取通知书及课程注册将记录为CRICOS代码为069912A的
英语语言课程（初级到高级），从而确保学生可以在UOW College Australia
就读不同级别的英语课程。UOW College Australia（CRICOS代码02723D）
是UOWC Ltd的注册企业名称（ABN14 105 312329）。
2. 升学保证取决于满足伍伦贡大学入学要求。本课程不能衔接四年制专业学位以
及双学位本科课程。

重要日期
全面了解开课时间等重要日期有助于做好学习规划。请访
问UOW网站，了解有关开学、学期、考试和毕业等重要日
期的更多信息：uow.info/key-d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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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费信息
uow.info/fees

UOW网站涵盖每门课程的学费信息，
以及政府规定购买的海外学生健康
保险（OSHC）和学生便利设施费。

如何递交课程申请
请查看网站了解课程申请流程信息：
uowaustralia.com/application

如需获取有关申请流程的更多信息
和协助，或者你希望与所在地的授
权教育中介取得联系，请通过下方
的官方网站和联系方式获取信息或
者联系我们：
uowaustralia.com

澳大利亚境内拨打: 1300 367 869
澳大利亚境外拨打: +61 2 4221 3218
uow-china@uow.edu.au

伍伦贡大学试图确保本出版物中的信息在制作当下的正确性（2020年8月）； 但是，由于环境的变化或任何其他原因，大学可能会在不另行通知的情况下修改部分内容。请在申
请/注册时与大学联系以获取任何最新信息。 伍伦贡大学CRICOS：00102E。 UOW College是UOWC Ltd.的注册企业名称。ABN：14 105 312329。CRICOS：02723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