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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页  
纽卡斯尔大学欢迎您
下图所示为纽卡斯尔大学斥资9500万澳元建成

的NU Space新校区，采用了最先进的教学科技

和创新设计理念，为学生打造与众不同的学习

体验。我们全球一流的商业、法律和创意产业

学院就坐落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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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卡斯尔大学

纽卡斯尔大学概览 

吸引了来自114个国家和地区的

7721 
名留学生10

认证商学院，全球通过此认证

的商学课程不足5%

澳洲大学前

10名2

亚太地区大学

50强6

世界排名前

8 
位 - 自动化和控制工程专业11

世界排名第

38 
位 - 护理专业9

全球排名第 
207位1

澳洲黄金时代大学前

50名3

前10
纽卡斯尔被列为世界10强城市

国家地理推荐
智慧城市7

5星级
整体体验和社会公正性

最高评级8 

高于世界标准水平” 

研究澳洲排名前

8位5

1. 2020年QS世界大学排名   2. 《孤独星球》2011年十大城市 3.2019年泰晤士高等教育黄金时代大学 4.《孤独星球》2011年十大城市 5.2018年《澳大利亚卓越研究报告》 6.2019年泰晤士高等
教育亚太大学排名。 7.2017年国家地理智慧城市 8. 2019年《最佳大学指南》9. 2020年QS世界大学学科排名。 10.Salesforce统计，2019年1月31日    11.2019年上海软科世界一流学科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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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年 
-纽卡斯尔两个校
区的学生都可享
受到”毕业生工
作签证”权。 

4 年  
-中央海岸校区
学生享受的”毕
业生工作签证”
权。

2 年 
-悉尼校区学生享
受的”毕业生工
作签证”权（仅
限硕士学位）。 

新南威尔士
(NSW)

澳大利亚

新南威尔士

在纽卡斯尔大学留学将成为您终生难忘的经历。它不
仅开启您的全新世界，拓展学术视野，还将为您与全
球各地的精英架起沟通的桥梁。

纽卡斯尔大学在2020年QS世界大学排名中位列澳大
利亚前10位。您将求学的大学不仅声名显赫，而且
还毗邻世界景色最宜人的几个海滩。纽卡斯尔是一座
新兴的智慧城市，以其闲适的海岸生活方式而闻名于
世。纽卡斯尔还是一座创意中心，这里有兴旺的餐厅
酒吧、发达的餐饮和艺术文化、令人流连忘返的博物
馆，还有三个广受欢迎的海滨浴场。

纽卡斯尔大学在校学生总数超过3.7万人，配备最为先
进的教学设施，另外最近我们开放了斥资9500万澳元

建成的NU Space新校区，为学生打造世界级的学术体
验。无论您选择学习商业还是法律，教育还是艺术，
亦或工程、建筑、健康和医药或科学，都可以在这里
找到适合的桥梁课程。

因此，如果您愿意结识全球各地的新朋友，和他们在
充满活力的学校共同学习和生活，那就不要犹豫，快
快加入我们。

纽卡斯尔大学正翘首以待，愿为您带来永生难忘的求
学体验。

在纽卡斯尔的 
全新生活  

纽卡斯尔大学地处澳大利亚阳光明媚的东海岸。我们在纽卡斯尔有两个

校区，即卡拉汉校区和市中心校区，位于悉尼以北，只需两个小时的车

程。从这里出发游览猎人谷葡萄酒庄、斯蒂芬港、巴灵顿高原国家公园

和麦格理湖的迷人自然美景，也仅需要一天足矣。

气候
冬季温和而漫长，夏季温暖，夏

季平均气温约为28摄氏度。气候

宜人，在这里可以尽情享受澳大

利亚最好的海滩以及活力四射的

海岸生活。

#STUDYNIC

纽卡斯尔

中央海岸

悉尼

为
什

么
选

择
纽

卡
斯

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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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纽卡斯尔

纽卡斯尔是新南威尔士州第二大城市，也是澳大

利亚最大的区域经济体（超过塔斯马尼亚、澳大

利亚首都领地和北领地）。

纽卡斯尔常住居民54万人，虽然比澳大利亚大部

分的州府城市要小，但城市规模要甚于爱丁堡、

卡迪夫、利物浦、萨克拉门托和魁北克等世界著

名城市。

它是新南威尔士州猎人谷地区的实际首府，是澳

洲最古老的酒庄所在地。纽卡斯尔近年来历经数

次城市改造，并已对市中心进行了重新规划设

计，还新增添了许多建筑物，包括建造了新的轻

轨电车网络（如图）。

宜人的气候 

原生态海滩 

海岸生活 

生活成本低廉 
 

活力之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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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海滩

漫长的海岸线延伸至纽卡斯尔半岛的顶端，绵延数公里

干净的白色沙滩，学生和当地居民一起放松、游泳、冲

浪及探险，其中包括了全球冲浪圣地梅雷韦瑟海滩。

城市攻略
无论你是在寻找经典的海滩生活方式，还是要探寻城

市的脉搏，纽卡斯尔的生活永远不会乏味。以下是您

不容错过的体验活动。

 visitnewcastle.com.au

 nic.nsw.edu.au 

2 斯托克顿沙丘

斯托克顿沙丘是南半球最大的沙丘群，可谓是

海边的沙漠。骑着四轮自行车在沙丘上比赛，

或者来一次滑沙旅行——这是您必不可少的冒险活动。

4 城市环游

纽卡斯尔市交通便利，航空、铁路、轮船、州际

公路或当地长途汽车网络四通八达。城市里的公

共交通服务、自行车道和步行道覆盖全面，方便出行。

3 绝佳的地理位置 
从纽卡斯尔出发，花上一天的时间就可以轻松地浏览令

人叹为观止的斯蒂芬斯港、巴灵顿高原国家公园、麦格

理湖和世界著名的猎人谷葡萄园的自然美景。

6 鲸鱼和海豚

全年都可以看到友善的海豚自由出没，冬季

还可以亲身观察不可思议的鲸鱼迁徙。

5 达比街  

达比街是当地居民常去的地方，因为它绚丽多姿、丰富

多彩，各种诱人的咖啡馆、精品店、艺术展览馆以及30

多家酒吧和餐馆错落有致地分布在街头。  

城
市
攻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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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日期

免费接机

纽卡斯尔国际学院为抵达悉尼机场或纽卡斯尔机

场的新生提供免费的机场接机服务。由于悉尼交

通繁忙，悉尼机场到纽卡斯尔学生住宿地需要长

达3小时的时间，因此建议可以选择经停布里斯班

或墨尔本图拉马林飞往纽卡斯尔威廉敦机场（两

条路线的飞行时间都约为1小时）。

2020年第2学期 2020年第3学期 2021年第1学期

迎新周（仅限新生） 2020年6月15日至2020年6月17日
2020年10月13日至2020年10月

15日
2021年2月25日至26日

课程开始 2020年6月22日 2020年10月19日 2021年3月1日星期一

课程结束 2020年9月18日 2021年1月29日 2021年5月28日星期五

考试周 2020年9月21日至2020年9月25日 2021年2月1日至2021年2月5日
2021年5月31日星期一至2021年6

月4日星期五

假期 2020年9月26日至2020年10月16日 2021年2月8日至2021年2月28日
2021年6月5日星期六至2021年6

月25日星期五

截止日 2020年7月17日 2020年11月23日 2021年3月26日星期五 

2020年和2021年预科课程和国际大一课程

纽卡斯尔国际学院

 “征聘”项目（‘HIRE ME’ PROJECT）： 
为留学生推荐兼职工作 

“征聘”项目是由纽卡斯尔国际学院组织的，旨在

帮助新入学的国际留学生找到在纽卡斯尔当地的兼

职工作。在学期开始的前十天，安排有经验的专业

人员组织简历撰写研讨会和多次面试场景模拟，以

期对学生进行指导，然后在“雇主速配会议”上推

荐给招聘经理。

“征聘”项目的目的在于为留学生解决来到纽卡斯

尔之后及时找到工作的后顾之忧。它能最大限度地

发挥纽卡斯尔这座仅有一所大学的城市在国际交流

集中化方面的优势。我们的目标就是要依赖于与当

地企业的紧密联系，为学生提供澳大利亚最好的学

生体验。 

请注意：硕士预科课程遵循纽卡斯尔大学入学时间即1月、5月、8月。

课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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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科课程 

纽卡斯尔国际学院预科课程（FP）是经认证的课程项目，旨在

帮助学生做好大学阶段学习的准备。该课程可以直通约100个

纽卡斯尔大学学士学位的一年级课程，还可入读纽卡斯尔国际

学院国际大一课程，然后升入本科二年级。升读要求适用。有

关升入纽卡斯尔大学学士学位第一年的平均分数要求，请访问

nic.nsw. edu.au/programs/foundation-program查看详细列。  
CRICOS （澳大利亚联邦政府招收海外学生院校及课程注册登

记）代码 089333K

临床医学预科课程

纽卡斯尔国际学院临床医学预科课程（FPM）是澳洲为数不多

的同类课程之一，是为申请考取纽卡斯尔大学临床医学学士

和医学博士学位的学生而量身定做的课程。该课程引导学生

采用问题导向法学习。学生在8个科目中须至少达到90%的平

均分，还要通过健康和医学学院的面试及心理测试。2018年

和2019年的升学率均为75%。 CRICOS 代码： 089335G

探寻学 
习旅程
即便你可能不清楚该如何选择课程，但应该了解自己的兴趣所

在。搜索我们提供的学习方案，从中发现您的最爱。

立刻申请（免费）

访问 NIC.NSW.EDU.AU/APPLYNOW

探
寻
学
习
旅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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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长预科课程

若雅思考试总分达到5.0分*（或同等水平）并愿意在校内学习

的，纽卡斯尔国际学院将为您提供延长预科课程。学生将学习

额外一个学期的延长预科课程，其中包括四门核心课程。延长

预科课程与标准预科课程一样，都有机会攻读纽卡斯尔大学近

100个学士学位，还可入读纽卡斯尔国际学院国际大一课程。

升读要求适用。

*愿意攻读健康科学课程的学生，须先达到雅思考试成绩5.5分

（或同等水平），方才能够开始延长预科课程。 

CRICOS 代码： 089334J

商科国际大一课程

商科国际大一课程直通纽卡斯尔大学商业学士或商务学士的第

二年，学生可以从会计、经济学、金融、国际商务、市场营销

等专业中进行选择。学生还可以选择将商业学士或商务学士与

新设立的创新创业学士相结合。学校与当地商业界有着良好的

往来，因此我校留学生享受宝贵的全球教育机会，毕业后成为

就业市场的抢手人才。 

CRICOS 代码： 074637F

工程国际大一课程

纽卡斯尔国际学院的工程国际大一课程直通纽卡斯尔大学工程

学士（荣誉学位）二年级的七个不同专业。我校高度重视学

生的实操能力、研究导向性教学以及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我

们与各行业和专业密切的合作关系，为您在考取学位的同时，

提供宝贵的实践活动。因此，纽卡斯尔大学毕业生就业率高，

且起薪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根据《澳大利亚毕业生就业情况调

查》数据）。主要专业包括：土木工程、计算机系统工程、电

气工程、机械工程、机电工程、可再生能源工程（2020年新设

专业）、测量学。 

CRICOS 代码 074638E

信息技术国际大一课程

信息技术国际大一课程直通信息技术学士学位二年级，在2018

年QS世界专业排名中位居世界前250名。该学位课程确保所有

毕业生获得构建软件的核心技能，即软件采用复杂的数据库和

先进的网络接口，适用于公司办公室或移动电话。学生可从多

个学习专业中自主进行选择，涵盖从商业应用构建，到娱乐或

游戏数字媒体创建等广泛领域。 

CRICOS 代码： 074639D

传媒与传播国际大一课程 

传媒与传播是一个快速发展的领域，纽卡斯尔国际学院的国际

大一课程旨在培养学生成为该行业的领导者。学生们可使用专

门建造的教学设施，包括达到行业标准的录音棚。该课程旨在

让学生们既能够独立工作，又能够在团队内工作。该课程提供

四个专业，分别是新闻与数字媒体、公共关系与战略沟通、媒

体制作以及体验创造，攻读传播学学士学位的学生将选修该课

程。对于想要攻读文学学士学位（语言专业除外）、创意产业

学士学位、视觉传播设计学士学位和音乐学士学位的学生，也

可提供80个学分的减免。

CRICOS 代码： 074640M

医学工程国际大一课程

完成该国际大一课程后，可进入医学工程学士学位（荣誉）第

二年的学习。学习我校的医学工程国际大一的学生将学习如何

应用工程原理并设计流程去找出医疗问题的创新解决方案。他

们将自己的创造性、批判性思维和综合问题解决能力用于开发

和改进医疗机构中的技术和人力系统。他们需要拥有强大的人

际交往能力，特别是擅长于在跨学科的团队中工作 。

CRICOS 代码： 099140C

快速升读课程 

专门为基本达到纽卡斯尔国际学院国际大一课程入学要求的学

生开设，学生仅学习1学期的预科课程，并在4个预科科目中至

少达到均分70%，就可直接升入我们任何一个国际大一课程。

学费以预科课程费用的50%计算。

硕士预科课程 

纽卡斯尔国际学院的硕士预科课程使来自全球高校拥有三年制

学历的留学生仅在四个月内便具备就读硕士研究生课程的资

质，并能够继续在纽卡斯尔大学完成硕士学位课程。该预科课

程是专门为学历和/或英语水平略低于硕士课程入学要求的国

际学生开设的非学位课程。

CRICOS 代码： 0101384

PEP课程 

雅思成绩达到5.5分（且具有相应的学术条件）的学生可以开

始包含PEP课程的国际大一课程的学习。学生将参加重点学习

学术写作和学习技能的沟通与读写课程，该课程会与其他两门

学术课程同时完成。国际大一课程的剩余六门课程将在接下来

的两个学期完成。

探
寻
学
习
旅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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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流程

按照以下步骤，您将会一步步接近您梦想的国际冒险

之旅。

1.	 确定您想要学习的课程。

2.	 准备申请所需的证明文件：

	– 您当前的官方学生成绩单

	– 符合英语水平政策的英语水平证明

	– 护照复印件

3.	 在线提交申请，网址：nic.nsw.edu.au/apply

4.	 查收录取通知书

5.	 接受录取并支付费用

6.	 安排签证和住宿

 

英语要求

英语课程 延长预科课程
除医科专业方向以外的预科课

程和医科延长预科课程
临床医学预科课程和医科预科

课程
国际大一课程&硕士预

科课程

雅思（仅

学术类）
5.0，单项不低于4.5 5.5，单项不低于5.0 6.0，单项不低于5.5 6.0，单项不低于5.5

新托福 35	-45 46	-	59	 60-78 79	及以上

学费

课程 费用 

预科课程 23,000澳元

延长预科课程 27,550澳元

临床医学预科课程 27,120澳元

商科国际大一课程 25,040澳元

工程国际大一课程 29,720澳元

信息技术国际大一课程 29,720澳元

传媒与传播国际大一课程 25,760澳元

医学工程重点学习学术写作和学习技能课程 29,720澳元

硕士预科课程 13,000澳元

PEP课程 4550澳元

入学条件*

•	预科课程：顺利完成11年级的课程

•	国际大一课程：顺利完成12年级的
课程

•	临床医学预科课程：IGCSE，平均成
绩达到A，A	Level，平均成绩达到B或
同等水平。

•	硕士预科课程：完成3年制专科课程。

*以上为一般指南。请访问nic. nsw.edu.au/
admissions-requirements 

申
请

9



纽卡斯尔的房租比悉尼低60% 

(budgetdirect.com.au/interactives/costofliving/compare/
sydney-vs-newcastle)

海外学生医疗保险（OSHC）

海外学生医疗保险用于帮助国际学生解决在澳

大利亚期间所需的各种医疗和医院护理费用。

海外学生医疗保险还会支付有限的保险金用于

药品和救护车服务。

您所持有的澳大利亚学生签证中的一项条件是

您在澳洲政府卫生与老年人事务部列出的海外

学生医疗保险公司之一投保。在澳大利亚进行

正式学习的所有学生（及其家属）在澳期间必

须投保海外学生医疗保险。纽卡斯尔国际学院

首选的海外学生医疗保险提供方是安联全球救

援，在您的录取通知书中将告知费用。

2017年度 
房屋运营奖
亚太学生公寓协会

生活成本

除了学杂费，您还将承担您在澳大利亚期间的其他生活

成本，包括住宿、食品、衣物、交通、娱乐及杂费，

如：您学习所需的书本、设备、互联网和运动会员费。

在发放学生签证之前，澳洲政府移民和边境保护局将要

求您出示或声明您拥有足够的资金用于支付您在澳大利

亚期间的费用。好消息是纽卡斯尔的房屋租金低于所有

各州首府城市。*	*numbeo.com

住宿 

每位学生留学期间都需要安全、实惠、舒适的住所。无

论您是在校内住宿，还是您和朋友在校外住宿，还是选

择适合您需求的家庭寄宿计划，我们都会提供服务帮助

您找到合适的住所。我们为学生提供的住宿选择都在步

行可到中央海岸和卡拉翰校区上课的范围内，或者乘坐

免费直达班车仅需20分钟即可到达我们的纽卡斯尔市区

校区的范围内。

newcastle.edu.au/accommodation

校园附近的校外公寓的起价为100澳元/周

学
生
生
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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