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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肯大学于1974年由澳大利亚联邦政府成立。大学位于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墨尔本、吉朗和瓦南布，在校学生超过55000

人，是澳大利亚规模最大的公立大学之一。迪肯大学致力于成为澳大利亚最具积极进取精神的大学，迪肯大学的教育质量

多次被澳大利亚政府委员会排名于澳大利亚的一流大学之列。

大学注重创新与实际相结合，含金量极高的学位得到世界各大学及众多专业机构的认可。大学长期以来一直与工商业界、

政府及专业会社保持着密切的合作关系。众多课程包含实习，使得学生毕业即成为国际化所需人才，无须培训即可上岗。

近年来，迪肯大学的教学模式多次获奖，包括澳大利亚的“卓越教学奖”，以及两次荣获至高荣誉的“年度最佳大学”

奖。

在2012年澳大利亚杰出研究计划(EAR)评估中，迪肯大学74%的科研项目被评为达到或超过世界水平。迪肯大学设有16个战

略科研中心和研究所，也是少数几个注重制造业研究工作的大学之一。

澳大利亚迪肯大学简介

迪肯大学所获殊荣
■  迪肯大学在泰晤士报教育增刊、QS、ARWU世界大学排名中均位

    列全球前2%的大学。

■  2016年QS将迪肯大学评为五星级大学。

■  全球排名324位。（QS,2016）

■  全球建校历史不满50年的年轻大学排名，位列第36位。

   （QS,2016）

■  工商管理硕士学位课程MBA和MBA(International)被澳大利亚研   

     究生管理委员会评为五星级课程。

■  商科学士学位课程Bachelor of Commerce和工商管理硕士学位课程   

    (MBA)通过了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专业认证体系EPAS的官方认证。

■  商学院已获得国际商学院联合会AACSB认证。

■  运动管理学硕士学位课程全球前10位。(Sport Business  

            International)

■  据2016年QS学科排名，迪肯大学如下专业进入全球1%：

     ＞ 会计与金融；

     ＞ 商务和管理学；

     ＞ 大众传媒学；

■    据2016年QS学科排名，迪肯大学如下专业进入全球2%：

           > 法律；

           > 心理学；

           > 社会学；

■  在澳大利亚毕业生调查中，毕业生满意度连续六年为维多利亚州

    第1位。

■  2014年度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国际教育奖。

■  2014年维多利亚州国际学生就业卓越奖。

选择迪肯大学的十大理由
(一) 创新的课程与产业接轨、注重实际

(二) 含金量极高的学位得到全世界的承认并获得专业机构的

　　 认可

(三) 众多课程设置工作实习：提升就业机会

(四) 五星级毕业生就业率与起薪

(五) 新兴前沿领域的科研强校，文科，理科，工科均有研究

　　 中心

(六) 免费新生接机和课后辅导等卓越的服务和支持

(七) 学习生活理想场所，设备先进

(八) 教职员工知识渊博、充满激情、平易近人

(九) 灵活安排入学和选课，尽早毕业：

     一年三学期（三月、七月、十一月）

(十) 多种奖学金可供申请，具体请参阅学校网站

     www.deakin.edu.au  

大学给予学生的卓越服务和支持
迪肯大学设有专门针对留学生的学生支持计划，服务与便利设

施包括：

■　国际学生入学与向导计划：向学生介绍大学学习和生活等

■　国际学生顾问为学生提供学术，社会，医疗，监护等方面

　　的帮助

■　400间新建校内公寓紧邻教学区

■　学术支持：课余免费辅导

■　事业支持：面试，简历撰写，工作信息提供等

■　学友支持项目：日常生活帮助，扩大社交圈等



优势课程推荐：
国际会计硕士：MASTER OF INTERNATIONAL ACCOUNTING
 迪肯大学会计学院院长BARRY COOPER教授为英国特许公认会计师协会(ACCA)前全

球主席(GLOBAL PRESIDENT)。BARRY COOPER教授是该协会110多年历史上第二位非英

籍及爱尔兰籍的主席；

 国际会计硕士(MIA)课程面向已完成本科学位，希望取得会计专业研究生学位并为

获得英国特许公认会计师协会(ACCA)专业资质奠定坚实基础的学生。这门硕士课程的

独特之处在于学生可免修ACCA基础阶段(F阶段)，并能掌握通过ACCA五个专业阶段(P

阶段)考试所需的知识；

 课程受到英国特许公认会计师协会(ACCA)、澳大利亚会计师公会(CPA)、公共会计

师协会(IPA)和澳大利亚与新西兰特许会计师协会(CAANZ)认证。

工程管理硕士：MASTER OF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PROFESSIONAL)
 课程开设在吉朗水滨校区，该校区曾获得澳大利亚建筑师协会三项卓越设计大奖；

 尖端的设备设施：包括数字化地理信息系统实验室和软件，备有高端设备的工厂和

现代化的工作室；

 课程与行业保持合作关系，我们的课程与行业领导者们合作开发，确保了我们的课

程与行业紧密相关，体现职场需求。使学生毕业即成为国际化所需人才；

 课程受皇家特许测量师学会(RICS)和澳大利亚工料测量师学会(AIQS)的双重认证。

护理学学士：BACHELOR OF NURSING 
 全球排名第22名（QS,2016）；

 大学设有医学院，课程非常重视学生的实践经验，学生将从第一学期开始参加临床

实习，50%的课程设置在大型医院或社区健康中心；

 学生将在注册护士的指导下，在急诊、外科、康复护理、社区护理、老年护理等领

域轮岗学习；

 课程受到澳大利亚护理和助产学认证委员会(NMBA)认证。

教育学硕士：MASTER OF TEACHING
 全球排名第31名（QS,2016)，课程包括幼儿教育，小学教育和中学教育三个专业方

向；

 课程包括60-90天在指导下的专业实习（根据所选择专业不同，实习天数不同）；

 幼儿教育方向受到澳大利亚儿童教育和照护质量管理局（ACECQA）认证；小学教

育和中学教育方向受到维多利亚州教师协会（VIT）认证。



类别    IELTS 要求（未达到可入读语言课） 学历背景要求

硕士 6.5，单项不低于6 中国学士学位获得者

硕士预科 6.0，单项不低于6 中国三年大专毕业生 /本科无学位的学生

本科 6.0，单项不低于6 中国正规大学一年级完成者

Deakin College文凭课程 5.5，单项不低于5.5 中国高三毕业生

Deakin College预科课程 5.5，单项不低于5.0 中国高二完成者

基本入学条件（语言以及学历背景要求）

＊大学还接受TOEFL,PTE,CPE,CAE等英语成绩

行业协会认证的课程 行业协会 有机会成为

会计学 CPA ICAA ACCA IPA 注册会计师

建筑学 /设计（建筑）/景观设计 ARBV AACA AIA AILA 建筑师 建筑设计师 景观设计师

建筑管理 /规划 AIB CIOB AIQS RICS PIA 建筑经理 规划师 测量师 房产鉴定师

饮食学 /食品营养 DAA NSA AIFST 营养师 健康咨询师

职业治疗 OTA WFOT 职业治疗 身体康复

健康与体育 教育学 /教师（科学）VIT 中学体育教师 健身房教练 职业教练

护理学 NBV NMBA 一级注册护士

心理学 应用科学 （心理） PBA APAC 心理医生 咨询师

运动科学 ESSA 教练 健身房经理 康复中心经理

信息技术与计算机 ACS 信息系统工程师

房地产 API RICS 地产评估师

金融规划 FPA 金融规划师

人力资源管理 AHRI 人力资源管理专业人士

管理学 AMI 职业经理人

市场学 AMI MRSA 市场营销专业人士

社科（公共关系） PRIA 职业公关

教育学 VIT ACECQA 幼儿教师  小学教师  中学教师

工程 EA 工程师

受到行业协会认证的课程列表

AACA 澳大利亚建筑鉴定委员会

AASW  澳大利亚社工协会

ACCA    英国特许公认会计师协会

ACS 澳大利亚计算机协会

AIA 澳大利亚建筑学会

AIB 澳大利亚建筑学会

AIFST 澳大利亚食品科学与技术学会

AILA               澳大利亚园林建筑师协会

AMI 澳大利亚管理学会

AIQS 澳大利亚工料测量师学会

APAC 澳大利亚心理学鉴定委员会

ACECQA   澳大利亚儿童教育和照护质量管理局

API 澳大利亚房地产协会

ARBV 维多利亚注册建筑师协会

CAANZ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特许会计师协会

CIOB 特许建筑学会

CPA 澳大利亚会计师公会

DAA  澳大利亚营养师协会

EA                   澳大利亚工程师协会 

ESSA 澳大利亚运动与体育科学学会

FPA 金融规划协会

ICAA 澳大利亚特许会计师委员会

IPA     公共会计师协会

MRSA 澳大利亚市场研究组织

NMBA 澳大利亚护理和助产学会

NSA  澳大利亚营养协会

OCANZ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验光委员会

OTA 澳大利亚职业治疗学会

PIA      澳大利亚规划协会

PBA 维多利亚心理学协会

PRIA 澳大利亚公共关系学会

RAIA  澳大利亚皇家建筑师协会

RICS 皇家特许测量师学会

VIT 维多利亚州教师协会

WFOT 世界职业治疗师联盟



本科课程

文学士

动画 人类学 阿拉伯语 澳大利亚研究 儿童文学 中文 舞蹈学 刑事学 戏剧 电影和影视制作  
性别研究 地理学 历史学 印度尼西亚语 国际关系 新闻学 语言和文化研究 媒体研究 
中东研究 动作捕捉 哲学 摄影 政治和政策研究 创意写作 公共关系 社会学 西班牙语 
宗教研究 视觉艺术 社会与可持续发展 视觉传媒设计 教育学 文学研究 体育与社会

创意艺术学士 动漫和动作捕捉 舞蹈 戏剧 电影和影视制作 摄影 视觉艺术 视觉传媒设计

大众传媒学士 新闻学 公共关系 数字传媒 

商业学士
会计 商业分析 商法 经济学 金融 金融规划 人力资源管理 国际贸易 管理 市场营销
运动发展 运动管理 房地产 法学士 管理信息系统

管理学士
会展管理 金融规划 组织哲学 人事管理 项目管理 物业与房地产管理  
可持续性商业管理

信息技术学士
计算机科学 游戏设计和开发 信息技术安全 云计算 信息系统 交互媒体设计 软件开发 
手机 APP 开发

建筑及建筑环境学士 工程管理 设计（建筑） 

教育学士 幼儿教育 小学教师 健康及体育教育

实用科学学士
食品科学与营养 健康科学 心理学 社会工作 运动及体育科学 体育发展 
公共健康和健康促进  职业疗法  验光学

理科学士
生物科学 生物医学 法医学 科学 动物科学 运动科技 动物保护生物学 细胞生物学 化学 
化学与材料科学 环境科学 地理学 人类生物学 数学建模 自然历史 植物生物学 鱼类与水
产养殖

环境科学学士 环境管理与可持续发展 海洋生物学 淡水生物学 野生保护生物学

工程学学士 土木工程 电子电气工程 机械工程 机电工程 

计算机科学学士 认识科学 机器人与网络物理计算 数据科学

其他 医学 法医学 护理

课程介绍

本科课程（双学位）

文科
文学士／商学士 文学士／法学士 文学士／管理学学士 文学士／理学士 文学士／教育学学士 
刑事学学士／信息技术安全学士 刑事学学士／心理学学士 法医学学士／刑事学学士 
文学士 /健康科学学士 国际研究学士／商学士

商科
商学士／法学士 商学士／理学士 健康运动科学学士／运动管理学士 营养学／商学士 
房地产学士/法学士 房地产学士/商学士 公共健康和健康促进学士/商学士

信息技术
商业信息系统学士／信息技术学士 信息系统学士／文学士 信息系统学士／健康科学学士 
信息系统学士／法学士 信息系统学士／商学士

法学
法学士／文学士 法学士／商学士 法学士／刑事学学士 法学士／国际研究学士 
刑事学学士 /网络安全学士 信息系统学士 /法学学士 物业与房地产管理学士 /法学士 
科学学士 /法学学士

护理 护理学士／心理学学士 护理学士／助产士学士 护理学士／公共健康和健康促进学士 

心理学 应用科学 (心理学 )学士／护理学士 心理学学士／刑事学学士 健康科学学士／文学士

理科 理学士／文学士 理学士／商学士 理学士／法学士 法医学学士 /刑事学学士

建筑与建筑环境 设计 (建筑 )学士／工程管理学士 工程管理学士 /物业与房地产管理学士



迪肯大学附属英语语言学院（DUELI）
DEAKIN UNIVERSITY ENGLISH LANGUAGE INSTITUTE
迪肯大学附属英语语言学院（DUELI）为进入迪肯大学或澳大利亚其他高等学府就读

学位课程的学生提供在英语方面的帮助。学院提供多种多样的课程，以保证学生找

到最切合其学业、职业或个人发展需求的课程。位于墨尔本Burwood校区和吉朗水滨

Waterfront校区内，以便学生在大学环境中学习并充分享受各种大学设施。

◎ 澳大利亚最大的雅思考试中心之一

◎ 隶属大学，专业老师，小班授课，免费辅导

◎ 未达到主课语言要求的学生，可申请入读语言直升班

◎ 24小时开放的计算机房

◎ 量身定制游学项目：语言培训，文化课，专业课，旅游活动

硕士课程
创意艺术 动画与动作捕捉 舞蹈 喜剧 电影与电视 摄影 视觉传达设计与视觉艺术

文科 公共关系 文化遗产 国际关系 写作与文学 电视制作 新闻学 视觉传媒设计 数字传媒

商科

专业会计 会计和国际金融 国际会计 艺术与文化管理 会计和法律 商业分析 电子商务及供
应链管理 市场营销 国际商务与贸易 项目管理 零售业管理 金融 金融规划 社交媒体和移
动平台战略 MBA 工商管理 运动管理 保险和风险管理 公共部门研究 信息系统 环境的可
持续性 人力资源管理 健康和公众服务 领导力 项目管理 房地产管理 公共管理 电子商务
和社交媒体战略 

信息技术
软件开发 信息技术安全 信息技术服务 计算机网络及安全 商务分析 信息系统  
数据分析互联网 信息技术战略与管理 虚拟现实

工程 土木和水利工程 电子工程 机械工程设计 电气和再生能源工程 工程管理

教育（师范类） 幼儿教师 小学教师 中学教师

教育 TESOL 教育学 TLOTE
建筑与建筑环境 建筑 建筑设计 工程管理 规划 城市设计 景观设计

健康卫生
健康推广 公共健康 健康和公共事业管理 临床运动生理学 健康经济学 卫生与公众服务 
公共卫生营养学

保健和行为科学 临床心理学 组织心理学 饮食学 护理学

生物 生物技术

理学硕士（研究型） 生物技术 前沿材料与纳米技术 可持续性地区发展

科目 本科（澳元 /年） 硕士（澳元 /年）

商学和法学学部 26000-32000 29600-36496
科学工程与建筑环境学部 28000-32000 31000-33280
艺术人文与社科学部 25088-28624 24960-28624
医学部 31416-32032 31200-38000

2017 年学费



迪肯学院（Deakin College）-快捷途径进入迪肯大学

自 2015 年 7 月 1 日起，墨尔本高等商业科技学院（MIBT）正式更名为迪肯学院（Deakin 
College）。从 1996 年开始，迪肯学院就与迪肯大学合作开设学位快捷课程，现已帮助超过 15,000
名学生进入大学课程学习。迪肯学院快捷课程是连通学生从前学业和大学学位课程的桥梁，根据学
生的学历背景，可报读大学预科、大一文凭或者硕士预科课程。

迪肯学院位于迪肯大学墨尔本 Burwood 校区，吉朗水滨校区以及华安池校区。学生可尽享校园内的
各种服务和设施。

为什么选择迪肯学院
◆   一年三次入学： 三月，六月和十月
◆   8 个月可完成大一文凭课程，该课程等同于迪肯大学的大一课程
◆   小班授课，一对一辅导
◆   额外的学业辅导，较长教学时间
◆   课程广受澳大利亚学生和国际学生的欢迎，目前有 3000 名学生就读
◆   毕业生有 90% 以上在迪肯大学攻读学位 ,成功率高

迪肯学院
◆  大学预科         ◆  商科大一文凭                            
◆  计算机大一文凭        ◆  工程学大一文凭
◆  健康科学大一文凭      ◆  管理学大一文凭    
◆  传媒与传播大一文凭    ◆  理科大一文凭                 
 
www.deakincollege.edu.au
Deakin College CRICOS Provider Code 01590J

硕士预科课程（MQP）
三年制大专生入读硕士课程的捷径
由迪肯学院和迪肯大学附属英语语言学院（DUELI）共同
授课，此类非学位课程为大专生提供进入迪肯大学修读
商科硕士课程的捷径。
◆  入学要求：
完成三年制专科或完成四年制本科未获得学士学位的学
生，在校平均成绩 70 分以上
◆  英语要求：
雅思总分 6 分（单项不低于 6 分）



如何递交申请
选择一：迪肯大学官方指定的代理机构（详细列表请查询 www.deakin.edu.au/international)
选择二：网上申请：登陆 http://applicantportal.deakin.edu.au/connect/webconnect
选择三：直接邮寄材料或者传真到位于澳大利亚的迪肯大学国际处

你需要知道的迪肯大学重要的联系方式：

一般性咨询以及课程信息（非咨询申请类问题）：

deakin-international@deakin.edu.au
递交申请材料以及有关申请的所有询问：

deakin-int-admissions@deakin.edu.au
接受付费：

deakin-accept@deakin.edu.au

如需更多详细信息请联络：

迪肯大学国际处 -墨尔本办公室：

电话：（+613）9627 4877
deakin-international@deakin.edu.au

迪肯大学国际处 -北京办公室：

电话：（+8610）6708 4620 
china@deakin.edu.au

迪肯大学国际处 -武汉办公室：

电话：（+8627）8808 9907
deakin-wuhan@deakin.edu.au

墨尔本 Burwood 校区：坐落于 Burwood 的墨尔本校区是迪肯最大的校区，它是一个既开放又迷人的地方，非

常适合学习，生活。创新的建筑风格，崭新的楼宇和覆盖广泛的无线网络资源是 Burwood 校区的优势所在。

吉朗华安池 Waurn Ponds 校区：吉朗的华安池校区是澳大利亚“硅谷”所在地，该校区风景如画，视野开阔，

有着多种运动设施。不但是迪肯的第二大校区，也是学校的医学院所在地。

吉朗水滨 Waterfront 校区：在吉朗的水滨校区内随处可见蕴含着现代化气息的古老建筑，位于吉朗市的商业中

心，让您尽情饱览景色优美的吉朗海湾。

瓦南布 Warrnambool校区：坐落于 Hopkins河畔，紧邻世界级的冲浪圣地，迪肯的瓦南布校区是一个充满了友情，

亲密互动的大家庭，学生与教职工之间的关系犹如家人一般亲密，是学生提高语言能力，感受澳大利亚风情的不

二之选。

校区介绍

新浪微博：@ 澳大利亚迪肯大学

迪肯大学 2016 年 8 月出版印刷。所有信息在出版之时正确无误。 迪肯大学有权更改、修正和取消上述课程。

最新信息，请查询迪肯大学官方网站 www.deakin.edu.au

奖学金和助学金

为了帮助留学生完成学业，迪肯大学为他们设立了

多项奖学金。奖学金是根据学业成绩发放的。每个

科系又有不同的评选标准，例如课程、校区、来自

的国家、行业、研究方向等。迪肯大学的留学生奖

学金包括：通过迪肯大学国际奖学金计划（DUISP）
发放的奖学金、与知名行业组织合作发放的奖学金，

校友奖学金，以及针对研究生的国际研究奖学金。

海外学习和交换生

迪肯大学的海外留学及交换生计划为留学生提供了一个

千载难逢的机会，使学生能够了解新的文化、体验澳大

利亚的人文风情，同时为归国后的学位课程赢得学分。

详情请访问：www.deakin.edu.au/future-students/
international/study-abroad/sa-at-deakin

微信号：deakin_universit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