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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长致辞
欢迎来到维多利亚大学悉尼分校！维
多利亚大学是一所世界级教育机构，      
在2019年泰晤士报高等教育世界大学
排名中位列前2%。作为一所拥有逾百
年历史的教育机构，维多利亚大学悉尼
分校为包括逾2,000名国际生在内的共
40,000名学生提供教学服务，为此我们
深感自豪。

在维多利亚大学，我们致力于教授学生
实践技能和知识，以确保您在大学和未
来职业生涯中取得成功。学校配备了优
秀的教职员工为学生提供一系列的相关
服务，例如职业规划、财务管理、住宿安
排以及心理咨询，确保每一位学生都能
收获丰富多彩的学习生活。

我们了解对于国际留学生来说，出国留
学会是您人生中最重要的决定之一。
通过阅读该指南，您将有机会了解维多
利亚大学，以及维大为您提供的众多学
习、个人生活以及就业选择，您以此可
以更加自信地作出正确选择。我代表维
多利亚大学和澳大利亚期待并欢迎您
的到来。

感谢选择维多利亚大学。

彼得·道金斯教授

维多利亚大学校长

维多利亚大学

我十分期待你们加入维多利亚大学悉尼
分校。为了让您能够受益于维大渐进式
教学模式，坐落于市中央商业区的维多
利亚大学悉尼分校将为学生提供多方位
支持以及多元化的学习环境。

作为维大悉尼分校的学生，您将会受益
于学校为您提供的一切资源。具备丰富
资质和经验的教学团队和积极热情的学
生服务、学生支持及学生管理团队将竭
诚为您提供帮助。

维多利亚大学接收国内外学生，是澳大
利亚最多元化大学之一。我们希望您能
融入国际学者社群。我们将鼓励支持您
去实现更高的学术目标，为未来长远成
功的职业生涯做好准备。

我代表维多利亚大学悉尼分校感谢您选
择在我校学习，期待和您相见。

弗莉蒂·奥姆

维多利亚大学分校校长
维多利亚大学悉尼分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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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多利亚大学悉尼分校与澳大利亚教育中心合作逾十年，在现代便捷的悉尼校区为国际生提供国
际认证、行业相关课程。我们鼓励学生使用维大悉尼分校提供的一切服务设施，您可以在优越的环
境中学习放松，也可从热心的教职员工处寻求帮助。

校区地址
维大悉尼分校坐落于悉尼市中央商业
区。您可以参考下页地图。蓝色区域是
悉尼港，世界上最美丽的自然港湾之一。
在城市中央商业区及校区附近有很多公
共交通选择，校园距市政厅火车站步行
仅不到10分钟路程。

抵达
当您抵达悉尼，我们的辅导员将为您提
供学校地址和城市交通信息。无论是公
共交通信息、教室位置、用餐场所，还是
住宿信息，我们都会为您提供帮助。

新生见面会
每学期开课前一周，我们都会为所有新
生举办新生见面会，帮助您了解维大悉
尼分校，适应新的学习和生活环境，并
结交新朋友。作为我们见面会的一部
分，您将会了解校园及其设施，和您的教
师、同学见面，并且注册所读课程。

就读维多利亚大学悉尼分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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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学生支持
作为一名维大悉尼分校的学生，您将获
得来自维多利亚大学的支持，也将享受
澳大利亚教育中心（ECA）提供的服务。
支持服务包括：

• 新生见面会

• 学术支持和学习技巧

• 学术管理服务

• 毕业服务

• 心理辅导

• 学生投诉受理

• 社交活动. 

vu.edu.au/vu-sydney/campus-facilities-
services

学生福利
在学习期间，如果您遇到问题，我们的
专业学生福利工作人员都能够作为（辩
护）律师、调解人或支持者为您提供帮
助。

社会活动
在维多利亚大学悉尼分校，我们为自己
的多元文化而自豪，并且鼓励我们所有
的师生每个学期都参加社会活动。这
将有助于促进友谊，并且帮您在提高英
文水平的同时，更好地了解澳大利亚文
化。

关注澳大利亚教育中心和维多利亚悉尼
校区的Facebook主页，您可以阅读更多
学生活动计划。

计划包括：

• 冲浪和露营

• 动物园、博物馆和画廊之旅

• 区域游览

• 社会郊游

• 烧烤野餐

  facebook.com/vusydney.australia

世界大学排名前2%
2019年泰晤士报高等教育世界大学
排名

维多利亚大学悉尼分校
一所坐落于世界级城市的世界级大学 名维大悉尼分

校在读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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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位于南半球，是世界第六大国家。享誉世界顶级教育体系，澳大利亚(包括悉尼)在国际生
理想留学目的地排名中名列前茅。根据2018QS最佳学习城市排行榜，悉尼位列世界最受学生喜爱
的城市前十名。

留学在悉尼

悉尼生活
汇聚文化、美食和国际大型活动于一
体，悉尼为其成为多文化的大都会而感
到自豪。除了文化多元的盛誉外，悉尼还
以其壮观的港口和沙滩、国际知名景观
而闻名于世。比如：悉尼大剧院和悉尼
海港大桥，世界级饭店，还有熙熙攘攘
的夜生活。作为一名维多利亚悉尼校区
的学生，课余时间绝不会缺少值得一去
的地方和值得一做的事情。

新南威尔士州
居住在悉尼，意味着您打开了前往诸
多旅游圣地的便利之门，例如风景如画
的蓝山和猎人谷。无论您是钟爱爬山、
漫步沙滩，徒步灌木，参观鲸鱼表演还
是观光旅游，在新南威尔士州您都能实
现。

生活成本
尽管看上去悉尼的生活成本比较高，但
您要记 得，这是世界上最好的城市之
一！所处地区不同，生活方式不同，则您
的生活成本会有所差别。有了学生卡，您
可以享受大型活动、电 影、博物馆及很
多活动的优惠价格。

资金能力证明

作为您申请签证的一部分，您需要有足够
的资金支付您个人及任何陪读的家庭成
员在澳期间的学费、交通和生活开销。您
需要在申请签证时提供资金能力证明。
从2018年2月1日起，澳大利亚政府设定
的学生12个月的生活费为:

• 学生或监护人－ 20,290澳元

• 陪读伴侣－ 7,100澳元

• 陪同儿童－ 3,040澳元

homeaffairs.gov.au/trav/visa-1/500-
?modal=/visas/supporting/Pages/500/
twelve-months-funds-option.aspx

医疗保险
在您申请学生签证之前，您必须购买在
澳期间的海外学生医疗保险（OSHC）。
根据保险级别不同，OSHC适用于保险
指定的医疗和住院花销。安联国际援助
保险公司是维多利亚大学指定合作伙
伴。我们为维大学生争取了更便宜的保
险价格以及额外的优惠。在校园内便有
安联服务，为您提供报险及续险服务。
安联OSHC12个月的成年人指导价为
559澳元起／位。

vu.edu.au/health-co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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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
寻找合适的住宿是你做出国留学生活决
定的一个重要考虑因素。你需要考虑住
宿价格，与校园及其他地方的距离，以及
附近是否有足够的服务配套设施，例如
超市和医疗服务。

悉尼的住宿选择有：

• 合租－在合租的独立屋中租住一个房
间

• 整组－整租一套独立屋、单元房或公寓

vu.edu.au/sydney/accommodation

2STAY
2Stay是澳大利亚教育中心(ECA)首选住 
宿资源供应商。他们提供优质的学生合
租资源，我们在悉尼的校区，就有2stay
的办公室, 并且可以在您首次抵达悉尼
时提供免费接机。

2stay.com.au

交通
悉尼拥有十分完善的公共交通体系，您
可以乘坐经济便捷的公共交通去校园以
及城市中心。公交系统包括火车、公共汽
车、出租车及完备的自行车路。

工作与学习
在学生签证（500类别）有效期内，学期
开学后您每14天（两周）工作不得超过
40小时。放假期间则没有工作时限（例
如：学期间假期）。

按照教学要求正式注册在课程中的工
作，例如学校分配工作，以及志愿者工
作、无偿工作，均不包括在两周40小时
的时限中。

homeaffairs.gov.au

子女教育
如果陪同您来澳的孩子年龄在六至十七
岁，根据法律，他们必须上学。每位儿童
每年上学支出在8,000澳元以上。

真实临时入境声明
真实临时入境声明（GTE：Genuine 
Temporary Entrant）是一项完善的用以
确保学生签证按照预期学习计划进行，
而非用于维持国际学生在澳大利亚长
期居留的措施。学生签证申请人须在申
请表中提供满足GTE要求的证明。 其中
必须包括一份能够解释表格中问题和/
或文件的陈述，例如就业证明或学历证
明。  

homeaffairs.gov.au/trav/stud/more/
genuine-temporary-entrant

前三位
澳大利亚在世界最佳教育体系中
位居前三
2018 QS高等教育体系实力排名

截至2018年7月，新南威尔士州
注册留学生人数高达286,606 人,
高于澳大利亚其他任何州。
澳大利亚教育培训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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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多利亚大学悉尼分校将全程为您的学业提供学术支持，让您获得必备的知识技能，可以更有信
心在大学中取得成功。从小组专题研讨课到个人辅导，维多利亚大学悉尼分校将伴随您走好求学
之旅的每一步。

小组专题研讨课
整个学期，维多利亚大学悉尼分校都会
提供一系列专题培训。这些研讨课旨在
帮助您适应新的学习环境并为您日后学
习做好知识技能储备。 

专题研讨课的内容主要包括：

• 参考文献技能

• 提交作业

• 考试应对技巧

•  批判性思维

专题研讨课信息将在校园内和社交媒体
发布，我们建议您选择参加您所学习领
域的相关专题课程。

课程助教
维多利亚大学悉尼分校会邀请优秀学
生做助教帮助您学习有困难的学科。助
教可进行一对一辅导和小组辅导。很多
学生在参加主角辅导之后取得了优异成
绩。助教名单可在校园中查询，学生可
直接联系助教。所有学生都可接受免费
助教辅导。

学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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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建议
学课程指导员能够在很多问题上给予
您帮助，包括课程认证、选课、以及课程
进度。他们也可以为您制定从选课到结
课的全套学习计划。如需约见课程指导
员，请到一楼前台预约。

关于课程指导员详情，请参见：

vu.edu.au/vu-sydney/contact-vu-sydney

一对一学习辅导
如果您担心某项评估或是某一课程所
涉及的内容无法按要求完成，学习辅导
员可以为您提供帮助。

语言帮助
当您首次抵达澳大利亚的时候，您的英
文可能并不流利。我们在此可以帮助您
将这门全世界通用的语言说好。您将有
机会参加小组专题研讨课、训练课以及
辅导课，来提高您的英文水平。

就业项目 
我们全年都会举办激动人心的就业活
动，包括邀请相关行业嘉宾演讲以及职
业研讨。我们鼓励学生参加此类活动，
最大程度丰富在维大悉尼分校的学习
经历。我们会定期庆贺学生所取得的成
绩，我们为之而感到自豪。

学生反馈
在您学习期间，我们会要求您作学生满
意度调查。这份保密的调查问卷将有助
于我们评估学生整体的学习经历，包括
我们所提供的服务和设施，我们一次能
够进行改善。

除此之外，每学期我们都将联系您，收
集您对教学及课程的评估调查所提供
的反馈意见。您的反馈内容是保密的，
通过评估调查问卷，我们将进一步完善
课程以及老师的授课方式。

关于任何学习方面的意见反馈，您都可
以发送邮件至：

principal@vu.edu.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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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生支持



11

维多利亚大学悉尼分校和澳大利亚教育中心（ECA）为学生提供多样化机会为毕业后就业做准
备。

就业研讨课程
澳大利亚教育中心提供就业相关研讨课
以帮助毕业生进入澳洲职场。

研讨课内容包括：

• 找工作技巧

• 简历和求职信撰写

• 面试准备和训练，包括模拟面试

• 英文训练

工作经历
维大悉尼分校毕业生可参加ECA提供的
工作实习。学生若在工作实习期间表现
优异，用人公司通常会留用实习生。

工作实习的优势有：

• 拥有观察、学习和培训机会

• 了解澳大利亚职场文化

• 获得指导交流的机会

• 在工作申请方面具有竞争优势（例如，
雇主 对工作经验和学历感兴趣）

• 增加就业前景

了解更多ECA工作实习信息，请阅
读第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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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士学位
申请学士学位（本科）课程，您需要提
供相当于澳大利亚12年级（高中毕业）
的毕业证。 

研究生文凭 
要想进入研究生文凭，您必须成功获
得与澳大利亚学士学位同等或更高的
学历。

硕士学位（授课式)
硕士学位的学术要求为申请人已获得相
当于澳大利亚学士学位或研究生文凭
的学历。 

学术入学要求
请查看是否满足不同国家学历的最低学
术入学要求：

vu.edu.au/entry-international

英语入学要求
所有维多利亚大学的课程都对英语有一
定要求，以确保您能完成学业。

您需要提供被认可的英语测试以证明
您的英语水平，并取得了下列表单里所
述的成绩分数。各课程所需英文入学条
件，请参见以下链接

vu.edu.au/vu-sydney/courses-at-vu-
sydney

我们的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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衔接和过渡课程
您有资格通过之前的学习获得免课，跳
过一些已经修过的基础课直接进入进
阶课程 的学习（高阶学习许可）。倘若
您无法达到 高阶学习许可的要求，您
可以先修读文凭 课程，或者选择相关
领域的预科学习。例 如，成功地完成了
Zenith商学院（我们的预 科课程提供
方）的文凭课程或高级文凭的 课程，您
就能进入维多利亚大学指定本科 学位
的第二学年的学习。

先前英文学习认证 
如果您在过去曾经获得以英语为主要教
学语言的学历，您有机会被豁免英语入
学要求。请访问以下链接并查询我们的
英语入学要求指南以确认您是否可以豁
免语言能力测试： 

vu.edu.au/sites/default/files/
international-english-language-
requirements.pdf

维多利亚大学有权根据具体情况要求学
生参与入学英语能力测试以判断学生英
文水平（由维多利亚大学招生官判定）。
如不能达标的学生，可以选择在大学指
定的悉尼英文语言学校(ELSIS)进修英语
课程以达到入学要求：

elsis.edu.au

费用 
开启维多利亚大学课程学习之前，您需
要支付一笔学费和海外学生健康保险 
(OSHC) 的预付款，并签署国际学生录
取通知书 (Offer Letter)。课程相关费用
将在您的国际学生录取通知书 (Offer 
Letter) 中列明。随后的学费将分学期
计收并于下一学期开学时支付。我们建
议您在注册之前确认好这些费用。费用
因课程的不同而有所差异，而且常有变
化。请注意，每年开学时 学费会有所调
整。费用最新信息请参见：

vu.edu.au/vu-sydney/study-enrolment/
re-enrolling-in-vu-sydney-courses

退款政策
如果出现特殊情况您无法继续学业，那
么您享有全额或部份退款的权利。如
果您需要终止学业并要求退款，您需要
提供退款申请并按要求提交相关证明
文件。

vu.edu.au/international-refunds

评估办法

和每所大学一样，我们对学生作出评估，
并对他们的每一门课学习都给出评估结
果。我们通过下列方法进行评估：

• 测试和考试

• 练习

• 论文和作业

• 演讲

• 实践报告

• 参加个人项目及小组项目

可以肯定的是，您的努力会在评估中体
现，并最终获得成功。

校历  
学期安排、假期、注册信息及实时校
历，请参 见:

vu.edu.au/vu-sydney

申请人必须年满18周岁才可在维
多利亚大学悉尼分校申请维大本
科课程、研究生文凭课程以及研
究生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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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入学时间
3月、7月及11月

时长
6个学期

2019学费
2,600 澳币/门课
(完成该课程需修满24门课）

 
UN

DERG
RADUATE  

信息技术学士学位
Bachelor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课程代号: NBIT | 课程编码: 093390M

成为一个蓬勃发展领域的专业人士，踏上能展现激情、发挥
优势的职业道路。

信息技术学士的课程共6个学期，提供极具
个性化的学习体验。我们关注行业人才需求
旺盛的领域，比如网站／手机应用软件开发
和ICT管理等。

我们提供以最新技术架设的学习体验——
如思科路由器和交换机，亚马逊云服务器，
以及虚拟信息化架构管理（Hyper-V)等。

在IT行业取得成功需要技术、分析、管理、
领导和个人技能，我们的课程涵盖以下知
识领域：

• 跨领域的IT应用知识

• 符合行业设施标准的实战体验

• 多行业领域的项目管理经验，包括政
府、财务、零售以及制造业。

这一学位还能为您考取本地以及国际公司
的专业行业认证准备，如思科认证网络专
员(CCNA)以及微软认证技术专家（MCTS）
等。

毕业成果

这一课程还为您的职业生涯做准备，使您
成为软件分析师，网络设计师，网络应用开
发员，手机应用开发员，计算机及网络支持
员，数据中心管理员，系统管理员，安全顾
问，数据库管理 员，网络管理员，商业分析
师，数据分析师或项目经理。

作为一名IT专业人员，您将有机会在IT科技
企业、政府机关部门、银行和金融机构、零
售业、教育业、健康护理机构、传媒、物流和
制造业就业。

课程和选修

欲获得信息技术学士学位，学生需修满288
分（相当于24门课），包括：

• 96学分（相当于8门课）第一年的公共
核心课程的学习。

• 96学分（相当于8门课）的主修课学习
详见下表）。

• 48学分（相当于4门课）的核心毕业设
计课程学习。

• 48学分（相当于4门课）的选修课学习
从下表中选择学科或是学习领域）。

在第一学年已完成公共核心课程学习的学
生（96学分，相当于8门课），可以选择就此
毕业并获得信息技术文凭。

专业认证 

毕业生可以获得澳大利亚计算机协会的专
业会员资格。

入学要求 
英语要求

请提供以下任一英语考试的正式成绩单并
至少达到以下标准：

•  雅思A类：总分6.0分（单科不低于6.0
分）

• 托福(TOEFL IBT)：总分67分。单科成
绩：听力不低于12分，口语不低于18
分，阅读不低于15分，写作不低于21分

• 培生英语考试（PTE)：总分50－57(单科
不低于50分）

• 剑桥高级英语（CAE）：总分169（单科
不低于169）

• 悉尼英文语言学校(ELSIS)：完成学 术
英语课程（EAP）2级的学习并获 得B以
上成绩

学术要求 

进入大学本科课程学习需要您拥有以下学
历：

•  相当于澳洲12年级（高中毕业）的中学
毕业证。

我们将在收到您完整申请时对您的学术能
力进行评估。

第一学期（核心课程）

• 网络开发和CMS

• 基础编程

• 通信与信息管理

• 计算机网络

第二学期（核心课程）

• 数据库系统介绍

• 操作系统

• 基础项目管理

• 网络应用和服务器管理

主修课程

• 网络和手机应用开发

• 网络和系统计算

辅修课程

• 软件开发

• 网络管理

• ICT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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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授课计划
第一学年（公共课程）- 96学分

NIT1101 网络开发和内容管理系统（CMS） NIT1201 基础数据库系统

NIT1102 基础编程 NIT1202 操作系统

NIT1103 通信与信息管理 NIT1203 基础项目管理

NIT1104 计算机网络 NIT1204 网络应用和服务器管理

专业1：网络与移动应用开发 专业2：网络与系统计算机化

NIT2112 面向对象编程 NIT2122 服务器行政管理

NIT2213 软件工程 NIT2222 网络技术

NIT3112 高级网页应用程序开发 NIT3122 企业网络管理

NIT3213 移动应用程序开发 NIT3222 虚拟化计算

NIT2113 云应用程序开发 NIT2124 网络管理

NIT2212 数据库2 NIT2223 移动和无线网络

NIT3113 高级编程 NIT3104 计算机结构

NIT3114 在线商务系统开发 NIT3123 高级网络技术

选修专业二选一 选修专业二选一

网络管理专业 软件开发专业 

NIT2122 服务器行政管理 NIT2112 面向对象编程

NIT2222 网络技术 NIT2213 软件工程

NIT3122 企业网络管理 NIT3112 高级网页应用程序开发

NIT3222 虚拟化计算 NIT3213 移动应用程序开发 

信息与通信技术管理专业（ICT） 信息与通信技术管理专业（ICT）

NIT2171 ICT管理基础 NIT2171 ICT管理基础

NIT2271 ICT变更管理 NIT2271 ICT变更管理

NIT3171 ICT商务分析和数据可视化 NIT3171 商务分析和数据可视化

NIT3274 小型商务IT NIT3274 小型商务IT

毕业核心课程–48学分

NIT2101 计算机与网络安全 NIT3101 IT研究课题1

NIT2201 IT职业和道德 NIT3201 IT研究课题2

主修专业二选一

或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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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入学时间
3月、7月及11月

时长
6个学期

2019学费
2,600澳币/门课
(完成该课程需修满24门课）

 
UN

DERG
RADUATE  

商业学士学位(主修会计专业）
Bachelor of Business  
(Accounting major)
课程代号: BBNS-BMAACT | 课程编码: 092820B

该专业毕业生，可获得中型／大型公司、公共机构以及非盈利
组织的工作机会。

该学位可以让您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学习。
所有的学生在第一年学习通用的核心课程，
在第二和第三年的学习中，您可以选择某两
个商科领域进行深入学习，也可以就一个商
科领域将学习和研究相结合。

该课程为您的职业发展作准备，由该领域的
专家对您进行手把手教学，从而让您在会
计领域处于 优势并且拥有自信。

毕业成果

这一课程可从事的职业有：会计、商业分析
师、审计师、财务分析师或是税务咨询 专
家。

有了会计学学位，您可以在澳大利亚及海外
获得私企、公共部门及非盈利组织中的会计
业工作机会。

课程及选修

学生们需要修完总共288学分（相当于24门
课）的课程，包括：

• 96学分商科核心课程（相当于8门课）

• 96学分主修课程学习（相当于8门课）

• 96 学分任选课程 (相当于8门课)

• 第二专业96学分（相当于8门课）或者

• 一个辅修学科48学分（相当于4门课)  加 

• 一个延伸辅修学科48学分（相当于4门
课）。

* 选修课的实际开课列表因应学生的入读情况和实际开设情况会有不定期的改变

后续课程连接

如果您已经在我们衔接课程合作院校
EGI（ECA Graduate Institute）完成了下
列课程之一，您将获得入读商业学士（
会计专业）的学分减免（又称 advanced 
standing进阶起点):

• 会计文凭：最多减免两个学期的 学分

• 会计高级文凭：最多减免三个学期的
学分

• 商业文凭：最多减免两个学期的 学分

• 商业高级文凭：最多减免三个学期 的
学分

入学要求
英语要求

请提供以下任一英语考试的正式成绩单并
至少达到以下标准：

•  雅思A类：总分6.0分（单科不低于6.0
分）

• 托福(TOEFL IBT)：总分67分。单科成
绩：听力不低于12分，口语不低于18
分，阅读不低于15分，写作不低于21分

• 培生英语考试（PTE)：总分50－57(单科
不低于50分）

• 剑桥高级英语（CAE）：总分169（单科
不低于169）

• 悉尼英文语言学校(ELSIS)：完成学 术
英语课程（EAP）2级的学习并获 得B以
上成绩

学术要求

进入大学本科课程学习需要您拥有以下学
历：

• 相当于澳洲12年级（高中毕业）的中学
毕业证。

我们将在收到您完整申请时对您的学术能
力进行评估。

商科核心课程

• 决策会计

• 商业信息系统

• 经济学原理

• 商业统计学

• 基础市场营销

• 商业法

• 管理和企业行为学

• 综合商务挑战

主修课程

学生需要修满96分（相当于8门课的学
习）。

• 信息系统会计

• 财务会计

• 管理会计

• 公司法

• 公司会计

• 公司财务

• 高级财务会计

• 应用商务挑战

专业认证

该专业学生如按照规定的课程学分和序列学习并毕业，
有机会成为澳大利亚会计师协会（CPA Australia）的初
级会员。 

该专业学生若按规定的课程及序列完成相应的学分，外
加 税法、会计实践以及审计课程的学习，也有机会申请
成为澳/新特许会计师会员（IC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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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入学时间
3月、7月及11月

时长
6个学期

2019学费
2,600澳币/门课
(完成该课程需修满24门课）

 
UN

DERG
RADUATE  

商业学士学位(信息系统 管理
专业)
Bachelor of Business  
(Information Systems Management major)
课程代号: BBNS-BMAISM | 课程编码: 092820B

通过学习商业分析、项目管理、数据管理或国际电子商务经济
所需的基本概念、知识和技能，您 能更好地适应职业发展。

这一课程为您在企业中利用信息系统进行
目标决策的战略化应用做好准备。毕业生将
具备全面检视信息系统分析、建模、开发、
数字化管理技术及方法的能力，且可运用所 
学知识开发和传输信息系统项目。在这个日
新月异，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的毕业生能
够具备在全球各行业开发信息系统项目所
需的技术与知识。

毕业成果

这一课程可从事的职业有：系统分析员、程
序员（及设计师）、应用开发专员、网络管理
员、信 息系统管理员等。毕业生可以在不同
商业领域的IT信息技术部门就职，也可以在
科技公司出任行业咨询顾问。

课程及选修

学生们需要修完总共288学分（相当于24门
课）的课程，包括：

• 96学分商科核心课程（相当于8门课）

• 96学分主修课程学习（相当于8门课）

• 96 学分任选课程（相当于8门课)

• 第二专业96学分（相当于8门课）或者

• 一个辅修学科48学分（相当于4门课)  加 

• 一个延伸辅修学科48学分（相当于4门
课）。

* 选修课的实际开课列表因应学生的入读情况和实际开设情况会有不定期的改变

商科核心课程

• 决策会计

• 商业信息系统

• 经济学原理

• 商业统计学

• 基础市场营销

• 商业法

• 管理和企业行为学

• 综合商务挑战

主修课程*

学生需要修满96学分（相当于8门课的
学习)

• 商务流程模式

• 项目商业应用

• 系统分析与设计

• 数据库系统

• 信息道德标准与管理

• 项目管理

• 信息系统课题

• 应用商务挑战

后续课程连接

如果您已经在我们衔接课程合作院校
EGI（ECA Graduate Institute）完成了下
列课程之一，您将获得入读商业学士（
会计专业）的学分减免（又称 advanced 
standing进阶起点):

• 会计文凭：最多减免两个学期的 学分

• 会计高级文凭：最多减免三个学期的
学分

• 商业文凭：最多减免两个学期的 学分

• 商业高级文凭：最多减免三个学期 的
学分

入学要求
英语要求

请提供以下任一英语考试的正式成绩单并
至少达到以下标准：

•  雅思A类：总分6.0分（单科不低于6.0
分）

• 托福(TOEFL IBT)：总分67分。单科成
绩：听力不低于12分，口语不低于18
分，阅读不低于15分，写作不低于21分

• 培生英语考试（PTE)：总分50－57(单科
不低于50分）

• 剑桥高级英语（CAE）：总分169（单科
不低于169）

• 悉尼英文语言学校(ELSIS)：完成学 术
英语课程（EAP）2级的学习并获 得B以
上成绩

学术要求

进入大学本科课程学习需要您拥有以下学
历：

• 相当于澳洲12年级（高中毕业）的中学
毕业证。

我们将在收到您完整申请时对您的学术能
力进行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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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授课计划
核心课程8门/96学分

BAO1101 决策会计 BEO1106 商业统计

BCO1102 商业信息系统 BLO1105 商业法

BEO1105 经济学原理 BMO1102 管理与组织行为学

BHO1171 基础市场营销    BPD1100* 综合商务挑战

专业1:信息系统管理 专业2:会计

BCO2000 商务流程建模 BAO2000 会计信息系统

BCO2041 系统分析与设计 BAO2001 公司财务

NIT1201 数据库系统入门 BAO2202 财务会计

NIT2113 云应用开发 BAO2203 公司会计

NIT2171 IICT管理入门 BAO2204 管理会计

NIT2201 IT职业素养与道德 BLO2205 公司法

BCO3447 信息系统项目 BAO3309 高级财务会计

  BPD3100* 应用商务挑战   BPD3100* 应用商务挑战

选修专业二选一**  选修专业二选一**

会计专业 信息系统管理专业

BAO2000 会计信息系统 BCO2000 商务流程建模

BAO2202 财务会计 BCO2041 编程商务应用

BAO2203 公司会计 NIT1201 系统分析与设计

BAO2204 管理会计 NIT2201 数据库系统

市场营销专业 市场营销专业

BHO2265 综合市场沟通 BHO2265 综合市场沟通

BHO2285 市场调研 BHO2285 市场调研

BHO2434 消费者行为学 BHO2434 消费者行为学

BHO3439 市场服务与经验 BHO3439 市场服务与经验

附加选修课程BPD2100* 及以下列表中的

  BPD2100* 国际商务挑战 BAO2000 会计信息系统

BHO2259 产品与服务创新 BAO3306 审计

BHO2265 综合市场沟通 BAO2202 财务会计

BHO2285 市场调研 BAO2204 管理会计

BHO2434 消费者行为学 BLO2206 税法和实践

BHO3439 市场服务与经验 BCO2000 商业流程建模 

BMO2002 战略管理 NIT2271 ICT管理变革

学生所完成的必修和选修的部分不可作为附加选修课的上课条件。并非所有课程均会开课：其他课程开设情况请参见MY VU Portal:

myvuportal.vu.edu.au

带星标（*）为商务挑战类课程

（**）选择读双学位的学生若没有修完选修课*BPD2100和*BPD3100，将只能获得其中一个主修专业的学位。

主修专业二选一 或双选

或 或



19

商业研究生文凭(企业资源策
划系统专业）
Graduate Diploma in Business 
(Enterprise Resource Planning Systems)
课程代号: BGEP | 课程编码: 085240C

学生将运用数据分析技能及SAP技术来解决企业信息传输及
管理问题，学习如何实施和维护专业的企业资源策划(ERP)系
统。

在全行业、SAP和学术界推崇的ERP系统教
育方面，维多利亚大学堪称世界领先的教育
机构之一。

毕业成果

商业研究生文凭（企业资源策划系统）提供
了一条切实ERP学习路径，学生可选择继续
深造，例如攻读商业硕士（企业资源策划系
统）。本课程的设计同时也为那些已经具有
了重要的相关行业经验，却尚未获得研究生
级别学位的人提供升学机会。

课程和选修 

商业研究生文凭（企业资源策划系统）的学
生，需要修满96学分（相当于8门课）。 

该学位由两个重要部分组成：

• 84学分核心课程学习（相当于7门课）

• 12学分选修课程学习（相当于1门选
修课)

后续课程连接

如果您已经在其他大学或学院修读过 相
关课程，且认为符合免课条件，那 么您可
以提交进阶学习起点(advanced standing)
的申请,免修部分课程并提 早进入高级课
程的学习。

入学要求 
英语要求

请提供以下任一英语考试的正式成绩单并
至少达到以下标准：

•  雅思A类：总分6.5分（单科不低于6.0
分）

• 托福(TOEFL IBT)：总分79分。单科成
绩：听力不低于19分，口语不低于19
分，阅读不低于18分，写作不低于22分

• 培生英语考试（PTE)：总分58－64(单科
不低于50分）

• 剑桥高级英语（CAE）：总分176（单科
不低于169）

• 悉尼英文语言学校(ELSIS)：完成学术英
语课程（EAP）2级的学习并获 得A以
上成绩

学术要求 

进入大学本科课程学习需要您拥有以下学
历：

• 任何学科的学士学位

• 获得了相关的专业文凭并具备至少3 年
的工作经验

• 至少7年的工作经验(由维多利亚大 学悉
尼校区课程负责人做出评估)

我们将在收到您完整申请时对您的学术能
力进行评估。

第一学期

• 信息技术管理

• 信息技术项目管理

• 企业资源策划系统

• ERP与会计

第二学期

• 企业运作与组织系统

• 商业流程工程

• 企业资源策划应用

• 选修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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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入学时间
3月、7月及11月

时长
2个学期

2019学费
2,900澳币/门课
(完成该课程需修满8门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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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续课程连接 

如果您已经在其他大学或学院修读过 相
关课程，且认为符合免课条件，那 么您可
以提交进阶学习起点(advanced standing)
的申请,免修部分课程并提 早进入高级课
程的学习。

专业认证 

本课程是澳大利亚CPA会计师协会职业资
格认证机构认可的课程.

入学要求
英语要求

请提供以下任一英语考试的正式成绩单并
至少达到以下标准:

• 雅思A类：总分6.5分（单科不低于6.0
分）

• 托福(TOEFL IBT)：总分79分。单科成绩：
听力不低于19分，口语不低于19分，阅
读不低于18分，写作不低于22分

• 培生英语考试（PTE)：总分58－64(单科
不低于50分）

• 剑桥高级英语（CAE）：总分176（单科
不低于169）

• 悉尼英文语言学校(ELSIS)：完成学术英
语课程（EAP）2级的学习并获 得A以
上成绩

学术要求

进入大学本科课程学习需要您拥有以下学
历:

• 相当于澳大利亚本科及以上的的学历.

我们将在收到您完整申请时对您的学术能
力进行评估。

研究生文凭(专业会计)
Graduate Diploma in
Professional Accounting
课程代号: BGAP | 课程编码: 068697M

这一课程为您提供在当今全球会计行业所需的专业知识、数
据分析、个性化及人际交往方面等必须技能。 

该课程由八门课组成，为非会计专业的本
科毕业生提供会计专业的入门资格，并且
为商科毕业生提供了一个成为专业会计人
才的机会。

本专业会计研究生文凭荣获澳大利亚CPA
会计师公会的专业认可。若学生曾修读CPA
基础课程，可免修已完成的科目。详情请联
系课程负责人做进一步咨询。

毕业成果

这一课程的学习能帮助您成为会计师、税
务师及财务管理专业人士。

课程和选修

专业会计研究生文凭的学生，需要修满96
学分（相当于8门课）。

第一学期

• 管理会计

• 会计系统与流程

• 商业法与公司法

• 商业经济学

第二学期

• 商业财务

• 财务与公司会计

• 专业审计

• 当代会计问题

2019入学时间
3月、7月及11月

时长
2个学期

2019学费
2,900澳币/门课
(完成该课程需修满8门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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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硕士学位（会计专业）
Master of Business  
(Accounting)
课程代号: BMAK | 课程编码: 083037M

攻读全球认可的会计学位，打下坚实的基础，同时学习最新
的可持续发展及全球化趋势下会计 专业知识。

学生将会研究会计、经济和财务方面的知
识，同时掌握在众多行业中成功成为资深
会计所需的各 种技能。

毕业成果

毕业生可在私有企业、非营利性组织及政
府从事普通会计、税务会计或是管理会计
工作。

课程和选修

获得商业硕士（会计）的学位，学生必须完
成如下192学分的学习: 

• 48学分的大学核心课程

• 24学分的商科专业课程

• 84学分的专业商科课程

• 36学分研究课程

后续课程连接

如果您已经在其他大学或学院修读过 相
关课程，且认为符合免课条件，那 么您可
以提交进阶学习起点(advanced standing)
的申请,免修部分课程并提 早进入高级课
程的学习。

入学要求
英语要求

请提供以下任一英语考试的正式成绩单并
至少达到以下标准:

• 雅思A类: 总分6.5分(单科不低于6.0分)

• 托福(TOEFL IBT): 总分79分。单科成绩：
听力不低于19分, 口语不低于19分, 阅读
不低于18分, 写作不低于22分

• 培生英语考试(PTE): 总分58－64(单科不
低于50分）

• 剑桥高级英语(CAE): 总分176(单科不低
于169）

• 悉尼英文语言学校(ELSIS): 完成学术英语
课程(EAP)2级的学习并获 得A以上成绩

学术要求 

进入大学本科课程学习需要您拥有以下学
历:

• 相当于澳大利亚本科及以上的的学历

• 获得了其他学科的专业文凭或毕业 证并
具备至少3年的工作经验(由维 多利亚大
学悉尼校区课程负责人做出评估)

• 会计领域的研究生文凭

我们将在收到您完整申请时对您的学术能
力进行评估。

第一学年，第一学期

• 商业经济学

• 会计系统与流程

• 商业法与公司法

• 市场营销管理

第一学年，第二学期

• 管理会计

• 企业运作与组织系统

• 澳大利亚所得税法与实践

• 商业研究方法

第二学年，第一学期

• 商业财务

• 财务及公司会计

• 专业审计

• 12学分选修课（相当于1门课）

第二学年，第二学期

• 商业道德和持续性

• 当代会计问题

• 商业研究课题

• 12学分(相当于1门课)选修课程

专业认证

 按规定完成所有课程后，毕业生可申请澳大利亚CPA会
计师协会或澳大利亚特许会计师协会（ICAA）的专业认
证鉴定，以获得所需 的会计专业从业资格认可.

2019入学时间
3月、7月及11月

时长
4个学期

2019学费
2,900澳币/门课
(完成该课程需修满16门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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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硕士学位(企业源规划系 
统专业)
Master of Business 
(Enterprise Resource Planning Systems)
课程代号: BMES | 课程编码: 083017D

维多利亚大学是全世界最为综合的企业资源策划系统（ERP）
和商业分析课程提供院校之一。该课程从信息系统的视角介
绍企业资源策划(ERP)系统，重点介绍SAP R/3。 

课程培养学生获取支持ERP系统应用和维
护所需的计算机及商科技能，并且理解这
些系统在某一具体行业实施商业运作的战
略意义

您将会学到最新的SAP解决方案，包括:

• 商业信息数据库 

• 商业目标规划

• 商业智能

• 客户关系管理

• 高级企业资源策划和优化

• 解决方案管理

• 集成平台组合

迅速发展的市场 

澳大利亚的信息与通信技术行业全球闻
名，极具竞争力，且处于快速增长期（贸易
协会）。

毕业成果

本专业毕业生在ERP/SAP行业极受欢迎。您
将有机会获得此领域专家级的老师们手把
手的传授经验和实战机会。这一课程能培养
出信息与通信技术的资深人才和领军人物，
比如ERP分析师、商业软件经理或SAP 商业
咨询顾问。

我们的毕业生获得了一些澳大利亚顶级
企业的就业机会，包括澳大利亚埃森哲
(Accenture)咨询公司，Linfox，IBM以及澳大
利亚邮政等。

课程及选修

学生需要修满192学分（16门课），由四个主
要部份构成:

• 48学分(相当于4门课)的核心课程——基
本商业知识，特别为本科专业为非IT相
关领域的学生而准备

• • 24学分(相当于2门课)的基础课程

• • 84学分(相当于7门课)的专业课程，包
括4个核心ERP课程和3个基础ERP课程

• • 36学分(相当于3门课)的研究课题(方
向二选一)

后续课程连接

如果您已经在其他大学或学院修读过 相
关课程，且认为符合免课条件，那 么您可
以提交进阶学习起点(advanced standing)
的申请,免修部分课程并提 早进入高级课
程的学习.

入学要求
英语要求

请提供以下任一英语考试的正式成绩单并
至少达到以下标准:

• 雅思A类: 总分6.5分(单科不低于6.0分）

• 托福(TOEFL IBT): 总分79分。单科成绩：
听力不低于19分, 口语不低于19分, 阅读
不低于18分, 写作不低于22分

• 培生英语考试(PTE) 总分58－64(单科不
低于50分）

• 剑桥高级英语(CAE): 总分176(单科不低
于169）

• 悉尼英文语言学校(ELSIS)：完成学术英语
课程(EAP)2级的学习并获 得A以上成绩

学术要求 

进入大学本科课程学习需要您拥有以下学
历:

• 相当于澳大利亚本科及以上的的学历

• 获得了其他学科的专业文凭或毕业 证并
具备至少3年的工作经验(由维 多利亚大
学悉尼校区课程负责人做出评估)

我们将在收到您完整申请时对您的学术能
力进行评估。

第一学年，第一学期

• 企业资源策划系统

• 企业运作与组织系统

• 信息技术管理

• 信息技术项目管理

学生完成至少4门课程的学习，并满足毕
业要求，可以选择结束商业硕士（企业资
源策划系统）课程的学习，并获得研究
生毕业证书（企业资源策划系统）。

第一学年，第二学期

• 商业流程工程

• ERP系统与会计

• 商业研究方法

• 商业分析

第 二 学年，第一学期

• 客户关系管理

• 执行和移动计算

• 企业变更管理

• 从大学研究生课程中任选一项12学
分（1门 课）(实际开课列表因应学
生的入读情况和 实际开设情况会有
不定期的改变)

第 二 学年，第二学期

• ERP系统应用

• 专业信息系统

• 商业研究课题

• 从BMES,NMIT或BMAK课程中任选一
门选修课程

2019入学时间
3月、7月及11月

时长
4个学期

2019学费
2,900澳币/门课
(完成该课程需修满16门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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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信息技术硕士学位
Master of Applie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课程代号: NMIT | 课程编码: 083015F

若能获得本硕士学位，您将拥有广阔的职业前景，就业几率
倍增。

该课程设置灵活实用，为已经获得了IT行业
本科资历的学生提供信息技术方面的高级
培训。该专业以实践为导向，将您所学的知
识和技巧应用到现实世界的商业问题中。

毕业成果

该课程培养学员的全面技能，做好在ICT培
训、项目管理、数据库、IT咨询、网路管理、
网络或软件开发／工程等领域就业的准备。
毕业生也可以继续深造，进而攻读研究型
硕士及理工博士学位。 

课程及选修

应用信息技术硕士学位需要修满192学分
(16门课）。

课程由IT、项目管理和研究课题等课程构
成。

学生可以在课题1和课题2中各选择一个24
学分的研究课题，或者在课题3和课题4中
选择一个48学分的高级研究课题。

后续课程连接 

如果您已经在其他大学或学院修读过 相
关课程，且认为符合免课条件，那 么您可
以提交进阶学习起点(advanced standing)
的申请,免修部分课程并提 早进入高级课
程的学习。

入学要求 
英语要求

请提供以下任一英语考试的正式成绩单并
至少达到以下标准:

• 雅思A类: 总分6.5分(单科不低于6.0分）

• 托福(TOEFL IBT): 总分79分。单科成绩：
听力不低于19分, 口语不低于19分, 阅读
不低于18分, 写作不低于22分

• 培生英语考试(PTE): 总分58－64(单科不
低于50分）

• 剑桥高级英语(CAE): 总分176(单科不低
于169)

• 悉尼英文语言学校(ELSIS)：完成学术
英语课程(EAP)2级的学习并获 得A以上
成绩

学术要求

如学生已在以下领域获得了相当于澳洲本科
学士学位或研究生文凭的学 历，即具备入
读该学位的资格: 

• 信息技术

• 计算机科学

• 计算机化

• 信息系统

• 工程

• 商科

• 理科

我们将在收到您完整申请时对您的学术能
力进行评估。

第一学年，第一学期

• 网络系统

• 数据库分析和设计

• 项目管理概况

• 软件工程

第一学年，第二学期

• 云计算

• 高级面向对象编程

• 项目管理和信息技术

• 信息安全

第二学年，第一学期

• 高级无线网络

• 移动应用程序

• 研究课题入门

• 研究课题1

第二学年第一学期

• 网络传感

• 高级研究课题

• 数据仓库和数据挖掘

• 研究课题2

额外选修

• 研究课题3

• 研究课题4

2019入学时间
3月、7月及11月

时长
4个学期

2019学费
2,900澳币/门课
(完成该课程需修满16门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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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工作实习机会，请到 Level 1, 160 Sussex 
Street, Sydney 联系我们的实习生项目团队

ECA工作实习

ANSHUL SYAL 

‘我在完成ECA安排的实习后, 成功地获得Optus商务
中心(澳大利亚第二大通信公司)的全职工作。ECA提
供的工作实习机会成就了今天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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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完成我校下属ELSIS语言学校的学术英文课程（EAP），且能力测试达标后，学生即可直接入读
维多利亚大学的课程。

语言预科课程

本科学位

研究生文凭学位

研究生学位

学术类英文*
课程代号：02644C

*参见课程详细入学要求，了解入学英文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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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课程选择 2 相关文件的准备 3 完成和递交申请

关于课程、费用以及国际学生入学
要求的信息，请登录如下网址查询:

vu.edu.au/vu-sydney/courses-at-vu-
sydney

申请课程时，您须随申请附上相关
文件，以证明您满足入学要求。

文件包括:

• 英文水平证明

• 成绩单及毕业证公证件

• 完成背景信息清单和财产证明

• 完成进阶起点表格或学前认定或 
RPL表格

• 其他相关文件，例如公司或学校
的 介绍信、学习目的或研究计划 

您可以通过如下链接列出的信息进
行在线申请: 

vu.edu.au/vu-sydney/courses-at-vu-
sydney/how-to-apply

您也可以通过维多利亚大学认可的 
留学中介进行申请。具体中介名单
可 查询:

ecavu.rtomanager.com.au/Publics/
PublicsPages/AgentListByCountry.
aspx

申请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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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录取通知书 5 办理签证 6 行前准备

如果收到的是有条件录取通知书 
(Conditional Offer)，那么您在满足
所有条件后即可获得正式录取通知
书(Full Offer)

如果您收到的是正式录取通知书， 
您必须:

• 签署并寄回您包含接受函
(Acceptance)的正式录取通知书
(Full Offer) (注意须寄回完整文件)

• 支付学费的预付款

• 支付海外学生健康保险 (OSHC) 

如果您的签证申请需要电子注
册确认信（eCOE)，那么维多利
亚大学会在您的国际学生接受函
(Acceptance)审核通过后，为您发
放eCOE. 

大多数来澳大利亚留学的国际学生
都必须申请学生签证。申请时，陈
述清 楚您的整个学习意向是非常
重要的。学生签证申请学生签证的
详细信息，申请程序和相关问题，
请登录:

border.gov.au

预订机票并寻找住宿。在您首次抵
达悉尼机场时，如果需要维多利亚
大学 的代表接机，请联系我们，以
便我们 安排并提供帮助: 

vu.edu.au/vu-sydney/contact-vu-
sydney

真诚期待您来到维多利亚大学

切记 
请为您申请学生签证预留足
够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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