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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专业成就奖
世界级科研机构

2016年世界大学学术排名

为什么选择悉尼？

悉尼歌剧院、悉尼海港大桥、数不清的美丽海滩，这一切都在
悉尼⸺适合所有人生活、学习、工作的目的地。

斯威本科技大学悉尼校区坐落于帕拉马塔区，乘火车 30分钟可
达悉尼市中心。帕拉马塔是悉尼重要的商业和金融中心，零售
商店和不同风格的餐馆在这里随处可见。 

帕拉马塔周围有超过 18个公园以及各种充满活力的艺术和文化
场所，一年一度的悉尼节、冬季灯光秀和帕拉马萨拉音乐节都
在这里举办。

学校荣誉

3%
全球前

2020年世界大学学术排名

斯威本科技大学，专注高质量教育。

斯威本科技大学简介

我们的大学
斯威本科技大学是一个文化多元的教育机构，大学始终致
力于创新并且带来及时的改变来鼓舞我们的学生和教职工。 

大学每年都希望有所成长，有所变革。

为什么选择斯威本科技大学
作为世界一流学府，斯威本科技大学致力于培养专门的职业
型人才并提供给他们所有就业的技能。我们的毕业生经常入
职 IBM、梅赛德斯 -奔驰、西门子、普华永道等世界上最好
的公司。

45#
全球大学第45位
(建校未满50年)

2021年QS全球大学排名50强 (建校未满50年)

校史
100多年前，斯威本科技大学建立，学院为没有进入大学继
续深造的一部分社会人士提供了专业的技术教育机会。一个
多世纪以来，斯威本科技大学不断致力于教育创新，致力于
学校行业建立紧密联系、并让教育变得更加包容开放。

50强

设计专业领导院校
艺术与设计专业

2020年QS世界大学学科排名
100强

工程专业卓越奖章
土木工程专业

2020年世界大学学术排名

强200

亚太地区

2019年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 

75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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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选择斯威本科技大学悉尼校区？

课程对接就业

在斯威本科技大学悉尼校区，我们的研究生课程将指导您走好职
业生涯的每一步。 

我们的实践、理论和概念技能课程旨在让您掌握成功所需的知识
和技能，无论您将来毕业时的起点如何，初入职场或是担任领导，
您都会有充分的知识和技能储备来加以应对。

一流设施

斯威本科技大学悉尼校区坐落于帕拉马塔的中心，学校设施在设
计之初即考虑到学校培养企业创新人才的愿景。新开放的教学大
楼足以满足您对一所现代大学的所有期待。 

强大的校企合作 

我们与企业的紧密联系意味着我们培养出的学生，都将是用人单
位急需的专业人才。我们与诸多澳洲及世界上领军企业强强合
作，让学生有机会在真实的工作场景中学习体会。

我们还邀请各行各业的思想领袖和专业人士担任斯威本科技大
学悉尼校区的客座讲师，让学生与行业精英们近距离交流。 

师资雄厚 

斯威本科技大学在教育界和科学界声誉极佳，吸引了大量高素
质的学者和教师来我校任职。所以您可以师从各个领域的精英
人士。

协作学习
小班教学模式、高素质教师、创新学习技术，我们致力于为提
供最佳的学习体验，在学生学习的各个方面提供个性化支持。
其中，小班教学不仅能让学生有更多机会与同学和导师互动和
讨论，还让学生了解测评要求，明确学习目标。

全方位一体式学生支持
斯威本科技大学悉尼校区为学生提供一系列学术和非学术支持。
我们评估学生的需求，设计课程，确保他们掌握成功所需的知
识和技能。我们的学生服务营造了一个学生、教职工互帮互助
的友好氛围，帮助学生全面学习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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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发展、奖学金 
和费用

就业技能
斯威本科技大学悉尼校区深知就业和工作技能的重要性，于是我们设计了专门的职业课程模块，
旨在帮助学生建立求职信心。学生通过该课程模块，将学习简历制作、工作申请、面试技巧、
实习准备等方面的知识，了解澳大利亚和全球职场。 

奖学金
选择攻读信息技术硕士、信息技术硕士（专业计算机）、建筑和基础设施管理硕士的学生可申
请斯威本科技大学乔治研究生奖学金金。此外，我们会向参与信息技术课程的学生提供实习机
会。 

课程费
斯威本大学网站全部所示之费用均为 2021年度费用，且必须接受年度审查。课程费视学生每
学期的课程数量而定。访问我校网站可获取更多信息：swinburne.edu.au/sydn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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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桥梁课程

研究生桥梁课程（PQP）旨在为没有达到斯威本科技大
学正式研究生课程入学英语和 /或学术要求的学生提供
过渡。

学生须完成该课程才可正式进入斯威本科技大学悉尼校
区信息技术硕士的第一学年课程。

通过英语语言训练和知识学习，学生将具备研究生学习
所必需的语言能力。

研究生桥梁课程

学制：6个月 

学费：13,960澳元（2021全年） 

入学要求

完成至少三年的高等教育学历课程（等同于国内的大
专课程）。

英语要求

满足下列要求中的任意一项：

• 雅思学术类：总分6.0分（单项不低于5.5分）

• 斯威本科技大学英语语言中心：学术英语EAP 5 

高级水平，总分65%，单项技能60%及以上。

• 托福网考：总分75分（单项不低于17分）

• 其它同等水平的英语语言能力证明。

奖学金

斯威本科技大学国际学生桥梁课程优异奖学金是提供
给符合条件学生的固定金额奖学金，每年2500澳元用
以抵用学费，最长为2年。

斯威本科技大学国际学生桥梁课程优异奖学金 

申请研究生桥梁课程（PQP）和研究生学位课程即可申请2500澳
元的奖学金。

奖学金标准

• 固定奖学金金额为每年2500澳元，不包括课程费，最长为2年。

奖学金申请条件

• 非澳大利亚、新西兰公民；非澳大利亚永久居民。

• 尚未接受或注册斯威本科技大学课程（ELICOS课程除外）。

• 未拥有斯威本科技大学其他种类奖学金或学费减免安排。

• 学术成绩达到澳大利亚标准GPA的60%。

申请结果确认

如果您申请入学斯威本科技大学成功，您将收到我们的电子邮
件，奖学金申请结果将一并附上。

宗旨与目标

研究生桥梁课程旨在为已完成非NOOSR*认证学位的学生提供
入学途径，并帮助学生从此前的学习顺利过渡到斯威本科技大
学研究生课程。注意，桥梁课程仅面向国际学生。 

*NOOSR（国家海外技能评估办公室）

课程结构

研究生桥梁课程包括4个学生必须完成的 non-award 核心单元
课程（不颁发学位的课程）：

• COM10010 学术实践和沟通能力

• LAL10003 应用学术素养

• MFP30001 硕士批判性思维

• MFP30002 硕士研究方法

学业进展 – 特殊要求

除标准的学业进展规则外，本课程还根据学术课程规定62（2）
制定有以下额外的学业进展规则：

1. 若学生出现以下情况，则视为“存在学业风险”：

2. 若学生出现以下情况，则视为“不满足升学要求”：

学业无进展的学生须根据学业进展政策中进展审查部分的相关
条例，就情况作出解释。

• (a) 任意科目不及格

• (a) 在被认定“存在学业风险”的情况下，下一个研究生桥
梁课程模块中依然有科目不及格

SWINBURNE.EDU.AU/SYDNEY斯威本科技大学悉尼校区2021国际课程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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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和基础设施管理硕士

宗旨与目标
学生修完建筑和基础设施管理硕士课程，作为毕业生将具备以
下能力：

• 在建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设计、建造、运行和维护方面展

现出高水平的建筑和基础设施管理知识和技能。

• 能基于适当的研究原则、合理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技能，独

立设计和开展建筑和基础设施管理相关课题的研究项目。

• 思考和解决实际问题 /复杂问题，描述 /制订现代可持续建

筑和基础设施管理发展趋势。以及去制订与建筑和民用基

础设施的设计、建造、运行和维护相关的最佳做法和规则。

• 调查，分析和综合建筑和基础设施管理实践中的复杂信息、

观点、问题、概念和理论，在以项目为基础的建设行业中

基于批判性思维和团队 /独立判断，针对综合问题提出合理

的解决方案。

建筑和基础设施管理硕士课程旨在培养能够管理和维护
建筑、人员、设备、材料、工艺流程和资产等的管理型
人才。为此，课程涵盖了建筑和维护领域的先进管理知
识和工程技术。

学生将学习采购和项目交付、资源规划和管理、项目成
本、健康和安全以及风险管理方面的重要知识和技能，
了解以项目为基础的行业相关的环境、财务、法律和合
同方面的影响因素。

建筑和基础设施管理硕士 

学制：不超过2年 

学费：37,480 澳元（2021年学费）

入学要求
拥有工程、建筑、土木、建筑管理、机械或电气工程或其
它工程/技术专业相关的学士学位，或（招生人员认可
的）可等同于任意上述专业的学历。

英语要求

满足下列要求中的任意一项：

• 雅思学术类：总分6.5分（单项不低于6.0分）

• 托福网考：总分79分（阅读不低于18分，写作不低于
20分）

• PTE学术英语考试：总分58分（听说读写单项不低
于50分）

• 其它同等水平的英语语言能力证明。

奖学金 

攻读建筑和基础设施管理硕士学位的学生有资格申请
斯威本科技大学乔治研究生奖学金，节约30%的学费。.

• 展现出高超的表达能力，讲话清晰而连贯，能向专家和非

专家听众（包括客户、多学科 /多文化项目团队和利益相

关者）阐明复杂知识，证明命题和专业决策。

• 在个人工作中展现出高度的自主性、可靠性，原则性，责

任心、诚信和道德。

课程结构

要获得建筑和基础设施管理硕士学位，学生必须修完15个科目
的200个学分，具体如下：

• 3个基础科目（37.5学分）

• 5个技术科目（62.5学分） 

• 4个选修科目（50学分）；从指定的选修、技术或基础科目中 

选择 

• 1门研究方法课（12.5学分） 

• 1份研究论文（12.5学分）

• 1个工程学科研究项目（25学分）

科目**

基础科目

共3个科目（37.5学分）：

• CSM80006 工程项目管理 

• RSK80004 风险和尽职调查概论 

• CSM80007 施工现场运作 

技术科目

共5个科目（62.5学分）：

• CSM80002 建筑环境的可持续性*

• CSM80008 特定位置的施工管理* 

• CSM80009 项目的采购和风险管理*

• MME80001 资源规划和管理*

• CVE80006 基础设施老化问题建模

选修科目

共4个科目（50学分）：

• CVE80010 可持续性原则

• EDU80011 专业硕士职业管理

• MME80003 工程资产的维护管理

• CSM80001 项目成本核算 

研究科目

共3个科目（50学分）：

• ICT80011 研究方法* 

• CVE80001 研究论文* 

• CVE80017 研究项目* （25学分）
* O即便学生在相似的其他硕士课程里学过带*的课程，这些课程也是不适用减免
学分的规则条款的。

** 学校将定期审查所有科目，并可能进行调整。

就业前景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毕业生可以掌握建筑和基础设施管理原则、
采购和成本分析的高级理论以及实务方面的知识。

毕业生可以在以下各个行 业，诸如工程咨询、建筑、研究所、
私营部门、地方和其他政府机构从事工程经理、项目工程师 /
经理、土木工程师和资产管理工程师等工作。

SWINBURNE.EDU.AU/SYDNEY斯威本科技大学悉尼校区2021国际课程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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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科学硕士

宗旨与目标
毕业生修完数据科学硕士学业后，能够：

• 成为数据研究科学领域团队的骨干成员，并且通过使用一贯
的理念和技术来领导团队的运作。

• 具批判精神地分析各种数据科学现象，评估现有的知识体系，
并且提出和论证包括选择适当技术在内的有效和 /或创新的
解决方案。

• 通过完成重大的行业相关项目，从而展现个人自我管理能力、
所在领域学术能力、批判性思维能力和判断能力。

• 高效而精确地与技术人员和非技术人员（包括行业从业人员）
沟通和交流相关信息。

• 面对科学和 /或行业相关环境中的各种数据科学问题，能够
应用研究原则知识和各种方法提出解决方案；并且能够批判
性地反思解决方案的适当性。

• 对自己的学习负责，定期回顾自身表现，反思学习效果，
高效管理时间和各种流程，从而实现专业知识的持续进步。

数据科学硕士课程包括 14门课程，其目标是为学生从
事数据驱动决策及预测的前沿工作打下扎实的基础。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可以掌握理论知识和实践技
能，能够从商界、政府、科学和其他来源获取的数据
中发掘出意义深远的见解。学生可以拓展并深刻理解
计算机科学和数据分析方面的知识，提升涵盖全部数
据管理周期的顶尖技术和现代工具的技能。通过本课
程的学习，学生可以在其现有的本科学历和 /或从业
经验的基础上继续深造，获得与管理、阐释、理解大
型数据集并从中汲取知识相关的活动和流程的真知灼
见。

数据科学硕士
学制：不超过 2年

学费：36,000澳元（2021年学费）* 

入学要求

数据科学硕士入学要求：被认可的高等教育机构任何
专业学士学位（或更高学位）或同等学历。

英语要求
满足下列要求中的任意一项：

• 雅思学术类：总分 6.5分（单项不低于 6.0分） 

• 托福网考：总分 79分（阅读不低于 18分，写作
不低于 20分） 

• PTE学术英语考试：总分 58分（听说读写单项不
低于 50分） 

• 其它同等水平的英语语言能力证明。 

奖学金 

攻读数据科学硕士学位的学生，如果通过努力获得斯
威本科技大学乔治研究生奖学金，则可以节约 30%

的费用。

2021国际课程指南

课程结构
要获得数据科学硕士学位，学生必须修完 200个学分，包括：

• 12门核心课程（175个学分）

• 2门选修课程（25个学分）

可以在学习中途以研究生证书，或者研究生文凭证书结束学业。
（不可以单独申请额入读以上学历课程）。

课程学习
核心课程

完成以下12门核心课程（175个学分）：

• COS60004 创建Web应用程序 

• COS60008 数据科学概论

• COS60009 大数据时代的数据管理

• COS60010 技术咨询项目

• COS60011 技术设计项目

• COS70004 用户中心设计

• COS70008 技术创新项目 

• COS80001 云端计算架构

• COS80023 大数据

• COS80025 数据可视化

• COS80027 机器学习

• COS80029 技术应用项目

选修科目

完成2门选修课程（25个学分）：
• COS70006 面向对象程序设计

• ICT80004 实习设计

• ICT80007 研究论文
* 毕业课程⸺高等教育毕业课程一般不适用于相应的免试科目。

** 需申请的课程⸺仅参加一个行业参与选修课程。

就业前景
毕业生可以掌握涵盖全部数据管理生命周期各个方面的顶尖
技术和现代工具的经验，能够从事数据驱动决策及预测的前
沿工作。

SWINBURNE.EDU.AU/SYDNEY斯威本科技大学悉尼校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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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技术硕士

宗旨与目标 

学生修完这些课程后，将成为合格的信息和通信技术（ICT）
毕业生，并且能够：

• 对于信息和通信技术（ICT）解决方案的基本方面有一致性
且清楚的认知和理解，运用各种工具和技术获取需求、设
计和构建解决方案，以及进行项目管理。

• 独立自主地运用与研究原则及方法相关的知识，计划和实
施研究工作，展示分析、处理和综合复杂信息的能力。

• 与各类相关人员高效地沟通和交流信息，演示信息和通信
技术（ICT）基础的学术成果，以及专业环境下（软件开发、
信息系统或网络）信息和通信技术（ICT）领域的最新进展
情况。

• 运用先进完整的信息技术知识，批判性地进行评估、权衡
和取舍，独立运用知识为复杂问题构建创新的解决方案。

• 运用现代技术完成关键性的毕业项目，从而展现个人自我
管理能力、所在领域学术能力、批判性思维能力和判断能力。

• 对自己的学习负责，定期回顾自身表现，反思学习效果，
高效管理时间和各种流程，从而实现专业知识的持续进步。

信息技术硕士具备运用最尖端的技术和方法对复杂系统
进行设计、开发和维护所需的知识和技能。它包括对信
息和通信技术（ICT）的概述，已精通系统安全和反黑
客技术的学生可以藉此掌握在网络、软件开发和信息系
统分析等领域的先进专业技能。

学生有机会将其掌握的技能运用在有关行业的项目工作
中（包括为实际客户进行的各种行业相关项目）。学生
通过参与此类项目工作，可以向潜在雇主展示其掌握的
知识和技能。

信息技术硕士 

学制：不超过 2年 

学费：34,760澳元（2021年学费）

入学要求
学生如果具有认可的计算机科学、信息系统或信息技
术的学士学位证书或研究生文凭，且根据其获得的免
修科目的数量，则可以在 1至 2年内完成课程。 

学生如果具有非 IT专业认可学位，将进行为期 2年
的课程学习。

英语要求
满足下列要求中的任意一项：

• 雅思学术类：总分 6.5分（单项不低于 6.0分）

• 托福网考：总分 79分（阅读不低于 18分，写作
不低于 20分）

• PTE学术英语考试：总分 58分（听说读写单项不
低于 50分）

• 其它同等水平的英语语言能力证明。

奖学金 

攻读信息技术硕士学位的学生，如果通过努力获得斯
威本科技大学乔治研究生奖学金，则可以节约 30%

的费用。

课程结构

要获得信息技术硕士学位，学生必须修完16门课程（200个学分）
，包括：

• 6门信息技术（IT）核心课程（75个学分）

• 8门专业课（100个学分）

• 2门信息技术选修课（25个学分）

课程学习
信息技术核心课程

修完全部6门课程（75个学分）：

• COS60004 创建Web应用程序

• COS60006编程导论

• COS70004 用户中心设计

• INF60007商业信息系统导论

• COS60009 大数据时代的数据管理

• INF70005 战略项目管理

专业课-专业核心课程

修完下面8门专业课程（100个学分）：

• COS70006 面向对象程序设计

• COS80013 网络安全

• INF80043 IS/IT 风险管理

• TNE60002 网络管理

• TNE80006 安全网络

• TNE80007 企业网络服务器管理

• ICT90003 应用研究方法

• ICT90004 应用研究项目

信息技术选修课* 

下述选修课中任选2门：*

• TNE60006 网络交换

• COS70007 数据通讯与安全

• ICT80004 实习设计
*选修课待最后确定。

就业前景

本课程覆盖信息技术行业主流问题，教授业内广泛应用的各项技
术。学生毕业后可从事信息技术和网络工程的相关工作。

SWINBURNE.EDU.AU/SYDNEY斯威本科技大学悉尼校区2021国际课程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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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技术硕士 
（专业计算机）

宗旨与目标
学生修完这些课程后，将成为合格的信息和通信技术（ICT）毕
业生，并且能够：

• 独立自主地运用研究原则和研究方法相关知识，规划和实施
研究工作，具备分析、处理和合成复杂信息的能力。

• 与各类相关人员高效地沟通和交流信息，演示信息和通信技
术（ICT）基础的学术成果，以及专业环境下（软件开发、信
息系统或网络）信息和通信技术（ICT）领域的最新进展情况。

• 运用先进完整的信息技术知识，批判性地进行评估、权衡和
取舍，独立运用知识为复杂问题构建创新的解决方案。

• 运用当代技术完成关键性的毕业项目，从而展现个人自我管
理能力、所在领域学术能力、批判性思维能力和判断能力。

• 对自己的学习负责，定期回顾自身表现，反思学习效果，高
效管理时间和各种流程，从而实现专业知识的持续进步。

信息技术（专业计算）专业硕士为信息技术高级课程，
共 12门课，重在提高学生专业能力，从而帮助学生在信
息技术高水平专业中找到工作机会。

学习本课程，学生可以掌握信息技术解决方案的设计、
构建、运营与支持维护方面的理论知识和实践技能。该
课程教授设计和构建信息技术解决方案所使用的最新技
术以及评估解决方案的研究技能。高阶课程中，学生还
能掌握系统安全和防止黑客攻击解决方案方面的专业技
能。

信息技术硕士（专业计算机）
学制：不超过2年

学费：26,070澳元（2021年学费）*

* 每年的学费是学生一年修习6门课程的费用。学生也
可以用一年半的时间修完全部课程，如果提前修完课
程，则要支付全部课程费用。 

入学要求

拥有 IT相关专业本科学历，具备计算机编程、网络系
统开发、数据库和计算机系统商业应用等方面的基础
知识。

英语要求
满足下列要求中的任意一项：

• 雅思学术类：总分 6.5分（单项不低于 6.0分）

• 托福网考：总分 79分（阅读不低于 18分，写作
不低于 20分）

• PTE学术英语考试：总分 58分（听说读写单项不
低于 50分）

• 其它同等水平的英语语言能力证明。

奖学金 

攻读信息技术（专业计算）硕士学位的学生，如果通过
努力获得了斯威本科技大学乔治研究生奖学金，则可
减免30%学费。

课程结构
要获得信息技术（专业计算）硕士学位，学生必须修完 12门
课程（150个学分），包括：

• 2门信息技术核心课程（25个学分）

• 8门专业课（100个学分）

• 2门信息技术选修课（25个学分）

课程学习

信息技术核心课程
修完 2门课程（25学分）

• INF70005 战略项目管理

• COS70004 用户中心设计

专业课 -专业核心课程
修完下面 8门专业课程（100个学分）：

• COS70006 面向对象程序设计

• COS80013 网络安全

• INF80043 IS/IT 风险管理

• TNE60002 网络管理

• TNE80006 安全网络

• TNE80007 企业网络服务器管理

• ICT90003 应用研究方法

• ITC9004 应用研究项目

信息技术选修课 * 

下述选修课中任选 2门：

• TNE60006 网络交换

• COS70007 数据通讯与安全

• ICT80004 实习设计

*选修课待最后确定。

信息技术核心课程概述

以用户为中心的设计
学生将学会基于证据理论的相关软件要求的设计原理，分析
软件环境，按照软件需求和可用性设计原则设计并构建原型
用户界面，应用各种可用性评估方法，制定有关人体研究伦
理道德指南指导专业实践和实施小组工作策略。

战略项目管理
学生们将学会审查各种重要概念、问题和挑战，保障成功实
施、支持维护和顺利完成项目。学生们会了解组织为何采用
项目方法和通用方法的原因，以及项目管理的各种工具和技
术。学生们会研究和了解组织的各个行业、文化和结构。

专业课概述
系统安全与反黑客

学会如何防止网络攻击，保护数据和信息安全。

就业前景

本课程覆盖信息技术行业主流问题，教授业内广泛应用的各项
技术。学生毕业后可从事信息技术和网络岗位。

SWINBURNE.EDU.AU/SYDNEY斯威本科技大学悉尼校区2021国际课程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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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业5大事实

信息和通信技术行业（ICT） 
5大事实

热门职位包括站点 

管理员、项目经理 

和项目总监1

属于澳大利 

亚热门就业 

行业之一2

施工经理 

的平均工资3

吸收了大部分 

澳大利亚15–24岁
年轻人就业4

施工经理 

发展预测 

（到2024年）5

来源：
1. SEEK有限责任公司
2. 教育、技能和就业部-行业预测
3. 领英
4. 教育、技能和就业部-澳大利亚就业机会
5. 教育、技能和就业部-职业预测

16万 
澳元

共有 
117万个 
就业机会

9%

热门职位 

包括信息技术经理、
程序交付经理和软
件开发人员1

对隐私和数据 

安全解决方案的
需求较大2

ICT行业就业 

人数规模预测 

（到2024年）3

ICT专业人才 

发展预测 

（到2024年）4

平均薪资 

（周薪）5

1650 
澳元

79.2万 
从业人员

20%

来源：
1. 澳大利亚计算机协会 (ACS)

2. SEEK有限责任公司
3. 德勤经济咨询公司与澳大利亚计算机学会
4. 教育、技能和就业部 - 职业预测
5. 澳大利亚统计局

2021国际课程指南

https://www.swinburne.edu.au/sydney/
https://www.seek.com.au/managers-jobs-in-construction
https://lmip.gov.au/default.aspx?LMIP/GainInsights/EmploymentProjections
https://www.linkedin.com/salary/construction-manager-salaries-in-australia
https://australianjobs.employment.gov.au/jobs-industry/construction
https://lmip.gov.au/default.aspx?LMIP/GainInsights/EmploymentProjections
https://ia.acs.org.au/article/2020/these-are-australia-s-highest-paying-it-jobs.html
https://www.seek.com.au/cyber-security-jobs
https://www2.deloitte.com/au/en/pages/economics/articles/australias-digital-pulse.html
https://lmip.gov.au/default.aspx?LMIP/GainInsights/EmploymentProjections%20com/au/en/pages/economics/articles/australias-digital-pulse.html
https://www.abs.gov.au/statistics/labour/earnings-and-work-hours/average-weekly-earnings-australia/latest-rel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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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威本科技大学 
悉尼校区学生大使
我们明白，同龄之间互相学习并且可以得到其他学生的支持意义重大。 

我们保证，您将在斯威本科技大学悉尼校区收获最好的学习体验。不管是要访问电子学习平
台或学校的电子图书馆和获取考试指导、考试规划和时间管理意见，还是只是分享一下学习
经验，学校的学生大使随时会为您提供帮助。 

如需详细信息，请访问  swinburne.edu.au/sydney/students/student-services/

SWINBURNE.EDU.AU/SYDNEY斯威本科技大学悉尼校区

https://www.swinburne.edu.au/sydney/
https://www.swinburne.edu.au/sydney/students/student-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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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方式

2021国际课程指南 SWINBURNE.EDU.AU/SYDNEY斯威本科技大学悉尼校区

斯威本科技大学悉尼校区
地址：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帕拉马塔市菲茨威廉大街 1-3号， 
邮编 2150。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五，上午 8:30-下午 5:00

新南威尔士州公共节假日学校放假。

计划申请入学的学生
 澳大利亚：1800 595 333

 国际：+61 2 9160 7788

 SydneyInfo@swin.edu.au

在读学生
您在斯威本科技大学悉尼校区就读期间，如有任何问题或需要
任何帮助，请联系悉尼校区学生总部。学生总部位于 5楼，员
工亲切友好，欢迎前来寻求帮助！

悉尼学生总部
 +61 2 8766 3636

 SydneystudentHQ@swin.edu.au

国际学生支持
24小时紧急援助

 +61 2 8766 3606

https://www.swinburne.edu.au/sydney/
mailto:SydneyInfo@swin.edu.au
mailto:SydneystudentHQ@swin.edu.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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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程指南所含信息在 2021年 1月刊印时准确无误。斯威本科技大
学悉尼校区保留修改或变更本指南内容的权利。获取最新的课程信息， 
请访问官方网址。

详细信息

地址：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帕拉马塔市菲茨威廉大街
1-3号，邮编2150。

 澳大利亚：1800 595 333

 国际： +61 2 9160 7788

  sydneyinfo@swin.edu.au

  swinburne.edu.au/sydney

加入我们

mailto:SydneyInfo@swin.edu.au
https://www.swinburne.edu.au/sydney/
https://www.facebook.com/SwinburneSydney
https://www.linkedin.com/school/swinburne-university-of-technology-sydne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