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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您加入维多利亚大学悉尼校区。
维多利亚大悉尼校区坐落于悉尼市中
心地区，采用进阶式教学法为学生提
供全方位的支持和包容性极强的学习
体验。

维多利亚大学以创新型的教学模式而
闻名。我们的文凭和学位课程已全面
采用模块式教学，而从2021年开始，
商务研究生课程也将启用该模式。

目前有超过45个国家的学生在维多
利亚大学悉尼校区就读。当你来到这
里，你就会成为我们全球学者大家庭
的一员，并于他们建立长久的联系。在
大学完成高水平的学术研习之后，您
与此同时也为毕业后的事业发展打下
了坚定的基础。

在此，我谨代表维多利亚大学悉尼校
区感谢您选择就读我校，衷心期待不
久后与您相见。

Felicity Davis Rafferty   
维多利亚大学悉尼校区校长

维多利亚大学 
悉尼校区欢迎您

原住民土地声明
维多利亚大学承认并尊重Kulin族Boonwurrung、Waddawurrung和
Wurundjeri的祖先、长者和家人是维多利亚大学墨尔本校区建设用地的历史所
有者；Eora族Gadigal和ging-gai的祖先、长者和家人是维多利亚大学悉尼校区
建设用地的历史所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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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多利亚大
学模块式教
学 
维多利亚大学模块式教学能有效提升学习效
率，进而提高学生成绩，因此广受好评。具体来
说就是，学校将根据具体课程的不同，为学生
安排一科目四周制或两科目八周制的教学模
式。如此一来，学生只需要集中精力面对一到
两个科目的学习，并且在拿到成绩报告后才会
继续下一个模块的学习。

小班授课及高水平的老师帮扶能够让每一个
学生都能得到关怀，适应在澳大利亚的大学学
习。在模块式教学下，维多利亚大学悉尼校区
的国际学生普遍表现良好，课程平均通过率高
达90%。维多利亚大学悉尼校区已在所有文
凭和学位课程中采用模块式教学，而从2021
年开始，商务研究生课程也将启用该模式。在
澳大利亚，模块式教学法是维多利亚大学所
独有的。

行业&政府
合作伙伴
我们与相关行业和政府的合作不仅为课程增添
了含金量，更保证了我们的毕业生能够自信从
容应对今后的工作。大学的许多课程都受到了
来自行业内部的专业认可和资质认证。我们的
课程是根据行业需求量身定制的，学生在课程
中会应用真正的工作项目，并且参与到有意义
和互动性很强的工作实习中去。

面向未来  
做好准备
学校将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解决问题的能
力和专业技术能力，从而帮助学生在快速变
化的世界中站稳脚跟。同时，学校联合行业合
作伙伴共同设计了实践学习项目，发展学生的
职业能力，辅以沟通、协作和领导技能。硬件
方面，学校拥有专门优化过的现代化教学空
间；师资方面，学校有经验丰富的学者团队致
力于培养学生的技能和知识，保证学生在学
习过程中及离开学校之后都能取得令人瞩目
的成绩。

安全、互助
的社区 
我们的大学人文环境热情且极具包容性。悉
尼，也是澳洲境内最受学生欢迎的城市。根据
《2019年全球财富迁移评估》，澳大利亚是
世界上对女性最安全的国家。在维多利亚大
学，我们提倡文化多样性，鼓励和组织学生参
与社区和社会活动。我们甚至有一个丰富的
社交活动行事历，积极开展学生领导力培养项
目和社区帮扶活动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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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一流大学
学校的学术排名、研究项目、教学设施、
伙伴关系和校友网络皆是我们优秀国际
声誉的重要组成部分。	
根据《泰晤士报高等教育2021年世界大学排名》，我校位
列全球大学排名的前2%；在《泰晤士报高等教育2020年年
轻大学排名》中，我校排名第56位，在《泰晤士报高等教育
2019年亚太地区300强大学排名》中，我校排名第51位。以
上国际排名是根据大学在教学、研究、知识传递和国际前景
等大学的核心使命所完成的少有的国际性评估。

益于我校致力于发展早期教育和终身教育，且在教学研究
和教育包容性方面突出表现，在《泰晤士报高等教育2020
年教育影响力排行榜》中，我校教育质量全球排名第12位。

我校有超过24万的校友群体，其中有3万名在世界各地生活
和工作的各行业精英。伦敦救护车服务中心、印度尼西亚财
政部、Facebook、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各处都有他们活
跃的身影。

环形码头——悉尼主要的渡轮站点、国际海运港口、著名旅游胜地



《泰晤士高等教育2021年世界大学学科排
名》计算机科学全球排名第201-250位。

世界大学
排名前2% 201-250

12
《泰晤士报高等教育2020年影响力排行榜》全
球教育质量排名第12位。

《泰晤士报高等教育2021年世界大学排名》排
名第351-400位，名列前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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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在悉尼
澳大利亚位于南半球，是世界上第六大
国家。澳大利亚以其世界一流的教育体
系而闻名。澳洲同时是国际学生的首选
留学目的地之一，根据《2019年QS最佳
留学城市排名》，澳大利亚的诸多城市
位列全球十大最佳留学城市。

生活在悉尼  
悉尼汇聚文化、美食和国际大型活动于一体，文化多元的
大都市是其重要标签。除了文化多样的美名，悉尼著名的还
有海港和海滩等壮丽景色，悉尼歌剧院、悉尼海港大桥等
国际知名景点，世界一流的餐厅，以及繁华的夜生活。作为
维多利亚大学悉尼校区的学生，你永远不会烦恼学习之外
无事可做。	

新南威尔士州 
生活在悉尼意味着诸多优质的旅游体验触手可及。比如，
风景如画的蓝山山脉和猎人谷就近在咫尺。无论你是喜欢
探索高山、游览海滩、丛林漫步还是与叹为观止的出海观
鲸之旅，新南威尔士州总能满足你的旅行期待。

      
生活成本
在悉尼的生活成本看似高昂，但同其他国际重要或中心城市
相比，这里的生活成本相对还是较低的。根据《本地指南》，
市中心合租房或酒店式公寓周租金大概是350-	370澳元，而
且每周付出大约50澳元便可以无限制乘坐火车、巴士、渡轮
和轻轨。学生可根据自身生活习惯，使用《本地指南》项下的
生活成本计算器进一步估算在悉尼的生活成本。

insiderguides.com.au/cost-of-living-calculator

财力证明
作为您申请学生签证的条件之一，您需要证明具备足够的
财力来支付您个人及陪读家庭成员在澳期间的学费、旅费
和生活费。为此，您需要在申请签证时提供财力证明。澳大
利亚政府设定的12个月的最低生活成本如下：

•	 学生或监护人	-	21,041澳元

•	 陪读伴侣	-	7362澳元	

•	 陪读儿童	-	3152澳元

studyinaustralia.gov.au/english/live-in-australia/
living-costs

医疗保险
在您申请留学签证之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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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学生医疗保
险的医疗和住院费用报销范围会有所差异。安联全球救援
集团（Allianz）是维多利亚大学指定海外学生医疗保险供
应商，维多利亚大学学生选择安联可享受更优惠的保险价
格及额外补贴。

vu.edu.au/health-cover

住宿 
海外留学，找到合适的住所是一个非常值得慎重思考的问
题。不仅要考虑住宿成本，还要考虑地理位置（离学校的远
近，周边是否有超市和医院等配套设施）。悉尼常见的住宿
选项：

•	 合租	-	与他人共租一套房，拥有其中的一个单间

•	 整租	-	整租一套独立屋、单元房或公寓

维多利亚大学悉尼校区的教育合作伙伴——澳大利亚教育
中心特别推荐CozzyStay旅舍。

cozzystay.com.au

vu.edu.au/vu-sydney/living-in-sydn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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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
悉尼有优秀的公共交通系统，同时价格合理，学生也负担得
起校园通勤和环游城市的交通费。公共交通系统包括火车、
公共汽车、渡轮和全覆盖的公共自行车网络。	

工作和学习
澳大利亚学生签证（500类别）允许申请人在课程开始后从
事工作，但是每十四天（两周）工时不得超过40小时。若工
作是在学校规定的休假时间内进行则不受限制。若是因课
程要求且登记在册的工作内容，例如实习，不包括在每两周
40小时的限制之内，此外，志愿服务或无偿的工作时数亦不
受限制。

homeaffairs.gov.au 

子女教育 
如果陪同您来澳的孩子年龄在5至18岁之间，根据法律规
定，他们有义务接受教育。作为临时居民的留学生通常需要
支付临时居民类别的学杂费和学费让您的孩子入读新南威
尔士州的公立学校。子女每人每年的学费不会低于8000澳
元。

education.nsw.gov.au/public-schools/going-to-a-
public-school/primary-schools/starting-school

真实临时入境者要求
真实临时入境声明（GTE:	Genuine	Temporary	Entrant）
是一项旨在确保学生按照学生签证的实际目的进行学习的
合规性举措。这样可以避免国际学生假借学生签证在澳大
利亚长期居留。学生签证申请人须在申请表中提供满足GTE
要求的证明文件。其中必须包括一份能够回答表格中问题
的陈述和/或其内容的证明文件，例如就业证明或学历证明
副件。		

immi.homeaffairs.gov.au/visas/getting-a-visa/
visa-listing/student-500/genuine-temporary-
entrant 

*教育部，2020年8月

309,000
名国际学生在新南威尔士州学习生活 

悉尼沃森湾附近的坎普湾

蓝山

悉尼轻轨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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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读维多利亚大学
悉尼校区
维多利亚大学悉尼校区与澳大利亚教
育中心（ECA）共同合作运营，打造现代
化的便捷的校园环境，为国际学生提供
全球认可的、行业相关的课程。我们鼓
励学生充分利用维多利亚大学悉尼校
区强大的支持体系，劳逸结合，享受校
园生活。	

校区地址
维多利亚大学悉尼校区坐落于悉尼中央商业区（CB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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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中央商业区及校区附近的公共交通系统
完善，出行方式多样。校园到市政厅火车站，步行仅需不到
10分钟。

抵达
学生抵达悉尼后，我校的辅导员会向其提供完善的校区及
城市周边交通信息。想知道公交信息、教室位置、用餐场
所，乃至住宿信息？随时可以向校方求助。

新生指导会 
开学前，我们都会面向所有新生举办新生指导会。新生指
导会要求所有新生必须参加，这是为了帮助新生了解维多
利亚大学悉尼校区，适应新的学习和生活环境，结交新朋
友。也就是说，新生需要通过指导会了解校园及其设施，和
教师、同学见面，以及完成课程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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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anghaiRanking	Consultancy	Global	Ranking	of	Academic	Subjects	2018/19.

^ Times Higher Education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s	by	Subject	2020

国际学生帮扶
作为维多利亚大学悉尼校区的学生，您将获得来自维多利
亚大学以及澳大利亚教育中心的支持服务。支持服务包
括：

•	 新生指导会

•	 学术支持和学习技巧指导

•	 教辅服务

•	 咨询服务

•	 社交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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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生福祉
在学习期间，如果您遇到问题，我们的学生服务处经理将
可以帮助您发声、调解并协助您解决您可能遇到的各种问
题。在澳期间，如果您遭遇任何个人问题，学校也会为您提
供心理咨询服务。		

社交活动 
在维多利亚大学悉尼校区，我们为维多利亚大学悉尼校区
的多元化感到自豪，同时也鼓励我们所有的师生参加每个
学期的社交活动。通过社交活动，您可以结识新朋友、提高
英语水平、更好地了解澳大利亚文化。想了解更多学生活
动，您还可以关注澳大利亚教育中心和维多利亚大学悉尼
校区的Facebook账号。社交活动包括：

•	 冲浪和露营	

•	 动物园、博物馆和画廊旅行	

•	 周边观光游览	

•	 集体郊游

•	 野外烧烤

facebook.com/vusydney.australia

1550
名国际学生就读于
维多利亚大学悉尼
校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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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成功的保障

ANHELIAN	-	白俄罗斯
企业资源管理硕士（ERP）

NEIL-中国
企业资源管理硕士（ERP）

我是在疫情期间开始课程的，当时是2020年7月，我只能通过数字远程设
备（DSR）上课。远程学习虽然很有挑战性，但是我可以通过社交媒体和同
学们交流，这很有趣，也很吸引人。不仅如此，我可以随时联系讲师，并且
他们都能及时的解决我的问题。可以说，维多利亚大学悉尼校区帮助了全
球的无数留学生。

企业资源管理不是一门容易的课程，但是多亏有学校的支持，来自于不同的
学术背景的学生，都可以轻松的完成课程的学习。我尤其感谢学校的专业学
术团队，他们不吝赐教，学生们有了他们的支持才能不断克服学术障碍。此
外，学生服务团队总能提供及时的帮扶，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更是如此。

从入学的第一天到毕业后加入我们全球校友社区的每一个瞬间，学校都会支持
帮助我们的学生。得益于我校先进的教学方法、卓越的服务和个性化的支持服
务，我们的毕业生始终可以自信从容的面对未来的生活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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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ENK	-	尼泊尔
信息技术文凭（IT）

BIHAN	-	中国
企业资源管理硕士（ERP）

DENIS	-	爱沙尼亚
信息技术学士（IT）

我即将结束我在维多利亚大学悉尼校区的信息技术文凭课程，之后我准备
继续在2021年转入信息技术学位课程学习。疫情影响了正常上课，但幸好
维多利亚大学悉尼校区提供有在线课程，在线学习虽然困难，但终归还是
能适应。文凭课程加深了我对课程模块地认识，为我转入学位课程打下了
基础。维多利亚大学地模块式教学真的很适合我这样精力有限地人，让我
能按照课程模块循序渐进。

维多利亚大学悉尼校区为我打开了崭新世界的大门，教会了我如何使用数
据来观察和解决现实世界的商业问题。参加这里的企业资源管理课程是我
做过最明智的决定，因为它真的非常实用，让我有了在各种行业立足的资
本。学习和掌握新事物的过程是充满挑战的，但这在维多利亚大学悉尼校
区并不是问题，因为这里有专业的学术支持和学生辅导团队会确保我的学
习成功。

维多利亚大学悉尼校区的模块式教学令我终身难忘。一个模块只上一个科
目的课，这比多科目齐头并进所带来的学习效果更好，学习压力更小。信息技
术学位的课程所有模块都很实用。因为是小班教学，所以我有更多与老师沟
通的机会，老师对我的帮助也更大。学校的教职人员会不遗余力地帮助学生，
我甚至在老师的帮助下做了一个人脸识别应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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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支持
维多利亚大学悉尼校区将全程为您提
供学术支持，让您获得必备的知识技
能，更有信心确保大学学习的成功。从
小组专题研讨课到个人辅导，维多利亚
大学悉尼校区将陪您走好求学之旅的
每一步。

小组专题研讨课
维多利亚大学悉尼校区会组织一系列贯穿整个学期地专题
研讨课，专门用来帮助学生适应新的学习环境和为日后的
学习储备知识技能。专题研讨课的主题包括：

•	 文献参考技巧

•	 口头演讲技巧

•	 备考诀窍

•	 批判性思维

专题研讨课信息会发布在校园公示和在社交媒体上发布，
我们建议您积极参与专业相关的研讨课。

同学帮扶项目 
学校会邀请成绩优异的学生担任助教，让他们帮助学习遇
到困难的各位学生。教辅活动可以是一对一，也可以是小组
形式。助教名单可到学校一楼助教部门查询。此教辅活动
不收费，欢迎所有学生参与。

课程建议
课程辅导员能够在很多问题上给予您帮助，包括学分互认、
选课、以及课程进度。他们还可以为您制定从选课到结课
的全套学习计划。

一对一学习辅导 
如果您担心课程模块内某次测试无法通过或课程进度无法
按要求完成，学习辅导员可以帮您。助教部门位于学校一楼
学习中心旁。

学习中心
学习中心是为学生专门设计的学习空间，提供图书馆服务
和学术信心查询指导。我们的图书管理员是专业的，专门帮
助学生，查找书籍文献、检索数据库。学习中心与校园同步
开放，在此期间学生可以随时到访。学习中心位于一楼。

14



维多利亚大学悉尼校区学习中心



不同于其他大学多科目同时推进的课程
安排，维多利亚大学的教学采用一科目
四周制（本科课程）或两科目八周制（
研究生课程）的模块式教学。每一个四
周和八周“模块”结束时都会进行相关
测试，成绩会在对应模块结束后即刻公
布。每个模块之间会有数天的假期，让
学生得到休息并为下一模块的学习做
准备。

在澳洲，模块式教学仅维多利亚大学一家，维多利亚大学
模块式教学吸取了瑞典、加拿大和美国大学类似模式的经
验，在其成功基础上进一步进行了设计。

模块式教学的优势

维多利亚
大学模块
式教学

更高的学术表现
学生在四到八周内（包括模块末期测试）集中精力
完成一到两门课程，学习效果显著，有效建立学习
信心。模块式教学下，学生易合格、易高分，面对同
一套测试题，接受模块式教学的维多利亚大学悉尼
校区学生中超过40%的人能达到优秀和卓越的学
术等级。

1

小班教学
小班教学意味着学生有更多与教辅人员一对一的交
流机会，让学习真正做到“因材施教”。不时地小组
学习有利于学生与同学、导师间的建立良好的关系，
帮助学生适应澳大利亚的大学生活。另外，这也有助
于您更自信地分享观点并与他人探讨。

2

更小的压力
将重心放在一门或两门科目上，有助于您心无旁骛
地专心于您自己的学习，不会为相互冲突的时间安
排和评估所困扰。

3

更大的灵活性
有多种教学课时组合选择（早晨、上午、下午和晚
上），您可以很好地计划自己的学习和其他活动。
我们也提供了各种入学时间节点和短期集训和补习
课程方式，可让您在我们的寒假和暑假模块学习中
保证你的学习进度。

4

广受赞誉的模块式教学
维多利亚大学的模块教学模式获得了澳大利亚国
际教育协会2018年优秀创新奖、维多利亚国际教
育2018年优秀国际教育奖和Desire	2	Learn	2019
年D2L优秀奖。

5

简单的时间表
本科课程一学年共计10个模块，每个模块为4周：
共有两个学期，每个学期四个模块，加上冬季和夏
季两个可选模块。每门课每周有三次面对面教学，
三天完成，每个授课时段不会连续两天进行。因此
您在每两次授课之间都会有一天休息时间，每周
共有两天休息时间。

早期评估
为了更快地完成每一个模块，我们重新设计了学习
平测方案。您的大部分作业和测试都将在课堂上
完成，因而可以通过早期、持续的反馈达到最好的
成绩。您可以很清楚的得知自己课程的进展，每门
课结束后不久就会得到最终成绩。

7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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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活的入学时间点
这张表列出了您在开始课程时可选择的、不同的入学时间节点方案。您可从模块1开始，也可以参加夏季模块来快速赶上学
习。我们正在审查现有的时间安排，希望能提供更多的入学时间节点。请在今年稍晚的时候再联系我们了解最新的信息。	

vu.edu.au/timetables

硕士生课程
如果您参加的是硕士生课程，那么您将在八周内同时学习两门课。在前六周内，学生每周都会参加两场小组研讨（一到两个
小时），然后在第7周时参加一次3小时小组研讨，到了第8周休息并进行总结评估和反馈。

2021年，攻读商业硕士（会计）（BMAK）和企业资源规划硕士（BMEN）的学生将采用模块模式的研究生学习。攻读应用信
息技术硕士（NMIT）的学生将采用传统的三学期教学方式进行学习。包括12个教学周和期末考试。攻读应用信息技术硕士
的学生将从2022年起转为研究生模块课程模式学习。

夏季 第1学期 冬季 第2学期 夏季

开学时间 1月18日 2月22日 3月22日 5月3日 5月31日 7月5日 8月2日 8月30日 10月4日 11月1日 11月29日 2022年

研究生 
（4周模
块） 夏季

模块1  

4周

1课程

模块2

4周

1课程

模块3

4周

1课程

模块4

4周

1课程

冬季

4周

1课程

模块1

4周

1课程

模块2

4周

1课程

模块3

4周

1课程

模块4

4周

1课程

休息

研究生 
（8周模
块） 休息

模块1

8周

2课程

模块2

8周

2课程

休息
模块3

8周

2课程

模块4

8周

2课程

模块5

8周

2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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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学、报名、费用
高等教育文凭 
如要获得高等教育（HE）文凭，您需要获得相当于澳大利亚
12年学历的中学证书。成功地获得高等教育文凭后，可保证
进入相应学士学位的第二年。

本科学士学位
如要获得本科学位，您需要获得相当于澳大利亚12年学历
的中学证书。本科课程采用学期制的学术安排方式进行。课
程采用四周模块教学方式进行。

研究生硕士学位（授课式） 
如要获得硕士学位，需要获得与澳大利亚本科学位或研究
生文凭相当的本科学位。从2021年第1学期开始，所有商科
研究生课程将从三学期制的授课模式转变为8周模块授课
模式。从2022年起，其他的研究生课程将转变为以学期为
基础的8周模块教学。

入学学术成绩要求 
	请参照vu.edu.au/entry-international按国别所列要求，
确定您是否符合最低的入学要求。

英语要求 
维多利亚大学的所有课程都要求您有一定的英语能力，以
确保您能成功地学习。您需要提供证据证明您已经完成了
权威的英语语言测试并达到了各门课程所要求的最低英语
成绩。

vu.edu.au/entry-international

转学分及学分认证
如果你之前的课程得到认证您有可能可以进行转学分或者
学分认证。或者，如果您不满足您理想课程的要求，您将有
资格在相关领域从不同的等级文凭课程开始你的学习，并
逐步推进到您最终想要的课程中学习。	

vu.edu.au/advanced-standing

以往英语学习的认证
如果您之前已经用英语完成了部分或全部的学术课程学
习，我们将有可能以此认定您已经满足相应课程的英语入
学要求。为了获得此类认真，您需要满足课程页面上所列某
一特定语言分数或相关课程的资格，并且需要在合理的预
期学习期限内完成课程或者达到相应的分数。

我们将根据具体情况评估您的申请。维多利亚大学悉尼校
区有权要求获得英语语言能力测试成绩。未达到英语语言
要求的学生可选择在悉尼ECA英文语言学校参加英语强化
课程。	

vu.edu.au/entry-international

elsis.edu.au 

费用 
在确认接受您的大学录取通知之前，您需要支付费用和海
外学生健康保险（OSHC）押金；如果您要求维多利亚大学
代表购买海外学生健康保险，您还需要签署您的国际学生
书面协议。预估的课程费用将在您的协议中给予详细说明。
之后的费用将按每一个学习期收取，将在您的下一个学习
期开始时支付。不同课程的费用有所不同，且可能会有调
整。请注意，每年费用上涨将同时适用于新生和在读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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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退款政策
如您因特殊或其他情况而无法继续学习，您有资格获得全
额或部分退款。如您需要中断课程并要求退款，您必须提
供支持申请的文件证据。

vu.edu.au/vu-sydney-fo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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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方法 
在维多利亚大学，您可以在四周或八周的时间段里一次专
注学习一到两门课（科目）。一般情况下，您会在周五完成
模块，然后在下周一收到结果。通过早期、持续的反馈，您
可以达到最好的学习效果。为了更快地完成每一个模块，
我们也重新设计了我们的测评体系，让您的大部分学习都
在课堂上完成。测评的类型取决于您正在学习的课程，可
能包括：

•	 实践活动或更小的测评项目（在课堂上或网上进行）

•	 小组演讲

•	 课学业结束时的最终测评任务或成品展示等等。

校历  
关于单独学期和三个学期的日期、假期、注册信息和当前课
程表，请访问：

vu.edu.au/vu-sydney/enrol-at-vu-sydney/vu-
sydney-timetables-calendars 

学生必须年满18岁才能开始攻读维多利亚大学悉尼
校区的高等教育文凭、本科学位和硕士学位。

http://vu.edu.au/vu-sydney/enrol-at-vu-sydney/vu-sydney-timetables-calendars 
http://vu.edu.au/vu-sydney/enrol-at-vu-sydney/vu-sydney-timetables-calendars 


商务课程

1级

5星

梦想着自己创业或领导一家公司？维多
利亚大学将为您提供知识、技能和行业
人脉，以助您成功。在实习、行业赞助项
目和解决问题的综合学习体验中获得广
泛的实践经验。

我们的MBA课程在CEO杂志2020年全球MBA课程
等级中位列第一等级课程。

澳洲《2020年优秀大学指南》中，我校在商业管理
课程，经济学会计学课程中有关技能培养和互动性
学习的评价得到了五颗星的最高等级评价。

VU.EDU.AU/BUSINESS

行业认证
我们的课程得到了广泛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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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程学习的好处在于，我可
以轻松地管理我的学习和个
人时间。我节省了大量的时
间，不需要每天通勤到学校。
课程的实践性很强，讲师们
非常负责任。”
Chang（中国）

企业资源管理硕士

这是我来到维多利
亚大学悉尼校区的
第一年。我非常喜
欢这里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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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科文凭课程（企业管理）
vu.edu.au/vu-sydney/courses-at-vu-sydney/diploma-of-business-enterprise

课程编码：VDBE
CRICOS: 093391K

学制
1年（2个学期）

2021入学月份
2月、5月、8月、10月、11月

2021费用
每学期9920澳元

英语要求
雅思学术类：总分5.5（单科不低
于5.0）
悉尼英文语言学校：完	成学术英
语课程(EAP)1级的	学习并获得A
以上成绩

入学要求
相当于澳大利亚12年级学历的中
学毕业证书

课程描述

商科文凭课程(企业管理)是您通向商务职业
生涯成功的第一步。您将掌握在信息系统，管
理和企业行为、市场营销、统计和商法领域的
丰富知识。该课程为您直接进入维多利亚大
学商科学士学位学习或任职于初级商贸行业
职位打下坚实基础。	

毕业就业前景

完成本课程后，您将有资格转入维多利亚大
学商科学士学位的第二年；毕业后你将具备
一系列的技能并步入初级职位，包括行政专
员、商业管理人员、人力资源专员、市场助理
或项目专员等。

商务课程

第1学期
商业信息系统、管理和企业行为、综合商业挑
战、商业统计学	

第2学期
《决策会计》、《经济原理》、《市场营销导
论》、《商业法》

多么美好的留学之旅！我
正在攻读商科学士学位第
三学期，主修会计。

“能在维多利亚大学悉尼校区学习是非常愉快的事情，
这里有很棒的老师和各种机会。作为学生导师，我
结交了很多朋友，也有着很多难忘的时刻。”

Anjila（尼泊尔）

商科学士学位（主修会计）

商科文凭课程（企业管理）
1年

商科学士学位

2年

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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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科学士学位            
会计专业
vu.edu.au/vu-sydney/courses-at-vu-sydney/bachelor-of-business

课程编码：BBNS
CRICOS: 092820B

学制
3年（6个学期）

2021入学月份
2月、5月、8月、10月、11月	

2021费用
每学期11330澳元

英语要求
您必须提供证据证明您已经完成
了权威的英语语言测试并达到了
下列成绩：
•	雅思学术类：总分6.0分（单科不
低于6.0分）
•	托福iBT：总分67分（单科不低
于：听力12分，口语18分，阅读15
分，写作21分)
•	培生英语学术类考试：总分
50-57分（任何部分都不低于50
分）
•	剑桥大学——C1高级：总分169
分（任何单科不低于169分）
•	悉尼英文语言学校：完成学术英
语课程（EAP）2，并获得B级成绩

入学要求
	相当于澳大利亚12年学历的中
学学历

课程描述

成为财务专家，为全球和澳大利亚的公司作
出更好的商业决策。该课程为您的职业发展
做准备，由各自领域	的专家对您进行实操教
学，从而让您在该工作领域处于领先地位并
且拥有自信。

毕业就业前景

这一课程的毕业生可从事的职业有：会计师、
商业分析师、审计师、财务分析师或税务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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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工作机会。

课程及选修
学生们需要修完总共288个学分（相当于24门
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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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下述二选一组成的96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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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及
一个延伸辅修学科48学分（相当于4门课）

核心课程
决策会计
商业信息系统
经济原理
商业统计学
市场营销导论
商法
管理和企业行为
综合商业挑战

主修学习
学生须成功获得96个学分（8个学习课程）。

会计信息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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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习途径

如您已成功获得维多利亚大学悉
尼校区的商科文凭课程（企业管
理），您将保证能够获得该专业
学士学位课程的学习机会。您将
获得之前学习的学分，由此缩短
完成课程所需的时间。
如您已经完成ECA研究生院的
以下课程之一，也可以获得商科
学士学位（主修会计）学分（学
分承认）：
•	商科文凭课程：最多8个学习
课程
•	高级商科文凭课程：最多12个
学习课程

行业认可

通过完成会计专业的所有课程，以及专业会计的辅修课程，毕业生有资格进入注册会计师以及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注册会计师资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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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课程
商科学士学位            
信息系统管理专业
vu.edu.au/vu-sydney/courses-at-vu-sydney/bachelor-of-business

课程编码：BBNS
CRICOS: 092820B

学制
3年（6个学期）

2021入学月份
2月、5月、8月、10月、11月

2021费用
每学期11330澳元

英语要求
您必须提供证据证明您已经完成
了权威的英语语言测试并达到了
下列成绩：
•	雅思学术类：总分6.0分（单科不
低于6.0分）
•	托福iBT：总分67分（单科不低
于：听力12分，口语18分，阅读15
分，写作21分)
•	培生英语学术类考试：总分
50-57分（任何部分都不低于50
分）
•	剑桥大学——C1高级：总分169
分（任何单科不低于169分）
•	悉尼英文语言学校：完成学术英
语课程（EAP）2，并获得B级成绩

入学要求
相当于澳大利亚12年学历的中
学学历

课程描述

本课程将为您提供在全球经济市场环境下的
商业分析、项目管理、数据管理或电子商务领
域的成功事业所需的基本概念、知识以及技
能。考察信息系统、建模、开发、数字商务和
管理技术与方法，并运用所学的知识开发并
交付信息系统项目。在这个快节奏、动态的信
息时代里，我们的毕业生具备在全球几乎所
有行业进行信息系统项目开发的技术技能以
及知识。

毕业就业前景

本课程将为您成为系统分析员、程序员（以及
设计师）、应用程序开发员、网络管理员和信
息系统管理员做准备。毕业生可以在信息和通
信技术领域的一系列商业环境中从事工作，或
者在IT公司中获得顾问性质的工作。	

课程及选修
学生们需要修完总共288个学分（相当于24门
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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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下述二选一组成的96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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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及
一个延伸辅修学科48学分（相当于4门课）

核心课程
决策会计
商业信息系统
经济原理
商业统计学
市场营销导论
商法
管理和企业行为
综合商业挑战

主修学习
学生须成功获得96个学分（8个学习课程）。

业务流程建模
系统分析与设计
数据库系统入门
云应用开发
信息与通信技术管理简介
信息技术职业与道德
信息系统项目
应用商务挑战

 

学习途径 

如您已成功获得维多利亚大学悉
尼校区的商科文凭课程（企业管
理），您将保证能够获得该专业
学士学位课程的学习机会。您将
获得之前学习的学分，由此缩短
完成课程所需的时间。
如您已经完成ECA研究生院的
以下课程之一，也可以获得商科
学士学位（主修会计）学分（学
分承认）：
•	商科文凭课程：最多8个学习
课程	
•	高级商科文凭课程：最多12个
学习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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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课程 8个课程 - 96个学分

BAO1101 决策会计 BEO1105	 经济原理

BEO1106 商业统计学 BMO1102 管理和企业行为

BCO1105 商法 BHO1171	 市场营销导论

BEO1102 商业信息系统 BPD1100* 综合商业挑战

选择两个专业中的一个

专业1：信息系统管理

BCO2000 业务流程建模

BCO2041 系统分析与设计

NIT1201 数据库系统入门

NIT2113 云应用开发

NIT2171 信息与通信技术管理简介

NIT2201 信息技术职业与道德

BCO3447 信息系统项目

BPD3100* 应用商务挑战

选择两个辅修课程中的一个

专业2: 会计学

BAO2000 会计信息系统

BAO2001 公司财务

BAO2202 财务会计

BAO2203 公司会计

BAO2204 管理会计

BEO2006	 公司法

BAO3309 高级财务会计

BPD3100* 应用商务挑战

辅修课程1：会计学

BAO2000 会计信息系统

BAO2202 财务会计

BAO2203 公司会计

BAO2204 管理会计

或者

辅修课程：专业会计学

BAO3306 审计学

BLO2206 税法与实务

NIT2171 信息与通信技术管理简介

NIT3171 ICT商业分析与数据可视化

辅修课程2：市场营销

BHO2265 整合营销传播

BHO2285 市场研究

BHO2434 消费者行为

BHO3439 营销服务与体验

延伸辅修课程BPD2100和以下三个课程

BPD2100* 国际商业挑战 BAO2000 会计信息系统

BHO2259 产品与服务创新 BAO3306 审计学

BHO2265 整合营销传播 BAO2202 财务会计

BHO2285 市场研究 BAO2204 管理会计

BHO2434 消费者行为 BLO2206 税法与实务

BHO3439 营销服务与体验 BCO2000 业务流程建模

BMO2002 策略管理

作为主修和辅修课程一部分的课程不能用于延伸辅修要求。各课程可选
性视情况而定。

*表示商业挑战类，选择完成双专业的学生不完成辅修，*BPD2100
和*BPD3100需要并入2个专业中的一个。

商学学士课程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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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课程
商业硕士（会计学）
vu.edu.au/vu-sydney/courses-at-vu-sydney/master-of-business-accounting

课程编码：BMAK
CRICOS: 083037M

学制
4个学期

2021入学月份
2月、5月、8月、10月、11月

2021费用
每学期12670澳元

英语要求
您必须提供证据证明您已经完成
了权威的英语语言测试并达到了
下列成绩：
•	雅思学术类：总分6.5分（单项分
数不低于6.0分）
•	托福iBT：总分79分（单项分数不
低于：听力19分，口语19分，阅读
18分，写作22分)
•	培生英语学术类考试：总分
58-64分（任何部分都不低于
50分）
•	剑桥大学——C1高级：总分176
分（任何单项分数不低于169分）
•	悉尼的英语语言学校：完成学
术英语课程（EAP）2，并获得A
级成绩

入学要求
澳大利亚任何学科的本科学位（
或同等学历），或澳大利亚类似学
科的研究生文凭（或同等学历）。

课程描述

这个全球认可的会计学位，为可持续发展以及
全球会计趋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您将获得会计、经济以及金融方面的专业知
识，并学习如何在高级会计岗位上取得成功
的技能。

毕业就业前景

在众多的商务环境中获得就业机会，如普通
会计实践、商业、非营利和政府组织，特别
是在一般会计、税收、审计、财务以及管理会
计领域。

课程及选修
要获得商业（会计）硕士学位，学生需要完成
168个学分，包括：

商科核心课程
商业经济学
会计系统与流程
商业与公司法
营销管理
管理会计
工作与组织系统
澳大利亚所得税法与实践
商业研究方法
商业金融学
财务与企业会计
商业道德与可持续发展
当代会计中的专业审计问题
商业研究项目

选修课程
选修课必须达到24个学分（2个课程）

学分承认

如果您在维多利亚大学悉尼校区
完成了信息技术学士学位课程，
您将获得NMIT项目前四个课程
的学分承认。如果您已经在其他
大学或者机构完成了学习，并认
为有资格获得过去学习的学分或
相应技能的承认，您需要在申请
中申请学分承认。

认证

本课程获得澳大利亚注册会计师以及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注册会计师协会的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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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多利亚大学
悉尼校区让我
感觉就像在家一
般，感受到这里
温暖而包容友好
的环境。迄今为
止，我在这里的
旅程一直都很好。
我期待着2021
年的到来！

Subha（孟加拉）

企业资源管理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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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技术与信
息系统课程

排名201 - 250 104156澳元

利用我们与亚马逊、思科、浪潮集团、微
软和思爱普等公司的行业合作关系，加
入世界上发展最快的行业。维多利亚大
学是企业资源规划（ERP）系统教育的
世界领导者。维多利亚大学悉尼校区包
括配备了行业标准思科路由器以及交换

在《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学科2020年排名
中，我们的计算机科学专业全球排名201-250。

软件程序员的税前年薪中位数为104156澳元（工作
展望）。

器的网络实验室，配备了图形与视频制
作工具的Windows和Mac计算机实验
室，以及服务器/桌面虚拟化软件。我们
的IT学士学位可以选择专修网络与系统
计算，或者网络与移动应用开发，并结
合网络安全学习。

VU.EDU.AU/COMPUTERS-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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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门课程不仅符合我的职
业理想，而且学校从入学到
毕业为学生所提供的服务，
都是促使我加入维多利亚大
学悉尼校区的原因。维多利
亚大学让留学生拥有家的感
觉，为我们的未来打开了机
遇大门。”
Pratik（尼泊尔）

信息技术学士

信息技术学士课程帮助我
掌握了五种最流行的编程
语言，在学习期间，我还
创建了自己的第一个网站
和手机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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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技术学位 
vu.edu.au/vu-sydney/courses-at-vu-sydney/diploma-of-information-technology

课程编码：VDIT
CRICOS: 093392J

学制
1年（2个学期）

2021入学月份
2月、5月、8月、10月、11月	

2021费用
每学期9920澳元

英语要求
雅思学术类：总分5.5分（单项分
数不低于5.0分）	悉尼英语语言
学校：完成学术英语（EAP）1课
程，并获得A成绩。

入学要求
相当于澳大利亚12年学历的中
学学历	

课程描述

实现您的梦想，成为一名受欢迎的信息技术
（IT）专业人员。我们的文凭课程可以帮助您
在一系列的信息技术领域提高您的资质以及
职业发展可能性。专为不符合信息技术学士
入学要求的学生所设计，您将得到额外的支
持，以建立起长期职业生涯中所需的素质以
及计算技能，并为您过渡到大学本科学习做
好准备。	

毕业就业前景

顺利完成该文凭，将保证您可以进入第二年
的信息技术学士学位课程，而通过该课程，您
可以继续发展作为信息技术专业毕业生，在
进入职业生涯时所需的技术、分析、管理、领
导以及人际关系技能。	

信息技术与信息系统课程

课程
网站开发和CMS
编程入门
通信与信息管理
计算机网络
数据库系统入门
操作系统
项目管理入门
网络应用与服务器管理

信息学学位证书 
科技 
1年

信息学士学位 
科技 
2年

途径

就读维多利亚大学悉尼校
区是一个非常棒的经历，
也是我一生中值得珍惜的
记忆。维多利亚大学悉尼
校区为我提供了很多课程
内容内外的学习机会，发展
了我的技能，塑造了我的
职业生涯。

“我之所以决定在维多利亚大学悉尼校区攻读信息
技术学士学位，是因为该校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以
高学术水平而著称的世界级大学，曾在全球大学中
排名前2%。在这所大学学习信息技术是一次深刻、
有趣而宝贵的经历。这样的经历给了我正确的技能、
知识以及视野，以最大限度地发挥我的潜力。”

Amit（尼泊尔）

信息技术学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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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技术学士
vu.edu.au/vu-sydney/courses-at-vu-sydney/bachelor-of-information-technology

课程编码：NBIT
CRICOS: 093390M

学制
3年（6个学期）

2021入学月份
2月、5月、8月、10月、11月	

2021费用
每学期11330澳元

英语要求
您必须提供证据证明您已经完成
了权威的英语语言测试并达到了
下列成绩：
•	雅思学术类：总分6.0分（单科不
低于6.0分）
•	托福iBT：总分67分（单科不低
于：听力12分，口语18分，阅读15
分，写作21分)
•	培生英语学术类考试：总分50分
（任何部分都不低于50分）
•	剑桥大学——C1高级：总分169
分（任何单科不低于169分）
•	悉尼英文语言学校：完成学术英
语课程（EAP）2，并获得B级成绩

入学要求
相当于澳大利亚12年学历的中
学学历	

课程描述

信息技术本科专业学制为三年，提供个性化
的学习体验。我们专注于网络/移动应用程序
的开发以及信息计算机技术（ICT）管理等高
工作需求领域。
通过获得以下方面的知识，毕业生具备在信
息技术行业取得成功所需的技术、分析、管
理、领导力以及人际关系技能：
•	广泛的信息技术应用知识
•	行业标准设备的实践经验
•	在政府、金融、零售以及制造业等多个领域
的项目管理经验。
该学位还为您准备了行业认证，例如，思科认
证网络专员以及微软认证技术专家。

毕业就业前景

本课程将为您成为软件分析师、网络设计师、
网络应用程序开发、移动应用程序开发、数据
中心管理员、系统管理员、安全顾问、数据库
管理员、网站管理员、商业分析师、数据分析
师或者项目经理而做好准备。
作为一名信息技术专业人员，您可以在信息
技术、政府、银行和金融、零售、教育、卫生、
媒体、物流以及制造业等一系列的行业获得
就业机会。

课程及选修
要获得信息技术学士学位，学生需要完成288
个学分（相当于24个课程），包括：
•	96个学分（相当于8门课程）的第一年公共
核心课程
•	96个学分（相当于8门课程）的专业学习（从
以下清单中选择）
•	48个学分（相当于4门课程）的毕业核心课
程。
•	48个学分（相当于4门课程）的辅修课程（从
下列清单中选择）：

在第一年的学习中，成功完成公共核心课程
（96学分，相当于8门课程）的学生可以选
择退出学习计划，毕业时获得信息技术文凭。

第1学期（核心课程）
网站开发与CMS
编程入门
通信与信息管理
计算机网络

第2学期（核心课程）
数据库系统简介
操作系统			
项目管理入门		
网络应用与服务器管理

主修科目
网络和移动应用开发
网络与系统计算

辅修科目
软件开发
网络管理
信息与通信技术管理

学习途径 

如果成功完成维多利亚大学悉尼
校区的信息技术专业文凭课程，
您将保证能够获得该专业学士学
位课程的学习机会。您将获得之
前学习的学分，由此缩短完成课
程所需的时间。

行业认可

毕业生可获得澳大利亚计算机协会的专业会员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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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年核心课程（公共核心课程）——96个学分

NIT1101 网站开发和CMS NIT1201 数据库系统入门

NIT1102 编程入门 NIT1202 操作系统

NIT1103 通信与信息管理 NIT1203 项目管理入门

NIT1104 计算机网络 NIT1204 网络应用与服务器管理

选择两个专业中的一个

专业1：网络与移动应用程序开发

NIT2112 面向对象的编程

NIT2213 软件工程

NIT3112 高级网络应用程序开发

NIT3213 移动应用程序开发

NIT2113 云应用开发

NIT2202 大数据

NIT3202 网络安全数据分析

NIT3114 网上业务系统开发

选择两个辅修课程中的一个

专业2：网络与系统计算

NIT2122 服务器管理

NIT2222 网络技术

NIT3122 企业网络管理

NIT3222 虚拟化在计算中的应用

NIT2124 网络管理

NIT2202 大数据

NIT3202 网络安全数据分析

NIT3114 网上业务系统开发

选择两个辅修课程中的一个

辅修课程1：网络管理

NIT2122 服务器管理

NIT2222 网络技术

NIT3122 企业网络管理

NIT3222 虚拟化在计算中的应用

或者

辅修课程1: 软件开发

NIT2112 面向对象的编程

NIT2213 软件工程

NIT3112 高级网络应用程序开发

NIT3213 移动应用程序开发

或者

辅修课程2：信息与通信技术管理

NIT2171 信息与通信技术管理简介

NIT2271 信息与通信技术改革管理

NIT3171 ICT商业分析与数据可视化

NIT3274 小型IT企业

信息技术学士课程结构

辅修课程2：信息与通信技术管理

NIT2171 信息与通信技术管理简介

NIT2271 信息与通信技术改革管理

NIT3171 ICT商业分析与数据可视化

NIT3274 小型IT企业

毕业核心课程——48个学分

NIT2102 网络安全要素 NEF3001 应用项目1

NIT2201 信息技术职业与道德 NEF3002 应用项目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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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信息技术硕士
vu.edu.au/vu-sydney/courses-at-vu-sydney/master-of-applied-information-technology

课程编码：NMIT
CRICOS: 083015F

学制
4个学期的学习

2021入学月份
三月、八月以及十二月

2021费用
每学期12670澳元

英语要求
您必须提供证据证明您已经完成
了权威的英语语言测试并达到了
下列成绩：
•	雅思学术类：总分6.5分（单项分
数不低于6.0分）
•	托福iBT：总分79分（单项分数不
低于：听力19分，口语19分，阅读
18分，写作22分)
•	培生英语学术类考试：总分58分
（任何部分都不低于50分）
•	剑桥大学——C1高级：总分176
分（任何单项分数不低于169分）
•	悉尼的英语语言学校：完成学
术英语课程（EAP）2，并获得A
级成绩

入学要求
澳大利亚类似学科的本科学位（
或同等学历），或澳大利亚类似学
科的研究生文凭（或同等学历）。

课程描述

提升您的职业前景，并通过信息技术研究生
资格，提高您的就业率。应用信息技术硕士是
一门很灵活的课程，为具有信息技术本科资
格的学生提供信息技术方面的高级培训。在
这门实践课程中，将您的知识与技能应用于
现实世界的问题以及场景。

毕业就业前景

本课程将为您在信息通信技术培训、项目管
理、数据仓库、信息技术咨询、网络管理、网
络或软件开发/工程等方面的职业生涯做好准
备。毕业生还可以获得继续深造、进一步进入
硕士（研究型）与博士学位的学习。

学分承认 

如果您在维多利亚大学悉尼校区
完成了信息技术学士学位课程，
您将获得NMIT项目前四个课程
的学分承认。如果您已经在其他
大学或者机构完成了学习，并认
为有资格获得过去学习的学分或
相应技能的承认，您需要在申请
中申请学分承认。

行业认可

毕业生可获得澳大利亚计算机协会的专业会员资格。

信息技术与信息系统课程

课程及选修
应用信息技术硕士专业课为192个学分（16
门课程）。
该学位由信息技术课程、项目管理课程以及研
究型课程组成。
学生可以选择24个学分的毕业论文（研究项
目A和B部分），也可以选择48个学分的毕业
论文（研究论文1和2）。

第1年第1个学期
网络系统		
数据库分析与设计		
项目管理原理			
网络安全基础知识

第1年第2个学期 
云安全
面向受众的高级编程		
项目管理与信息技术
研究入门

第2年第1学期
企业安全管理		
移动应用		
高级项目		
研究项目A部分

第2年第2学期
网络安全法律		
法规与政策		
项目风险管理		
数据仓库和挖掘		
研究项目B部分

额外选修
项目利益相关者管理			
移动网络设计			
项目管理基础知识			
项目计划与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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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资源管理硕士
vu.edu.au/vu-sydney/courses-at-vu-sydney/master-of-enterprise-resource-planning

课程编码：BMEN
CRICOS: 103278B

学制
4个学期

2021入学月份
2月、5月、8月、10月、11月

2021费用
每学期12670澳元

英语要求
您必须提供证据证明您已经完成
了权威的英语语言测试并达到了
下列成绩：
•	雅思学术类：总分6.5分（单项分
数不低于6.0分）
•	托福iBT：总分79分（单项分数不
低于：听力19分，口语19分，阅读
18分，写作22分)
•	培生英语学术类考试：总分
58-64分（任何部分都不低于
50分）
•	剑桥大学——C1高级：总分176
分（任何单项分数不低于169分）
•	悉尼的英语语言学校：完成学
术英语课程（EAP）2，并获得A
级成绩

入学要求
澳大利亚任何学科的本科学位（
或同等学历），或澳大利亚类似学
科的研究生文凭（或同等学历）。

课程描述

通过我们世界一流的企业资源规划硕士课
程，让您在不断发展的数字资源管理领域成
为一名SAP专家，并获得丰厚的回报。我们
的课程为您提供了专业的、备受欢迎的专业
知识。该课程作为澳大利亚该级别的唯一课
程，在业内受到高度重视。我们拥有强大的
行业网络，提供现实世界的经验以及人际关
系网络机会。在学习的过程中，您将发展实
用的、最新的SAP软件知识。我们提供实践
经验以及在线访问SAP程序，包括SAP	S/4	
HANA、SAP	Fiori以及SAP分析云

毕业就业前景

通过完成本课程，您将在信通技术和企业资
源规划系统（ERP）的高级职位上获得竞争优
势，使用ERP/SAP技能的行业包括：
•	建筑业
•	客户关系管理
•	金融
•	制造业
•	市场营销
•	体育业
•	旅游

课程及选修
要获得企业资源规划硕士，学生需要完成192
个学分，包括：

商科核心课程
经理人会计
商业数据分析
商业经济学
工作与组织系统

专业核心课程
企业资源规划系统中的计算机会计
业务流程工程
ERP系统实施
	企业资源计划系统
商业分析与可视化
移动计算应用程序设计
经验管理
分析性项目管理

其他核心课程
信息系统专业应用型企业项目（顶点课程）。

选修课程
选修1：维多利亚大学研究生水平的任何一个
课程或者其他同等课程
选修2：维多利亚大学研究生水平的任何一个
课程或者其他同等课程

可选方案
•	实习
•	预测性分析
•	人工智能与机器学习在企业中的应用

学分承认

如果您在维多利亚大学悉尼校区
完成了信息技术学士学位课程，
您将获得NMIT项目前四个课程
的学分承认。如果您已经在其他
大学或者机构完成了学习，并认
为有资格获得过去学习的学分或
相应技能的承认，您需要在申请
中申请学分承认。

信息技术与信息系统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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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支持
作为维多利亚大学悉尼校区的学生，您
将获得澳大利亚教育中心所提供的各
种机会，为您毕业后的生活做好准备。

职业研讨会
澳大利亚教育中心提供与职业相关的研讨会，以帮助即将
毕业的学生进入澳大利亚的劳动力市场。研讨会包括：

•	 求职技巧

•	 简历和求职信写作	

•	 面试准备和培训，包括模拟面试；

工作经验 
维多利亚大学悉尼校区的毕业生可以参加澳大利亚教育中
心所提供的工作经验实习。获得工作经验是您进入所选行
业的一个很好的途径，如果应聘者在实习期间表现出优秀
的就业素质，实习公司通常会希望为他们的未来进入公司
进行更专业的培训。	工作实习经验的优势包括：	

•	 观察、学习以及培训机会

•	 接触澳大利亚的职场文化

•	 获得指导机会

•	 工作申请中具有竞争力的优势（例如，雇主对求职者的
经验和学历资质感兴趣）。

internships.eca.edu.au

*	 请参考课程的具体入学要求，查看入学所需的英语语言能力水平。

英语衔接课程
在悉尼英文语言学校（ELSIS）成功完成学术英语（EAP）课程后，学生将有资格直
接进入维多利亚大学悉尼校区的学位课程。*

学术用途英语 *
CRICOS	CODE:	02644C

高等教育文凭

本科学位

硕士研究生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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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尼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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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流程
1. 选择您的课程
有关国际学生的课程、费用以及入学要求的信息，请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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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准备文件 
申请课程时，必须在申请中附上相关的文件，以证明自己符
合入学要求。这些文件可包括：

•	 您的英语能力证明

•	 经认证的成绩单以及毕业证书复印件

•	 填写好的背景信息核对清单以及财务声明

•	 填写好的学分承认申请书	

•	 其他相关文件，例如雇主或者学校所开具的信件、目的
陈述或者研究计划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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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完成您的申请 
您可以通过以下链接中所列出来的详细信息进行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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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也可以通过维多利亚大学悉尼校区所认可的代理机构进
行申请。您可以在此找到代理机构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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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接受您的录取通知书
如果您已收到有条件录取通知书，您必须满足所有条件才
能接受录取通知书。一旦您收到了完整的录取通知书，您
需要：

•	 签署并交回您的国际学生书面协议（注意，需要交回完
整的文件）

•	 缴纳录取通知书上所注明的课程费用

•	 安排您的海外学生健康保险。

如果您的签证申请需要入学确认书（CoE），在您的国际学
生书面协议处理完毕后，维多利亚大学将向您发送一份入
学确认书。

5. 办理签证
大部分打算在澳大利亚学习的准留学生必须申请学生
签证。申请时一定要说明自己的全部学习意向。有关学
生签证要求、如何申请以及相关问题的详细信息，请访
问：homeaffairs.gov.au/visas

6. 准备好旅行
预订您的航班并研究您的住宿选择。如果您需要维多利亚
大学代表在您到达悉尼机场时与您见面，请通过此处联系
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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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期待着欢迎您来到维多利亚大学悉尼校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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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维多利亚大学悉尼校区已经两
年了，大学配备了先进的基础设施和
教学设施，老师们都很友好，很愿意帮
助学生。作为维多利亚大学悉尼校区
大家庭的一员，我在澳大利亚享受着
和谐愉快的学习氛围。”
Mengdie（中国）

企业资源管理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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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第一次参观校园时，我被学
校多姿多彩的环境及其为学生所提
供的各种设施所吸引，我还发现，
悉尼是一个神奇的城市，拥有宜人
的气候，多元的文化，使其成为国际
学生的最佳城市之一。”                                        
Malak（印度）

信息技术学士	

39



世界一流大学

本出版物中的信息出版日期为2021年1月。所提供的信息仅供
参考，并不构成日后签订相关合同协议的信息组成部分。	请
查看维多利亚大学网站vu.edu.au以了解最新的详细信息。本
刊物专门为留学生而制作。

维多利亚大学国际分校制作。	©维多利亚大学，2021年1月

联系我们
电话：+61	2	8265	3216

电子邮箱:	apply@vusydney.edu.au

地址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悉尼苏塞克斯街160号1楼，维多利亚大学
悉尼校区，邮编：2000（Victoria	University	Sydney	Level	1,	160	
Sussex	Street	Sydney	NSW	2000	Australia）

VU.EDU.AU/VU-SYDNEY
维多利亚大学

CRICOS供应商编号：00124K（墨尔本）

CRICOS供应商编号：02475D（悉尼）

RTO代码：3113

https://www.facebook.com/vusydney.australia/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Sd5EvwYPPtGoMZEWvUyIVQ
https://au.linkedin.com/school/victoria-university-sydney/
https://www.instagram.com/vusydney/
http://vu.edu.au/vu-sydne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