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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新西兰
奥塔哥理工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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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白云的故乡－ 
新西兰
每年上万名国际留学生来到美丽的新西兰，在一个安全多元
文化的环境中接受高质量的教育。新西兰是一个只拥有四百
万人口的国家，是世界少数人口密度最底的国家之一。你可
以在这里充分体验高质量的专业教育，同时也可以在一个
有趣并且友好的学习环境里生活。奥塔哥理工学院的三个校
区，会给你带个各自独特的学习和生活体验。

中奥塔哥
中奥塔哥以壮观的自然景色而闻名于世，这里是新西兰的
探险之都。由于奇特的地貌和气候影响，这里是新西兰
夏天最热冬天最冷的地区。

中奥塔哥拥有五万常住人口，这里的高山，湖泊，河流，峡
谷和丛林。为旅游观光，极限运动，雪上运动和户外休闲
活动提供了完美的场所。

www.centralotagonz.com  
 +64 3 445 9900 
info@op.ac.nz 
Corner Erris & Ray Streets,  
PO Box 16, Cromwell, New Zealand 9342

奥克兰
奥克兰市新西兰最大的城市，经济和贸易的中心。这里拥
有一百六十万人口，＊世界最宜居城市排名第三。 温暖
的气候，充足的阳光，美丽的海滩，多元文化的交融让这
里的生活丰富多彩。

学习之外的生活同样精彩，购物，美食，博物馆，剧院，艺
术中心，各式户外互动应有尽有。

www.aucklandnz.com  
+64 9 309 0301 
auckland@op.ac.nz  
Level 2, 350 Queen Street,  
PO Box 5268, Auckland, New Zealand 1141

＊（美世生活质量调查）Mercer Quality of Life Survey, 2015

惠灵顿

皇后镇

基督城

但尼丁
但尼丁被誉为新西兰的“学生之都”,  高等教育的中心。每
年有接近三万名学生在这里学习和生活，占整个城市百分
之二十的人口。

但尼丁拥有悠久的历史建筑，博物馆，艺术中心，各国美食，
休闲咖啡屋，酒吧，海滩，天然海港和奇妙的野生动植物，
是一个安全美丽的城市。

www.dunedinnz.com 
+64 3 477 3014  
linfo@op.ac.nz  
Forth Street, Dunedin,  
Private Bag 1910, New Zealand 9054

Central 
Otago

Dunedin

Auck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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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00+ 850

100+No.1

94%

为什么奥塔哥理工学院
是您的首选？
高质量，面向职场的教育 
奥塔哥理工学院“产学结合”理论联系实践的教育理念和成果，让我们成为了新西兰领先的国家公立理工学
院。励志培养有能力，有创新并且勤于思考的专业人才。奥塔哥理工学院的毕业生在亚太地区享有很高的声
誉，在这里学习和生活的经历会给你未来的职业生涯打下良好的基础。

高质量的文凭与资质
作为一所高质量的高等教育学院，我们的文凭被全世界认
可；成功的职业策划使我们课程设计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们的教学表现获得了新西兰政府最高的认证。

学习环境
小班制，产学结合是我们的教学特点。我们的讲师在各自
的领域拥有丰富的知识和经验。近期的亚太留学生调查报告
显示，奥塔哥理工学院以大量的师生互动，教学的多样化和
良好的学习环境，获得了很高的评分 。

奥塔哥理工学院拥有一流的教职员工。2014年烹饪艺术， 
护理和设计系分别有七位讲师获得了新西兰最高的总理教育
奖。 奥塔哥理工学院拥有全新西兰最高的课程完成比率。

学生辅助系统
从学生递交申请的那一刻起，到毕业的最后一天，我们都会帮
助你实现你的目标。 学生喜欢在奥塔哥理工学院完成学业，
互动教学模式，良好的学习氛围和完善的学生辅助系统是我们
成功的重要因素。

体验独特的留学生活
新西兰是一个适合留学和生活的地方， 良好的自然环境，
友善的居民和舒适的居住环境，丰富多彩的学生社团活
动，会让你有机会认识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充分探索和体
验”新西兰的生活方式”

奥塔哥理工学院同意遵守教育部发布的《国际学生关怀照顾行为准则》并受
之约束。该《准则》具体信息请查询新西兰教育部网站： 
www.minedu.govt.nz

移民：如欲了解签证和许可方面的详细要求、留学新西兰期间的工作权利，
以及报告要求，请向新西兰移民局咨询，请访问网站  
www.immigration.govt.nz

医疗服务：国际学生在新西兰期间没有资格享受公费医疗服务。如果你在居
留期间接受医疗服务，你可能需要自己支付全部费用。详细内容可通过新西
兰卫生部网站了解: www.moh.govt.nz

意外事故保险： 新西兰意外事故赔偿局（即ACC）为所有新西兰公民，居

民及短期访问者提供意外伤害保险，但您可能仍需要支付所有其他的医疗费
用以及相关费用。详细内容可通过ACC网站了解：www.acc.co.nz

医疗和旅行保险: 国际学生在新西兰学习期间必须拥有合适并且有效的医疗
和旅行保险。

退费政策: 我们的“条款与条件”，包括退费政策，可在以下网站查询到
www.op.ac.nz/termsandconditions

免责声明: 为确保本手册内容准确无误，奥塔哥理工学院已尽了最大努力，
我们保留对本手册所含的任何信息进行修正、变更或取消的权利。本指南手
册所列的各种费用为2015年标准并且仅作为指导。请注意，你有可能还需
要支付额外的花销和费用。

名国际学生名学生 
全日制/半日制

项课程从基础证书 
到研究生课程

毕业生就业， 
或继续深造比率

学位完成比率



预科课程 简介 学习时间 地点 英语程度最底要求 费用（大约）新
西兰元

语言培训（英文） 
(等级3-4*）

New Zealand Certificate 
in English Language 
(Levels 3-4*)

掌握英语为以后进一步的
专业学习作准备。

最少三周 - 半/
全日制

但尼丁 
奥克兰  

没有最低要求 每周: $405

每学期: $6160 

团体英文培训 
English for Groups

团体英文是为各种团体，
组织, 企业定制的语言加
旅游观光短期课程。

根据团体要求来
定制

但尼丁 没有最低要求 根据学习旅游计
划来定

入学预科班
Certificate in Foundation 
Studies (Level 4) 
(Business)

培养你的学术阅读, 学习
方式, 写作能力和完善管
时间技能 以便你有足够
的基础进入证书，文凭和
学位的学习。

1学期
入学期：  
一月，三月， 
六月，八月， 
十月

奥克兰 雅思 5.5 每学期：$7210

从这里起步，世界任你闯！
语言培训中心
出国学习语言的优势在于学习语言的环境，如果你想尽快的提高英文水平或者提高学术性的专业英文。
奥塔哥理工学院的语言中心拥有从等级1-5的语言课程供你选择。你甚至可以在学习语言的同时学习专科
课程来帮助你更好的衔接到专业课程的学习。我们也提供企业或者团体英文的培训课程。

语言中心的老师们都有多年国际教学的经验，他们有能力帮助国际留学生尽快提高英文水平。小班制，互
动并且多样性的教学将会帮助国际留学生很快的提高 听，说，读，写的能力。我们可以根据国际留学生的
个人要求和级别来规划和设计语言课程。

*等级5：有待最后批准及没有在奥克兰校区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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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服
务中心 
奥塔哥理工学院拥有专业的团队
为学生提供全方位的服务。 

我们确保学生的每一个问题都会
得到最好的解答。一对一的教学
辅助和支持将会帮助国际留学生
顺利完成学业。

我们的服务包括
 > 辅助课程专业选择

 > 审批入学申请，签发入学通知书

 > 协助国际留学生签证申请

 > 新生入学接待

 > 7天24小时热线

住宿信息

寄宿家庭 – 入住新西兰人家，我们根据
学生要求来选择适合的寄宿家庭。让留
学生尽快的适应新西兰的饮食生活习
惯，了解当地文化，熟悉周围环境。

所有寄宿家庭都经过尽心挑选与监督，

绝大多数包含了三餐，网络和本地电话费
用。寄宿家庭费用：大约每周$230.00新
西兰元

合租 – 这是一种很经济的住宿选择，留
学生和其他人一起租用一栋房子。或者
个人租用一个房间。 合租费用：约每周
90 – 150新西兰元。

学生宿舍  – （有管理的居住之处）仅在
但尼丁校区提供–这是专门提供给学生
的住宿形式，保证你可以结识很多朋友。
绝大多数的用餐及额外费用如电费，上网
费及本地电话费用常都包含在住宿费
里。住在学生宿舍的费用：约每周340新
西兰元。

更多信息请查看:  
www.op.ac.nz/student

常见问题和重要信息 
国际留学生的学费是多少?
国际留学生的学费大概在1.3万到2.2万新币（人民币7 – 
11万）其中不包含旅行医疗保险

更多资费信息请登录： 
 www.op.ac.nz/students/important-information

奥塔哥理工学院是否收取申请费？
国际留学生递交申请是免费的。

什么时候申请？
至少开课3到4个月前递交申请

递交申请需要哪些材料？
护照首页，高中或者大学成绩，毕业证，雅思或托福。个
别专业需要作品集，如果申请人拥有工作经历可以提供一
份个人简介。具体课程入学要求请登录： 
www.op.ac.nz/international/entry-criteria

入学条件是什么？
预科证书、专科文凭及本科学位课程的入学要求是基于你
的高中学历对等于新西兰高中的12-13年级水平。研究生
课程的入学要求是基于本科水平。欲进一步了解相关的信
息以及新西兰以外其他国家的学历对证，请参照  
www.op.ac.nz/international/entry-criteria

如何申请？
国际留学生可以直接通过网络递交申请，或者填写申请表
通过电子邮件 international@op.ac.nz 递交申请。奥塔哥
理工学院主页: www.op.ac.nz 或通过代理中介申请。

从哪里可以获得新西兰以移民局的信息？
请查看新西兰移民局官网: www.immingration.govt.nz

国际留学生要多久才能完成学业 ？
预科： 半年到一年 
专科：  一年到三年 
学士本科： 三年 
学士后文凭： 一年 
研究生： 一年 
硕士学位： 一年到两年 

国际留学生可以在新西兰学习多久？ 
国际留学生在学期或者学年结束后，可以根据下一阶段的
学习计划来递交申请。移民局在课程通过率和出勤率有一
定的要求。具体请查看: www.immigration.govt.nz

学习期间，国际留学生合法打工的收入是多少？ 
根据新西兰的法律，最低工资标准税前$14.75新西兰
元，每周合法工作限度20小时 。 假期可全职打工

生活费 
学习期间的生活费，按照新西兰移民局的要求每年新西兰
元 $15000.00。折合人民币75000.00

具体信息请登录：www.newzealandnow.govt.nz/living-
in-nz/family-friendly/comparable-living-costs 

国际留学生毕业后会怎样？
国际留学生毕业后可以申请相关的学生工作签证。具体签
证信息请查询: www.immigration.govt.nz

更多信息请查看: www.op.ac.nz/international/faqs 或询问我们的国际顾问 +64 3 477 3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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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课程概要
课程 校区 入学 学时 雅思 学费

英文与预科班
新西兰英文预科
New Zealand Certificate in English Language (Level 3-4)

但尼丁 
中奥塔哥

二月，七月 最少三周，  
一个学期  
全日制

以个人程度而
定

$6,490**

英文加预科（英文课程与主科）
Certificate i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Abroad (Level 4)

但尼丁 
中奥塔哥

各种招收期 各种 5.5 $5,390** 
- $11,326**

入学预科班 
Certificate in Foundation Studies (Level 2 and 3)

但尼丁 二月，七月 半年 英语水平 
证明

 $6,490**

入学预科班
Certificate in Foundation Studies (Level 4)

奥克兰 一月，  三月， 
六月，八月，十月

1学期 5.5 $7,210

医疗与健康预科  
Certificate in Health (Level 4)

但尼丁 二月 1年 6.0 $20,310

专业美容与健康按摩理疗
专业美容疗法专科
Diploma in Beauty Therapies and Epilation (Level 5)

但尼丁 二月 34个星期 5.5 $17,430

健康按摩理疗专科
Diploma in Advanced Therapeutic Massage (Level 6)

但尼丁 二月 34个星期 5.5 等待批准

护理学, 助产学与社会服务
护理专科  
Diploma in Enrolled Nursing (Level 5)

但尼丁 一月 18 个月 6.5 $24,010^

护理本科  
Bachelor of Nursing (Level 7)

但尼丁 
外校区

二月 3年 6.5 $24,010^

新西兰护理注册资格培训
Competency Assessment Programme (CAP) for Overseas Registered Nurses

但尼丁 二月， 五月，  
七月， 十月

8-12周 7.0 $8,025

助产士本科  
Bachelor of Midwifery (Level 7)

但尼丁 
外校区

一月底 3年 7.0 $29,510^

职业理疗本科 
Bachelor of Occupational Therapy (Level 7)

但尼丁 
外校区

二月 3年 6.5 $23,090^

卫生及公共服务预科  
Certificate in Human Services (Level 4) (Specialty)

但尼丁 二月 1年 6.0 $20,800

社会服务学本科  
Bachelor of Social Services (Level 7) 
心理辅导；职业规划；残疾人辅助 ; 心理健康辅助 

但尼丁 二月 3年 6.5 $21,930

艺术与设计创作
艺术与设计预科 Certificate in Creative Studies (Level 4) 
专科艺术工作室学科：陶瓷; 电子艺术; 珠宝设计,; 绘画; 摄影; 版画; 雕塑; 纺织

但尼丁 二月 1年 6.0  $20,800

服装设计预科 
Certificate in Fashion Studies (Level 4) 

但尼丁 二月，七月 6个月 6.0 $10,430

影视制作预科
Certificate in Film and Television (Level 4)

但尼丁 二月 34个星期 5.5 $16,170

新闻传媒专科
National Diploma in Journalism (Multimedia) (Level 5)

但尼丁 二月 34个星期 6.0 $15,666

数码摄影专科
Diploma in Digital Photography (Level 6)

但尼丁 二月 2年 5.5 $18,375 

视觉艺术本科 
Bachelor of Visual Arts (Level 7)

但尼丁 二月 3 年 6.0 $21,370 ^

服装设计本科
Bachelor of Design (Fashion) (Level 7)

但尼丁 二月 3年 6.0  $21,900^

产品设计本科
Bachelor of Design (Product) (Level 7)

但尼丁 二月 3年 6.0 $21,900^

平面设计本科
Bachelor of Design (Communication) (Level 7)

但尼丁 二月 3年 6.0 $21,900^

室内/建筑设计本科 
Bachelor of Architectural Studies (Architectural Technology) or (Interior 
Architecture)*(Level 7)

但尼丁 二月 3年 6.0 $21,900^

 ** 每个课程, 每个学期, 每个等级             ^ 第一年                      具体课程信息请查询 www.op.ac.n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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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校区 入学 学时 雅思 学费

视觉艺术学士后文凭 
Graduate Diploma in Visual Arts (Level 7)

但尼丁 二月 1 年 6.0 $21,370

设计专业学士后文凭 
Graduate Diploma in Design (Specialty) (Level 7)

但尼丁 二月，七月 1年 6.0 $21,900

视觉艺术硕士
Master of Visual Arts (Level 9)

但尼丁 根据要求
定制

1年 6.5 $25,090

艺术硕士 
Master of Fine Arts (Level 9)

但尼丁 三月，九月 2年 6.5 $25,090^

企业设计硕士 
Master of Design Enterprise

但尼丁 
奥克兰

六月 18 个月 6.5 $12,180 
前六个月

设计硕士 
Master of Design 

但尼丁 
奥克兰

八月 1年 6.5 学费（待定）

视觉艺术研究生 
Postgraduate Diploma in Visual Arts  (Level 8)

但尼丁 二月，七月 1年 6.5 $25,090

设计专业学研究生 
Postgraduate Diploma in Design (Level 8)

但尼丁 
奥克兰

但尼丁: 
二月，八月 
奥克兰 : 八月

1年 6.0 $21,900 

酒店管理
烹饪预科
New Zealand Certificate in Cookery (Level 4)*

但尼丁 
中奥塔哥

二月 1年 6.0 等待批准

餐饮管理预科 
New Zealand Certificate in Food and Beverage Service (Level 3)*

但尼丁 二月，七月 6月 5.5 等待批准

烹饪专科 
New Zealand Diploma in Cookery (Advanced) (Level 5)* 

但尼丁 二月 1年 6.0 等待批准

酒店管理专科
National Diploma in Hospitality Management (Level 5)

但尼丁 二月 2年 6.0  等待批准

烹饪艺术本科
Bachelor of Culinary Arts (Level 7)

但尼丁 二月 3年 6.0 $22,220^

酒店管理学士后文凭 
Graduate Diploma in Hotel Management (Level 7)

奥克兰 一月，三月，  
六月，八月，十月

1年 6.0 $18,100

商业，旅游与计算机
入学预科班
Certificate in Foundation Studies (Level 4) (Business)

奥克兰 一月，  三月， 
六月，八月，十月

1学期 5.5 $6,490 
(Dunedin) 
$7,000 
(Auckland)

商业管理预科 
National Certificate in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Level 4 )

但尼丁 
中奥塔哥
外校区

二月，七月 1学期 5.5 $9,140

新西兰商业管理专科 
New Zealand Diploma in Business

但尼丁 
奥克兰

但尼丁: 二月，
七月 
奥克兰:  
一月，三月，  
六月，八月，十月

2年 6.0 等待批准

应用管理本科 (会计学)
Bachelor Applied Management (Accounting) (Level 7)

但尼丁 
奥克兰

但尼丁:  
二月 
奥克兰: 
一月，三月，  
六月，八月，十月

3年 6.0 $18,100^

应用管理本科 
Bachelor of Applied Management (Level 7)
应用管理专业包括：商业转型，活动管理，人力资源，市场营销，体育管理，战略管
理， 旅游管理，( 奥克兰只提供市场营销和酒店管理。）

但尼丁 
奥克兰

但尼丁:  
二月，七月 
奥克兰: 
一月，三月，  
六月，八月，十月

3年 6.0 $18,100^

应用管理学士后文凭 Graduate Diploma in Applied Management 
市场营销学士后文凭 Graduate Diploma in Sales and Marketing 
酒店管理学士后文凭 Graduate Diploma in Hotel Management

但尼丁 
奥克兰

但尼丁:  
二月，七月 
奥克兰: 
一月，三月， 
 六月，八月，十月

1年 6.0 $18,100^

应用管理硕士
Master of Professional Practice

奥克兰 十月 1年 6.5 $32,960

计算机信息技术预科 
Certificate i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Level 4)

但尼丁 二月，七月 6个月 6.0 $10,430

计算机信息技术服务与支持预科 
Certificate in IT Service and Support (Level 4)

但尼丁 二月 1年 5.5 $20,800

计算机信息技术本科 
Bachelor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Level 7)

但尼丁 但尼丁:  
二月，七月 

3年 6.0 $20,880^

计算机信息技术学士后文凭 
Graduate Diploma i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Level 7)

但尼丁 
奥克兰

但尼丁:  
二月，七月 
奥克兰: 
一月，三月,  
六月，八月， 
十月

1年 6.0 $20,880

新西兰旅游管理预科 
New Zealand Certificate in Tourism (Level 4) (Operations)

但尼丁 二月 6个月 6.0 $9,050

 ** 每个课程, 每个学期, 每个等级             ^ 第一年                      具体课程信息请查询 www.op.ac.n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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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校区 入学 学时 雅思 学费

新西兰旅游管理专科
New Zealand Diploma in Tourism and Travel (Level 5)*

但尼丁 二月 1年 6.0 等待批准

自然科学
体育草坪管理专科
National Certificate in Sports Turf Management (Level 4)

中奥塔哥 二月 2年 5.5 $20,850^

园艺专科 
Diploma in Horticulture (Level 5)

但尼丁 
中奥塔哥
外校区

二月， 四月，
七月，十月

1年 6.0 $20,310

葡萄种植与栽培专科 
Diploma in Viticulture (Level 5)     

中奥塔哥 二月， 四月，
七月，十月

1年 6.0 $20,310

农业技能专科
National Certificate in Farming Skills (Work Ready) (Level 3)

中奥塔哥 二月 1年 5.5 $20,310

工业工程技术
工程技术预科
Certificate in Foundation Studies (Level 3) (Bridging to Engineering)

但尼丁 二月，七月 各级别6个月 5.5 $$6,490**

土木工程专科  
New Zealand Diploma in Engineering - Civil Engineering (Level 6)

但尼丁 二月，七月 2年 6.0 $20,800^

机械工程专科
New Zealand Diploma in Engineering - Mechanical Engineering (Level 6)

但尼丁 二月，七月 2年 6.0 $20,800^

电子工程专科
New Zealand Diploma in Engineering - Electrical Engineering (Level 6)

但尼丁 二月，七月 2年 6.0 $20,800^

工程技术本科  机械工程；土木工程；电子工程
Bachelor of Engineering Technology (Level 7)

但尼丁 二月，七月 3年 6.0 $20,800^

施工管理专科， 工程造价国家专科 （双学位） 
National Diploma in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Level 6)
National Diploma in Quantity Surveying (Level 6)  
(dual qualifications delivered as an accelerated Construction Studies programme)

奥克兰 一月，三月， 
六月，八月，
十月

2年 6.0 $20,200

建筑技术/设计本科 
Bachelor of Architectural Studies (Architectural Technology) or (Interior 
Architecture)*

但尼丁 二月 3年 6.5 $21,900

工程造价国家专科 
National Diploma in Quantity Surveying (Level 6)

但尼丁 二月 2年 6.0 $20,800 ^

施工管理专科 
National Diploma in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Level 6)

但尼丁 二月 2年 6.0 $20,800^

石匠技术预科 
Certificate in Stonemasonry (Level 4)

中奥塔哥 二月，五月， 
七月

1年 5.5 $20,310

体育与户外
体育与锻炼应用科学专科
Diploma in Applied Sport and Exercise Leadership (Level 5)

但尼丁 二月 2年 6.0 $19,000^

体育与锻炼应用科学本科（体育运动，营养与健康）
Bachelor of Applied Science (Physical Activity, Health and Wellness) (Level 7)

但尼丁 二月 3年 6.0 $20,030^

体育与锻炼应用科学学士后文凭 
Graduate Diploma in Applied Science (Specialty) (Level 7)

但尼丁 二月 1年 6.0  $19,450

滑雪运动安全管理和教练培训预科
Certificate in Snowsport Instructing (Ski) or (Snowboard) (Level 4)

中奥塔哥 六月 18 个星期 5.5 $20,030

户外探险运动培训与管理专科 
Diploma in Outdoor Leadership and Management (Level 5)

但尼丁 二月 2年 6.0 $19,000 ^

可持续发展教育
实践可持续发展学士后文凭
Graduate Diploma in Sustainable Practice (Level 7)

外校区 灵活 灵活 6.0 $18,100

专业实践学士后文凭
Graduate Diploma in Professional Practice

但尼丁
外校区

灵活 1年 6.5 $18,100

专业实践硕士
Master of Professional Practice

奥克兰 一月，三月， 
六月， 八月， 十月

18 个月 6.5 $32,960

 ** 每个课程, 每个学期, 每个等级             ^ 第一年    *等待批准                 具体课程信息请查询 www.op.ac.n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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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活，新挑战，新世界 － 新西兰
新生活从这里开始

惠灵顿

皇后镇

基督城

奥塔哥理工学院校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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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 +64 3 477 3014
New Zealand 0800 762 786
Email international@op.ac.nz
Visit us at www.op.ac.nz

联络方式

Ellen Yu
邮件 ellen.yu@op.ac.nz
手机 +64 21 1845 833
电话 +64 9 3091 224

Yuan Pei
邮件 yuan.pei@op.ac.nz
手机 +64 21 245 7204 
电话 +64 3 471 6248
QQ 115018228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