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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鼓励、吸引和 
培养独立的人才：我校

85% 
的学生来自 
但尼丁以外的地区。

奥塔哥大学——你的选择

我校创立于1869年。 
直至经历了150年悠久历史的今天， 

我们仍在以一流的教学
质量与极具特色的校园
生活引领着世界。
这两大核心元素是奥塔哥大学的独特
之处，也是吸引着新西兰全国以及世
界各国学生慕名前来接受高等教育的
重要原因。

欢迎 
来到奥塔哥大学。我们是 

新西兰历史最悠久的大学， 

是超过21,000学生的首选。

设施 
奥塔哥以其 

技术先进 
的演讲厅、研究实验室
和图书馆而闻名。

学校社区
我们拥有15个学生宿舍，以及其他 
合租公寓，为学生提供在新西兰高校
中独一无二的充满活动与支持的校园 
环境。

全球就业能力
奥塔哥大学毕业生在全球的 
就业市场均展现优势：

95%的毕业生 
在毕业后获得工作或 

继续进修的机会。

独 
立

探险

4

最高国际质量评级 来自100多个国家的 
3000多名国际学生

200多个本科和研究生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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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的新西兰南岛的
南部地区拥有着众
多不可错过的休闲
活动。

奥塔哥大学的学历，是你在世界各地不同阶段中一
展所长的推动力。这不仅仅是你在学术上取得的成

就——在这里获得的非凡经历和深厚友谊，
将让每一位学生受益终生。

我们的教学方
式、以及为学
生提供的支持
和服务都充分
体现出了这一
特点。

个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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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家教育优秀奖中 
无可匹敌的记录： 

7位最高奖得主

全国校区：除了但尼丁的主校区，我们
在惠灵顿、克赖斯特彻奇和 

因弗卡吉尔也有校区

新西兰教育表现名列前茅的大学 
(TEC教育表现指标)

3

奥塔哥大学是 
全球排名 

前1%的大学 
（QS世界大学排名）

奥塔哥大学提供新颖的 
课程组合，为你量身打造 
最适合你的学位。

灵活的 
学习选择

你的
学位，
你的
选择

奥塔哥大学与全球超过 
30个国家的 

100多所研究机构 
签署了交换生合作协议



新西兰是独一无二的。

这是一个安全和充满欢乐的地方。这里有
友善好客的人们、极其便利的户外活动场
所、丰富的文化以及令人沉醉的体验。

这是世界上最不拥挤的国家之一，国土
面积与日本和英国相仿，全国人口约490
万人。当地人有个亲切可爱的名字——
“Kiwis”。

新西兰由两个主要的岛屿——北岛和南
岛，以及包括斯图尔特岛在内的一些小型
岛屿共同组成。

全国大约三分之二的人口居住在北岛。 
奥克兰是最大的城市，人口约140多万，
紧随其后的是首都惠灵顿和克赖斯特彻奇
（两个城市的人口各约40万）。但尼丁约
有13万人。

毛利人（Māori）是最早定居在新西兰北
岛（毛利语：Te Ika a Maui）和南岛（毛
利语：Te Waipounamu）的原住民。

相传，毛利人探险家库珀约于1000年前，
从他们的故乡——波利尼西亚地区的哈
瓦基，乘坐瓦卡独木舟，由星星指引，随着
洋流，来到了新西兰。往后的几百年，更多
的毛利人乘瓦卡独木舟迁徙到了新西兰，
定居在全国各地，成为这片土地的原住民
和守护者。

1642年，荷兰航海家阿贝尔·塔斯曼成
为第一位发现新西兰的欧洲人。1769至
1770年，英国航海家詹姆斯·库克绘制
了新西兰的地图。随后，捕捞海豹和鲸鱼
的人们也来到这里，商人们也很快接踵而
来。往后的200多年里，大批的欧洲人移
民至此。

时至今日，新西兰发展成为了一个拥有多
种族与多元文化的国家。近年来，越来越
多来自大洋洲和亚洲的人们选择定居在
这里。

新西兰人以充满智慧与创新而著称。新西
兰的城市中心有众多的咖啡厅、餐厅、艺
术、产业和时尚商铺。农业依然是这个国
家主要的出口产业。同时，新西兰也大力
发展众多备受国际认可的产业，如：生态
旅游项目、红酒业、时装设计和蓬勃的影
视产业。

新西兰壮丽的自然景观闻名遐迩，有着连
绵起伏的群山、活跃的火山，也有美丽的
海滩和延绵的海岸线。

南岛有着世界闻名的醉人风光。在但尼
丁，海滩、冰川、湖泊、峡湾和世界顶级的
滑雪胜地的高山都近在咫尺。

新西兰
让访者宾至如归， 
是我们的待客之道。

studyinnewzealand.govt.n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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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尼丁
但尼丁市是南岛南部的重要口岸。居住在此，你能 
非常便利地去往新西兰许多世界闻名的自然观光
胜地和参加各式惊险刺激的户外活动。

摄影：AJ Hackett Bungy

皇后镇、箭镇和瓦纳卡
3.5小时车程

皇后镇是蹦极运动的发源地，也是著名的世界极
限活动之都。你能在欣赏美丽的峡谷和赏心悦目
的湖畔的同时，享受跳伞活动、峡谷探险、喷射快
艇和白浪中漂流的乐趣。这里还有南半球最顶尖
的滑雪场地和丰富多姿的夜生活。

峡湾地区
4.5小时车程

峡湾地区是新西兰风景旖旎的地区之一。在这里，
有新西兰3条“顶级的步道”——米尔福德步道、
凯普勒步道和路特本步道。

奥拉基库克山
4小时车程

新西兰最高的山峰和最长的冰川，均位于奥拉基
库克山国家公园内。游客可以在这里享受徒步、
登山和骑行的乐趣，也可以划桨遨游冰山湖，沉
醉在壮丽迷人的景色中。

卡特林斯
1.5小时车程

卡特林斯是一个既富有特色，又充满令人神往的
天然美景的地方。从壮丽的沿海悬崖和充满情调
的海滩，到热带雨林、飞流直下的瀑布和连绵起伏
的田野风光，无不使你沉醉。

摄影：Fraser Gu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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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但尼丁地区
卡格儿山和信号山
仅需10分钟车程，就能到达一流的山地骑行车道和徒步步道

高尔夫球场
达尼丁及周边地区有12个顶级高尔夫场地

瓦纳卡和皇后镇
3.5小时车程，南半球最好的滑雪胜地

蒂阿瑙和米尔福峡湾
4.5小时车程，迤逦的风光和绝佳的步道

奥塔哥半岛
一个适合野生动植物栖息繁衍
的乐园。顺着海岸公路，你可以
达到它的尽头——泰瓦罗瓦角（
一小时车程）。这里是全球陆地
上唯一的信天翁繁殖中心。

奥塔哥港
5分钟车程，

饱览迷人景色， 
享受自然探索巡游和 
丰富的水上活动， 

如：皮筏艇、划艇和风帆冲浪

圣克莱尔广场
10分钟车程，

咖啡厅、餐厅和冲浪胜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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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车道

隧道海滩
20分钟车程，

壮丽的岩石海岸线， 
探索峭壁、石拱门和洞穴



但尼丁植物园

奥塔哥大学

弗拉格 
斯塔夫山

福赛思巴尔体育场
步行5分钟，

新西兰唯一的室内体育场

奥塔哥移民博物馆

兰园
周末露天市场

美 
术 
馆

游艇会

奥罗科努依
生态保护区

距离但尼丁25分钟车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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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角广场
步行15分钟，

城市的购物和娱乐中心， 
在这里，你还可以享受 

特色的咖啡厅、酒吧和餐厅。

乔治街
但尼丁主要的购物中心， 
商店、咖啡厅与餐厅云集

照片由DunedinNZ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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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英语和学术英语课程。

• 雅思，托业预备课程。

• 免雅思直升预科课程。

• 奥塔哥英语直升课程 
(完成后可以达到大学大部分本科、 
硕士以及博士课程的语言入学要求）。

• 特殊目的短期英文课程。

• IELTS、TOEFL iBT、OET 及 TOEIC注册考场。

• 文化与国籍的多元化。

• 有关但尼丁学习与生活的全面介绍。

• 学生证可以允许学生使用奥塔哥大学信息服务， 
24小时计算机室，学生健康服务，俱乐部及社团， 
健身房，并且可以在一些商店， 
娱乐场所及旅游景点得到折扣。

• 可以使用多媒体语音室，网络和学生咖啡厅。

• 专业的指导老师为学生提供包括签证方面等任何问题的帮助。

• 我们的线上签证服务可以为学生续签以及转换签证。

• 住宿选择-寄宿家庭或者公寓。

• 每周举行体育运动或社会活动。

• 为寄宿家庭的学生提供免费机场接机服务。

普通英语课程学费 每周429新元 
(4 - 11周）

普通英语课程学费 每周399新元 
(12周以上）

奥塔哥学术英语课程 6,999新元

学生服务费 每周20新元

寄宿家庭安置费 300新元

寄宿家庭费 每周308新元* 
*如有特殊膳食需求，请访问我校官方网站以查看相关收费详情

医疗旅游保险（根据课程长度） 灵活收取

食宿费用 每年14,000新元 
 - 15,000新元

以上信息所包含的日期和费用可能依据学校的政策 
变化而有调整。所有费用包含了新西兰15%的税费。

课程 特色 2021年费用

奥塔哥大学是新西兰最古老的大学，其附属的语言中心位于大学校园内的一座舒适现代的建 
筑中。奥塔哥大学语言中心提供多种英语课程，以及升入大学的英语直升课程。

普通英语课程分为五个等级，由初级至高级。运用交际教学法授课，以学生为中心，教材以当前的新西兰为背景。 
每个班级平均14名学生，提供每周23个课时的全日制课程。课程结束后，每个学生将获得证书和一份详细的结业报告。

奥塔哥大学语言中心

普通英语班
第一学期

普通英语班
第二学期

普通英语班
第三学期 英语直升班(EFO)

正式开课日期

2020/02/20 2020/06/18 2020/10/15
2020年第二学期

开课：2020/10/14
结课：2021/02/12

2021/02/18 2021/06/17 2021/10/14

2021年第一学期
开课：2021/02/17
结课：2021/06/11

2021年第二学期
开课：2021/10/13
结课：2022/02/11

灵活开课日期 每周一均有开课机会
（考试周或者公共假期周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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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塔哥大学预科

奥塔哥大学预科课程分为两个学期，每个学期的长度为13周。学生可以选择与奥塔哥大学 
四个学院相匹配的任意一个专业方向学习，这包括：商科/商学，健康科学，文科/文学， 
以及理学/应用科学/生命科学。

成功完成十个学科，8个月课程的学生将会获得预备班证书。该证书将会保证你获得奥塔哥大学 
本科第一年的录取，并且被新西兰所有其他大学认可。

• 每年三次入学，分别是二月至十月，六月至二月，十月至六月。

• 健康科学方向的预科入学时间为每年二月和六月。

• 校园内拥有世界级的教室及研究室设施。

• 预科班在校园内最先进的专用教学楼University Plaza授课。

• 预科班最多18名学生。

• 每周的一对一咨询是课程特色。

• 预科毕业生在进入大学本科一年级后的学业表现超越其他学生。

• 六星期的衔接课程，为了增加学生成功完成预备班课程而设计，于每年预备班
招生前开始接受申请。

• 本地生和国际生在共同的预科班上课。预科提供全面的学生服务，细致的新生
入学指导及每周学生活动。

• 学生证可以允许学生使用奥塔哥大学的资源，包括图书馆，24小时计算机房， 
设施先进的健身房，学生健康服务，俱乐部和社团，以及学生咖啡厅。并且可
以在一些商店，娱乐场所及旅游景点得到折扣。

• 寄宿家庭都是经过精心选择的高质量家庭。

• 寄宿家庭的学生享受免费机场接机服务。

• 线上签证服务为学生续签以及转换签证。

预科申请条件
• 高三完成，均分70%

• 高二完成，均分80%

• 雅思5.5（5）

• 托福70（写作15）

特色

费用：

学费（商科/文科） 24,780新元

学费 26,865新元 
(应用科学/健康科学/生命科学） 

预科桥梁课程 2,808新元

学生服务费 830新元

健康和医疗保险费 每年300元 
 -620新元

食宿费用 每年14,000新元 
 -15,000新元

寄宿家庭安置费 300新元

寄宿家庭费 每周308新元* 
*如有特殊膳食需求，请访问我校官方网站以查看相关收费详情

2021年费用及日期

以上信息所包含的日期和费用可能依据学校的政策变化
而有调整。所有费用包含了新西兰15%的税费。

桥梁课程
开课日期

桥梁课程
结课日期

预科课程
开课日期

预科课程
结课日期

2020/08/31 2020/10/09 2020/10/19 2021/06/11

2021/01/11 2021/02/19 2021/02/22 2021/10/08

2021/05/03 2021/06/11 2021/06/21 2022/02/11

2021/08/30 2021/10/08 2021/10/18 2022/06/10



Bachelor of Arts (BA) 
文学学士学位（3年）
专业：人类学/考古学、亚洲研究、圣经研究、汉语、 
基督教思想与历史、经典文学、传播学、教育学、 
英语、欧洲研究、影视与媒体学、法语、性别研究、 
地理学、德语、国际研究、历史学、日语、语言学、 
音乐、太平洋岛国研究、哲学、政治学、心理学、 
社会学、西班牙语、戏剧研究、旅游/语言及文化

Bachelor of Arts and Science 
文学与理学学士学位（4年） 
*专业请参考BA课程

Postgraduate Diploma in Arts 
文学研究生文凭（1年） 
*专业请参考BA课程

Master of Arts (Coursework/Research)  
文学硕士（授课型/研究型）（1或2年） 
*专业请参考BA课程

Master of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Planning 
国际发展与规划硕士（1年）

Master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国际研究硕士（1年） 
2月和7月入学

Master of Peace and Conflict Studies  
和平与冲突研究硕士（1年） 
2月和7月入学

Master of Politics 
政治学硕士（1年） 
2月和7月入学

Master of Planning 
规划学硕士（2年）

Bachelor of Laws 
法学学士（4年）

Master of Laws 
法学硕士（1年）

Bachelor of Teaching 
教育学士学位（3年）
雅思7分，申请截止于8月31日
专业：小学教育、幼儿教育

Graduate Diploma in Second Language 
第二语言教育学士后文凭（1年）
2月入学

Master of Teaching and Learning 
教学与教育硕士（1年）
2月入学，雅思7.5分，申请截止于7月31日
专业：小学教育、中学教育、幼儿教育

Bachelor of Performing Arts 
表演艺术学士学位（3年）
专业：歌唱或乐器演奏（面试截止于9月初）、 
创作/作曲

Bachelor of Music 
音乐学士学位（3年）
专业：演奏/表演（需要面试），作曲，音乐制作技术

Postgraduate Diploma in Music 
音乐研究生文凭（1年）

Master of Music 
音乐硕士（1年）

Master of Fine Arts (Theatre Studies) 
艺术硕士（戏剧研究）（1年）
2月和7月入学

Diploma for Graduates in Arts 
文学学士后文凭（1年）

Doctor of Philosophy in Arts 
文学博士（3年）

学位

140年的卓越学术成就

奥塔哥大学在人文社科领域的优质课程，让不同专业的留学生和交换学生能在体验丰富的新西兰文
化生活的同时开拓国际视野。

8个人文科学专业 
位列全世界 

排名前100位
QS世界大学排名（2019）

人文学科在研究领域的 
卓越表现， 

得到新西兰政府 
研究质量评估的认可。 

(科研绩效研究基金排名）

奥塔哥人文学科的 
讲师屡获国家教育学奖

人文社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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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chelor of Science (BSc)
理学学士学位（3年）
专业：解剖学、生物化学、植物学、化学、计算机科
学、生态学、能源科学与技术、运动与体育科学、食品
科学、遗传学、地理学、地质学、人体营养学、信息科
学、土地规划与发展、数学、微生物学、神经科学、海
洋学、药理学、物理学、植物生物技术、心理学、体育
发展与管理、统计学、测绘测量、动物学

Bachelor of Arts and Science
文学与理学学士学位（4年）
*专业请参考BSc课程

Postgraduate Diploma in Science
理学研究生文凭（1年）
*专业请参考BSc课程

Master of Science (coursework/research) 
理学硕士（授课型/研究型）（1或2年）
*专业请参考BSc课程

Bachelor of Applied Science (BAppSc) 
应用科学学士学位（3年）
专业：农业创新、应用地理、水产养殖与渔业、计算机
建模、消费食品科学、数据科学、能源管理、环境管
理、法医分析科学、地理信息系统、分子生物技术、
体育、体育活动与健康管理、软件工程、体育与运动
营养学、体育应用技术

Master of Applied Science
应用科学硕士（1年）
*专业请参考BAppSc课程

Master of Science Communication 
科学传播硕士（2年）
专业：社会科学、科学和自然历史拍摄制作、社会科
学传播、科学创意（非小说）写作，无专业细分。

Bachelor of Surveying
测绘学学士学位（4年）

Master of Surveying
测绘学硕士（2年）

Master of Sport Development and 
Management
体育发展与管理硕士（1年）

Diploma for Graduates in Science
理学学士后文凭（1年）

Doctor of Philosophy in Science
理学博士（3年）

学位

奥塔哥地区是公认的理科学习的理想之处

理学院的部门在基础和应用科学、健康与人类行为和环境科学兼具研究与教学优势。我们有众多奥
塔哥大学特有的科目。在这里，你能拥有参与研究世界顶尖项目的机会。具有特色的学习环境，使我
们在国际享有盛名。

实地研究机会
奥塔哥大学位于新西兰南部，靠近野生动物、海洋和地质学研究地区，让学校不同的部门都能最大限度利用近在咫尺的天然实验
室。以新西兰为中心的探索性实地研究，是包括植物学、生态学、地理学、地质学和海洋科学等众多理学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理学与应用科学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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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博物馆、研究室、实
验室，在奥塔哥大学里，每天
的学习生活都忙碌而充实。海
滩、公园、峡谷、山峰，在大学
外，Dunedin有探索不尽的极
致美景。当一个个迎面而来的陌
生人向你微笑示意，相信你也一
定会爱上这里。”

Cong Lei 
食品科学博士



Bachelor of Commerce (BCom)
商科学士学位（3年）
专业：会计学、经济学、金融学、人力资源管理、信息
科学、国际商务、管理、市场营销、旅游管理

Postgraduate Diploma in Commerce
商科研究生文凭（1年）
*专业请参考BCom课程

Master of Commerce
商科硕士（1年）
*专业请参考BCom课程

Maste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MBA)
工商管理硕士（MBA）（15个月）

Master of Business Data Science
商业数据科学硕士（1年）

Master of Economics - 1 year
经济学硕士（1年）
2月和7月入学

Master of Entrepreneurship
创业学硕士（1年）

Master of Finance
金融学硕士（1年）

Master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国际商务硕士（1年）

Master of Marketing
市场营销硕士（1年）

Master of Professional Accounting
职业会计硕士（1年）

Master of Sustainable Business
可持续性商务硕士（1年）

Master of Tourism
旅游管理硕士（1年）
2月和7月入学

Docto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DBA) 
工商管理博士（DBA）（3年）

Diploma for Graduates in Commerce
商科学士后文凭（1年）

Doctor of Philosophy in Commerce
商科博士（3年）

学位

一所国际一流水平的商学院

奥塔哥商学院有丰富的课程、专业的教学队伍、耗资1800万新西兰元而改造的教学设施和卓越的学生
服务。商学院获得美国国际商学院协会 (AACSB) 和欧洲质量发展认证体系 (EQUIS) 的双重认证。

留学生可以充分利用学院包括客座高管研讨会项目 (VEP) 在内的各种资源。此项目让学生和教职员工
们在为期一周的研讨会和会议中，与来自IRD、ANZ、ACC、NZX以及会计和财务行业的不同公司领导
者进行交流。

商学院

与全球30多个国家的 
50多所商学院 

开展人才交流计划

旅游管理系承办 
世界休闲卓越中心

顶尖的MBA项目

12



学位

新西兰第一所医学院

自从1877年建立起新西兰第一所医学院以来，奥塔哥大学以其在人类健康与医学领域的卓越表现
而举世闻名。奥塔哥大学是全新西兰唯一一所提供牙医专业的大学，也是仅有的两所设有药学和医
学学位的大学之一。

健康科学学院

“我很高兴能在这里学习。
这里有充满历史气息的美丽
的校园、友善的同学和教职
工，尊重来自不同文化背景
的学生。在这里，你很容易
交上朋友，使你的生活多姿
多彩。”

Junjing (Mike) Huang
物理治疗学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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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lth Science First Year (HSFY)
健康科学第一年（1年）
*攻读医学类专业型学士学位的必读课程

Bachelor of Dental Surgery
牙医学学士学位（5年）
*第一年为HSFY

Bachelor of Medicine and Bachelor of 
Surgery
临床医学学士学位（6年）
*第一年为HSFY

Bachelor of Medical Laboratory 
Science 
医学检验科学学士学位（4年）
*第一年为HSFY

Bachelor of Pharmacy
药剂学学士学位（4年）
*第一年为HSFY

Bachelor of Physiotherapy
物理治疗学士学位（4年）
*第一年为HSFY

Bachelor of Dental Technology
牙医技术学士学位（3年）
申请截止于9月15日

Bachelor of Oral Health
口腔健康学士学位（3年）
申请截止于9月15日

Bachelor of Health Science (3年)
健康科学学士学位
*与HSFY无关

Bachelor of Biomedical Science
生物医学科学学士学位（3年）
专业：药物与人体健康、机能人体生理学、感
染与免疫、健康与疾病的分子基础、人体健康
中的营养与代谢、生殖、遗传学和发育

Master of Biomedical Science
生物医学科学硕士（1年）

Master of Nursing Science
护理科学硕士（2年）



AskOtago团队
AskOtago团队为你一站式、全方位地解
答关于在奥塔哥学习与生活的所有问题。你
能从我们带搜索功能的知识库里立刻找到
所需答案，或者选择致电、发邮件或直接与
我们对话。如果你在但尼丁校区，你可以中
心图书馆找到我们。

ask.otago.ac.nz

校园安全
大学的校园巡逻队伍全天候待命。无论你
身处校园，或者北但尼丁的任何地方，只要
你有需求，他们都会为你提供协助与建议。

otago.ac.nz/campus-watch

宗教
无论你是何种信仰，如果你认为有需要进
行私密的对话，获得精神上的支持，我们的
教士团队都能为你提供教牧关怀。

otago.ac.nz/chaplain

托儿服务
奥塔哥大学儿童托管中心（OUCA）拥有高
水准、专门设置的设施，提供优质的幼儿教
育。OUCA一共有四个幼儿教育中心，一个
双语中心，接收新生儿至5岁儿童。

otago.ac.nz/childcare

计算机服务
奥塔哥大学为学生提供一系列的IT服务：
配备打印机和电脑的24小时学习空间、学
生网络邮箱、在线Office 365服务和在任
何地方都可使用的Student Desktop平
台。学生IT支持团队为你提供帮助、建议和
培训。学生IT提供免费的短期培训课程，
而ITS培训，则是一项由学校资助的长期
课程，使你掌握你所学课程所需要使用的
软件。

otago.ac.nz/studentit

残疾信息与支持办公室
残疾信息与支持办公室，为因残疾、残障、
患病与受伤，从而有可能影响学习的国际学
生提供学习支持、建议、关爱和相关资讯。
请提前进行咨询，以确保学校能够满足你的
特别需求。

otago.ac.nz/disabilities

研究生院
研究生院负责监管奥塔哥大学研究生的学
习与研究进程。我们有一支专门的管理人
员和顾问团队，为研究型硕士和博士学位
提供政策建议，并且负责学校奖学金和奖
项的管理。

otago.ac.nz/graduate-research

图书馆
大学图书馆为个人或团体学习提供各种优
质的信息服务、资源、无线网络(Wi-Fi)和
温暖舒适的设施。无论你是在校内还是校
外学习，都可以享受各种打印服务和获得电
子与视听资源。我们友善、知识渊博的员工
能帮助你提升资源搜索技巧，你也能随时充
分利用我们的专业协助，帮助你寻找和评估
图书馆资源。

otago.ac.nz/library

体育活动中心与学生社团
Unipol休闲活动中心、OUSA俱乐部和各
种社团为学生提供各式各样的项目，使学生
在奥塔哥学习的同时，保持健康、平衡和丰
富的生活方式。校园内外各种不同的休闲
活动，总有一项适合你。

Unipol是一个包括重量训练、有氧运动室、
团体活动区域的绝加场馆。在这里，你可以
和朋友们享受如篮球、乒乓球等休闲活动
带来的乐趣。学生可凭有效的学生证免费
进入场馆。

这里有150多个由学生组织，涵盖体育、文
化、政治和宗教的俱乐部和社团。OUSA的
休闲娱乐项目包括如艺术和手工艺、舞蹈、
健康与运动、音乐与歌唱、语言、饮食等各
种活动。

otago.ac.nz/recreation

学生服务中心

除了配备顶级的教育与设施，我们还为学生提供全方位的支持服务，帮助你充分地享受在奥塔哥的学习
时光。

如需咨询，请访问 otago.ac.nz/international-enqui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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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塔哥大学学生会
(OUSA)
OUSA是一个独立的组织，代表
学生在学校、媒体和地方及国家
政府事务中的利益。学生免费加
入成为会员。OUSA为你提供多
方面的帮助，如失物招领和演出
门票，并且会耐心地为你回答各
种问题。学生支持中心为你提供
友善和保密的咨询服务，使你最大
限度地享有无忧的学习体验。

OUSA还拥有但尼丁的优秀独立
电台Radio One 91FM和学生杂
志Critic。

ousa.org.nz

学生健康中心
学生健康中心位于校园中心地带
的专用设施内，约有55名员工，包
括护士、全科医生、顾问、理疗师
和其他行政人员。

我们致力于提供最好的医疗保健
服务，尽我们的全力，在互相尊重

环境中，尽责地为学生提供优质、
保密、及时的医疗保健服务。我们
为所有国际学生提供急诊和预约
门诊服务。国际学生的门诊费会
因不同的会诊服务而变化。同时，
大部分的国际学生都不享有新西
兰的公共医疗服务。你可以联系
卫生部，查询相关公共医疗服务
的资格。

otago.ac.nz/studenthealth 
health.govt.nz

就业发展与指导中心
中心提供有关就业的一系列免费
服务，包括指导个人简历以及求职
信件的撰写与修改，为面试准备
提供建议等。中心会定期向学生
发送最新的行业相关信息以及在
大学内举办或者在线上举办的企
业招聘会信息。

otago.ac.nz/careers

选课指导
选课指导是为了确保你所学的课程与你的需求和目标相匹配。
你可以与我们的专家讨论的你课程选择：

• 确保你的课程符合你的意向

• 检查你是否能按时完成你的学位课程

学生发展中心
学生发展中心为你提供课程建议与支持。我们经验丰富的学生顾
问能倾听你所需，为你提供最适合的指导，帮助你实现学习和其
他目标。他们能为你提供更多元化的支持服务，助你掌握完成学
位课程的技巧和知识，让你能更有信心地应对生活的挑战。

otago.ac.nz/course-advice

“奥塔哥大学国际学生办公室的
员工和设施实在太棒了。从你来
到学校的第一天，到你完成学业
的那天，你都不会因为自己是外
国人而感到有隔阂。”

 Amali Alhakoon
 斯里兰卡
 博士
 斯里亚瓦拉达纳普拉大学高级讲师

国际学生办公室
国际学生办公室为即将和正在奥塔哥就读的 
国际学生以及有意参加交换项目的学生提供信
息、支持与建议。办公室为新生特设了包含不
同活动的迎新项目，帮助他们适应校园生活。
办公室还推出国际友谊互助项目，提供学生签
证续签服务，以及协助保险等事宜。国际学生
办公室负责处理所有关于国际学生的申请和入
学咨询。

otago.ac.nz/intern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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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

学生宿舍
奥塔哥大学的学生宿舍提供优质、安全和
规范管理的生活环境，并因此而出名。我
们有15个学生宿舍，均在校园的步行范围
内，为学生提供温暖、安全、以学生为本的
住宿环境。专业、富有经验的宿舍管理人
员和员工时刻将学生的福祉摆在首位。此
类学生宿舍主要为大一新生提供为期一年
的住宿。由于房间数量有限制，因此学生
需要提前进行在线申请。

我们还有一些接待研究生的宿舍。奥塔哥
大学的艾比 (Abbey) 宿舍是全新西兰唯
一一所专为研究生而设的学生宿舍。

学校管理的公寓和独立房屋
如果喜欢独立生活，你可以申请入住由学
校管理的公寓。这也是来奥塔哥大学进行
短期学习的学生的首选。大部分的公寓都
有一个作为“东道主”的新西兰本地学生。
也有少量公寓适合研究生与伴侣或家庭一
起居住，或是想要自己做饭，并与其他研
究生合住的学生。这些公寓家具齐全，并
在校园的步行范围内。

otago.ac.nz/uniflats

短期住宿
我们建议你在到达但尼丁之前，先预定短
期住宿。你能在我们的网站上找到提供短
期住宿场所的清单。

无障碍住房
奥塔哥大学致力于为有残疾的学生提供协
助。我们的学生宿舍均设有残疾和无障碍
设施，其中几个宿舍配备专门为使用轮椅
和行动受限的学生而设的便利设施。

我们对部分大学公寓进行了改造，以满足
肢体残疾和使用导盲犬学生的需求。

我们的学生住宿中心会为你提供更详细的
信息。如需申请下一年的住宿，请务必在8
月和9月份做意向登记。

合租公寓
许多学生选择在第一学年结束后搬入合租
公寓。如果与人合租，你能拥有独立的房
间，并和你的室友共享厨房、洗衣房、浴室
和其他公共区域。

单间公寓
许多国际学生喜欢选择单间公寓居住，能
有自己独立的房间和浴室，且租金一般已
经包含电费和网费。厨房、洗衣房和起居
室一般为共享区域。

寄宿家庭
有些学生，尤其是学习英语语言课程和预
科课程的学生，会选择寄宿家庭。所有提
供寄宿服务的家庭都经过审核。寄宿家
庭能为你提供舒适的居住环境与额外的
支持。

如何申请
如果想为2月份入学申请学生宿舍或者学
校公寓，你需要在9月15日之前提交在线
申请。若在截止日后递交申请，我们会在
有合适房源的情况下予以考虑。如需申请
第2学期的住宿，请最好在6月1日前递交
申请。艾比(Abbey)宿舍的申请没有截至
日期。

研究生和一学期项目的学生在收到奥塔
哥大学录取通知书后，会收到住宿的相关
信息。

国际学生可以在线申请学校管理的住宿。

如需获取更多关于住宿的信息，请联系学
生住宿中心：

international.accommodation@otago.ac.nz 
otago.ac.nz/accommod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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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为学生提供包括学生宿舍、学校公寓、合租公寓和寄宿家庭等多种住宿选择，均在校园的步行范围
内。但尼丁是一座十分欢迎学生的城市，而且很多当地家庭都喜欢与国际学生共同生活。

16



如需更多信息，请访问网站：newzealandnow.govt.nz/living-in-nz

日常消费品的大概价位（单位：新西兰元）

$2.39$9-$100 $10-$20

$4.50$8.50
$1.20

$40- 
$99

SKI PASS

$35

$2.80

r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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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成本
下表是基于2020年的收费标准预估的生活费用，币种为新西兰元。费用估算以一位学生在校40周（一个学年）为基准。根据不同的住
宿安排，某些费用周期可能为全年52周。

 学生宿舍 合租公寓 单间公寓

住宿费 $15,846 - -

平均租金（52周） - $7,280 $12,220

食物（40周） - $3,600 $3,600

燃气/电、网费（52周） - $1,300 -

住宿成本总计 $15,846 $12,180 $15,820

个人消费（40周） $2,640 $2,640 $2,640

休闲娱乐（40周） $2,200 $2,200 $2,200

医疗及旅游保险 $620 $620 $620

总计 $21,306 $17,640 $21,280

注：除住宿费外，学生宿舍会收取一定的设施维护费。食物费用估算的是以当季和普通食材的家庭煮食为主的中等食物支出。个人消费会因个人的生活方式而浮动。 

该预估费用基于相对务实的生活方式，且不包括旅游花费和任何个人重大消费。电费为估算费用，冬季的电费会明显增加。

起

起
起

起

每月

起



申请
4月1日 第二学期住宿申请开始

4月30日 国际学生第二学期入学申请截止

5月1日 2021年大部分项目申请开始

5月31日 下一学年牙医学研究生项目申请截止

7月31日 教学与教育硕士申请截止

8月1日 第1学期和全年度住宿申请开始

8月31日 教学学士学位申请截止

9月15日 口腔健康学士学位、牙医技术学士学位、物理治疗学士
学位、药剂学学士学位、临床医学学士学位、医学检验科
学学士学位和牙医学学士学位申请截止

9月30日 所有的学生宿舍申请需在此日期前递交

10月31日 2021年第一学期入读的国际学生申请，截至日期为10月
31日；如果你申请课程不涉及学分评估，申请截止日期
为12月1日。

暑期学校
1月10日 参加暑期学校的新国际学生必须在此日期前到达

1月10日 国际学生迎新

1月11日 暑期学校开始

2月20日 暑期学校考试开始

2月25日 暑期学校考试结束

第一学期
2月22日 入读第一学期课程的国际学生必须在此日期前到达

2月22 - 26日 国际学生迎新

2月26日 新生入学指导讲座

3月1日 第一学期课程开始

4月2日 期中假期开始

4月12日 第一学期下半阶段课程开始

6月9日 第一学期考试开始

6月23日 第一学期考试结束

第二学期
7月5日 入读第二学期课程的国际学生必须在此日期前到达

7月5日 - 9日 国际学生迎新

7月12日 第二学期课程开始

8月28日 期中假期开始

9月6日 第二学期下半阶段课程开始

10月20日 学年度末考试开始

11月13日 学年度末考试结束

重要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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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方式
申请截止日期
你可以选择在每年的第一个学期、第二个学期或者暑期学校开始入读。

申请截止时间如下： 第一学期（2月至6月） 10月31日

 第二学期（7月至11月） 4月30日

 暑期学校（1月和2月） 10月31日

如果你参加的是交换生项目，你必须获得与奥塔哥大学有官方交换协议的学校的推荐。

1

2

申请资格

中国
高中毕业，且在认可的高校成功完成第一年的本科学习；或高中毕业，且在认可的高校以优异的成绩完成全日制大专
课程。高考成绩突出的学生有机会直接入读本科学位课程。

英语语言要求
如果英语不是你的母语，你必须提供下列英语语言能力证明之一：

申请流程

19

英语课程
如果你的英语水平不能达到相应的要求，你可以前
来奥塔哥大学语言中心 (UOLC) 学习英语语言准
备课程。

otago.ac.nz/uolcfy

奥塔哥大学托福考场编号：9483

申请本科
雅思 6.0（5.5）

托福机考 80（写作不低于20）

剑桥高级英语证书
(CAE) 176（169）

剑桥专业英语证书
(CPE) 176（169）

剑桥大学国际考评
(CIE）

AS英语语言 (AS English 
Language)、AS英语写作 
(AS Lit-erature in English) 
或AS英语语言及写作 (AS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in English) 达到E或以上；
或符合NCEA读写能力要求

GCE A或AS中的
英语语言、英语写作、
英语语言及写作

C或以上

GCE AS level英语相
关课程 C或以上

国际文凭课程（IB)

语言A类：文学，或
语言A类：语言与文学的英
语课程中达到标准或高等水
平，或语言B类的英语课程达
到高等水平

PTE学术英语考试
(PTE) 58（沟通技巧不低于50）

Language Cert
国际ESOL中C1 Expert总分
pass， 
各单项均pass

奥塔哥大学语言中心
直升班
本科学术英语

C或者以上

申请研究生（硕士及博士）
雅思 6.5（6.0）

托福机考 95（写作不低于22）

PTE学术英语考试 (PTE) 64（沟通技巧不低于57）

Language Cert

国际ESOL中C1 Expert总
分high pass，听说读写
各单项均pass；或者C2 
Mastery总分pass，听说
读写各单项均pass

奥塔哥大学语言中心直
升班
研究生学术英语

C或者以上



递交申请

委托教育中介
如果你准备通过教育中介递交申请，我们建议你在递交申请前，确定该教育中介是否为奥塔哥大学的授权中介。你可
以在奥塔哥大学的网站找到授权中介的完整名单：

otago.ac.nz/international/agents

在线递交申请
你也可以通过下方网站在线提交申请：

otago.ac.nz/apply

奥塔哥大学的在线申请和注册系统名为eVision。你可以通过eVision在线申请，并提交相关的文件。该系统会在整
个申请过程为你提供指引。

申请结果
所有申请人都会收到确认申请通知。我们会对所有的申请进行评估，申请的平均处理时间约为：

• 本科项目——最多不超过2-5周

• 授课型硕士项目——最多不超过3-6周

• 研究型项目——最多不超过2个月

如果你不能提交所有要求的相关文件，你的申请处理时间将可能受到影响。如申请获批，申请人将会收到有条件录
取通知书或正式录取通知书。你可以在eVision的学生信息管理系统中查询你申请的结果。

录取
收到正式录取通知书后，你可以：

开始申请住宿：我们有不同的住宿类型供你选择，包括学生宿舍、学校公寓、合租公寓和寄宿家庭，都在校园的步行
范围内。所有学校管理的住宿都需要填写在线申请表。

你可以通过访问otago.ac.nz/accommodation，或发邮件至international.accommodation@otago.ac.nz获取。

缴纳学费：支付学费的信息可以从以下网站获取：

otago.ac.nz/fees

准备学生签证的申请：

你可以在nzready.immigration.govt.nz获取申请学生签证的相关信息。

入学注册
入学前，你可以通过eVision进行课程选择、获得课程审核和提交注册声明。在抵达校园和参加迎新讲座之后，你可
以正式完成注册声明（不适用于远程教育学生）。

行前清单
在出发前往奥塔哥大学前，你可以从otago.ac.nz/international/internationalprearrivalinfo查阅行前清单，确保你需要
的所有东西都准备就绪。

我们期待在奥塔哥大学与你相见！

3

4

5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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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士学位 
Bachelor's degrees 
(Undergraduate）
你进入大学后 的第一个学位称为学士学
位，你选择攻读的科目称为你的专业。每
个学士学位的课程包含必修课和选修课，
必修课必须是专业相关的课程，部分选修
课可以与专业无关。你所选择的专业决定
了你实际获得的学位。在某些项目中，你
能从辅修科目中获得学位。

研究生学习 
Postgraduate study
研究生学习是在你在完成了学士学位之
后，进行的更高阶的学习。研究生按学位
可分为博士学位(PhD)、硕士学位、荣誉
学士学位、研究生文凭和研究生证书。

课程 
Papers
在奥塔哥大学，一门课被称为one 
paper。本科大一的代号是100 level，大
二和大三称为200 level和300 level。
所以在每学期选课时，学生可以通过level
的数字来判断某个课程（paper）是在哪
一年进行。研究生以上阶段课程为400到
600 level。

先修科目和同修科目 
Prerequisites and 
corequisites
大部分设置在大二或大三的专业课，要求
学生在大一或者大二完成前序的先修科
目。如果你没有完成某一课程的先修科
目，一般情况下你不能注册后续的课程。

某些课程会要求你有同修科目。如果你尚
未通过同修科目，你必须在修读该课程的
同时选修同修科目。

主修专业 
Major subjects
学生选择攻读的课程称为学位，攻读的科

目称为专业。每个学位包含完成专业所需
的必修科目，以及可以与专业无关的选修
科目。必修科目在大学本科的每一年都必
须修读。

每一个学位都有下设的专业方向，有些专
业方向可以选择在不同的学位里进行攻
读。例如，学生计划选择经济学作为主修
专业，那么学生可以在商科学士学位、文
学学士学位、理学学士学位或者应用科学
学士学位等4种学士学位中选择其中一个
学位来学习经济学。

辅修专业 
Minor subjects
如果攻读文学学士学位、音乐学士学位、
表演艺术学士学位、神学学士学位、理学
学士学位、应用科学学士学位、商科学士
学位、健康科学学士学位或文学与理学学
士学位，你可以选择一个辅修专业。通常
你需要获得该专业的至少90个学分，包含
至少18个300-level的学分。

你的辅修专业可以从其他学位课程里选
取。例如：一位攻读商科学士学位的学生
可以选择市场营销作为主修专业，同时选
择日语作为辅修专业。

课业量 
Workload
你必须获得足够的学分才能完成学位，且
高阶课程所获的学分需要达到一定要求。
大部分课程为18学分，学生可以在一个学
期内完成并通过考核后获得学分。全日
制本科学生第一年的课程通常是每学期
54-72个学分，或者整个学年108-144个
学分。按照估算，一门18学分的课程需要
每周大约12小时的学习时间，其中包括课
堂上课、课后辅导、实验、作业和阅读。

教学方式 
Teaching
课堂授课是大学一般传授知识所采取的
方式。大多数院系会采取多种其他方式。
每堂课约为50分钟，课堂内容主要是介
绍新知识。你需要通过大量的阅读去巩固
每堂课的知识。

同时，你需要完成论文和作业，或者参与
实验或参加辅导课，从而获得更多的个人
辅导。你有可能需要和你的导师、其他学
术人员和学生保持定期联系。

研究生学习比本科生学习的强度更高，需
要更多的独立研究。

考核 
Assessment
一门课程会有多种考核方式。考试（期末
考试）通常是最重要的。大部分课程在每
个学期末会有一场3小时的考试。许多科
目在全年会有小型考试。书面作业和实验
室工作通常会算在最终成绩内。

研究生的考核包括论文、考试和/或内部
评估，具体情况因特定专业而异。

学期 
Semester
奥塔哥大学每学年有2个正式的学期。有
些课程是单学期课程（即半年课程，在上
半年或者下半年开设），有些是一学年课
程。一些单学期课程每个学期都开课，有
一些则每年只开一次课。

暑期学校 
Summer School
奥塔哥大学的暑期学校从每年1月初开
始，到2月中结束。暑期学校可以让学生有
机会在标准学期之外，通过短期学习，获
得1至2门课的学分。

远程学习 
Distance Learning
奥塔哥大学为某些课程提供远程学习的
机会。大部分远程授课课程都是奥塔哥大
学强势专业的研究生课程。同时，我们也
有一些适合本科生的远程授课课程。

请注意，新西兰移民局通常不会为仅远
程学习的学生颁发在新西兰学习的学生
签证。

大学相关术语解析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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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赖斯特彻奇

奥克兰

皇后镇

1小时40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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