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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学生手册

国际学院
查尔斯达尔文大学 Charles Darwin University

商科文凭课程
信息技术文凭
硕士衔接课程
硕士预科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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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尔斯达尔文大学（CDU）位于澳大利
亚北领地首府达尔文市。独特的地理
位置让CDU成为澳大利亚距离亚洲最
近的一所大学。 

CDU有着综合性大学的所有优势：充
满活力、创造力和灵活性。当然，这座
学府的真正特色和魅力在于它的地理
位置。达尔文是一个年轻、多元化、国
际化的热带城市，当地还有着丰富的
澳大利亚土著传统和文化，并且与东
南亚各国人民互动紧密。 

地理和历史原因致使大学在原住民等
课题上充满兴趣；在这一点上，CDU与
许多位于热带地区及人口分布多元化
地区的学府有着相似之处。 

南部的广袤沙漠，北部的热带地区，以
及拥有丰富海洋生物的阿拉弗拉海，为

大学的研究和探索提供了无数的机
会。例如学校对世界遗产卡卡杜国家公
园的生物多样性探究。以上所有的特
点，成就了CDU这所友好自信的高等学
府。 
 
大学有信心成为一所在专业领域中的
先进大学，并将为学生提供高质量的
教学和服务。 
 
查尔斯达尔文大学欢迎来自世界各
地的学生与研究人员前来学习。无论
是研究生、本科生还是技术人员，都
可以在北领地获得多样的生活和学
习机会。

欢迎来到 
查尔斯达尔文大学

Simon Maddocks 
校长



前45位之一
世界各地助于创建可持续发展 

城市和社区的大学

CDU每年在北领地的150多个地方教授原
住民学生

24,000多名
来自100多个地区、55个以上民族的学生遍布

11个校区和培训中心

“课程2030”新
起之秀

参考：2019年泰晤士高等教育，大学影响力排名。Firetail“课程2030”研究，2016年泰晤士报高等教育。泰晤士报高等教育新兴大学排名2018。2018年教学质量评
估，2018年毕业生成果调查。2018年优秀大学指南。

毕业生就业成
果领先院校

毕业生薪酬
处领先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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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教育领先院校

名

 CDU 国际学院 

超
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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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DU国际学院
完善的学生服务，先进的各类设施以及严格的学术规范和要求会让你从入学第一天起就能
完美融入CDU的校园生活。 

专业的语言训练，全面的课程安排以及小班的教学方式也为学生的成长提供了支持和帮
助。 

课程主要分为两个级别：大一文凭课程帮助学生进入商科、会计、计算机科学或IT本科学位
课程的第二年。硕士衔接和硕士预科课程则深化学生学术写作、研究、批判性思维和跨文化
交际等能力，为研究生学习奠定基础。

我们的桥梁课程可以帮助您进入：
 > 本科学位二年级
 > 硕士学位课程

奖学金
如果您是国际学生，并且在各方面均表现优秀，那么您可能就已经具备了申请奖学金的资
格。

所有在CDU就读本科、研究生或进行学术研究的国际学生均有机会申领奖学金。    
访问：cdu.edu.au/international/how-apply/scholarships-and-finance-international-students

与此同时，你还可以申请CDU国际学院成就者奖学金。  
访问：partnerships.up.education/c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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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U国际学院的所有课程均由UP Education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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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尔文
CDU是一所充满凝聚力的大学。我们鼓励学生通过知识
来为自己创造更好的未来，正是这种理念，为CDU赢得了
如今的学术地位。

大学提倡学术研究和灵活的学习方法。CDU在澳大利亚
北领地、悉尼和线上的11个校区和中心在任一时间段里
的学生人数都维持在24,000人左右。

独特的地理位置及与当地土著民族和东南亚各国的紧密
联系，让这所大学独一无二。

CDU国际学院， 
滨海校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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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面积：

北领地概览

这一地区被澳大利亚
人称为

达尔文地图

245,000+

北领地居民在家使用英语以外
的语言

% 
的31

人口中有100多个民族（约为中国领土面积的三
分之一，比印度稍大）

1.35m  km2 

澳大利亚通往亚洲的门户，亦
为亚洲通往澳大利亚的门户

来源：australias.guide 2019

“最北端”

独特的环境
从热带海岸到沙漠；从世界遗产到国家公园，你都可
以在这里找到。

东南亚和大洋洲

达尔文

中国

印度

菲律宾

印度尼西亚

达尔文地图

卡秀瑞纳校区

帕默斯顿校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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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内的学生服务
CDU国际学院的学生将在CDU达尔文滨海校区得到热情且专业的教导和学生服务，包括：  
 

 > 人文关怀与学术指导  > 小班授课，与CDU国际学院员工保持 
紧密关系 > 语言能力提高

 > 考勤管理  > 转至CDU权益服务

CDU权益服务在您学习生活的各个领域提供免费且保密的帮助。 
你可以充分利用以下资源：

 > 学术和英语语言支持  > 住宿服务
 > 职业与就业团队  > 心理咨询

校园设施
所有在CDU国际学院就读的学生都能享受到CDU各校区的设施，包括： 
 

 > 咖啡厅  > 健康中心  > 美术馆  > 学生食堂 

 > 邮局  > 书店  > 图书馆  > 学生中心
 > 健身房  > 花园  > Wi-Fi

 > 医疗中心

住宿
CDU达尔文国际学院宿舍（IHD）  
IHD位于卡秀瑞纳校区，是配备有自习室、娱乐区和游泳池等设施的学生社区。 
18岁以下的学生必须住在IHD。 
 
租房 
不论你想独居还是与人合租，CDU都可以帮助你找到最适合的住处。 
 
CDU权益服务可以为您提供全程服务。 
cdu.edu.au/equity-services/accommodation



 CDU国际学院 

*以2019年8月为基准

学生每周大概的生活费用（澳元）*

达尔文国际学生宿舍
（IHD）

合租 单人租房

租金 175–228 150–350 300–1000

公用设施（煤气，电，水） 包含在租金中 15–30 40-60

互联网 包含在租金中 10–20 20-40

可退还押金 - 600–1400  （提前支付） 1200–4000  （提前支付）

食品日用杂货 80–200 80–200 80–200

公共交通 7 7 7

娱乐 40-60 40-60 40-60

总计 295–488 302–667 487–1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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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学期 费用
（澳元）

英语要求

2020 2021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商科文凭

2 6

25,500
雅思总分5.5

（单项不低于5.0） 
或同等水平

20 26

9 18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信息技术文凭  

2 6

28,000
雅思总分5.5

（单项不低于5.0） 
或同等水平

20 26

9 18

2020 2021 学生必须年满17岁

大一文凭课程
大一文凭课程时长为两个学期。该课程可作为CDU本科学位第一年的替代课程。主要面向未达到但已十分接近大学学术和英
语入学要求的学生。

成功完成大一文凭课程后，可以直接进入商科、会计或IT本科学位课程的第二年。

可衔接第二学期（7月）开始进行第二年的学位课程。11月或2月完成课程后可衔接第一学期（3月）开始进行第二年的学位课程。

澳大利亚联邦政府招收海外学生院校及课程注册登记（CRICOS）课程代码：
商业研究：0100739（NT），信息技术：0100740 (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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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研究文凭

上课地点
CDU国际学院，达尔文滨海校区

课程结构 

3门核心课程+5门选修课程

课程时长——2个学期
 > 每周6个小时的面授 
 > 为期13周的学期（12个教学周+1个考试周）

开学——每年3次开学（请参阅第10页的表格）

 
成功完成本课程可以直接进入商科学士或会计学士学位课程的第二
年学习： 所有学位专业均可供选择。 这些科目复制CDU同等学位课程
单元的内容、讲授和评估方法，并提供专业英语语言和学术支持。
CDU会计学位受注册会计师（CPA）认可，成功完成课程的毕业生可
以申请成为澳大利亚CPA以及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特许会计师公会

（CAANZ）会员。

学位专业包括： 

 > 经济学
 > 国际人力资源管理
 > 管理
 > 市场营销
 > 可在以上课程中选择两个以获得双学历

核心课程 

 > 可持续性发展与学术素养
 > 文化智能与性能
 > 商业和专业交流

专业课程（选择5个） 
 > 商业定量分析

> 管理学概论 
 > 市场营销基础（商科必修）
 > 会计简介（会计必修）
 > 商业法概论  
 > 商业经济学

CRICOS课程代码：0100739 (NT)

信息技术文凭

上课地点
CDU国际学院，达尔文滨海校区

课程结构 

3门核心课程+4门专业IT课程+1个选修课程

课程时长——2个学期（每学期4门课程）
 > 每周6个小时的面授 
 > 为期13周的学期（12个教学周+1个考试周）

开学——每年3次开学（请参阅第10页的表格）

 
成功完成该课程可以直接进入信息技术和计算机科学学士学位课程
的二年级。 两种证书均获澳大利亚计算机协会（ACS）的认可。 这些单
元复制CDU同等学位课程单元的内容、讲授和测评，并提供专业英语
语言和学术支持。

学位专业包括：
 > 信息通讯技术
 > 网络工程
 > 软件工程
 > 计算机科学

核心课程 

 > 可持续性发展与学术素养
 > 文化智能与性能
 > 商业和专业交流

专业IT课程（必修） 
 > 计算机基础
 > 当代软件
 > 数据统计
 > 操作系统和应用程序

可选课程（选择1个） 
 > 商业定量分析

> 管理学概论
 > 市场营销基础 
 > 会计简介 
 > 商业法概论 
 > 商业经济学 

CRICOS课程代码：0100740 (NT)

一年级文凭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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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课地点 
CDU国际学院，达尔文滨海校区 

课程结构  
4个研究生技能课程 

课程时长——（1个学期）

开学——每年3次开学（请参阅以下表格）

本课程主要针对已完成学士学位，但在语言方面仍需强化的国际学
生。
硕士衔接课程（MPP）通过深化学术写作、研究、批判性思维和跨文化
交流等技能，使学生为达到CDU硕士课程的入学标准做好准备。
在为期一学期的课程中，学生将能够深刻了解研究生学习要求，了解
成功完成学业的过程和方法。

核心课程 

 > 学术技能与交流
 > 跨文化技能与交流
 > 研究生学习的批判性思维
 > 研究生英语

学期 费用
（澳元）

英语要求

2020 2021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1月 2月

硕士衔接课程 

2 19

4,500 雅思总分6.0（单项不低于
5.5）或同等水平20 6

9 26

2020 2021

国际硕士衔接课程

CRICOS课程代码：0100442 (NT / VIC)，0100446 (NSW) 

请参阅该网站，了解获认可的同等英语
水平：partnerships.up.education/cdu

6月完成硕士衔接课程后可由第二学期（7月）开始进行第二年的硕士学位课程。11月或2月完成课程后可由第一学期（3月）开始进行硕士学位课程。



 CDU 国际学院  | 13

硕士预科课程

上课地点 
CDU国际学院，达尔文海滨校区 

课程结构  
4门研究生学术技能科目+ 4门专业指定科目

课程时长——（2个学期）

开学——每年3次开学（请参阅以下表格）

本课程主要针对已完成三年大专，有意向攻读硕士学位，但仍需要额
外语言学习的国际学生。通过一个或两个学期的专业性学习及英语强
化学习，将可以直接衔接到查尔斯达尔文大学的硕士课程。
CRICOS课程代码：0100443 (NT / VIC)，0100446 (NSW)

上课地点 
CDU国际学院，达尔文海滨校区 

课程结构  
4门专业指定科目（请参见下文）

课程时长——（1个学期）

开学 ——每年3次开学（请参见以下表格）
（IT硕士课程开学2次）

国际硕士预科课程——标准课程 国际硕士预科课程——快捷课程 

CRICOS课程代码：0100444 (NT / VIC)，0100447 (NSW)

课程 学期 费用
（澳元）

英语要求

2020 2021

硕士预科课 
程——标准课程

2个学期

2 6

25,800 雅思总分5.5（单项不低于
5.5）或同等水平20 26

9 18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硕士预科课 
程——加速课程

（1个学期）

2 19

12,990 雅思总分6.0（单项不低于
5.5）或同等水平20 6

9 26

2020 2021 请参阅该网站，了解获认可的同等英语
水平：partnerships.up.education/cdu

6月完成硕士预科课程后可衔接第二学期（7月）开始进行第二年的硕士学位课程。11月或2月完成课程后可衔接第一学期（3月）开始进行硕士学位课程。

 标准课程

加速课程

学术技能与交流

跨文化技能与交流

批判性思维学习

研究生英语 

第一学期

商业道德 

商务交流

组织安全 

企业IT管理 

第二学期

课
程
安
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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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课程长度（全日
制） 入学（学期）* 其他要求

教育研究生证书（全球学习） 半年 1, 2 教育专业经验

卫生服务管理研究生证书（悉尼） 半年 1, 2 无

孕产妇重症监护研究生证书（悉尼） 半年 1, 2 适用于护士和助产士

工商管理研究生文凭 一年 1, 2 6个月的管理工作

数据科学研究生文凭 一年 1, 2 无

紧急事务与灾难管理研究生文凭 一年 1, 2 无

原住民政策发展研究生文凭 一年 1, 2 无

信息技术研究生文凭（网络安全） 一年 1, 2 无

心理健康研究生文凭（悉尼） 一年 1, 2 无

工商管理硕士 一年半 1, 2 6个月的管理工作经验

工商管理硕士（专业实践） 两年 1, 2 6个月的管理工作经验

数据科学硕士 两年 1, 2 无

数字化学习硕士 两年 1, 2 无

教育硕士（全球学习） 一年 1, 2 教育专业经验

紧急事务与灾难管理硕士 两年 1, 2 无

工程硕士 两年 1, 2 每门课程都需要特定的本科学习

环境管理硕士 两年 1, 2 无

信息技术硕士（网络安全） 两年 1, 2 无

信息技术硕士（信息系统和数据科学） 两年 1, 2 无

助产士硕士（悉尼） 一年半 1, 2 在澳大利亚注册成为助产士或在原籍国家注册同
等资格  

护理学硕士（国际）（悉尼） 一年 1 无

专业会计硕士 一年半 1,2 无

专业会计硕士（专业实践） 两年 1,2 无

公共政策硕士 两年 1,2 无

教学硕士 两年 1,2 需要能力陈述。 入学人数有限。  
第二专业要求以教学科目为专业

*第一学期从3月开始。 第二学期从7月开始。 夏季学期从11月开始。

CDU硕士预科课程的研究生入学要求
成功完成硕士衔接课程或硕士预科课程的学生可直接进入以下研究生课程。某些课程还要满足额外要求。 
如果对进入特定研究生课程的途径有任何问题，请联系CDU国际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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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申请
1）申请 
访问student-cdu.studylink.com直接申请， 
或与当地的教育代理联系以寻求帮助。

2）提交文件
 > 护照复印件

 > 英语语言水平证明
 > 目的陈述
 > 个人简历
 > 奖学金申请表
 > 其他支持性文件

3）录取通知
在成功评估您的申请后，您将获得临时、 
有条件或无条件的入学通知。

4）入学
录取通知书中会附有下一步的指示，包括如
何接受录取和支付费用。

5）签证
您接受录取后，CDU将发出电子入学确认
书，您可以使用该电子确认书申请学生签证。

6）开课
在日历上标记迎新日，并准备开始在CDU国
际学院学习。

有何问题？ 
电子邮箱：international.enquiries@up.education 
访问：cdu.edu.au/international/how-apply

2020年主要日期
第一学期 3月2日至6月19日

第二学期 7月20日至11月6日

夏季学期 2021年11月9日至2月26日

第一学期期中假期（包括复活节） 4月10日至4月17日

学年中休息 6月20日至7月19日

第二学期期中假期 8月31日至9月4日

夏季学期期中假期 2021年12月18日至1月4日

劳动节公共假期 5月4日

女王生日公共假期 6月8日

野餐日公共假期 8月3日

国际学院课程
课程名称 学费（澳元） 课程长度 开学（学期）

国际商业研究文凭 25,500 2 1、2，夏季

国际信息技术文凭 28000 2 1、2，夏季

国际硕士衔接课程 4,500 1 1、2，夏季

国际硕士预科课程——标准课程 25,800 2 1、2，夏季

国际硕士预科课程——速成课程 12,990 1 1、2，夏季

课本费：50澳元
材料费：100澳元 /学期

 

国际学生健康保险
（OSHC）
国际学生医疗保险（OSHC）是一项私人
医疗保健保险，可以帮助您支付看医
生、一些医院治疗、救护车和有限药品 
（药品）的费用。 

获得学生签证（条款8501）中一个条件
便为学生签证期间须持有OSHC。 

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oshcaustralia.com.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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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我们
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更多信息
电子邮件 cdu@up.education 
网站 partnerships.up.education/cdu

点击申请 
student-cdu.studylink.com

UP教育集团与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的一流大学合作，为国际学生
提供衔接课程，帮助他们获得在英语授课的大学表现优异所需的
知识、技能和信心。

本手册在印刷时已尽力确保提供的信息准确。 UP Education保
留在认为必要或可取的情况下更改信息的权利，恕不另行通知。

UP教育集团符合海外学生教育服务标准。

CRICOS供应商编号：00300K (NT / VIC) 03286A (NSW) 
RTO供应商编号：0373

扫描UP教育集团官方微信公众号了解
更多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