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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u mai, haere mai (Welcome)

欢迎来到惠灵顿 
维多利亚大学 
Nau mai, haere mai (欢迎)

“新西兰和惠灵顿维多利亚大学已经为再次欢迎国
际学生们做好了充足准备。新西兰有着非常优秀的
教育资源以及人文环境，是世界上最适合留学的国家
之一。过去几年对我们中的许多人来说都是非常特殊
的，而现在，我们终于又能够再次欢迎各位同学前来
学习，为新西兰带来更多的多样性以及不同的文化。

我们的大学；我们的员工；我们的学生以及我们的学
生社团都已经做好准备，我们将尽全力让你的留学之
旅充满意义！”

Blair McRae
校长（对外关系）
惠灵顿维多利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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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的绝佳目的地

人口
约为520万

气候
平均气温 24°C (75°F) 

最暖月份
一月、二月

最冷月份
七月、八月

最大城市
奥克兰

人口160万

首都
惠灵顿

货币
新西兰元

官方语言
英语、毛利语、 

新西兰手语

没有哪里比新西兰更适合学习和生活。 

如果你希望在一个美丽而独特的地方开启卓越留学之路，新西兰就是你的明智之选。我们拥有世界一流的
教育体系，同时提供独一无二的机会和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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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P教育集团作为新西兰首批获得银蕨认证的教育机构，表明了
新西兰政府对于我们作为新西兰本土和国际教育提供者的信任
和对于我们提供的教育产品及课程的品质认可。惠灵顿维多利亚
大学预科证书课程由UP国际学院负责教授。

“FernMark”是新西兰政府部门在世界各地使用的商标。它代表
了新西兰的故事。它是人们认可和信任的象征，是我们“监护”、“
正直”、“匠心”的商标，是我们“新西兰故事”的价值观。任何带有
此标志的产品都已获得新西兰政府颁发的许可证，并表明新西兰
企业已符合FernMark许可证计划规定的资格标准。

银蕨认证的历史

银蕨是新西兰最知名、最悠久、最受尊敬的国家象征之一。自19
世纪后期以来，我们的运动员和士兵都以佩戴蕨类植物为荣，并
在世界各地用银蕨来代表我们的国家。但是银蕨为什么这么特别
呢？毛利猎人和战士会用蕨类植物叶子下面的银色部分来寻找道
路。当他们弯下腰时，这些叶子会被月光照亮，从而帮助他们映出
道路。

今天，银蕨仍在引领着这条路，就像150多年来一样。新西兰政府
和主要的私营企业已经帮助银蕨标志成长为一个可识别的和有
价值的标志。新西兰旅游局和新西兰贸易局也采用了银蕨作为新
西兰的原产地标志。现在，银蕨标志让我们有机会在世界舞台上
代表新西兰，通过我们的“新西兰故事”让更多海外人士认识和了
解新西兰。



James Cameron 

“与世界上许多其他国家地方相比，新西兰有一 些
非常独特的地方，同时也十分值得其他国家学习和
借鉴。

在这里有一种对彼此的责任感，整个国家就像是一支
队伍，而你就是队伍中的一份子，你们会为彼此做出
贡献。这种同理心、爱和尊重，无论是什么将你们联系
在一起，我希望尽我所能成为其中的一部分。”

电影《阿凡达》导演 
Reference:https://bit.ly/3bcVWeA

团结的族裔社区 

 

 

 

五百万人口岁月静好 

积极健康的生活方式 

 

 

 

#2 世界最安全国家1

1 Global Peace Index 2019

 

 

慢节奏生活告别压力

 

与自然和谐共生

低失业率 
待遇持续提升 

国土面积与日本、 
英国相仿

一边学习一边探索
新西兰以其多元文化性而自豪，始终张开双
臂迎接海外学子。新西兰政府颁布的行业准
则要求所有教育机构保护学生的安全和健
康，包括休息时期。

新西兰有你想要的一切：一流的大学、超赞的
生活方式、多元社区、活力都市、绝世美景以
及一系列无与伦比的户外运动，所有这些都
近在咫尺。以奥克兰和惠灵顿为代表的城市，
提供海量文化活动，对于户外爱好者，这里有
冰川、山川、雨林和海岸满足你的探索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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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来到 
惠灵顿
最佳的留学目的地 
惠灵顿被美丽的海港与青山环绕，也因为优秀的
自然及人文环境，这里一直都被认为是世界上最
宜居的城市之一。

惠灵顿人口约为49.6万，位于新西兰北岛底部，这
里与新西兰各地联系紧密，而作为一个紧凑型城
市，也方便居民能够很便捷地到达城市中的任何
角落。

作为新西兰的首都，这意味着这座城市在教育提
供者、研究机构、商界和政府之间的合作方面有着

良好的联系。

惠灵顿人在生活质量方面名列前茅，不论你是在
这里生活、学习还是工作，这里都会让人流连忘
返。

惠灵顿既紧凑又方便，所以你可以在这里尽情购
物，享受海滩和其他设施；更不用提新西兰引以为
傲的咖啡馆文化也在这里演绎的淋漓尽致。闲暇
时你可以与三五好友一同参观画廊和博物馆，或
是在充满活力的夜晚欣赏戏剧表演和音乐演出。

首都 
新西兰政治与文化中心

5万公顷
森林与公园的占地面积

第七
 世界最安全城市排名1

497公里
海岸线长度

NO第一 
世界城市环境安全排名1

1Safe Cities Index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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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的老师都非常友好，并且精通
使用各种数字工具，这也让我们之间
的沟通变得非常顺畅和有效率。老师
们十分关心学生，有时还会在非工作
时间加班以帮助一些还身在海外的
学生。在学院学习期间，我也认识了
许多的同学和朋友。随着课业的进
行，我愈发感觉对学术内容的自信，
最后我选择了地理作为我将来学习
和工作的方向。”

 
Ronel Giam  
惠灵顿维多利亚大学奖学金获得者

1Safe Cities Index 2021

惠灵顿是一个可负担的留学目的地，不同预算都有不
同选项。

生活费用

生活费用 寄宿家庭每周预计开销

住宿 $330 - $360

水电气 包含在寄宿家庭费用内

手机套餐 $5 - $15

公共交通 $0 - $35

饮食 包含在寄宿家庭费用内，每个课
程日加 $10 即可享用午餐

课外活动 $50 - $150

仅供参考，实际开销根据生活方式、住宿、兴趣爱好不
同有所差异。从合理标准的生活水平而言，我们建议
每名学生每年需准备 $20,000- $25,000。

额外开销
• 往返新西兰机票
• 学费
• 衣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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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个科目位列QS 

世界前100*

 
个中心校区

3

22,000+
在校学生

135
个学生社团

13
个学生宿舍

15
个本科专业

超120
个专业 

可供选择

*QS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s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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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西兰的一流学府

就读惠灵顿维多利亚大学，不仅可以享受高品质生
活，更有多元友好的环境氛围，成就难以忘怀的留学
体验。

位于新西兰充满活力的首都，惠灵顿维多利亚大学荣享与
国家领导人、塑造者和决策者接触的机会，这些机会反过来
也助力我们的专业水平跻身世界一流级别。在惠灵顿留学，
博物馆、档案馆、图书馆、科研机构、文化机构，以及金融、法
律、商业机构，还有各种政府部门等等等等，都近在咫尺，为
你所用。

一流的科研水平
惠灵顿维多利亚大学在高质量的研究强度方面是新西兰排
名第一的大学*，拥有850多名研究人员，其中66%的研究人
员处于最高水平(A或B)。在这所大学，你将从一流的设施和
世界一流的老师那里学习，探索社会、经济和环境问题的解
决方案。

*QS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s 2023

重要的合作伙伴
在新西兰首都留学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我们与政府、企
业、研究机构以及技术和艺术部门建立了强有力的教学
和研究合作关系。

毕业可享三年工作签证
如果您从惠灵顿维多利亚大学获得学士学位或更高学
位，将有资格申请为期三年的工作签证。**.

灵活的学习方式 
学生可以结合自身兴趣和职业目标选择联合学位、双学
位或双专业，制定适合自己的学习计划。

“这座紧凑而友好的城市是一个非常好的留学目的地。这里浓厚的艺术氛围对激励
学生也很有帮助。”

这个项目是建筑设计整合课程的一部分，研究人与环境的关系。该课程与惠灵顿市议
会和纽敦社区和文化中心合作。

在学习过程种，Xi最喜欢的一个项目就是为Newtown，这个位于惠灵顿南部的区域设
计一个全新的社区中心。这个项目是建筑设计整合课程的一部分，研究人与环境的关
系。该课程与惠灵顿市议会和Newtown社区和文化中心合作。

我从这门课中学到了很多设计理念和技巧。这是我参与过的最具挑战性的建筑项目，
但非常值得，而且有可能真正建成。惠灵顿大学的建筑与设计学院非常令人满意，我
在这里也找到了实践与理论的平衡。”

认识Xi Shao

**请访问新西兰移民局官网获取更多信息： www.immigration.govt.nz/new-zealand-visas/
apply-for-a-visa/about-visa/post-study-work-vi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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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方向

升读大学本科
惠灵顿维多利亚大学为您提供了广泛的本科课程供您选择。如果你想了解更你所选择的本科学位，可以与我们
的教育顾进行咨询，他们将向你提供最为专业的知识。当你顺利完成预科课程并达到规定成绩，你将被惠灵顿维
多利亚大学授予预科结业证书。

学院 专业方向
教育学院 Education 文学学士 Bachelor of Arts (BA)

教育学学士（教学）幼儿教育 Bachelor of Education (Teaching) Early Childhood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文学学士 Bachelor of Arts (BA)

音乐学士 Bachelor of Music (BMus) 

传播学学士 Bachelor of Communication (BC)

全球研究学学士 Bachelor of Global Studies (BGS)

法学院 Law 法学学士 Bachelor of Laws (LLB) 

商学与政府学院 
Business and Government

商学学士 Bachelor of Commerce (BCom)

建筑与设计创新学院 
Architecture and 
Design Innovation

建筑学学士 Bachelor of Architectural Studies (BAS) 

建筑科学学士 Bachelor of Building Science (BBSc)

设计创新学士 Bachelor of Design Innovation (BDI) 

健康学院 Health 健康学学士 Bachelor of Health (BHlth) 

护理学学士 Bachelor of Midwifery (BMid) 

工程学院 Engineering 理学学士 Bachelor of Science (BSc)

工程学士（荣誉学士） Bachelor of Engineering with Honours

理学院 Science 生物医学理学学士 Bachelor of Biomedical Science (BBmedSc)

理学学士 Bachelor of Science (BSc)

10



设计和创造能够支持人们想要的
生活、工作和娱乐方式的环境。

商业是世界上流动的力量之一，
塑造着社会，连接着世界各地的
人们。

精算师预测和分析金融风险，解
决业务问题，并可在多个方面为
政策工作作出贡献。

在新西兰充满活力的法律和政治
中心学习，并接受该国最好的法
律界人士指导。

深入了解人们的思考、行动和感受
方式。了解社会行为、情绪和性格。

• 研究质量在新西兰排名第一，世界排名前40的法学院。
• 研究支持社会、文化、经济、家庭关系和国际关系的法律

框架。
• 位于议会对面，靠近法院、图书馆和中央商业区。

• 心理学与犯罪学、教育学和社会学等人文学科和艺术
学科的结合。

• 学习感知——我们的大脑是如何区分红与蓝、热与冷
的——并发现我们储存和检索记忆的方式。

• 了解我们如何定义自己，如何成为我们自己——看看
文化、经历和思考过程的作用。

建筑学学士 
Bachelor of Architecture Studies

法学士 
Bachelor of Laws

心理学文科学士
Bachelor of Arts in Psychology

商学学士 
Bachelor of Commerce

精算科学理学学士  
Bachelor of Science in Actuarial 
Science

• 在可持续建筑、城市设计和其他创造性学科方面享有国
际声誉的专家讲师。

• 开设建筑学、建筑历史与理论、室内建筑学和景观建筑
学四个专业。

• 世界级的设施、展览空间和技术，包括3D扫描仪、打印
机、一个虚拟现实工作室以及机械臂。

• 来自由商界和政府最高层的专业人士组成的讲师团队
的专业知识。

• 在位于全国行政中心的首都城市学习。
• 惠灵顿维多利亚大学商业与政府学院拥有三皇冠国际

认证。全球只有1%的商学院享有该荣誉。

• 惠灵顿维多利亚大学拥有澳大利亚精算师协会认证。
• 精算学应用概率和统计的数学来定义、分析和解决不

确定的未来事件
• 您将在世界一流的设施中学习，在新西兰科学之都，从

各自领域的世界领导者那里学习。

热门专业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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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灵顿维多利亚大学 
预科证书课程*
预科入学要求
正在就读新西兰12年级（NCEA二级）的学生，或

• 11/12年级（亚洲），或

• 高中二/三年级，或同等学历 
 
对于没有达到以上要求的学生，可以选择 
预科衔接课程**.

为大学学习做好准备
•  用英语学习本科课程所需的知识性科目。

• 提升学术英语能力  
 - 清楚理解授课内容
 - 更好的论文写作
 - 更加高效阅读
 - 记录要点笔记
 -  提高演讲/演义的发音和自信

• 发展批判性思维

• 培养独立学习技能

*惠灵顿维多利亚大学预科证书课程经惠灵顿维多利亚大学授权，由 UP 教育集
团颁发。 
**查阅预科衔接课程手册获悉学术以及其他相关信息。

扫码获取更多信息

要升读惠灵顿维多利亚大学本科学位课程， 
必须满足以下条件： 
• 修满预科课程的120学分且： 
• 四门核心科目成绩均达到50%或以上
• 六门选修科目成绩达到50%或以上，相当于60学分（以满分

600计，应达到300分）

奖学金

惠灵顿维多利亚大学提供一系列奖学金机会。

了解更多相关信息，请查阅奖学金插页，详细查阅可接受的雅
思对等成绩和入学成绩要求。

科目^
• 必修课    

 - 高等教育学习英语（I和II，40学分）
 - 数学入门（10学分）
 - 新西兰文化与社会（10学分）

• 选修课 (每门10学分)** 
 - 会计 1

 - 会计 2

 - 代数

 - 生物学 - 细胞学

 - 生物学 - 生物体

 - 设计 1

 - 设计 2

 - 历史 

 - 市场营销

 - 宏观经济学

 - 管理学

 - 媒体研究 1

 - 媒体研究 2 

 - 微观经济学

 - 物理学 - 电学

 - 物理学 - 力学

 - 心理学

 - 定量方法

 - 统计学

^并非每个学期都提供所有科目



科学与数学方向
环境科学1
环境科学2
心理学
健康研究
物理科学
统计学
定量方法

设计你的课程
学生有2种选课方式。

 95%
超过

学生获得惠灵顿 
维多利亚大学录取

商科方向
会计1 
会计2
宏观经济学
微观经济学管理学

媒体与设计方向

媒体研究1
媒体研究2
设计与社会1
设计与社会2
市场营销学

课程示例

课程选项 英语要求* 2023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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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快捷课程

Fast-track             
 (6 months)

雅思6.0 分 
(单项不低于
5.0分)或同等
成绩 )

本科
本科
本科

本科

标准课程

Standard                
(8–9 months)

雅思5.5 分 
(单项不低于
5.0分)或同等
成绩 )

本科
本科

本科
本科

标准强化课程

Standard Plus  
(12 months)

雅思5.0 分 
(单项不低于
4.5分)或同等
成绩 )

本科
本科
本科

预科衔接课程**
预科衔接课程是由 UP 教育集团提供的，全面、丰富的英语课
程，帮助学生为预科证书课程做好准备。 这个为期六个月的
扩展计划使学生能够发展他们的英语技能、自信心并在学术
环境中应用这些英语技能。 

*查阅相关单页了解雅思同等成绩要求和学术录取要求。
**预科衔接课程在NZQA的注册名为Intensive English programme。 
***更多信息请参考预科衔接课程手册。

预科衔接课程包括数学和可选的学术课程，为学生的未来
学习打下更加全面的基础。成功完成本课程你就可以升读
预科证书课程（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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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宏观经济学

 - 管理学

 - 媒体研究 1

 - 媒体研究 2 

 - 微观经济学

 - 物理学 - 电学

 - 物理学 - 力学

 - 心理学

 - 定量方法

 - 统计学

选择1： 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科目

学生选择未来大学学习的专业方向（科学与数学，商科或媒体与设计）

学生根据开学前或者开学指导过程中获得的科目名单自主选择科目

选择2： 根据大学的专业方向选择科目



Bryce Pedersen 
院长 
新西兰UP国际学院

“惠灵顿维多利亚大学致力于为广大学子们提供优质的教育机会，帮助学
生过渡到学习和工作。最后一个学期，UP 教育集团和 惠灵顿维多利亚大
学会与我们的学生举行每周一次的支持性例会，以便他们拥有知识、技能
和理解，带着自信开启他们的大学之旅，这些例会让他们在开学之前就与
大学建立了自己的关系。 

UP 教育集团为惠灵顿维多利亚大学提供的3种预科课程（标准课程、标准
强化课程以及快捷课程）是为学生量身定制的，并为他们提供在课程之中
和未来取得成功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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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惠灵顿维多利亚大学学习之旅始于UP国际学
院，您将在我们的惠灵顿校区完成预科证书课程。 

课程提供
UP教育集团与惠灵顿维多利亚大学合作，为来自世界
的学子们提供预科课程已经超过20年。预科课程的所有
教师都经过培训并在新西兰教学委员会注册。 
 
我们非常重视学生的福利，并确保依照高标准为学生们
提供帮助和支持。我们资深的员工在照顾学生的教育、
实践和社会需求方面经验丰富。

位置
我们的校园位于惠灵顿市中央商务区。

新西兰
UP国际学院 

“和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一起学习，并了解他们，这是一种奇妙的经
历。老师们对我的帮助很大也非常热心，这让我可以毫不犹豫地在
课内外向老师咨询任何问题。

他们不仅教会了我课堂的内容，还教会了我在需要的时候寻求帮助
也是非常重要的。”

 
Haruka Yanagidani 
惠灵顿维多利亚大学预科课程学生 



学术学习是取得成功的关键，而书本之外的知识同
样弥足珍贵。我们鼓励学生结交朋友，享受过程，敞
开怀抱全身心体验澳新生活的方方面面。

UP 教育集团汇集了来自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000多名学
生。我们的新西兰主校区位于奥克兰中心，第二校区位于惠
灵顿，提供惠灵顿维多利亚大学的预科学习课程。

学生服务
学生福利是我们的最高优先级，因为这是取得学术和个人
成功的关键。

导师制度
我们鼓励你培养良好的学习习惯，并提供个性化支持帮助
你达到个人目标。每个学生都会分配一名导师来监督学习
以及提供个性化指导，定期检查进度，一起庆祝成功、克服
挑战。

父母端网站以及社区门户
父母和监护人可以通过网页端门户及时获取学生学习进
度。通过唯一的账号和密码登录，即可获悉个人信息，包括
住宿、时间表、出勤记录和成绩报告，还有医疗和旅行保险、
学生签证的详细信息。这里还能获取课程、课表和活动信
息。

新西兰UP国际学院

校园生活

进入学习状态
以人为本、关爱学生让我们与众不同。从你联系我们的那一
刻起，UP 教育集团就竭力为所有国际留学生提供帮助和支
持，从到达新西兰到学习之旅的全程，确保你在新西兰的生
活美好而充实。

迎新
我们的迎新活动帮助你第一时间融入，你将收到信息手册，
涵盖寄宿家庭和住宿方面的指导。

课程表
学生课程表的设计是为了帮助你适应大学的学习，所以你
应该参加所有的课程，并在课间进行学习和复习。每节课
55分钟。

扫码获取更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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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UP教育集团的学习体验非常深刻。我遇到的每个同学都
很善良，老师们也都非常专业。在课程刚开始的时候，我甚至没
有信心用英语交流，然而，这里没有人会因为我的英语水平而笑
话我，相反我得到了许多的帮助和鼓励，这也让我能够勇于与其
他同学交流。
学院的老师和工作人员们都非常热心。这对我的帮助很大，每当
我遇到问题，我都会与他们联系，他们也总是尽全力地帮助我解
决问题。”

Pei-Chen Wu 
维多利亚大学奖学金获得者

惠灵顿维多利亚大学是一所热情洋溢的多元化大学，学生在
这里可以得到绝佳的学习体验。

这里还有很多活动机会，您可以参与其、乐在其中。您可以加
入不同的学生社团，辅导其他学生或成为一名志愿者，还可以
参加我们免费的全球领导力项目——惠灵顿国际领导力计划
或Wellington Plus。

您可以结交新朋友，拥抱新体验并培养和获得未来职业
所需的技能。

惠灵顿维多利亚大学拥有3个校区，还有许多其他设施和机构
遍布惠灵顿。

Kelburn校区

包括学生服务中心、行政办公室、中央图书馆和五个不同的
院系。

Pipitea校区
是法学院以及惠灵顿商业和行政学院所在地。

Te Aro校区
是建筑课程和设计课程所在地。

惠灵顿维多利亚大学

设施与服务
大学为学生们提供丰富的各种设施和学生服务，以帮助你
在学业上取得成功，支持你的学习，并帮助你获得最好的
学生经历。

• 4个图书馆
• 学术及学生学习支持服务
• 健身房
• 学生健康和咨询服务
• 残疾人服务
• 财务建议服务
• 宗教及信仰支持服务
• 学生就业咨询与服务
• 食品及其他零售店面
• 艺术画廊

 
 
www.wgtn.ac.nz/students/sup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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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支持与帮助
新西兰UP国际学院
学习帮助与支持
出国留学是令人兴奋和有所收获的——但有时它也可能伴
随着挑战性。 我们在这里为学生提供实现目标所需的所有
支持和关怀。 院长的作用是通过监控出勤率和学业进展来
支持导师和教学人员，并在必要时采取纪律措施。 如果老
师对学生有疑虑，他们会先与导师交谈，必要时再与院长交
谈。 我们的老师、导师和院长紧密合作，以确保学生快乐和
茁壮成长。

国际学生支持与帮助
国际留学生服务人员为学生提供住宿、健康、课程指导和升
读选项方面的服务，还包括行政事务例如签证续签、银行
和保险。

Sonder学生安全app
我们联合Sonder，一个24/7的个人安全和健康服务，为所
有入境学生保驾护航。这款手机应用专为个人设备设计，
提供例如“追踪我的行程”和“检视我的位置”等功能。无论

扫码获取更多信息

您在夜间独自步行或是和某人初次见面，Sonder都能让您在
新西兰的生活和学习充满自信。如果您感觉焦虑或担忧，可
以随时通过在线对话或手机，与Sonder的多语种支援团队倾
诉。如果有需要，他们甚至提供真人面对面协助。Sonder目前
仅向新西兰境内学生提供服务。对于不在新西兰的学生，我
们的学生支持团队仍将是您的首选联系对象。

学生健康与福祉
我们有经过红十字会培训和注册的员工，为国际学院的学生
提供简单的健康和福祉帮助。如果学生需要进一步的医疗服
务，可以预约医生。

学生保险
教育行业（高等教育学生和留学生教育关怀）守则 2021 要
求，所有在新西兰学习的国际留学生在学习期间理应办理必
要的健康和旅行保险。

“国际学生支持团队帮助学生解决与学习有关的任何问题，例如住宿、健康、课程指
导、投诉、退学和退款，以及签证续签、保险索赔和组织学生活动等行政问题 ，如迎新
活动和毕业典礼等。

他们旨在为 UP 国际学院的所有学生提供卓越的学习体验，因此与所有内部和外部合
作伙伴（包括学生及所有校区的学术团队）密切合作，以确保及时有效地解决问题。” 
 

Katie Gao - 学生服务和支持组组长 

UP 国际学院



学生健康意识小组
这个由在读学生组成的团队通过唤起意识、提供关于健康和
福利信息，帮助其他学生更好地关爱自己。通过常规活动和
Bubble空间为您提供协助。Bubble是学生结交朋友、寻求建
议的空间，欢迎您前来享用茶水或厨房设施。

学习园地 
学生学习园地提供免费工作坊、学习机会和资源，帮助国际学
生改善沟通能力，提高写作水品以及练习学习技巧。

其他支持 
所有国际学生均可使用大学学生服务，包括：

• 学生健康
• 学生辅导
• 伤病服务
• 学生财务顾问
• 职业与就业

学生服务与支持
新西兰是世界上唯一实施国际学生福利战略的国家，该战略
旨在保护我们作为安全宜人的留学目的地的声誉。以下是惠
灵顿维多利亚大学支持国际学生的一些方式：

惠灵顿维多利亚大学国际学生中心 - Te Kahupapa由大学的
专门团队为国际学生提供个人、学术和文化支持，包括学生签
证续签、保险索赔服务、学术监督、国际学生报到活动和学生
活动等。

国际学生迎新活动 
这项活动持续两天，您将有机会获得迎新礼包，参观校园并了
解未来校园生活所涉及的各项服务的提示和信息。

国际友好互助项目
我们将为您指派一位好朋友，负责帮助您熟悉环境，让您尽快
适应惠灵顿的学习生活。您也可以参加我们全年举办的好友
活动，享受乐趣、结识同学。

惠灵顿维多利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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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选择

住宿
寄宿家庭可供所有学生选择，是体验新西兰文化和练习英
语的绝佳方式。

您将拥有自己的房间，配备床、书桌、台灯和无线网络，还有
周一至周五的早餐和晚餐，以及周末和公共假期或学校假
期的早餐、午餐和晚餐。 洗衣服务也包括在内。

• 所有寄宿家庭都经过全面彻底的检查 - 对家庭成员进行
面谈并检查房屋。

• 所有寄宿家庭的提供者都签署了相关规则和标准的同意
书，并接受新西兰警方的审查程序。

• 所有 18 岁以下的学生每季度都会由授权的住宿评估员
访问他们的住宿。

• 向寄宿家庭支付的所有款项均通过 UP Education 
Student Fees Trust 支付 

• 提供 24 小时呼叫中心号码， 可在紧急情况下使用

其他住宿选项
您还可以选择以下住宿方式： 

• 与父母同住 

• 与指定的看护人（亲戚或家人朋友）同住

• 大学宿舍 

• 住在学生公寓（仅限 18 岁及以上的学生 - 这是学生或其
家长/监护人或代理人的责任进行安排）。

如果您在课程开始时未满 18 岁，您的住宿安排必须得到
UP教育集团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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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录取、付款及注册

第五步  

录取
• 在邮箱中找到来自admissions@up.education的带有你的无条件录取通知书的邮件。
• 通读电子入学确认书 (eCoE)的接受录取表格和条款摘要，并在所要求的部分签署姓名首字母。（通常

是第 4-6 页）并将它们发送回admissions@up.education。

付款 
• 打开你的电脑/笔记本电脑/手机/平板电脑的浏览器， 登录upic.flywire.com。
• 如果需要更改语言，请单击页面左上方的地球仪图标
• 选择您发起付款的国家并输入无条件录取通知书中的发票上显示的新西兰元金额。  

 
对于身在海外，在线参加预科课程的海外学生，您只需一次性支付学费+申请费+50%的资料费+考试
费； 对于在校园参加预科课程的学生，您需要支付费用总额。 如果您在付款方面需要帮助，请联系我
们的招生团队或访问 flywire.com/support

• 按照屏幕上的说明完成付款。

签证
登录https://www.immigration.govt.nz/new-zealand-visas/apply-for-a-visa了解如何申请学生签证。  

注册
• 完成支付之后，您将收到来自admission@up.education的确认信。
• 请注意您的电子邮件收件箱来自studentsupport@up.education的邮件，其中包括重要信息，如迎新

时间表，选课表和截止日期。仔细阅读邮件并回复邮件，以完成注册。

如果您对申请流程有任何疑问，请联系
招生团队 admissions@up.education

申请
你需要通过我们的在线申请工具Enroller完成注册。你可以在线轻松管理每一个申请步骤。  
enroller.app/up-education-university-partnerships/enrolment-application

第三步  

第二步  

第四步  

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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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学生指导与照顾准则

UP Education及学校于2016年签署了新西兰政府的《国际学生
指导与照顾准则》（简称“准则”）。准则由新西兰教育部出版，新
西兰学历资格认证局（NZQA）负责管理，旨在确保国际学生充分
了解各项信息、确保安全并得到妥善照顾。 访问： nzqa.govt.nz/
the-code

UP Education与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的一流大学合作，为国际学生
提供预科课程，帮助他们获得在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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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9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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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咨询与申请事宜请联系：
UP国际学院
345 Queen St 
Auckland 
New Zealand

电话  +64-9-307 5399 
邮件   international@up.education
网站  wgtn.up.education

扫描二维码关注奥克兰大学国际  

学院官方微信公众号获取更多信息。

扫描二维码关注UP教育集团 

官方小红书账号获取更多信息。

mailto:international%40up.education?subjec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