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怀卡托大学
学院
升读怀卡托大学学位的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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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卡托大学
怀卡托大学提供优质的学术教育和独特的
学生体验，它将确保你毕业时已做好就业
准备，并取得广受全球认可的学历资格。

以下仅仅是为什么怀卡托大学是你正确选
择的部分原因：

•	怀卡托大学管理学院荣获三冠认证，使其
稳居全球商学院前1%
•	在学科方面，怀卡托大学管理学院的商业
与经济学荣列全新西兰第一
•	大学持QS	5星排名
•	大学提供世界一流的研究以及先进设施
•	学生满意度	-	（查找统计数据）
•	汉密尔顿校区所在的城市荣获2020年“
最美丽大城市”奖。

如果你希望寻找一个优美的地方，并且在一
个无微不至的环境中接受世界一流的教育，
那么怀卡托大学绝对是你的最佳选择。

欢迎来到新西兰
新西兰是一个宁静祥和、风景优美的多元
文化国家。这里的人们极富探索精神，此外
还有各种展望未来的创新产业，新西兰具有
独特的本土文化价值观	－“守护”－	致力于
以一种造福后人的方式关爱世界。  

汉密尔顿
怀卡托大学学院坐落在大学的汉密尔顿校
区中心。汉密尔顿位于北岛的怀卡托地区，
是新西兰的第四大城市，也是新西兰发展
最快速的城市之一，距离奥克兰以南仅一个
半小时车程。

汉密尔顿的美食琳琅满目，完美折射出了这
座城市的多元文化社区。这里还有令人叹为
观止的公共花园以及全年无休的文化节。
与新西兰的其他城市相比，汉密尔顿的生活
成本更低，有利于你充分享受在这里的学生
时光。

我们很高兴你正考虑入读
怀卡托大学学院的桥梁
课程，以便升读怀卡托大
学。怀卡托大学学院提供
了一个充满活力的互动式
学习环境，有助于你培养
学习技能、提高你的英语
语言能力以 及为你提供
专业学术支持。
 
在怀卡托大学学院 未 来
可期，所以现在就迈出你
的第一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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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密尔顿

奥克兰

惠灵顿

基督城

皇后镇

陶朗加



了解我们的课程

怀卡托大学学院提供各
种各样的的课程，以便满
足不同求学时段的学生。
无论你希望攻读本科学
位、研 究 生 学 位 ，还 是
单纯地希望提高英语水
平，怀卡托大学学院都会
支持你实现你的学术目
标 。现在是时候 为你选
择合适的课程了。

预科课程 
大学预科证书课程是一门桥梁课程，旨在帮
助你为大学学习做好准备，并助你升读怀卡
托大学的大部分本科学位。	

有5和8个月课程可供选择（1或2两学期）。

海外国际学生现可在线学习这一课程，直至
可到新西兰校园里加入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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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科课程 － 标准课程 
入学时间：2022年2月、7月和11月 

课程长度：8-9个月（2学期）	
英语入学要求：雅思5.5（写作不低于5.0）或
同等水平
授予证书：4级证书（新西兰学历构架）	
预科课程 － 加速课程
入学时间：2022年2月、7月和11月 

课程长度：5个月（1学期）	
英语入学要求：雅思5.5（各单项不低于5.0
且写作不低于5.5）或同等水平
授予证书：4级证书（新西兰学历构架）	
欲了解关于课程，包括费用、学术和其他英
语要求，以及如何申请的更多信息，可浏览
网站,pathways.waikato.ac.nz/programmes/

foundation-studies

“在怀卡托学习彻底改变了我。
比如，我的思维方式和待人接
物的方式。我从体验中学到了很
多。修读完预科课程后，我打算
到大学攻读环境规划。”

CHRISTIAN 来自印度尼西亚 
已完成大学预科证书课程，目前正在奥
克兰大学攻读环境规划学士学位



英语语言课程 
我们的英语语言课程主要为那些希望提高
英语语言技能的学生而设。

学术英语语言课程 
我们的英语语言证书课程（学术英语准备
课程）专为需要提高其英语语言技能以便
攻读学术课程的学生而设计。学术英语语
言课程可直升学位课程，无需再进行雅思
考试。课程开学时间：2022年2月、5月、8
月以及10月。	

欲了解关于课程，包括费用、英语要求和
如何申请等方面的更多信息，可浏览网
站,pathways.waikato.ac.nz/programmes/

english-language

通用英语 
借助通用英语课程，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
均有机会在英语语言环境中学习日常英
语。该课程主要适用于需要学习日常英语
或准备入读学术英语语言课程的学生。	

通用英语语言课程包括培养核心语言技能
与词汇以及听、说、读、写方面的流利性和
准确度。	

点击此处了解更多：pathways.waikato.

ac.nz/programmes/general-engl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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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凭

攻读国际大一课程或硕士预科文凭将帮助你为开始攻读所选  
学位做好准备，并同时为你提供额外的学术英语支持。

国际大一课程（商科）  
借助国际大一课程（商科），启动商业领域
的职业生涯。该国际大一课程包含商业学士
学位第一年的论文和英语语言发展，是一门
学术支持与其他发展活动兼备的完整课程，
旨在确保学生为前往新西兰接受高等教育
做好准备。	

一旦你完成国际大一课程（商科），你将可
直升三冠认证商学院	–	怀卡托大学管理学院
商业学士（BBus）二年级。	 

课程信息 
英语入学要求：雅思总分5.5（各单项不低于
5.0）或同等水平。
学术要求：在大学入学许可的学科或同等学
科中取得32学分的同等成绩。 

课程长度：1年（3学期）
入学时间：2022年3月、2022年11月	
学分：120	
授予证书：5级文凭（新西兰学历构架）
上课地点：汉密尔顿	

欲了解关于课程，包括费用、其他的学术和
英语要求以及如何申请的更多信息，可浏览
网站,pathways.waikato.ac.nz/programmes/

diploma/business  

国际大一课程（计算机科学）  
计算机科学正在迅速改变着我们所生活的
世界，在日新月异的环境中，对合格计算机
专业人员的需求将与日俱增。	

一旦你完成国际大一课程（计算机科学），
你将可升读怀卡托大学计算机科学或数据
分析专业的理学学士（BSc）二年级或计算
机科学学士（BCompSc）二年级。	

课程信息 
英语入学要求：雅思总分5.5（各单项不低于
5.0）或同等水平。	
学术要求：在大学入学许可的学科或同等学
科中取得32学分的同等成绩 。 

课程长度：1年（3学期）
入学时间：2022年3月	
学分：120	
授予证书：5级文凭（新西兰学历构架）
上课地点：汉密尔顿	

欲了解关于课程，包括费用、其他的学术和
英语要求以及如何申请的更多信息，可浏览
网站,pathways.waikato.ac.nz/programmes/

diploma/computer-science  

研究生准备文凭 – 
硕士预科课程   
研究生准备文凭	 –	 硕士预科课程（DipPP）
旨在帮助国际学生为升读怀卡托大学管理
学院或计算机和数学科学学院的研究生学
位做好准备。顺利修读完课程后，你将可入
读怀卡托大学一系列世界一流的硕士学位。

课程信息 

英语入学要求：雅思总分6.0（各单项不低于
5.5）或同等水平。	
学术要求：至少成功接受过2年的全日制高
等教育学习并持有NZQF	6级同等学历。 

课程长度：2学期
入学时间：2022年7月、2022年11月	
学分：120	
授予证书：7级文凭（新西兰学历构架）
上课地点：汉密尔顿 

欲了解关于课程，包括费用、其他的学术和
英语要求以及如何申请的更多信息，可浏览
网站,pathways.waikato.ac.nz/programmes/

pre-masters-diplo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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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冠认证 
“三冠认证”是商学院以及知名专业与职业发展学术机构的术语。获得三冠认证院
校所授予的证书或学位在商业领域举足轻重，这一成就不仅彰显了院校的辉煌声
誉，也体现出了个人的职业道德以及在商业领域的进取精神。更多信息，请访问： 

masterstart.com/blog/bright-future/triple-crown-accreditation-and-what-it-means

你知道吗？

怀卡托大学的商业与经济学在2022年泰晤
士报高等教育（THE）世界大学排名中荣列
新西兰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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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申请
如欲直接进行申请，可浏览网站	pathways.

waikato.ac.nz	并完成在线申请表格。	 
你也可以通过当地的授权教育机构进行							
申请。

如何接受录取通知书以及支付费用、退款
和管理费的相关信息详见	pathways.waikato.

ac.nz/terms-and-conditions

学生现可使用一系列经认可
的英语测试，包括多邻国英
语测试（DET）申请2022年
怀卡托大学学院的课程。关

于条款和条件的更多细节，可浏览网站： 

pathways.waikato.ac.nz/admissions/entry-

requirements

适用于条款和条件。

“预科课程使我受益匪浅，因为
我是从中国教育制度过渡到新
西兰教育制度。我对所学到的知
识印象深刻。新西兰是一个优
美友善的多元文化国家，这里的
人们非常和蔼可亲。”

YUXIN 来自中国 

已完成怀卡托大学学院的大学预科证
书课程

目前正在怀卡托大学攻读工程学士与荣
誉学位（土木工程专业）



Phone: +61 2 8263 1888 (International)
Email: pathwaysqueries@waikato.ac.nz

Website: pathways.waikato.ac.nz
 @UniversityWaikatoCollege

 @waikato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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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vate Bag 3105
Hamilton 3240
New Zea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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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责声明
本手册旨在为计划自2022年入读怀卡托大学学院的学生
提供一般性信息指导。怀卡托大学学院课程由学习集团新
西兰有限公司代表怀卡托大学提供。本手册或任何其他学
习集团出版物中所陈述的学习集团课程和费用仅表达意
图，并不构成学生与学习集团之间任何合同的一部分。所
有成本和费用均以新西兰元（NZD）为货币单位。

在本手册出版时，校方已尽一切可能确保手册所提供全
部信息之真实性和准确性。一切因使用本手册所引致的
任何错误行为或后果，学习集团新西兰有限公司均不承担
任何形式的责任。怀卡托大学学院官网是课程和设施的
最新信息来源。在做出任何承诺之前，请访问	 pathways.
waikato.ac.nz

与学习集团新西兰有限公司签订的任何协议均不得排除
根据新西兰消费者保护法采取行动的权利。怀卡托大学
和学习集团新西兰有限公司均为2021年教育（高等教育

和国际学习者关爱辅导）行为准则的签署方。行为准则
内容详见新西兰学历评估委员会（NZQA）官网：www.
nzqa.govt.nz/providers-partners/education-code-
of-practice。如需了解新西兰的移民要求和学生签证信
息，请访问：www.immigration.govt.nz

尽管学习集团将采取合理措施提供所描述的课程与服
务，然而，学习集团无法确保任何课程的提供。任何课程
均有可能因超越学习集团合理控制范围以外的因素而导
致更换或取消。这些因素包括(但不局限于)劳工行动、需
求不足、主要人员的离开、疫情的影响、政府政策的改
变、资金的取消或削减以及法律变化等。学习集团将尽可
能地采取相应措施最大程度地减少课程更换或取消所造
成的影响，并且我们将尽快告知你有关的更换或取消情
况。这些措施可能包括提供另一门替换课程的入读名额
等。更多信息，请访问：www.studygroup.com

关于条款和条件、学生政策和指南（包括退款、投诉、和
申诉政策）的信息，请访问：www.pathways.waikato.
ac.nz。未满18周岁的学生将可根据2021年教育（高等教
育和国际学习者关爱辅导）行为准则（详见www.nzqa.
govt.nz/providers-partners/education-code-of-
practice）的要求享受校园福利团队的支持。此外，你必
须住在寄宿家庭或指定的看护人住所，可包括校内宿舍（
如可提供）。

怀卡托大学最后一次接受新西兰大学学术质量机构
（AQA)审计是在2015年(第5周期)。大学学术审核(第6周
期)正在进行中。详情请访问怀卡托大学网站：
www.waikato.ac.nz/official-info/academic-audit

怀卡托大学学院致力于充分遵守国际学生合同纠纷解决
方案(DRS)的规定。更多信息，请访问：
www.istudent.org.n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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