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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我校毕业生遍布世界各大洲，在国际商业和创

新最前沿的著名公司工作。

斯威本科技大学学位得到了从上海到旧金山全

世界雇主的认可与期望，拥有斯威本学位便拥

有了令他人羡慕的职位。

当您毕业时，您将成为世界各地数以千计的斯

威本科技大学毕业生中的一员，和他们一样创

造属于他们自己的成功生涯。

斯威本科技大学学位便是你开创属于您自己完

美生活的第一步。

我们的目标是培养众多成绩优异的毕业生

维多利亚大学毕业

生满意度调查

维多利亚教育质量

工程专业

商务专业

信息技术专业

南美洲及北美洲 

特斯拉、微软、亚马逊、德勤、软件营

销部队、摩根斯坦利、辉瑞、高盛集

团、PayPal、Facebook。

非洲及中东 

卡塔尔航空公司、埃森哲、必和必拓、富

士达公司、埃提哈德航空公司、第一阿布

扎比银行（FAB）、阿联酋航空、安永、思

科、真力时国际银行。

拥有斯威本科技大
学学位 

你可以在世界各地
发展

来源： QILT2017年学生满意度调查，QILT2016–2017年研究生成果调查及人际关系网。.

在我们 
所经之处  
留下足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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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威本科技大学在澳大利亚和马来西亚均设有校区。

商业管理专业

本校毕业生

薪资高出

通信专业

本校毕业生

薪资高出

澳洲/大洋洲

澳大利亚国家银行、澳洲电信、澳新银

行、澳洲航空、德勤、澳洲联邦银行AGL 

能源公司、伍尔沃斯集团、维珍澳洲航

空，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

亚洲

安永、壳牌、英特尔、诺基亚、苹果、埃

森哲、IBM、微软、戴尔、澳洲电信。

欧洲

迪阿吉奥、普华永道、剑桥大学、英国航

空公司、英国德勤、谷歌、美国运通、汇

丰银行、阿迪达斯、IBM。

本校毕业生就业机会多且薪资优厚

5.45% 2.45%
与澳大利亚平

均薪资水平相比

与澳大利亚平

均薪资水平相比

信息技术专业

本校毕业生

薪资高出

5.28%
与澳大利亚平

均薪资水平相比

心理学专业

本校毕业生

薪资高出

3.63% 
与澳大利亚平

均薪资水平相比

创意艺术与设计
专业 

本校毕业生

薪资高出

6.38%
与澳大利亚平

均薪资水平相比

 工程专业

便被聘用录取

维多利亚

最高

维多利亚

最高

86.4%

毕业生在完成学业
后4个月内

毕业生在完成学业
后4个月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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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威本科技大学的国际
学生占总学生人数的16% 斯威本主校区位于距离墨尔本市中心10分钟车

程的霍桑——墨尔本非官方教育名区。除了斯

威本科技大学，该区还有墨尔本最好的私立

学校，包括苏格兰学院、斯特拉斯科纳女子学

校、卫理公会女子学院和泽维尔学院。

在斯威本科技大学学习意味着在一座世界生活

质量最好的城市生活。经济学人智库全球宜居

性排名连续七年将墨尔本评为世界上最适合居

住的城市（2011-2017）。当你来到墨尔本时便

知其中的缘由。

墨尔本拥有400万人口，是一个完全国际化的城

市，一个海纳百川的民族熔炉，拥有丰富多彩

的食物、文化、风景和体育项目。这是一座拥

有隐藏宝藏、秘密通道和屋顶的智慧城市，他

们等待着你逐渐探索与发现。

斯威本科技大学的国际学生占总学生人数的16% 

十二门徒岩

托基

火车车程：10分钟斯威本

墨尔本

位于墨尔本
中区

墨尔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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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尔本
校区

斯威本主校区沿霍桑市中
心格林费瑞路建造 霍桑校区

本校的主校区坐落于格林费瑞路购物区旁，周

围可以找到各式各类的便利店。便宜的食物、

咖啡厅、精致的餐厅、体育和娱乐中心、电影

院、国际百货店以及各种商店，营造了一个学

习和娱乐并存的便利环境。

斯威本科技大学一直着眼于未来。近年来，霍

桑校区进行了大范围的开发与整修，配备了现

代化及世界级的尖端技术设施。

2014年，我校斥资1亿美元建成的先进制造和设

计中心投入使用。技术先进的设施为研究人员

和学生使用最新制造和设计技术的机会。该中

心的建造与使用进一步巩固了斯威本科技大学

作为研究和发展中心的声誉。

斯威本科技大学还拥有先进技术中心，该中心

作为我校精英设施承办了许多优秀的研究项

目，包括专注于结构工程的智能结构实验室，

是澳大利亚唯一 一家该类型的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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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威本科技大学

致力于高质量教育

新立高校排名第45名

艺术与设计

QS 2018世界大学学科排名

设计行业领导者

土木工程

2017世界大学学术排名

世界科学机构

2016世界大学学术排名

卓越工程设计 杰出科研成果

全球 

亚太地区 

QS 2018世界大学排名 2018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QS 2018世界大学排名

认可与
荣誉



7

斯威本科技大学 
优势

斯威本科技大学以工学结合的学习方式为学生提

供了优秀的教育体验，为毕业生的职业生活提供

了基础。工学结合的学习方式可以让学生在其所

选择的领域获得真正、有意义且富有挑战性的工

作经验。当学生完成学位课程时，便可以更好地

为工作做准备。

这便是斯威本科技大学的优势.

专业实习

为期12个月的带薪专业实习不仅为学生提供了与行业领导者一起

工作的机会，同时还未学生提供了获得学位所需的学术学分。一

名国际学生必须将斯威本一般学位转化为专业学位，以便参与专

业实习。

了解更多信息请浏览swinburne.edu.au/

workintegratedlearning/

认证实习

一些学位需要强制性的专业实习作为学位认证的

一部分，一些学位则不需要。斯威本科技大学与

顶尖公司及组织有着长期的合作关系，它们均接

受斯威本科技大学的学生到司实习。

行业游学

行业游学为学生提供出国旅游的机会的同时，还为学

生提供了收获研究领域经验的机会。 行业游学可增

加学位学分，并通过拓宽国际视野以提高学生的学

习水平。

产业关联项目

产业关联项目为学生提供挑战与未来职业相关的真

实的工作的机会。所有项目均以团队为基础，由所

属行业的专业人员领导。此类项目通常作为学生最

后一学年的固定课程。

专业实习

实习让学生有机会在学习中获得宝贵的专业经验。如

果选择实习，学生将被安排在涉及其研究领域的企业

中实习。实习时间为一周一天或两天，或集中在夏季

或寒假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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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威本科技大学预科学年是为国际学生开设的大学预科项目。目的在于通过发展学生的研究和学习技能，帮助学生顺利

地进入大学学习。在斯威本科技大学，学生将在以培育和以学生为中心的环境下接受最高质量的教学。

在顺利完成斯威本科技大学预科后，只要学生符

合学士学位入学要求及预备知识，便可以获得在

斯威本科技大学的优选学位。

如果学生拒绝直接转入学士学位，他可以在进入

斯威本科技大学学士学位第二学年前，继续通过

本校的UniLink文凭项目在支持性环境中学习。

斯威本科技大学预科包括：

●   艺术与社会科学

●   商务

●   设计

●   科学/工程.

学生选择的课程将培养其在该领域的学习技能，

并可以为所衔接的学士学位做准备。

这四个方向将为你提供获得学士学位和文凭的

多种选择。.
斯威本科技大学预科发展要求

●   完成预科学年的学生必须达到65%的平均水平以及70%的学术和交流技能A和B的平均水平，

才能获得学士学位。

●   在顺利完成基础学年的所有学习课程后，学生才能开展UniLink文凭课程。

预科一览

时长 8或12个月

入学 2月、6月、10月

学时 >720 学时

学习模式
根据所选课程，学生将体验集实验室学习、设计室学习、讲
座、研讨会、在线学习、教程和旅行散记的学习模式。

学术要求
圆满完成澳大利亚11年制教育（或同等学历）。有关国家的入
学要求，请参阅第34页。

年龄要求 学年开始时至少年满17周岁

雅思要求（学术模块）
8个月：综合成绩5.5分（每项均需高于5.0分）
12个月：综合成绩5.5分

预科结构

学士学位
或

UniLink
(8个月)

预科学年
(8 个月)

预科学年
(12 个月)

教学周期3
3 单元

教学周期2
3 单元

教学周期1
4 单元

教学周期2
4 单元

教学周期1
5 单元

如果学生已经完成了澳洲12年制教育或同等课
程，则该生可以参加为期8个月的预科课程，
满足要求可获得5个单元的学分，课程时间缩
也会短到4个月。

斯威本科技大学  
预科学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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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威本科技大学  
UNILINK文凭课程

UniLink学位证书是经过认证的、等同于本科一年级学位水平的高等教育资格证书，是可以获得斯威本科技大学多个专业

学士学位的另一种途径。

课程内容与学士学位的第一学年相似，但是

课堂环境不同。班级规模更小，老师会给予

学生个人更多的关注，帮助学生适应大学。

本地和国际学生都可以报名该课程，积累丰

富的学习经验。

 

顺利完成Unilink文凭课程的所有学习单元

后，学生将在第二学年获得斯威本科技大学

学士学位。

 

学生选择的课程将培养其在该领域的学习技

能，为获得学士学位做准备。 

UniLink 文凭课程包括：

●   艺术与传媒

●   商务

●   设计

●   工程

●   健康科学

●   信息技术

●   科学

斯威本科技大学UniLink文凭课程
发展要求

●   完成UniLink文凭课程的学生必须通过所

有的学习单位获得进入学士学位。

UniLink课程一览

时长 8个月

入学 2月、6月、10月

学时 >720学时

学习模式
根据所选课程，学生将体验集实验室学习、设计室学习、讲
座、研讨会、在线学习、教程和旅行散记的学习模式。

学术要求 圆满完成澳大利亚12年制教育（或同等学历）

年龄限制 学年开始时至少年满17周岁

雅思要求（学术模块） 综合成绩5.5分（每项均需高于5.5分）

●   如果学生已经完成了等同于12年制教育以及至少学士以上
学位的部分课程，则该生可以以5个单元学分参加UniLink课
程，课程的持续时间也会缩短到4个月。

●   如果学生在第一个教学阶段表现优异，并且取得了规定的
成绩，该生将有机会加速完成所选学士学位第一学年第二学
期的课程学习。

DID YOU KNOW?

UniLink课程结构

#在UniLink课程教学期间，学生必须达到75%的平均水平才能进入下个阶段。教学期间退出的学生将无法获得UniLink文凭
*学生必须通过所有单元以进入下一阶段。

学士学位
第二学年#

学士学位
第二学年#

UniLink
文凭课程
(8 个月)

教学周期2 
4单元

教学周期1 
4单元

教学周期1 
4单元

快捷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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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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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水平 
等级EAP 3至EAP 5

这些课程将帮助你专注学习任务、做笔记、写作、在多元文化环境下与

他人交流、作报告、以及通过观看全球当下原汁原味的视频（包括TED演

讲和纪录片）提高词汇量

同时，学术英语将帮助你适应预科课程、职业教育课程、Unilink课程、

本科生、研究生以及博士生课程。 

需要多长时间？

学生将选择与符合其当前英语水平的课程. 

衔接课程 
基础课程及 
UniLink项目

高等教育
研究生

30

20

10

0

W
ee

ks

IELTS
4.5 5.0 5.5 6.0

EAP 4

EAP 5

EAP 3

2019 年开课日期

1月3日 2月7日

3月14日 5月2日

6月13日 7月18日

8月29日 10月10日

11月14日 –

直接进入斯威本

一旦完成学术英语课程且达到要求水平后，你可以直接学习你所选

择的斯威本课程。

访问 swinburne.edu.au/study/find-a-course/ 获取课程要求详情。

费用

每周440澳大利亚元 （2018）

如果没有英语测试分数，你可以参加校内考试

英语语言 课程 
来斯威本学习英语语言课程，你将有机会与许多合格的老师一起学习，在多元文化的环境下用英语与他们互动，并且为

之后进入其他斯威本课程做好准备。

校内Pearson英语测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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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一定对斯威本的学习生活充满期待？我们也很高兴欢迎你来学习。为此，我

们特别为国际生设立了奖学金。如果你能获取奖学金，那么你就不用担心留学

经费问题，可以把更多精力集中于学习并且体验美好的斯威本大学生活。

学费最高减免25%

“奖学金让我能纯粹地专注学习和体验大

学生活，不用担心背负大笔学生债务。双

学位帮助我扩大毕业后的就业范围。”

Lois

设计学士（传达设计）/商科学士

奖学金获得者

如果你此前学习表现优异，你将获得斯威本奖

学金。一般而言，分数越高，初始奖学金金额

也越高。如果你之后在斯威本的表现仍然十分

优异，你仍可获得更多的奖学金金额。

自动申请

你无须分别申请这些奖学金。我们评估你到斯

威本学习的申请时，将自动将你列入奖学金申

请名单。如果合格，录取通知书会包含你的奖

学金信息。

斯威本国际优秀研究生奖学金

总共高达19,000澳元
如果你将学习下列课程，你可能有机会获得此

笔奖学金：

●  除信息技术硕士（专业计算）和科学硕士（网

络系统）以外，任意授课型硕士学位。上述两门

课程的奖学金金额固定在2500澳元一门课程。

斯威本国际毕业生忠诚奖学金

总共高达19,000澳元
如果你满足下列条件，你将有机会获得此笔奖

学金：

●   正在申请斯威本研究生学位。

●   直接申请斯威本而非通过中介或授权代表申

请。

●   已持有斯威本本科或研究生学位，或在近期

完成了斯威本桥梁课程。 
 
斯威本国际优秀桥梁课程奖学金

2500澳元起至5000澳元

如果你将学习下列课程，你可能有机会获得此

笔奖学金：

●   预科 + UniLink文凭  + 学士学位

●   预科 + 学士学位

●   UniLink文凭 + 学士学位

好消息

如果你预科课程及/或UniLink文凭表现优异，

你同样有机会在取得本科学位期间获得斯威本

国际优秀衔接奖学金。

斯威本国际优秀本科生奖学金

多数学士学位总计38,000澳元

如果你将学习下列课程，你可能有机会获得此

笔奖学金：

 
 
●  除航空和航天驾驶学士及航空与航天驾驶/商

科双学士外任意学士学位。

访问

swinburne.edu.au/international/  
scholarships获取全面的奖学金信息。

奖学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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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名称
 (COURSE NAME)

学制
(DURATION)

开学
(INTAKE)

学费
(FEES)

学术入学要求
(ACADEMIC ENTRY REQUIREMENT)

POSTGRADUATE

BUSINESS

Master of qualifying program专升硕课程 6个月 2月/7月 $13,960 全日制3年大专 或 全日制5年一贯制大专 或 

全日制本科毕业无学士学位 且科目不少于18门 

（自考/函授/远程教育类大专case by case审核）

★ 实践会计硕士Master of practising accounting  2年 2月/7月 $34,480 完成MQP 或 拥有学士学位

★ 金融与理财硕士（高级）Master of finance & banking(advanced) 2年 2月/7月 $34,480 完成MQP 或 拥有学士学位

★ 人力资源管理硕士（高级）Master of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advanced) 2年 2月/7月 $34,480 完成MQP 或 拥有学士学位

★ 项目管理硕士（高级）Master of project management(advanced) 2年 2月/7月 $34,480 完成MQP 或 拥有学士学位

★ 市场营销硕士（高级）Master of Marketing(advanced) 2年 2月/7月 $37,480 完成MQP 或 拥有学士学位

★ 社会影响力硕士（高级）Master of socail impact(advanced) 2年 2月/7月 $37,480 完成MQP 或 拥有学士学位

★ 企业与创新硕士（高级）Master of Entrepreneurship &innovation(advanced) 2年 2月/7月 $37,480 完成MQP 或 拥有学士学位

★ 工商管理硕士Maste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1.5年 7月 $34,480 完成MQP 或 拥有学士学位

★ 工商管理硕士（高级）Maste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advanced) 2年 7月 $34,480 完成MQP 或 拥有学士学位

★ 工商管理硕士（行政）（高级）Maste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executive)(advance)

2年 2月/7月 $37,480 完成MQP 或 拥有学士学位 

且具备三年管理层工作经验

★供应链创新硕士（高级） Master of supply chain innovation(advanced) 2年 2月/7月 $37,480 完成MQP 或 商科/工程/理科等学士学位

金融与理财硕士（全球领导力项目）aster of finance & banking(GLP) 2年 2月/7月 $37,480 拥有商科学士学位

市场营销硕士（全球领导力项目）Master of marketing(GLP) 2年 2月/7月 $37,480 拥有商科学士学位

专业会计硕士（全球领导力项目）Master of professional accounting(GLP) 2年 2月/7月 $37,480 拥有商科学士学位

INFORMATION SYSTEMS

★ 商业信息系统硕士Master of business information systems 2年 2月/7月 $33,000 完成MQP 或 拥有学士学位

★ 数字商业管理硕士（高级）Master of digital business management(advanced) 2年 2月/7月 $37,480 完成MQP 或 拥有学士学位

ARTS AND MEDIA

传媒硕士(媒体实践/数字新闻/策略传播/社媒管理)
Master of media & communication(Media practice/Digital journalism/Strategic 

communication/Social media management)

2年 2月/7月 $29,800 拥有学士学位 

DESIGN

设计硕士Master of design 2年 2月/7月 $31,200 拥有设计相关学士学位 或 

设计行业相关工作经验+提交作品集

设计策略与创新硕士Master of design strategy & innovation 1.5年 2月 $31,200 拥有学士学位

斯威本科技大学的所有课程均与实际运用相关。这意味着本校学生拥有参与真实案例研究和产业交流的机

会，这些机会可以通过项目、实习或其他方式实现。通过各种各样令人期待的学习方式，学生还将发现斯

威本科技大学的课程定价优惠合理。

学校课程

*雅思要求： 6.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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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名称
 (COURSE NAME)

学制
(DURATION)

开学
(INTAKE)

学费
(FEES)

学术入学要求
(ACADEMIC ENTRY REQUIREMENT)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

建设管理硕士
Master of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1.5年 2月/7月 $36,760 拥有工程/土木/建筑/质检/建造管理/房地产及

其他工程/技术相关专业学士学位

基建管理硕士
Master of construction & infrastructure management

2年 2月/7月 $36,760 拥有工程/土木/建筑/质检/建造管理/房地产及

其他工程/技术相关专业学士学位

工程理学硕士(先进制造/土木/电子电气/机械/网络系统与电信/结构)
Master of engineering science(Advanced Manufacturing/Civil/Electrical & Electronic/

Mechanical/Network Systems & Telecommunications/Structural)

2年 7月 $36,760 拥有四年制工程专业学士学位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COMPUTING

信息技术硕士（专业计算）
Master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professional computing)

2年 2月/7月 $24,600 拥有IT相关专业学士学位

理学硕士（网络系统）Master of science(network systems) 2年 2月/7月 $24,600 拥有工程/理科/IT相关专业学士学位

SCIENCE

理学硕士（生物技术）Master of science(biotechnology) 2年 2月/7月 $34,960 拥有生物/化学等相关专业学士学位

HEALTH

职业理疗硕士Master of occupational therapy   

*雅思要求: 7.0(6.5)

2年 7月 $33,600 拥有学士学位 或 相关工作经验 且最后一年GPA65%+

*注有“★”的硕士课程，均可通过MQP专升硕课程衔接；
*除了上述常规2年制硕士课程外，亦有提供1.5年制相同专业的课程，详询各区域招生官。 
雅思总分6.5单项不低于6.0，一些专业有更高的雅思要求，请参见官网

UNDERGRADUATE COURSES 

BUSINESS

会计学士Bachelor of accounting 3年 2月/7月 $29,600 直入要求：高三均分70%+

商科学士Bachelor of business 3年 2月/7月 $29,600 直入要求：高三均分70%+

文学学士/商科学士 双学位Bachelor of arts/Bachelor of business 4年 2月/7月 $29,600 直入要求：高三均分70%+

INFORMATION SYSTEMS

商务信息系统学士Bachelor of business information systems 3年 2月/7月 $31,480 直入要求：高三均分70%+

商务信息系统学士/商科学士 双学位
Bachelor of business information  systems/Bachelor of business 

4年 2月/7月 $31,480 直入要求：高三均分70%+

LAW

法律学士Bachelor of law 

*雅思要求： 6.5（6.0）

4年 2月 $33,000 直入要求：高三均分90%+

ARTS,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

文学学士Bachelor of arts 3年 2月/7月 $27,400 直入要求：高三均分70%+

传媒学士(广告/电影荧幕学/创意写作文学/数字广告技术/游戏互动/新闻学/媒体行业/专业写作编辑/

公共关系/社媒)Bachelor of media & communication(Advertising/Cinema & screen studies/

Creative writing & Literature/Digital Advertising Technology/Games & Interactivity/

Journalism/Media Industries/Professional Writing & Editing/Public Relations/Social Media)

3年 2月/7月 $29,400 直入要求：高三均分70%+

PSYCHOLOGY

心理学学士Bachelor of psychological sciences   

*雅思要求： 6.5（6.0）

3年 2月 $32,600 直入要求：高三均分70%+

HEALTH AND SCIENCE

健康学学士Bachelor of health science 3年 2月/7月 $31,800 直入要求：高三均分70%+

理科学士Bachelor of science 3年 2月/7月 $33,200 直入要求：高三均分80%+

运动与体育学学士Bachelor of exercise & sport science 3年 2月 $31,800 需提供: 儿童工作核查(WWC Check) & 紧急救助证书(First 

Aid Certificate)直入要求：高三均分70%+

护理学士Bachelor of nursing

*雅思要求：7.0（6.5）    

3年 2月 $29,600 直入要求：高三均分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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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名称
 (COURSE NAME)

学制
(DURATION)

开学
(INTAKE)

学费
(FEES)

学术入学要求
(ACADEMIC ENTRY REQUIREMENT)

EDUCATION

教育学士（幼教）Bachelor of education(early childhood) 

 *雅思要求： 6.5（6.0）

4年 2月/7月 $26,000 需提供: 非学术能力考试(CASPer test) & 儿童工作核查

(WWC Check) & 无犯罪记录(Police check)

直入要求：高三均分70%+

DESIGN AND FILM & TELEVISION

设计学士(品牌环境/视觉传达/数字媒体/摄影媒体/用户体验交互)Bachelor of 
design(Branded Environments/Communication Design/Digital Media Design/Photomedia/UX Interaction Design)

3年 2月/7月 $31,280 直入要求：高三均分70%+

同时需提供作品集（有艺术设计类先修课可免）

设计学士（视觉传达）荣誉学位
Bachelor of design(communication design)(Honours)

4年 2月 $31,280 直入要求：高三均分90%+

同时需提供作品集（有艺术设计类先修课可免）

设计学士（工业设计）荣誉学位
Bachelor of design(industrial design)(Honours)

4年 2月/7月 $31,280 直入要求：高三均分80%+

同时需提供作品集（有艺术设计类先修课可免）

设计学士（室内建筑）荣誉学位
Bachelor of design(interior architecture)(Honours)

4年 2月/7月 $31,280 直入要求：高三均分85%+

同时需提供作品集（有艺术设计类先修课可免）

电影电视学士（荣誉学位）
Bachelor of film & television(Honours)

4年 2月 $33,600 直入要求：高三均分90%+

同时需提供作品集（有艺术设计类先修课可免）

动漫学士Bachelor of animation 3年 2月 $33,600 直入要求：高三均分80%+

荧幕制作学士Bachelor of screen production 3年 2月/7月 $33,600 直入要求：高三均分80%+

DIGITAL MEDIA

游戏与互动学士Bachelor of games & interactivity 3年 2月 $30,600 直入要求：高三均分70%+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

航空和航天驾驶学士Bachelor of aviation & piloting 3年 2月 直入要求：高三均分80%+

航空和航天管理学士Bachelor of aviation management 3年 2月/7月 $35,190

(2018年学费)

直入要求：高三均分80%+

工程学士（荣誉学位）(建筑/生物医药/土木/建设/电子电气/机械/产品设计/机器人及自动化/
软件/电信)Bachelor of engineering(Honours)(Architectural/Biomedical/Civil/Construction/Electrical 
& Electronic/Mechanical/Product design/Robotics & Mechatronics/Software/Telecommunications)

4年 2月/7月 $35,720 直入要求：高三均分85%+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COMPUTING

计算机科学学士(网络安全/大数据/游戏开发/物联网/网络设计/软件设计/
软件开发)Bachelor of computer science(Cybesecurity/Data Science/Games Development/
Intenet of Things/Network Design/Software Design/Software Development)

3年 2月/7月 $29,960 直入要求：高三均分80%+

信息通讯技术学士(商务系统/网络技术/软件技术/系统分析/系统管理)
Bachelor of information &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Business Systems/Network Technology/

Software Technology/Systems Analysis/Systems Management)

3年 2月/7月 $29,960 直入要求：高三均分80%+

*上述本科课程，如未到达直入条件的学生，可通过斯威本的桥梁课程衔接；
*同时，接受学生以中国高考成绩直申本科（需达各省二本线或之上），详询各区域招生官。 
雅思总分6.0单项不低于6.0， 一些专业有更高的雅思要求，请参见官网

PATHWAYS 

斯威本预科课程（文学/社会科学）Swinburne foundation year(Arts/Social science) 8或12个月 2月/6月/10月 $22,770 完成高二 或 11年级 且均分60%+

斯威本预科课程（商科）Swinburne foundation year(Business) 8或12个月 2月/6月/10月 $22,770 完成高二 或 11年级 且均分60%+

斯威本预科课程（设计）Swinburne foundation year(Design) 8或12个月 2月/6月/10月 $24,120 完成高二 或 11年级 且均分60%+

斯威本预科课程（理科/工程）Swinburne foundation year(Science/Engineering) 8或12个月 2月/6月/10月 $24,120 完成高二 或 11年级 且均分60%+

文学/传播类文凭课程Diploma of Arts & Commnunication(Unilink) 8个月 2月/6月/10月 $25,880 完成高三 或 12年级 且均分60%+

商科文凭课程Diploma of Business(Unilink) 8个月 2月/6月/10月 $25,880 完成高三 或 12年级 且均分60%+

设计文凭课程Diploma of Design(Unilink) 8个月 2月/6月/10月 $26,840 完成高三 或 12年级 且均分60%+

工程文凭课程Diploma of Engineering(Unilink) 8个月 2月/6月/10月 $28,840 完成高三 或 12年级 且均分60%+

健康科学文凭课程Diploma of Health Science(Unilink) 8个月 2月/6月/10月 $28,840 完成高三 或 12年级 且均分60%+

信息技术文凭课程Diploma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Unilink) 8个月 2月/6月/10月 $26,240 完成高三 或 12年级 且均分60%+

理科文凭课程Diploma of Science(Unilink) 8个月 2月/6月/10月 $28,840 完成高三 或 12年级 且均分60%+

(2018年学费)

$179,230-
$192,455



其他信息 
1300 275 794 （澳大利亚境内） 

+61 3 9214 8444（全球） 
international@swinburne.edu.au 
swinburne.edu.au/international

斯威本科技大学 
John Street 
Hawthorn, VIC 3122 
Australia

CRICOS提供商代码（斯威本科技大学）：00111D

注册培训机构：3059

本课程指南中的信息在2018年8月出版时准确无误。斯威本科技大学保留更改或修改本指南所载资料的权利。

如需了解最新的课程信息，请访问斯威本科技大学网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