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DITH COWAN UNIVERSITY
ECU毕业生满意度连续六年被评为五星级。

大学就应该是这样的。

如需更多相关信息，请参阅reachyourpotential.com.au/international

下一步要做的事情

一般英语入学要求

本科英语的基本入学要求：学术雅思综合6.0，单科不低于6.0

研究生英语的基本入学要求：学术雅思综合6.5，单科不低于6.0

PIBT的英语桥梁课程

大学英语桥梁课程

大学英语桥梁课程是为计划入读本科的学生所开设的学术语
言和学习技能培训课程。目标是为已经达到ECU的学术入学要
求，但是没有达到英语的入学要求的学生所开设。要入读此课
程，学生必须已经拿到了ECU的入学通知书。大学英语桥梁课
程有两个阶段。桥梁课程1 (UEBC1)和桥梁课程2( UEBC2)。 
每个阶段有10周的学时。

UEBC 1的入学要求: 学术雅思综合5.0，单科不低于5.0

UEBC 2的入学要求: 学术雅思综合5.5，单科不低于5.0

直读英语课程

直读英语课程（DEP）是16周的课程。是为已经拿到ECU研究
生课程的入学通知书的学生准备的。

（DEP） 的入学要求: 学术雅思综合5.5，单科不低于5.5

更多信息请咨询ECU中国代表处

ECU中国代表处 
ecu-china-representative@ecu.edu.au;  
eduinfosz@yeah.net  
0755 25865166

ECU 埃迪斯科文大学 
international@ecu.edu.au 
reachyourpotential.com.au/international

免责声明

所有的信息在印刷时都是确保正确的。信息都在随时改变，
大学保留所有增加，修改或终止大学的课程，以及限定课程
的注册人数的权利。这个出版是为了传达信息，并不作为学
校的入学通知书或者协议。

珀斯的国际学生
国际学生在上学期间可以每两周合法工作40小时，在假期
可以每周工作40小时。在珀斯有很多兼职工作的机会，主
要在行政，饭店，酒店清洁和零售业。一般每小时可以赚
到16到20澳元。

珀斯安全，人们友善，是国际学生学习的理想城市。国际
学生和本地学生享受一样的公共交通打折40%的优惠。这是
珀斯最早实施的对国际学生的优惠政策。

全日制两年或以上在澳大利亚读完一个学位课程，达到语
言要求，学生将会获得留澳工作的权利。本科毕业生和授
课型硕士生将有两年的工作机会，研究型硕士和博士将分
别获得三年和四年的工作权利 

珀斯属地中海气候,四季较为分明。夏季干燥,较为炎热；
冬季溫和湿润，在天气晴好时气温不会太低，只有清晨及
晚間可能比較冷凉，昼夜温差有时可高达20 C，但气温降
至0℃及以下的情况极其少见。最熱月為2月，平均气温
24.5℃，极端最高气温46.2℃(1991年2月23日);最冷月为
7月，平均气温13.0℃,极端最低气温-0.7℃(2006年6月17
日)。年平均降水量746.9毫米。

Perth珀斯
珀斯是澳大利亚西澳州的首府，是澳大利亚阳光最
明媚的城市，平均每年日照时间长达3000个小时。 
珀斯也是澳大利亚唯一一个能享受海滩生活，品尝
世界级的土特产，欣赏海上日落，在灌木丛中休闲
漫步的城市。 所有这些活动都可以在离珀斯不到
30分钟的车程范围内做到。

珀斯充满活力，生机盎然，而且非常安全。珀斯
人民的生活水准在澳大利亚和世界都居首位。珀
斯位于西澳大利亚的西南部，和中国没有时差。
南航开通了广州到珀斯的直达航班，整个行程只
需8个小时。

从2004年至今，珀斯连续11年被评为全球最
适合人类居住的十大城市之一。珀斯以低失业
率，蓬勃的经济和先进的科学与技术而著称。

Perth

ECU11078_International_Flyer_V4.indd   1-3 11/7/14   5:10 PM



关于ECU
埃迪斯科文大学是西澳大利亚一所大型的多校园区的大学，拥
有大量的国际学生。

ECU始创于教育学院，1902年建校，在1991年发展成为提供
创新，实践性课程的综合性大学。大学创造了充满活力的科研
文化，吸引了大量高素质的研究合作伙伴和在各个前沿领域的
科研专家。

ECU是以澳洲第一位当选的女国会议员Edith Dircksey Cowan
女士的名字命名。 她坚信教育是社会发展，改变和成长的基
础。这和西澳大利亚历史最悠久的教育机构和最年轻的大学的
教育理念很相符。

目前在校学生人数约23300名，其中包括3600名来自全球
104个不同国家的国际留学生。

ECU有四大学部

• 商法学部

• 健康，工程与科学学部

•  教育与艺术学部，其中包括世界著名的西澳大利亚表演艺
术学院

• 地区专业研究学部

大学有两个城区校区Mount Lawley校区及Joondalup主校区，
还有位于珀斯以南200公里的Bunbury，服务西澳偏远地区的
South West校区。

ECU的优势

在ECU，我们用信心和实际技能来武装你，让你无论在世界的
什么地方，都能从容应对你面对的挑战。如果这还不能说明
ECU的优势，下面的事实足可以供您做进一步的参考：

•  在2015年的优秀大学指南，我们的毕业生在教学质量，毕
业生的满意度和在学习中所掌握的综合技能方面给母校评了
五星级，这是我们大学连续六年获此评价。

•  在多种多样的课程中，我们提供不同的专业，副专业和选修
课，一定会有一个适合您需求的课程设置。

•  多数课程都和行业和公司紧密联系，为您提供真实的实习环
境和真正的项目工程，为你将来的实际工作水平做好准备。

•  众所周知，我们拥有获得多数奖项的试验设备，提供最前沿
的革新的教育和培训。

•  我们全力以赴提供最好的学习环境，包括随时可以联系到的
教师，各种教辅人员，咨询员和学术技能讲解员。他们会在
你的学习中尽量帮助你达到你最优异的成绩。

•  我们还提供双学位课程，根据你选择的学位不同，学制从四
年到六年不等。这样你就有更广阔的职业选择空间。

•  我们也提供灵活的入学要求，使不同背景的学生都能找到适
合他们的课程，通过教育为他们的生活和社区作出贡献。

ECU学习领域和课程
ECU提供320多种课程，有单专业，双专业，单学位及双学
位来满足不同学生的不同需求。从本科一直到博士多层次课
程可总结为以下几个学习领域

• 生物和环境科学

• 商科

• 传媒与艺术

• 计算机与安全

• 工程与技术

• 运动与健康科学

• 法律与公正

• 医学与辅助医学

• 护理与助产

• 心理学与社会科学

• 教育

• 西澳大利亚表演艺术

部分受学生欢迎的课程

本科课程

国际酒店与度假村管理

学制：三年

此课程应目前国际酒店行业的大量需求而设置。其中第二年
的第二学期或第三年的第一学期为6个月的实习期，三个月
带薪，实习酒店为珀斯四星、五星的酒店，为学生提供了专
业的实践机会和搭建了就业的工作平台

商学士学位课程

学制：三年

此课程提供给你理论，实践经验和可以适应不同行业的就业
技能，让你在不同的行业中都能成功找到适合自己的职业。

此课程可以选择单专业或双专业。

专业：14个不同的专业，包括会计、酒店管理、市场营
销、金融、经济及管理

课程特色：这个课程最突出的特色是，课程中三门必修的商
业优势课程（Business Edge）.这三门课程主要是应雇主的
需求，培养学生工作中实际所需的技能。比如，有效的沟
通技能，自我认识能力，创意性思考问题能力，数据分析能
力，以及使用现代技术解决问题的能力，

ECU和中国大学的合作模式
ECU致力于加强和中国大学，职业技术学院的合作。经过多
年的努力，我们共同研究出了以下合作模式供学生选择：

2+2:
在中国四年制大学或者三年大专院校成功完成头两年学业的
学生，可以申请ECU的部分三年本科课程。学生可以获得最
多一年的学分（8门课程）。学分通常是非指定的选修课的
学分。学生将要继续学习两年（16门课程），才能获得ECU
的学士学位。

3+1.5/3+2:
在中国四年制大学成功完成头三年学业或者三年大专的学
生，可以申请ECU的部分三年本科课程。学生可以获得最多
一年或者一年半的学分（8-12门课程）。学分通常是非指定
的选修课的学分和部分主修课学分。学生将要继续学习两年
或者一年半（16-12门课程），才能获得ECU的学士学位。

4+1.5/4+2:
如果你已经成功完成了中国四年制大学的全部课程并顺利获
得学位，你可以申请ECU的一年半或者两年的同专业或者不
同专业的硕士课程

双硕士项目:
如果你完成了合作院校的第一年或前两年的硕士课程，你可
以申请ECU批准的硕士课程，通过一年或两年获得ECU的硕
士学位和母校的硕士学位。

交换生项目:
达到要求的ECU的合作院校的学生可以选择免费在ECU学习一
个学期或者一年。学生获得成绩单转回母校申请学分转换。

留学项目:
任何满足ECU入学要求的学生，都可以申请在ECU学习一个
学期或者一年，交纳ECU的留学生学费。学生在成功完成课
程后可以获得ECU的成绩单。

为什么选择ECU

传媒学士学位课程

学制：3年

主要通过培养学生对于传统和新型媒体的动手能力来发展其
一系列的专业传媒技能。

专业：广告，广播，创意服务，新闻，媒体，文化与大众传
媒，公共关系

创意产业学学士学位课程

此课程是在新兴的创意经济背景下，为了学生能够应对雇佣
和自主创业的挑战而设计的。此课程会开发学生的专业技
术和通用技能，让他们可以在创意产业行业中就业并一同发
展。毕业生通过系统的，批判的以及创新的方法来认识迅速
发展的社会和工作环境的媒体、设计和视觉文化。

专业： 动画，环境与空间设计，影视，游戏设计与文化，
平面设计，互动媒体，摄影媒体和屏幕研究

工程荣誉学士学位课程

学制：4年

ECU 的工程学院是澳大利亚发展最快的工程学院。本课程提
供了先进的实验室和车间，可以让学生获得宝贵的实践经验。

专业：化学，土木工程，土木与环境工程，机械，电力，仪
器控制与自动化，计算机系统，机电一体化，电子与通讯

特色：全新工程大楼配备行业标准的实验室，一周七天24
小时开放。所有课程均提供12周实习时间，让学生体验真
实的工作氛围并获得一定的工作经验。除化学，土木与环境
工程外，全部课程都被澳大利亚工程协会认证。

信息技术学士学位

学制：三年

此课程是为你将来要从事软件工程，计算机安全和信息服务
做准备的课程。课程容纳了信息技术的理论和实际。计算
机，安全与科学学院将为每位成功注册的全日制的学生，在
首年会得到学校提供的一部笔记本电脑，如果你继续学习，
电脑将会免费送给你以。

“我学习期间学到的技能对我的实习起了很大的帮助。”

在PIBT获得了管理学文凭后，我入读了ECU的酒店及度假酒
店管理学学士课程。我非常了解ECU在酒店管理专业方面的
声望。我的课程提供的为期六个月的实习，这非常吸引我。

我在珀斯希尔顿酒店实习。在六个月的实习期间，有三个
月是有薪实习。这种在实际工作环境中的实习让人特别
兴奋，同时使我对我在学习中所掌握的技能的使用更加自
信。更让人高兴的是，我的老板和顾客对我的工作给了非
常积极的反馈。 

黄石圆源

国际酒店管理专业

硕士课程

工程硕士课程

学制：2年

适用于那些已经有一个未经认可的工程或技术学位的学
生，希望升级到认可的专业工程资质，或选择进入另一个
学科专业的学生。所有课程均提供12周实习时间，让学生
体验真实的工作氛围并获得一定的工作经验。除计算机系
统外，全部课程都被澳大利亚工程协会认证。

专业方向：土木工程，计算机系统，电力，电子与通讯，
仪器控制与自动化，机械，机电一体化

工商管理硕士国际课程

学制：2年

培养学生在复杂和现代的组织中应对挑战的能力。还将建
立并进一步发展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有效的人际交往和
关系管理的技能。

专业方向：人力资源管理，国际商务，市场营销，项目管理

专业会计学硕士课程

学制：2年

为第一个学位是非会计专业的学生提供了一个机会，在本
课程中，学生接受会计和法律主要课程的学习进而获取会
计专业的技能和知识，以满足会计专业机构的准入要求。

资格认证：本课程被以下行业协会认可：

•  澳大利亚注册会计师协会 - 本课程的毕业生将有资格在
澳大利亚注册会计师协会注册，其实践能力取决于成功
登记注册

•  澳大利亚特许会计师协会（ICAA）- 本课程的毕业生将
有资格在澳大利亚特许会计师协会注册，其实践能力取
决于成功登记注册

• 公共会计师协会（IPA）

专业传媒学硕士课程

学制：2年

拥有任何本科学位的学生都可以申请此课程。在最后一个
学期，学生可以选择广告，新闻，公共关系和媒体方面的
项目。本课程为学生提供了实践知识，卓越的学术和多种
选择的学习，并使三者间达到合理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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