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西兰硕士直通车项目介绍
为什么选择新西兰？
学费低廉 多种奖学金 性价比极高
在五大英语系留学国家中，新西兰的留学花费是最低的。每年在新西兰读硕士的
花费（包括学费+生活费）约为 15 万-20 万元人民币，并且为国际留学生提供数
量不等的校长奖学金、学院优异奖、助学金等多种奖学金，以奖励学习成绩优异
的学生。
新西兰留学期间允许合法打工—至可减少成本 5 万人民币
新西兰政府允许国际学生每周打工 20 小时，节假日可打工 40 小时。留学生打工
每小时能挣到 10-15 元纽币(新西兰元)税后，每周收入约 200-300 元，一年按 50
周计算，则年收入在 1 万-1.4 万新西兰元=5-7 万人民币。学生在兼职工作中可
以锻炼英语，接触社会提高沟通能力以及所学专业领域的实践能力。
毕业后可获得新西兰工作签证—提高国际就业竞争力
新西兰为国际留学生提供 1-3 年的工作签证，凡在新西兰读书 1 年以上并且获
得学位后，可直接获得 1-3 年工作签证。如学生在新西兰获得国际工作经验后，
无论是回国就业发展或是转到其他国家，都具备极强的国际就业竞争力。
工作 1 年后可获得新西兰永久居留权—绿卡
新西兰留学移民政策宽松，留学生毕业后可以自动获得工作签证，并可以申请永
久居留权。在新西兰读 1 年硕士学位，毕业后可获得开放式工作签证。如果顺利
获得新西兰雇主担保的工作，基本上可以满足新西兰技术移民条件，并顺利移民
新西兰。新西兰是世界上高福利待遇国家，医疗、教育、学习及养老等各方面的
保障非常完善，是世界上发达国家中少有的接受留学生移民的国家。
所获新西兰学历受中国教育部及世界认可
新西兰沿袭了著名的英式教育体系，拥有世界一流的教育设施、资源和师资力量。
新西兰的教育立足于培养学生的创造力和创新能力，以实用、现代、合乎需要而
在世界上素享盛名，曾先后培养出三位诺贝尔奖和一位菲尔兹奖（俗称数学诺贝
尔）获得者。新西兰高等教育优秀的学术水平、高水准的学历和学位得到全球高
度评价和认同，其 25%的大学综合排名世界百强，许多专业排名居于世界前列，
如：政府管理、生物技术、医学（法医、牙医）、海洋工程、环境科学、园艺学、
服装设计、影视制作等。

宜人的自然环境和气候，安全的生活环境
新西兰气候条件宜人，很多城市被评为世界上最宜居城市，四季温度在 12-30 度
之间。新西兰有许多著名的世界文化遗产，丰富学生的业余学习生活。
经济与和平研究所（IEP）发布的 2018 年全球和平指数（Global Peace Index）
中，新西兰与世无争的世外桃源地位牢不可破，仅次于位居榜首的冰岛，连续第
2 年拿到了世界最和平国家和地区的亚军。

入学要求
⚫

学术要求：完成硕士预科的专科生或者本科毕业生。

⚫

成绩要求：平均成绩 70-85 分。

⚫

英语水平：雅思最低 4.0 进入语言中心课程 或参加学校的免费内部语言测
试；通常无条件达到雅思 6.0 分（单项不低于 5.5 分）。

新西兰大学宿舍费用基本概况
宿舍双人间 120 新币/周，单人间 190 新币/周；有公共厨房方便学生做饭，学校
有为学生提供自助餐，价格非常便宜。每年 6000-10000 澳币计算，按照目前的
汇率为每年 3 万-5 万人民币左右生活费用。

新西兰留学生打工收入概况
⚫

英语很差，很难沟通（中餐馆 7-8 新币/小时）；

⚫

英语尚可，有限沟通（非连锁西餐、咖啡厅 10-12 新币/小时）；

⚫

英语不错，流畅沟通（连锁餐饮、咖啡厅、如星巴克 KFC 12-15 新币/小时）；

⚫

英语流利，复杂沟通（电话公司、地产中介、旅行社门店 16-20 新币/小时）；

⚫

英语接近本地水平（公司兼职文员、图书馆管理员、电话调研员 21-25 新币
/小时）。

办理程序
报名——选择学校和专业——制作申请材料——获取录取通知书——准备签证
材料——签证——安排接机和住宿及行前指导

部分合作大学介绍
奥克兰大学—The University of Auckland

地理位置：奥克兰大学位于新西兰最大的城市奥克兰市的商业中心附近，靠近海
洋，气候温和宜人。奥克兰大学共有七个校园、三个教学点，是新西兰最大的一
所从事教学研究且拥有最多专业的综合性大学，综合排名全新西兰第一，被誉为
新西兰的“国宝级”大学，是一所世界顶尖的研究型大学，享有极高的国际声誉。
学校优势：奥克兰大学，简称奥大，世界百强名校之一。2018 世界排名第 82 位，
2019 年世界排名第 85 位，位列全新西兰第一。奥克兰大学是全球顶尖高校大学
联盟环太平洋大学联盟、Universitas 21、世界大学联盟以及亚太国际教育协会的
成员。作为亚太地区一流的高等教育及研究中心，奥大的研究工作和成果占新西
兰全国 70%以上。著名的 R 语言，无线充电技术等均为奥大毕业生与科研人员
所创。
奥克兰大学以各类基础学科研究闻名于世，最为著名的院系有计算机、土木工程、
建筑与规划、医学、药学、教育、传媒等。商学院获得 AACSB，EQUIS 和 AMBA
三大认证，是亚太地区以研究为主导的顶尖商学院之一；奥克兰大学文学院享誉
全球，是全新西兰的顶尖文学院，在全球艺术、人文以及社会科学院系排名中位
列 TOP 25；奥克兰大学法学院专业排名在世界第 32 位，是新西兰最大的法学院，
在国际上享有良好的声誉；教育与社会工作学院全球排名第 23 位。
汇丰银行总裁郑海泉，牛津大学校长 John Hood，菲尔兹奖得主 Vaughan Jones，
著名物理学家、超对称量子色动力学鼻祖 Stephen Parke，两任新西兰总理 Helen
Clark 与 David Lange，新西兰总督 Anand Satyanand 等，皆是奥克兰大学毕业生。
热门专业：会计与金融、经济学、建筑与规划、教育、土木与环境、计算机系统、
电气与电子工程等。

入学要求： 获得学士学位，GPA 80-85 分以上；
雅思 6.5，每门不低于 6.0 分（具体视申请专业而定）。
学费：约 33688-44310 纽币/年，根据专业的不同有所区别。

怀卡托大学—The University of Waikato

地理位置：怀卡托大学的主校园位于新西兰的第四大城市汉密尔顿。该市地处北
岛，在奥克兰以南，约 90 分钟的车程。当地的交通很少，从大学开车到市中心
只要 5 分钟。怀卡托大学在陶郎加校区开设的各类种课程也越来越多。这里既能
享受优美的海滩和都市生活，又适宜学习。
学校优势：根据 2019 年 QS 世界大学排名，怀卡托大学排名位于全球第 274 名，
其中有 11 个学科跻身全球前 300 名（前 1%），包括教育、经济学、传播与媒体
研究、会计与金融、商业与管理学、地理学、社会学、英语语言与文学、酒店管
理与休闲管理、发展学、与运动相关的专业。怀卡托大学管理学院是世界上精英
管理学院之一，获得 AACSB、EQUIS 和 AMBA 的三重认证。怀卡托大学在世
界上享有很高的知名度，更以法律、管理、计算机、自然科学和教育见长，被誉
为“南半球的哈佛”。
热门专业：会计与金融、经济学、建筑与规划、教育、土木与环境、计算机系统、
电气与电子工程等。
入学要求： 获得学士学位，GPA 70-75 分以上；
雅思 6.5，每门不低于 6.0 分（具体视申请专业而定）。
学费：约 29000-52000 纽币（120-180 学分），根据专业的不同有所区别。

梅西大学—Massey University

地理位置：梅西大学主校区位于北帕默斯顿市的 Turitea 校区和 Hokowhitu 校区；
分校区 Albany Campus 位于新西兰最大城市奥克兰的北岸，有各分校区穿梭的校
内免费公交车，步行 10 分钟至 Westfield 购物中心，电影院、商店和各类餐饮应
有尽有；惠灵顿分校位于新西兰首都惠灵顿，紧邻市中心的艺术娱乐区域 Cuba
街和 Courtenay Place。
学校优势：梅西大学是新西兰最大的一所教育和研究学府，也是新西兰唯一一所
真正的全国性大学，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火种采集地，下辖五所学院，分别是商学
院、科学院、艺术学院、教育学院以及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梅西大学在商学、
兽医、农业科学、工程、航空和艺术等学术研究方面极为出色，梅西大学以综合
学术研究水平位居亚太地区百强名校之列。在 2019 年 QS 世界大学排名上，梅
西大学排名 332 位。
梅西大学商学院，是新西兰最早时期获得 EQUIS 和 AACSB 认证的学府，有新
西兰第一商学院之称，学院内金融专业被评为亚洲太平洋地区第一。梅西大学也
是新西兰国内唯一提供飞行专业，争端仲裁和兽医学的大学院校。其兽医学学位，
已经被美国兽医学会所承认，因此梅西大学的兽医学位不仅在新西兰国内被认可，
同时也在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和英国以及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所认可及承认。
这项荣誉在新西兰国内也是唯一的。梅西大学合并了新西兰国家音乐学院，成为
南半球内音乐系人才最大的发源地，2014 年中国著名女高音歌唱家彭丽媛被梅
西大学授予荣誉博士学位。
热门专业：金融、工程、建筑、兽医、航空等。
入学要求： 获得学士学位，GPA 70 分以上；
雅思 6.5，每门不低于 6.0 分（具体视申请专业而定）。
学费：约 27000-38000 纽币/120 学分，根据专业的不同有所区别。

奥克兰理工大学—Auckland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地理位置：位于新西兰最大城市兼交通枢纽奥克兰，共有三个校区，分别位于奥
克兰市中心、城南及城北。每个校区都提供校车接送服务（2.5 新西兰元/一趟，
或 60 新西兰元/30 趟），非常便利。
学校优势：QS 世界大学排名，AUT 的研究影响力在新西兰排名第 1；THE 泰晤
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AUT 的国际视野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排名第 1，全球
排名第 22；QS 世界大学排名，AUT 的国际化、教学和就业荣获 5 颗星；QS 世
界大学 2019 专业排名：旅游和酒店管理前 35，运动学前 42，护理前 100，艺术
设计前 150，会计和金融前 150；AUT 商学院拥有国际高等商学院协会 AACSB
认证。
奥克兰理工大学拥有大量的研究机构和中心，它们分别是生物技术研究所、工程
研究所、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健康与康复研究中心、国家公共卫生与心理健康研
究所、新西兰旅游研究所、地球与海洋科学研究中心、创新型产业研究中心、计
算机信息科学研究中心、放射性物理与空间研究中心、职业与劳动力市场研究中
心等，这些研究机构在各自的研究领域为学校整体研究水平的提高做出了不小的
贡献。
热门专业：商业管理，艺术和设计，大众传播，电子工程，机械工程，应用科学。
入学要求： 获得学士学位，部分专业要求相关工作经验；
雅思 6.5，每门不低于 6.0 分（具体视申请专业而定）。
学费：约 33000-49000 纽币，根据专业的不同有所区别。

新西兰国立中部理工学院
Toi-Ohomai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地理位置：校园坐落在美丽富饶的丰盛湾和怀卡托南部。五大主校区分别坐落在
罗托鲁瓦市，陶坡市，淘朗加市，陶客鲁阿及瓦卡塔尼。陶朗加和罗托鲁瓦，是
新西兰最著名的旅游目的地，坐拥新西兰最好的海滩、湖泊、山脉和地热仙境。
陶朗加至奥克兰乘飞机仅 25 分钟。
学校优势：新西兰国立中部理工学院是由两所优质理工学院合并而成—原怀阿理
奇理工学院及丰盛湾理工学院。这两所原有的理工学院在其教育及商业领域上的
成功， 与商业及产业伙伴的稳固联系，以及对教育事业的热情等方面均享有盛
名。合并后的学院为新西兰第三大理工学院，拥有超过一万四千名学生及一千多
名教职员工。教授涵盖证书至硕士的一百五十多种课程，专业方向包含旅游、商
务、创造艺术、工程、林业、餐饮、海洋科学、护理、医疗、建筑、货运物流等。
在此基础上，学院与企业，社会团体，产业紧密合作以确保新学院满足各方，以
及学生的需求。
新西兰国立中部理工学院是官方雅思考试中心，新西兰移民局授权办理网上签证
申请，免费公交卡—为学生减少交通开支。
热门专业：旅游酒店管理，烹饪，护士及健康学，应用管理。
入学要求： 获得学士学位；
雅思 6.5，每门不低于 6.0 分（具体视申请专业而定）。
学费：约 20000-27000 纽币每年，根据专业的不同有所区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