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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医学与 

健康的领导者

连接：卧龙岗大学

关于卧龙岗大学
卧龙岗大学 (UOW) 对挤身世界顶尖大学之林感到非常自豪。在我们 
60 年的历史中，我们建立了具有世界一流的研究水平和优秀教学质
量的国际声誉。到 2013 年，雇主已连续 6 年将我们的毕业生列为 
世界上最好的 100 所大学的毕业生。根据 2013 年的莱顿世界大学 
排名，卧龙岗大学在研究质量方面名位世界第 186 位，位于 1% 的 
最好大学的行列。

您期望世界一流大学所拥有的便利设施，卧龙岗大学都应有尽有， 
包括最先进的研究和教学环境、会议中心、新的创新校园以及您在 
教育、商务和娱乐方面所需的一切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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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优势

•	  考古学中心

•	  医学与分子生物学 中心

•	GeoQuest 研究中心

研究中心

•	  生物力学研究实验室 

•	  质谱用户资源与研究设施

•	  生物分子结构、动态学与 功能小组

•	  癌症药物发现小组

•	  大气化学中心

•	  人类与应用生理学中心

•	  转化神经学中心

•	  食品与健康

•	  伊拉瓦拉与南部实践 研究网络

•	  脂质研究中心

•	  端粒中的分子互动

•	  新南威尔士/澳大利亚首都领地阿尔
茨海默病培训学习 中心

•	  保育生物学与 环境管理研究所

•	  蛋白质内稳态与疾病研究中心

•	  软材料小组 

如需了解更多内容，请访问： 
smah.uow.edu.au/research

关于科学、医学与健康学院
科学、医学与健康学院 (SMAH) 包括以下五个系：

 » 生物科学

 » 化学

 » 地球与环境科学

 » 医学

 » 护理与助产学

本学院进行科学、医学与健康领域的创新教学和前沿研究，并努力在当地、区域、全国和国际层面将学生、商业和社区联系在一起。

本学院致力于培养优秀的毕业生，他们无论在技能、工作质量及灵活工作方法方面均得到广泛的认可。作为学生，您将有许多机会可开发您自
己的研究技能，并可能培养您自己的研究兴趣。

科学、医学与健康学院
伊拉瓦拉健康 
与医学研究院

(IHMRI)

化学

• 分析化学

• 生物化学

• 环境与大气
化学

• 无机化学

• 高分子与材料
化学

• 药用化学

• 有机化学

• 物理化学

• 纳米技术

• 环境科学

• 地质学

• 自然地理学

• 考古学

地球与环境科学

• 土著健康

• 医学研究院

• 医疗与运动
科学

• 营养与膳食学

医学

• 护理

• 助产学

护理与助产学生物科学

• 保育生物学

• 生态学

• 免疫学

• 微生物学

• 动植物生理学

• 蛋白质内稳态

• 进化

学院结构

420
位学术与专业服
务教职员工

超过

4,000 
名本科、研究生层级的国

内外留学生

超过

110 
个学位

超过

12,900 
名国内外校友

5 
个区域校园，以及在香港开设

的海外护理课程 

科学、医学与健康学院一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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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环境 
本学院参加了澳大利亚卓越研究 (ERA) 计划并因其研究业绩而名闻全

国，获得了化学科学整体领域研究质量（远超世界标准）的 ERA 最高

评级。远超世界标准的各个学科包括分析化学、高分子与材料化学、

物理化学、地质学及临床科学。

从 2009 年到现在，本学院从各个项目取得了超过 1.03 亿元的研究和

创新收入，这些项目包括出自亚洲的人类进化调研、为了解气候变

化对南半球温室气体及其他微量气体进行测量、针对抗精神病药物

与肥胖症和相关代谢紊乱之间的关系进行调研等。本学院拥有非常

好的研究设施和基础设施，资源十分丰富。卧龙岗大学的三个知名

的科研优势设施均在本学院： 

•	  考古学中心 (CAS)

•	  医学与分子生物学中心 (CMMB)

•	 GeoQuEST 研究中心 (GEOQ)。

伊拉瓦拉健康与医学研究院

伊拉瓦拉健康与医学研究院 (IHMRI) 是由卧龙岗大学和伊拉瓦拉肖尔

黑文当地卫生局 (ISLHD) 联合建立的。IHMRI 建立于 2008 年，其宗旨

是围绕与本地区和世界相关的研究问题，通过将学术和临床研究人员

联系在一起，促进、支持和扩大伊拉瓦拉地区的健康与医学研究。如

需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http://ihmri.uow.edu.au

澳大利亚创新材料研究院

澳大利亚创新材料研究院 (AIIM) 位于卧龙岗大学的创新校区，是专门

为了开发和探索新材料及其应用、生产和商业化而建立的。研究院内

设有两个重点研究小组，把生物学家、临床人员、化学家、物理学

家、工程师以及材料科学家聚集在一起。AIIM 在 2014-2020 年将获

得澳大利亚研究委员会 (ARC) 2500 万元的资金支持，这是 ARC 提供

的最大一笔拨款之一。如需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http://aiim.uow.edu.au

为什么在卧龙岗大学学习

您攻读学位的过程也包括在真正工作场所的实习

健康与医学的核心在于帮助别人，卧龙岗大学确保学生能在真正的商

业世界中与真正的专业人员打交道，从而练习他们的技能。这就是为

什么我们把实习安排列入我们的课程的原因。在攻读学位的整个过程

中，崭露头角的护士、医生、营养师、运动生理学者被安排参加临床

工作并培养他们的实际技能，以便在毕业后成为本行业备受欢迎的毕

业生。

向世界领先的研究人员学习

如果您在卧龙岗大学攻读科学，您就可以直接从创造知识的科研人员

那里学到最新知识。那里有专业营养师、护士、医生、运动生理学家

和研究人员亲自为您授课。他们知道怎样让您做好准备去面对行业中

的挑战，因为他们本身就是该类行业中的行家里手。

即使在您入学的第一年，也会有开创性科研人员之一站在讲厅前面亲

自为您授课。从第一天开始，这些领先的研究人员都会兴致高昂地将

他们对科学的激情灌输给每位学生。

加入学生团体，共同立志带来正面的变化

在卧龙岗大学学习使您能见到其他志同道合的学生、新朋友和新的

联系人——这些人将会改变世界。您将会与其他学生一起组织和参

加各种教育和专业活动、建立与业界的联系、到世界各地游览并广

结良友。农村人口学生健康联谊会 (SHARP)、卧龙岗大学健康重于

财富学会（Wollongong  University Health Over Wealth）、卧龙岗

大学医学学生会、面向生物学者和生物技术人员的 Bionet 俱乐部、

面向地质学者的卧龙岗大学 Groundswell 学会、以及面向化学家的

ChemSoc 学会，这些只是卧龙岗大学众多活跃的学会中的几个——所

有这些学会都是新想法和新关系的孵化地。 

从真正的人体或最接近真正人体的东西学习

医生和相关健康专业人员需要对人体了如指掌，而这是无法从教科

书的图片中学到的。在卧龙岗大学，上解剖课程的学生将在人体解

剖实验室研究真人遗体。

我们的临床实验室以及护理与医学模拟中心都拥有相关技术，可向学

生提供最接近于为真正的病人看诊的体验。这是他们将理论结合到实

际中，并看到他们所学的知识将来会如何帮助拯救生命的机会。

地理位置优越，有助于使您获得实际动手经验

我们了解将理论知识应用到实际工作中具体情况的重要性。因此，

如果您在卧龙岗大学攻读科学，您接近一半的课程时间将会在现场度

过，或者在实验室使用我们的研究人员所使用的相同设备做实验。

我们的校园位于热带雨林与大海之间，地理位置优越，我们可以非

常方便得将学生从教室带到海边、淡水区、灌木丛林等多样化的地

理环境中。

帮助获得新发现

我们的科学家在各个领域从事世界顶尖的跨学科研究，这些领域包

括医学生物技术、纳米技术、气候变化、海岸管理、抗癌药物以及

对生物多样化和生态系统的保护。研究自然而然地成为我们工作的

核心。作为卧龙岗大学的学生，您可通过加入我们的“高级科学研

究助理计划”（Advanced Science Research Assistantships）成为我

们研究团队的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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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信息
Ravi Daga 
国际事务经理

科学、医学与健康学院 
卧龙岗大学

+61 2 4221 5988 
smah-international@uow.edu.au  
smah.uow.edu.au

Twitter: @SMAHUOW

卧龙岗大学海外学生院校及课程联邦登记号（CRICOS）：00102E

卧龙岗大学努力确保本出版物在付印时（2014 年 7 月）所含的信息是正确的，但其因情况变化或任何其他原因可能会在不事
先通知的情况下对各部分进行修改。请在申请/注册时与卧龙岗大学确认是否有任何更新的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