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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	
伍伦贡大学(UOW)
个性化的体验：世界级的成果
短短40年间，伍伦贡大学已成为世界上名列前茅的年轻大学之一：它充满活

力与创新力，凭其出色的科研和教学实力跻身国内外高校的前列，因其高质

量的研究和强大的业界合作伙伴关系而享誉全球。我们拥有来自150多个

国家，总数超过30000名的学生在此求学并探索发展。

伍伦贡是新南威尔士州的第三大城市，它距离悉尼仅一个半小时车程，是一

座有着完美澳式生活情调的海滨城市。凭借着得天独厚的生活环境，无与

伦比的优美风景，生机勃勃的体育事业，蓬勃发展的音乐基地和多彩斑斓

的多元文化，伍伦贡为世界各地慕名而来的莘莘学子提供了独一无二的学习

与生活环境。作为发展“知识经济”的催化剂，伍伦贡大学积极地推动着这

座城市转变为一个以科技与创新为基础的新型大学城。

在伍伦贡大学毕业后，学生不仅会获得我校颁发的学位证书，同时也会成为

一名获得国际公认和推崇的一流毕业生。在过去的八年中，全球雇主连年将

伍伦贡大学评选为“前100所拥有极高毕业生综合素质”的高校之一。

uow.edu.au

伍伦贡大学一览

32,900人	 学生总数		

4,431人	 澳洲境内的国际学生人数		

150种	 学生国籍		

94.6%	 在校生中愿意向他人推荐本校的比例	

476种	 课程种类	

11类	 科研方向	

260个	 全球学术与科研合作项目	

125,000位	 校友
截至到2014年12月31日　数据来源于伍伦贡大学　



17处海滩

免费伍伦贡	
穿梭巴士

超过15处伍伦贡地区	
徒步专用林区

1澳元小王子餐厅	
美味点心

每年19,125人	
海滩跳伞

90分钟可驱车直达	
悉尼市区

292,500 
伊拉瓦拉地区人口总数

5分钟驾车距离从校区到
达伍伦贡市中心

28次	
每日悉尼往返火车

4澳元	
享受拥有悉尼南部	
最大银幕的校园电影院

19场	
伍伦贡龙队对抗鹰队	
篮球比赛

我们的成就
我们为伍伦贡大学跻身全球优秀大学之列而感到自
豪。大学以其各方面的杰出表现在各大世界排名中均
被评为前2%的大学，并且一直在为实现更高目标而不
懈努力。 

 

全球大学排行榜前2%
 �  2015年度QS世界大学排名243位

 �  2014/2015年度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282位

 �  2015年度世界大学学术排名(ARWU)262位

 �  2014年度美国新闻全球最佳大学排名348位

 �  2014年度莱顿排名(Leiden Ranking)全球研究质量第314位

全球最先进的大学之一
 �  世界排名第26位 – 2014年度QS世界大学排行榜50年校

龄以下年轻大学

 �  世界排名第31位 – 2015年度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

行榜50年校龄以下年轻大学

五星级大学 
 �  五星级 - 2014年度QS世界大排名

 � 五星级 - 2016年度优秀大学指南 - 连续第15年

 
全球毕业生雇主认可度100强
 �  2014/2015年度QS全球大学毕业生雇主调研 - 连续第8年



我们的五大院系从世界
各地撷取优秀人才，因追
求卓越而紧密相联。

商学院
商学院为专业人士，经理人和商界

领袖提供五星级的授课及学习体

验。在现有经济下，各行业的雇主对

这些思维独立并在解决问题时勇于

创新的学生有着极高的需求。

学院设置
 �  悉尼商学院 

 � 会计，经济与金融 

 � 管理，运营和市场营销  

工程与信息技术	
工程与信息技术学院在科研，行业

及政府的合作以及创新型教学等

众多领域享誉国际。我们在科研及

教学上的卓越成就让我们在“八大

工程学院联盟”中占有举足轻重的

一席之地。

学院设置
 �  土木，采矿与环境工程

 �  机械，材料与机械电子工程

 �  电子，计算机与通信工程 

 �  计算机科学和软件工程

 �  信息系统与技术 

 �  数学与应用统计 

 �  物理 

法律，人文与艺术
在法律，人文与艺术学院，我们旨

在开发雇主所需的专业技能，例

如，解决问题的创造力，思考问题

的分析能力，自律能力以及团队协

作能力。

学院设置 
 � 艺术，英语及媒体

 � 人文与社会调查

 � 法律 

科学，医学与健康
科学，医学与健康学院提供一系列

的本科和研究生课程，致力于拓展

人类现有知识和提高生活质量。

学院设置 
 �  生物科学 

 �  化学 

 �  地球与环境科学

 �  医学 

 � 护理及助产

社会科学
社会科学院将传统与新兴学科有机

结合，从而让研究人类行为和与环

境互动的人才发挥其最大潜能。

学院设置 
 �  教育 

 �  心理 

 �  健康与社会科学 

 �  地理与可持续发展系

学习领域	

学习领域 热门课程

商科 会计学、商业法、经济学、金融学、金融规划、人力资源管理、国

际商务、管理学、市场营销、公共关系、供应链管理（物流）、酒

店管理、展会管理、旅游管理

悉尼商学院 

(伍伦贡校区和悉尼校区)
商学硕士 （金融管理、人力资源管理、国际商务、管理学、市场营

销）、国际商务硕士、工商管理硕士、物流硕士、项目管理硕士 

工程和计算机信息 电子商务、网络设计与管理、网页设计与开发、商务信息系统、计

算机科学、移动电子、企业系统开发、软件工程、多媒体和游戏开

发、数字系统安全、大数据、网络信息安全、智能系统、多媒体与

视觉处理、 信息通讯技术、健康信息学、信息技术管理、数学、

医学数学、金融数学、统计学

土木工程、计算机工程、电气工程、电信工程、环境工程、材料工

程、机械工程、机电一体化、采矿工程、医学放射物理

健康科学 医学、科学与健康预科、内外科学士、体育与运动科学、运动科

学与康复、健康科学、医学与健康科学、护理、护理（海外合格

护士）、营养科学、临床运动生理学、健康领导与管理学、营养饮

食、老年痴呆护理、老年医学康复学

理学 生物科学、生物技术、环境科学、地质学、地球科学、自然地理、

海洋科学、生命科学、生物保护学、化学、医学生物技术、医学化

学、纳米技术

社会科学 犯罪学、健康传播、人文地理学、公共健康、社会营销、社会政

策、社会学、社工、心理学

教育 幼儿教育、健康体育教育、数学教育、小学教育、理学教育、教育

研究、成人职业教育、教育领导学、高等教育、教育培训行业的

信息通讯技术应用、跨学科研究、读写能力、特殊教育、对外英

语教学

艺术和人文 新闻、表演、大众传媒、数字媒体与沟通、国际媒体与传播、新

闻与创意写作、营销沟通与广告、创意写作、摄影、平面设计、音

乐、舞台表演、视觉艺术、视觉艺术与设计、现代语言（汉语、法

语、意大利语、日语、西班牙语）、哲学、政治、社会学、文化研

究、英语文学、历史、写作与英语文学、国际关系、全球持续发

展、国际研究

法律 法学学士（4年）、法学双学士（4-5年）

研究生课程：海事政策、海事研究

我们的院系



我们的科研实力
伍伦贡大学是澳大利亚实力雄厚的研究型院校之
一，在2014年度的莱顿排名(Leiden Ranking)中位于
全球第314位，其研究质量获得国际广泛认可。

伍伦贡大学连年获得丰厚的私人捐赠和政府补助，
从而保障学生享用到先进的科研设备和基础设施。
通过与来自不同背景的研究人员互动交流，我校学
生和科研专家在推动社会，环境和经济的国际化进
程中取得了斐人的成绩。

3D打印－人工耳蜗
人工耳蜗已成功帮助近百万人重获听力，但与任何植入装置一样， 它

也会有炎症反应。听力合作研究中心(HEARing CRC)为张彬彬(Binbin 
Zhang)提供了三年的博士奖学金项目，让其在伍伦贡大学的电子科学卓

越中心实验室(ACES labs)开发一种内置释药装置，从而克服人工耳蜗带

来的难题。 

“我想到了一个办法，就是将药物输送装置集成到人工耳蜗中。我选择了

3D打印技术，通过优化材料，再将其成功打印出来。”

张彬彬于中国浙江大学的高分子科学与工程学院获得本科学位，随后在

伍伦贡大学通过生物制药和释药系统的课题，于2014年获得博士学位。

高性能电池研究
侴术雷(Shulei Chou)博士, 是伍伦贡大学超导及电子材料研究所(ISEM)的
一名研究员，他曾荣获2014年度青年科学家奖(Scopus)工程和技术类别

的殊荣。

“我认为我的成功与导师和团队成员密不可分，他们不仅与我分享知识

和经验，也带给我巨大的研究动力。我们取得的成绩也和一流的科研环

境和学术支持密不可分。”他说。

侴博士对电池材料和能量存储的研究始于他在中国南开大学的本科和硕

士学位学习。自2007年毕业以来，侴博士在刘华坤(Hua Kun Liu)教授，窦

士学(Shi Xue Dou)教授以及Jiazhao Wang博士的带领下在伍伦贡大学的

ISEM研究所攻读博士奖学金学位。



伍伦贡大学校友
伍伦贡大学重视我们来自于160个国家的127,754名校友，大
学将持续不断的和校友们保持紧密联系。

www.uow.edu.au/alumni

伍伦贡大学
的住宿
在伍伦贡大学，学生将从多元化的生活环境及浓郁的学术氛围中获

益非浅。你可以在我们的住宿类型中选择食宿全包，部分自理或自

炊式公寓。我们拥有包括学校公寓和寄宿家庭在内的多种住宿选

择，以满足不同学生群体的多样化需求。

我校大部分学生公寓坐落于校园周边，方便步行往返于学校与宿舍

间。公寓周围交通便利，可乘坐免费巴士到达市区和其他社区。温馨

的居住环境将有助于学生们融入澳洲社会，结识海外朋友，丰富生

活体验的同时获得自我身心的成长。

伍伦贡大学提供“首年住宿保障”，满足相关条件的学生，我们将承

诺住宿安排，为其在伍伦贡大学的学习生活解决后顾之忧。若有意

申请，请前往网站

uow.edu.au/accommodation 以获取更多信息。*

免费机场接机服务
伍伦贡大学为所有第一次抵达澳大利亚的新生以及先进行语言课学

习的国际学生提供免费的机场接机服务。* 我们将从悉尼机场迎接

学生，并直接送达至提前指定的住宿地点。

*有限制条件。详情参见 uow.edu.au/accommodation

就业中心
在伍伦贡大学求学期间的专业实习和实践经

历，会为你在毕业后的求职生涯做好充分的

准备。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对你的帮助就到

此为止。伍伦贡大学将继续提供全方位的就

业服务，以提高你的就业能力。如果你打算在

澳大利亚寻找工作，我们的就业指导课程和

职业咨询辅导，如在线求职中心，将为你提供

最佳的就业信息与机遇。请前往网站

uow.edu.au/careers/index 以获取更多信息

周颖燕	(YINGYAN ZHOU)
商科学士学位(院长学者)(会计与金融专业) (2012年) 
高级会计师，澳大利亚毕马威(KPMG)

作为伍伦贡大学的毕业生，我认为在校期间的学习

经历令我获益良多，同时我也对学校提供给我的

机遇与帮助深表感谢。获得我的学科导师Lynnaire 
Sheridan博士的认可让我倍感荣幸。是她将我推荐

给了KPMG的人事经理，才使我获得这个许多毕业生

梦寐以求的工作机会。

伍伦贡优美的居住环境也是吸引我的原因之一。这

里距悉尼仅一个半小时车程，生活开销和学费的性

价比非常高，非常适合海外学子前来学习和生活。

在澳大利亚工作一段时间后，我即将前往毕马威

(KPMG)上海分部开展为期18个月的助理经理的工

作。我从伍伦贡大学获得的学位为我开拓国际性的

职场路径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钟镇铭	(SIMON CHUNG)
首席运营官, 中软国际有限公司, 中国北京

1989年毕业于卧龙岗大学数学荣誉学士学位 (计
算机科学)

回首过去, 我认为是在卧龙岗大学的这段求学经历

奠定了我在职场成长的基础, 为我提升自身的专业

知识提供了一个关键的平台。我在这段经历中培

养的素质和技能到至今为止仍然运用于我的工作

的各个方面。尤其是当我回到亚洲国家工作后需

要面对不同的思维方式和职业准则时, 我在澳大

利亚的这段学习和工作经历帮助我能够快速适应

不同的处事风格和充满信心 面对各种挑战。



澳大利亚伍伦贡大学尽量确保该出版物内的资料在印刷时 (2015年9月) 准确无误，然而校方由于情况变更或任何其他原因而修订部分内
容，恕不另行通知。申请人应在申请/入学时与大学直接联系以获得最新资料。

伍伦贡大学CRICOS编号: 00102E

更多信息
我们的多语工作人员可以为您提供更多信息, 或为您介绍在中国或澳洲认可的大学授权代理。 
其他更多详情, 请直接浏览以下网站：

本科与研究生手册	
-	课程详情、课程结构及科目介绍

www.uow.edu.au/handbook/ugcourses 
www.uow.edu.au/handbook/pgcourses

学分减免

www.uow.edu.au/future/international/apply/credit

研究强项

www.uow.edu.au/research/strengths

课程日期

卧龙岗大学 – www.uow.edu.au/future/international/apply/dates 
卧龙岗学院 – www.uowcollege.edu.au/current-students/dates/
international

学费

卧龙岗大学 – www.uow.edu.au/future/international/apply/fees  
卧龙岗学院 – www.uowcollege.edu.au/current-students/fees/
international

奖学金

www.uow.edu.au/future/international/apply/scholarships

卧龙岗大学英语入学要求

www.uow.edu.au/future/international/apply/english 

手册下载

卧龙岗大学 – 本科和研究生 – www.uow.edu.au/future/
international/brochures  
卧龙岗学院 – www.uowcollege.edu.au/about/brochures

如何申请

卧龙岗大学 – www.uow.edu.au/future/international/apply 

卧龙岗学院 – www.uowcollege.edu.au/international_students/
how_to_apply 

网上申请

卧龙岗大学 – apply.uow.edu.au 

住宿

卧龙岗大学 – ww.uow.edu.au/about/accommodation 

卧龙岗学院 – www.uowcollege.edu.au/student_life/
accommodation

www.uow.edu.au/future/international/china

邮件: futurestudents@uow.edu.au

电话:  +61 2 4221 3218 (澳洲境外) 
1300 367 869 (澳洲境内)

微博: www.weibo.com/uowaustrali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