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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成就了如今的查尔斯达尔文大学，使之成

为一所新型的世界大学。

我们知道，除了获得全球认可的资质外，您还

想成为一个改变者，不仅对自己的未来有益，

而且周围人、全球社区和后代也因此受益。这

也是我们的目标。

我校的名称是为纪念尊敬的博物学家、地质学

家和现代生物进化论之父，查尔斯达尔文，我

校的建校信念是，来自不同背景的人们可以在

这一起分享构筑对世界有实际积极改变的知

识。我们的全新观点是，您学习知识，我们重视

学生成功，帮助学生改变他们生活是我们的悠

久传统。

在查尔斯达尔文大学（CDU），您将会成为包容

式和支持性学习环境的一部分，您可成为下一

代创造性思想家、领先者和开拓者。CDU拥有

双重教育体制，您既可以接受职业教育和培训

（VET），也可接受高等教育（HE），同时您也可

选择多门职业课程提高技能并获得各种技能。

我们的课程覆盖广泛，从各种证书和文凭到本

科生、研究生和博士，我们都与行业有深入合

作，包括护理、工程、环境科学、商务、紧急事

件和灾难研究、土著研究、健康科学、创意艺

术和人文以及教育。

我们是教育培训下一代的大学，更是教授学生

实际技能的大学。

加入CDU，构筑属于自己的新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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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来到查尔斯

达尔文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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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U 感谢并尊重我们校园和培训中心所在地的所有土著群体中的

长者领袖组织，无论是过去的还是现在的。

本指南中的所有信息在打印时准确无误，但根据全年信息审核和

更新可发生变化。当想了解一门课程时，我们建议登录CDU 网站查

看最新信息 cdu.edu.au/international

No.28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
成立的千禧年大学排
名中，位列第

20,000+
学生来自72个国家，超过100个地区和偏
远地区，分布在11所院校和培训中心。

参考：荣登2019年泰晤士报世界高等

教育大学影响力排行

榜。2019泰晤士千禧一代报高等教育

排名。2019泰晤士高等教育

亚太大学排名。2019优秀大学指南

国际咨询指南 2020 版 查尔斯达尔文大学02 

CDU 的毕业生拥有优越的职业及光明的就业前景

CDU 是在大学生就业和薪资的

方面排名全澳前五的大学之一

CDU研究水平达到世界标准，
甚至远远超过世界标准*82%

5星毕业生平均起薪

$60,000
毕业生工作调查

82%
全球大学排名前 3%

5星毕业生全职就业率

作为每年来自150个北领地（NT）地区的4000名本土学生的教育 
者，CDU认为是本土教育中的领先者

CDU 位列: 

Top 45
 全球致力于创造可持续城市和

社区大学排名

Top 100
 全球致力于减少不公平

现象大学排名

Top 100
全球助力提高健康和幸福水平

大学排名
TOP 100

CDU 在亚太地区大学
中排名

* ERA 学术实力排名分析在以下领域都是五级：医学和健康科学（双位水平）
、环境科学和管理（四位水平）、生态学（四位水平）。以下领域的

双位水平都是四级：环境科学、生物科学、农业和兽医科学

国际咨询指南 2020 版 查尔斯达尔文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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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选择 CDU?

为什么是查尔斯达尔文大学？

 > > 个性化 – 班级人数较少，也就是说老师会知道您

的名字，并能提供个性化帮助和建议。

 > > 高质量教学 – CDU 是一所一流大学，年轻有活

力，在泰晤士高等教育前100所大学中排名前50。

 > >   友好 – 我们的主要校区位于社区包容且文化多

元的小型大都市。

 > > 支持 – 教研人员、热情的国际学生支持小组都会

给予您特别帮助，密切配合您完成学业。

 > > 方便 – 主校区绿树环绕，大学到周围地区都有自

行车道，离美丽的海滩只有几分钟路程。大学到达尔

文中央商务区（CBD）交通便利。

 > > 连接性 – 比起悉尼，CDU离巴厘岛更近，我们的

部分环境问题和社会挑战与亚洲所经历的有很多相似

之处， 也就是说您在CDU学到的技能和知识可应用于

亚洲。

 > > 土著教育领导者 – 每年，CUD都有来自NT150个地

区的4000多名土著学生。

 > > 毕业生高薪资 – 位列两大顶尖澳大利亚大学之一

的大学生就业和薪资排名。*

 > > 双重体系大学 – 职业教育与培训体系和从本科课

程到研究生到博士课程的高等教育体系，在这里，您

会找到最适合您的道路。

为什么澳大利亚最适宜居住的城市是达

尔文？

 > > 悠闲的生活方式– 140000人口，广袤的空间，美丽

的海滩，便利的交通，不拥挤，无堵塞。

 > > 离家近 – 达尔文直飞中国深圳只需5.5小时

 > > 多元文化– 学生来自60个民族，几乎四分之一的

达尔文人口在家里使用的都是英语以外的语言。在达

尔文亚洲风格市场和国际节日庆祝我们文化多元的社

会，这些在社区群体中随处可见

 > > 热带气候 – 澳大利亚唯一的热带省会城市，达尔

文的天气与其东南亚邻国的天气相似。

 > > 尊享大自然 – 世界级国家公园和热带草地环绕，

如卡卡杜和阿纳姆地，您有机会体验震撼的澳大利亚

野生动物和内地冒险。

 > > 土著文化– 达尔文和北领地是地球上古代生活文化

的发源地。30%的北领土人口是由土著居民组成，文化

旅游和当地土著文化庆祝活动丰富。

* 2019优秀大学指南

我们的校区

CDU 拥有大约20000名学生，其中有2170名学生是来自72个不同的国家。这为学习

和职业发展创造了一个真正包容的多元文化环境。我们的主校区位于达尔文的卡苏

里那（Casuarina），以及其他校区在帕默斯顿(Palmerston)、达尔文海滨(Darwin 

Waterfront)、爱丽丝泉(Alice Springs) 和悉尼(Sydney)。

SYDNEY

ALICE 
SPRINGS

国际咨询指南 2020 版 查尔斯达尔文大学 05 

DARWIN
Casuarina
Waterfront
Palmers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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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满活力的达尔文市

达尔文海滨校区

北领地

海滨校区位于达尔文热闹的海滨区中央

右侧，五分钟就可走到达尔文市中心，

校区提供最新最先进的设施。距离达

尔文会议中心、咖啡馆、餐馆、商店和

海滨冲浪地和环礁湖很近，您可以在任

何时间去游泳。校区是亚太商业和法律

学院和CDU国际学院的所在地，轻松就

能到达达尔文市中心的商业、工业区

和政府。

您将享受到：

 > 走路就可到达的咖啡馆和餐饮场所

 > 学生休息室

 > 图书馆访问服务

 > 交通服务，包括校区前的公交车站

 > 祷告室

 > 学生管理、公平和其他支持服务

帕默斯顿校区

北领地

帕默斯顿校区距离达尔文市中心有20 

分钟的路程，走路就可到达Palmerston 

市中心。校区设施现代，如大型培训

厨房、面包店和酒吧，及其商业培训

餐厅。

您将享受到：

 > 图书馆

 > 交通服务，包括校区的公交车站和

自行车停放架

爱丽斯泉校区

北领地

爱丽斯泉校区是爱丽斯泉学生主修商业

厨师课程和接待课程中心。

您将享受到：

 > 校内住宿

 > 咖啡馆

 > 学生休息室

 > 图书馆

北领地的卡苏里那（Casuarina）校区

卡苏里那（Casuarina）校区是我们的主校区，离达尔文中央商务区仅15分钟车程。

学校坐落在56公顷植被茂盛的热带花园中间，设施先进，有专门的科学、工程、卫生和医学实验室，图书馆和校内学生宿    

舍等。

卡苏里那校区离海滩和达尔文最大的商业区卡苏里那广场很近。学校附近就有公交车，价格实惠，郊区和市中心也有大量

自行车道。

您将享受到：

 > 咖啡馆和餐饮场所

 > 学生休息室

 > 最先进的图书馆

 > 装修现代，设备齐全，带空调的体育馆

 > IT 售货亭

 > 体育设施和地下篮球场

 > 美术馆

 > 书店

 > ATM 服务

 > 邮局

 > 包括校内公交车站和自行车停放架

 > 祷告室

 > 校内宿舍

 > 自行车停放处和淋浴区

 > 孔子学院

 > 中国花园

 > 印尼花园

ALICE SPRINGS
1477km

帕默斯顿地区医院
PALMERSTON REGIONAL HOSPITAL

达尔文公立医院
DARWIN PUBLIC HOSPITAL 
DARWIN PRIVATE HOSPITAL
达尔文私人医院

CASUARINA STUDENT ACCOMMODATION
CASUARINA学生宿舍

DARWIN INTERNATIONAL 
AIRPORT
达尔文国际机场

图片：Shaana McNaught/NT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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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CDU悉尼校区学习

在CDU，您可以选择学习和生活在世界最适宜居住和最繁华的城市——悉尼。悉尼以其美

丽的海港、悉尼歌剧院，海滩以及友好的当地人而闻名于世，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城市。

悉尼，新南威尔士州

悉尼在全球最安全城市中排名第五，我们的悉尼校区位于中央商务区的中心。如此便利的地理位置让您有机会在学习的

同时成为世界大都市日常商业世界的一部分。

我们的悉尼校区专门为国际学生开设商务课程，并提供本科生和研究生水平课程。通过在悉尼学商科，您将接触到多元化

的学生群体，丰富学习环境。来自澳大利亚、亚太地区和其他地区的企业和大学工作过的知名学者将在这里小班授课，让

您拥有更好的学习体验。

* https://edition.cnn.com/travel/article/worlds-safest-city-2019/index.html 

CDU 悉尼校园设施

 > 13 间配有最先进协同设备的教室

 > 图书馆

 > 祷告室

 > 茶水间

 > 学生电脑及学习区

 > 学生休息室

CDU 学生支持

 > CDU悉尼为您的学习提供一系列帮助，让您获得最大的

收获。

 > 咨询

 > 访问和包容

 > 学习支持

 > 图书馆支持

实习项目

所有参加两年制MBA或MPA的学生都要参加悉尼当地一家公司为期12周的职学结合

实习项目。实习为学生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经验，无论在澳大利亚工作环境体验方

面或接触潜在雇主，都为毕业生就业增加了机会。这些实习项目是由CDU组织，使

学生在学习领域的相关公共或私营行业进行实习。过去的学生主办机构包括来自《

财富500强》的企业，也有本地创业公司，为许多学生在毕业后获得第一份工作提供

了机会。

国际咨询指南 2020 版 查尔斯达尔文大学 查尔斯达尔文大学 国际咨询指南 2020 版



11 10 International Course Guide 2020 Edition  Charles Darwin University  || Charles Darwin University  International Course Guide 2020 Edition

来自全世界的支持

国际学生支持

CDU国际学生支持小组为您的学习提供专业的建议和广 泛

支持。

学术及英语语言支持

在澳大利亚学习将完全不同与在自己本国内学习。您将进

入一所新的大学， 那里有新的讲师，新的学习方式及学习

评估类型。您甚至可以再学习一门语言。作为国际学生，

您可以免费获得在线辅导，研讨会及个人咨询，以帮助大

学中英语语言提高，理解学术作业的要求，学术写作， 批

判性思维，参考，研究和阅读。 参加我们的研讨会， 利

用所有免费的学术语言和学习成功计划 （ALLSP）来

帮助您在学习上取得成功，并为自己的学业成功做好准

备。了更多 ALLSP 服务信息，请访问 www.cdu.edu.au/ 

academic-language-learning/allsp.

在线辅导

学生可以通过他们的 Learnline 账户获得针对特定学科的

学术和读写能力的在线辅导。

个人咨询及专题讨论会

我们举办了一系列的专题研讨会，涵盖学术技巧以及特定

的学术主题。当您有一个具体的科目或作业需要学习支持

的，那么这会很方便。此外，我们为特定的研究相关问题

或快速访问提供50分钟的咨询时间，所以您不需 要提前预

定。

同伴协助学习 (PASS)

同伴协助学习是帮助学生理解和引用学习单元中的关键概

念，并提高他们的成绩。这些学习课程是由PASS领导者发

起的，他们现在是CDU的学生，已经成功完成了目标单元 

的学习，并被训练来管理小组学习。参加PASS项目能帮您

在一个有趣和支持性的学习环境中建立起对课程内容和独

立学习能力的理解。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www.cdu.edu.

au/academic-language-learning/allsp/pass

英语语言发展

母语非英语的学生可以通过初级教师教育的读写和计算能

力测试（LANTITE）项目，获得专业支持，掌握技巧，增加

自信以在社交场合和工作场所顺利交流。通过这个项目学

生可以找到资源来准备计算和读写能力测试。我们也提供

职业英语测试（OET）准备支持来协助卫生保健专业学生的

英语语言测试。

免费接机服务

CDU为国际学生学生在到校高峰期提供达尔文国际机场的 

免费接机服务。（2月和7月入学）

迎新会

加入CDU达尔文和悉尼校区的学生可探索迎新会的乐趣， 

您将收到新城市生活的相关信息和CDU简介。

包括：

 > CDU教职人员和学长的迎新与问候

 > 选课建议

 > 学生签证规则和条例概述

 > 学生支持服务信息

 > 校园之旅

 > 大量有趣的活动带您了解新学校的同学

职业就业支持

职业就业团队可协助您找到潜在职业兴趣，提供职业规划

建议，帮助您准备好寻找工作并提交完美的简历。更多信

息，请登录 www.cdu.edu.au/equity-services/careers- 

employment

方便性和包容性

我们坚持提供学生方便的、支持的、安全的、包容的、相

互尊敬的学习环境。更多信息，请登录 www.cdu.edu. au/ 

equity-services/access-inclusion

学生辅导

CDU 为学生提供专业、可信、免费的咨询服务，协助学生

适应新环境生活和大学学习。更多信息，请登录 www.cdu.

edu.au/equity-services/counselling

CDU 图书馆 

CDU 图书馆拥有专业图书管理员团队，为学生学习领域的

研究和参考文献提供帮助。图书馆为研究人员提供专家支

持和馆际出借服务，也就是说，如果在CDU图书馆找不到 

的资源，可在CDU藏书以外的资源找到。为您的团队或您 

本人提供学习空间，和使用电脑、打印机和在线材料的机

会。更多信息，请登录: www.cdu.edu.au/library

身心健康 

海外学生健康保险（OSHC）是持有学生签证在澳大利亚学 

习的国际学生的强制性要求。安联保险是CDU首选的海外学

生健康保险（OSHC）公司。我们与安联保险的合作关系 确

保学生通过CDU安排OSHC，因此您可以接受保险范围内，专

门上门服务的安联保险代表协助您进行索赔并提供一般建

议。

CDU把提高北领地国际学生健康放在首位，这也是我们提 

供免费和优惠的健康项目的原因。更多信息，请登录 www.

cdu.edu.au/wellness-centre

相互尊重、与时共进、始终如一

CDU 致力于为所有学生、教职人员和参观者一个安全、包

容和相互尊重的学习、工作和生活环境。当这些行为发

生时，我们采取零容忍的方式解决，并鼓励CDU社区成员

报 告和寻求支持。更多信息，请登录 www.cdu.edu.au/ 

current-students/respect-now-always and www.cdu.

edu.au/ emergency/contact-us

作为一名CDU的学生，您将获得广泛的免费服务，包括住宿帮助，职业建议，学习支持以

及咨询。专业的学校工作人员也会帮助您制定学习计划及学习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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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学生奖学金

CDU为学术成就突出的并想实现在澳大利亚学习梦想的国

际学生提供各种奖学金。我们的许多奖学金获得者对全世

界和他们的当地社区持续产生着积极影响。如果您学业优

异，成绩突出，您可能有资格获得这些改变人生的奖学金

之一。

奖学金面向申请入学CDU的全体国际学生。

2020年第1学期的奖学金申请截止日期是2019年11月15

日23:59（澳大利亚中部时间）

2020年第2学期的奖学金申请截止日期是2020年5月15

日23:59（澳大利亚中部时间）

校长国际优秀学生奖学金

CDU 为学业优异，成绩突出的国际学生提供数量有限的校

长国际优秀学生奖学金。本科生或研究生学位课程可申请

的奖学金覆盖课程总学习时间所需学费的50%或25%。

CDU 全球优秀学生奖学金

CDU国际处为学业优异，成绩突出的国际学生提供数量有限

的奖学金。

本奖学金适用于本科生或研究生课程，涵盖第一年学费的

50%以及后续学年学费的10%。

CDU 全球领袖奖学金

CDU国际处为学业优异，成绩突出的国际学生提供数量有限

的奖学金。

本奖学金适用于本科生或研究生课程，涵盖第一年学费的

25%以及后续学年学费的10%。

CDU 奖学金由CDU国际处提供。CDU国际处从学生提交申请一直到毕业，贯穿始终为国

际学生提供服务。CDU奖学金为您提供开发全部潜力的绝佳机会和支持。

CDU 全球优等生奖学金

CDU国际处为学业优异，成绩突出的国际学生提供数量有限

的奖学金。

本奖学金适用于本科生或研究生课程，涵盖第一年学费的

15%。

* 请注意: 学生无需提交此项奖学金申请, CDU根据申请学生在校学习情况向
他们发放奖学金

悉尼奖学金

CDU 最近推出了一项面向国际学生的奖学金，旨在为国际

学生提供奖学金用于入读他们在CDU悉尼校区 2020年第一

学期的学习。您必须满足大学的学术和英语语言的入学要

求，您选择的课程至少有60个ATAR学分（或相等学分）。

该奖学金适用于本科生或研究生课程并涵盖整个学期该课

程25%的学费。

* 请注意: 学生无需申请此项奖学金。CDU根据申请学生在校学习情况向他们
发放奖学金

了解更多关于CDU 
奖学金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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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内或校外住宿

在CDU的住宿选择多样，您可以选择适合自己预算和生活方式的住宿。您可能想要住在卡

苏里那校区的达尔文国际宿舍（IHD），这样您就可以充分利用这里提供的设施，充分享

受各种活动。IHD离图书馆和所有其他校园设施仅一小段路，走路即可到达，离卡苏里那

广场购物中心也就几站公交车的路程。

校内住宿

校内生活能让您有机会认识来自澳大利亚各地和全世界的

朋友，融入校园生活，同时校园设施触手即可及。

悉尼校区不提供校内住宿。悉尼校外住宿选择的更多信

息，请查看我们的网站。

达尔文

卡苏里那校区的IHD位于热带花园和澳大利亚丛林之中。社

区充满生机、气氛轻松、人们乐于助人，充斥着澳大利亚

户外生活气息。

欢迎所有CDU学生，即可选择长期住宿，也可选择短期住 

宿。IHD社区的学生约来自40个国家，鼓励大家进行交

流。社区活动丰富，确保提供学生广泛丰富的教育、社交

和文化交流经验。

爱丽斯泉

爱丽斯泉学生宿舍为CDU学生、其他大学安置的学生、CDU

教职人员、来访客人和团体提供住宿。

您可以选择两座房子内的双人房和单人房，使用公共厨房

区域、自助洗衣机、CDU/国际无线漫游网络的无线网。

校外住宿

校外住宿选择包括UniLodge的特定学生宿舍、私人出租房

屋和家庭寄宿。

悉尼住宿

CDU悉尼校区不提供校内住宿，但是您可选择与其他学生合

租私人学生宿舍。

相与其他学生合住的学生：

 >  Iglu: iglu.com.au 他们在百老汇宿舍离悉尼CBD校

区走15分钟就到了，而查茨伍德区宿舍离学校也就30

分钟的火车路程。

 > >Uni Lodge: www.unilodge.com.au/unilodge-on-

broadway-sydney

家庭寄宿：

对有兴趣与当地人生活的学生来说，这是很好的选择， 也

是了解澳大利亚文化的不二之选。

 > 澳洲家庭寄宿网: www.homestaynetwork.org

 > Meridian 家庭寄宿服务: www.meridianhomestay.

com.au

 > 全球体验: www.globalexperience.com.au

住宿支持

CDU校外住宿服务专为帮助新老学生在CDU学期期间找到

合适的住宿而设计。

这项免费可信的服务提供住房选择信息和建议、租赁建

议和各种住宿问题方面的支持和协助，请访问： cdu.

edu.au/equity-services

选择包括:

Options include: 

 > Study stays

 > realestate.com.au

 > domain.com.au

 > cdu.studystays.com.au

了解更多CDU校内外住宿服
务信息。

了解更多悉尼校外
住宿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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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澳大利亚生活开销是多少？

澳大利亚生活成本因城市而异。学生不应期待仅通过兼职工作来支付他们在澳大利亚的学

习和生活费用。

为获得澳大利亚的学生签证，您必须满足内政部的财务要求。从2019年10月23日起，12个月的生活成本如下:

 > 学生个人 - $21,041

 > 伴侣或配偶（额外每人) - $7,362

 > 子女（额外每人）- $3,152

然而，根据您居住的地方和生活方式的不同，费用也会因人而异。

下表为达尔文市与悉尼市的生活开支比对比（注：所列数字仅供参考）

DARWIN SYDNEY

生活用品及外出就餐 $80 to $280 每周 $80 to $280 每周

煤气及电费 $35 to $140 每周 $35 to $140 每周

电话及互联网 $20 to $55 每周 $20 to $55 每周

公交 $7 每周 $30 to $55 每周

车（如有） $150 to $260 每周 $150 to $260 每周

以及其他开支 $80 to $150 每周 $80 to $150 每周

住宿 IHD 标准间是 $175 每周，大房间带套房为

$227.50 每周。

$283 - $750 每周*

学生生活

在CDU，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而学生生活可以随心所欲。您可以自信地知道自己的旅

程或兴趣如何，可以通过大学和更广泛的社区提供的许多社会，文化和个人发展计划找到

友爱，支持和友谊。

融入

社交网络是许多人生活的一部分。与其他学生的联系可以

提供友谊和支持，以及缓解学业和考试压力的方法。

达尔文地区的学生可以通过CDU的某些协会，俱乐部和社 

团，或学生代表计划来建立终身的社会和专业联系。

 > CDU 学生代表计划

 > CDU 学生协会

 > 俱乐部和社团

 > 健身俱乐部@CDU

建立关系

花时间与员工和其他学生建立关系；与您的老师保持良好

关系是充分利用大学经验的最好方法之一。

在大学里结交朋友不仅会创造愉快的共享体验，而且您的

支持网络的这些成员还可以帮助提高您的学习成绩。当您

对任务或截止日期感到困惑时，您可以求助于您的朋友； 

他们是您的学习伙伴，让您对自己的学习负责，并保持在

正轨上。

志愿服务

志愿服务是一种使用技能，回馈社区和结识新朋友的好方

法。无论是通过学生协会还是在更大的社区中，都有许

多志愿服务的机会。有关如何通过CDU学生协会参与志愿

服 务的信息，请访问cdusa.cdu.edu.au/clubs. 有关更

广泛的达尔文社区志愿服务选项的更多信息，请访问www.

volunteeringsa.org.au.

交流和短期课程

参加海外课程是您可以在大学获得的最佳体验之一。您可

以在全球各地度过少至一周或长达一年的时间。我们提供

一个为期三个月或一年的交流计划，以及短期选择，包括

全球实习，志愿服务，服务学习，以学术为主导的考察， 

临床实习和研究实习。

*“内部人士生活费计算指南”也是一个很有用的工具，它能帮助您估计您在澳大利亚 
的生活成本 www.insiderguides.com.au/cost-of-living-calculator

除上述费用外，您还需要支付学费、书本费、强制海外学

生健康保险，以及旅行和娱乐所需的任何额外费用。

澳大利亚政府为您的财务管理提供信息和指导。

了解更多内容，请登录：www.moneysmart.gov.au.

内部人士生活费计
算指南

阅读有关与讲师建立良好工作关
系的主要技巧

获得一些有关打破僵局和在大学
结识新朋友的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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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和英语入学要求

在申请过程中，您必须满足最低学术和英语语言入学要求。我们知道这似乎令人生畏， 

但我们会为您提供帮助，因此，如果您有任何疑问，请发送电子邮件至

international@cdu.edu.au 或与您的代理联系。如果您不满足此处列出的入学要求，无

需担心，我们有不同的大学桥梁课程来满足您的入学需求。

学术要求

职业教育与培训

   （VET）

申请证书级别的课程（三级或四级证书课程），您需要至少完成高中二年级或同等学历， 成绩及格

以上。

申请文凭课程和高级文凭课程，您需要至少完成高中三年级：

- 无参加高考；或

- 高考成绩无法达到本科直录要求

大学本科 录取本科学位的最低学术入学要求是完成与大学的资格评估参考书等同的澳大利亚12年级高中证书   

的资格。可能还要求申请人满足特定的课程要求，例如最低平均分或先修科目要求。

完成中国高考的学生需达到当地省份录取分数线二本线或以上。

一些项目具有更高的入学要求和特定的先决条件。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见以下页面。有关按国家/

地区划分的通用等效项的完整列表，请访问 www.cdu.edu.au/international/how-apply/entry- 

requirements

研究生课程

授课型硕士

攻读研究生或Graduate Entry学位课程的最低学术要求是完成等同于澳大利亚学士学位的学士学

位。

某些课程可能还要求申请人满足特定的课程要求，例如平均分，先修课程或工作经验。

研究型课程 研究型硕士课程（MRes）

如需申请授课型硕士，您必须达到以下其中之一:

1. 具有一等或二等荣誉的学士荣誉学位；或者

2. 授课型硕士或包含一定科研组成部分的扩展型硕士

博士（PhD）

如需申请博士课程，您必须达到以下其中之一:

1. 具有一等荣誉或二等一荣誉学位，或

2. 包含一定科研组成部分的硕士学位

英语要求

曾在英语国家学习或学习过英语的学生，如果已达到相应

要求的等级和学历，可被视为满足英语入学要求。我们接

受以下英语考试，以进入职业教育与培训，本科和研究生

课程。

 > 雅思（学术类）

 > 剑桥高级英语（CAE）

 > Navitas学术英语

 > 培生英语考试（PTE）学术类

 > 托福考试（iBT）

 > 通用欧洲框架英语水平证书

重要的是要注意，某些课程可能需要更高水平的英语或仅

接受特定的英语语言测试。除非另有说明，否则所有测试

从测试日期到CDU开始生效的两年内有效。

请访问 www.cdu.edu.au/international/how-apply/

entry-requirements 以获取有关学位的学术和英语要求的

更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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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梁课程

无论您已完成什么学业水平或英语水平，我们的桥梁课程都可以帮助您实现学习目标。

CDU VET桥梁课程

作为澳大利亚仅有的具有双重教育体系的大学之一，CDU可

以提供大学的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课程。我们认为应该为

每个学生提供可选性的学习途径以接受教育并获得全球适

用的技能和经验。

学生可以通过完成CDU的VET课程来获得进入CDU学士学位的

资格。CDU为您将来的职业发展提供了许多途径和选择。有

关VET和学位课程打包方式的更多信息，请参考本指南中的

课程清单。

有关CDU课程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www.cdu.edu.au/cdu-vet

海外学生英语强化课程（ELICOS）

CDU通过校园内的Navitas英语语言中心的达尔文校区提供

ELICOS课程。该中心设备齐全，可使用计算机实验室， 语

言实验室，独立学习中心和学生休息室，并可使用许多

校园设施。

如果您不符合课程入学要求，那么Navitas English与CDU

有直接入学协议，该协议允许成功学习其学术英语课程的

毕业生无需参加IELTS考试即可在CDU开始学习。

要了解有关Navitas English Darwin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www.navitasenglish.edu.au/schools/learn-english-in- 

darwin

学分减免

学分减免（也称为减免学分）是基于先前的学习成绩而抵

扣您当前学习课程的学分，可以是学分转移或对先前学习

的认可（RPL）。

要申请学分减免，您必须向CDU递交申请并提交一些附加材

料与文件。只有在CDU接受了该申请并发放了入学通知书

后，才会对学生之前所学的相关科目进行减免评估。 

有关学分减免的更多详细信息，请访问

www.cdu.edu.au/student-central/advanced-standing

学分认可项目

CDU与部分外国大学或学院有学分认可协议，认可学生之前

所修的学分。 学生可用更快的时间完成在CDU的学习。

更多信息，请登录www.cdu.edu.au/international/how- 

apply/study-pathways

查尔斯达尔文大学国际学院

大一文凭课程

我们的大一文凭课程是为期两个学期的课程，与CDU本科学

位课程分开提供，并作为CDU本科学位的第一年替代课程。

该课程是专门为非常接近但未能达到学术和英语入学要

求，而且在学习的第一年需要额外支持的学生而设计的。

大一文凭课程使学生沉浸在环境中，与其他国际学生一起

努力提高他们的英语水平。

成功完成文凭课程后，可以直接进入商科，会计或IT本科

学位课程的第二年。

CRICOS 课程代码:

商业研究: 0100739 (NT),

信息技术: 0100740 (NT)

硕士预科课程

硕士预科课程可培养学术写作，研究，批判性思维和跨文

化交流方面的深度知识和技能，以成功地在CDU进行研究 

生学习。

有三门课程：

 > 国际硕士衔接课程 (MPP).MPP 适用于在自己国家/地

区获得学士学位但英语水平有一定障碍不能在英语国

家学习硕士课程的学生，MPP可让这些学生在一学期内

顺利过渡到查尔斯达尔文大学备受赞誉的以英语授课

的硕士课程。

 > 国际硕士预科课程 (MQP) 标准课程 - 2个学期

 > 国际硕士预科课程 (MQP) 快捷课程 - 1个学期

MQP适用于已经在其本国完成了三年大专学习但仍需要

额外语言学习的国际学生。通过一个或两个学期的专

业性学习及英语强化学习， 将可以直接衔接到查尔斯

达尔文大学的硕士课程。

成功完成MPP或MQP的学生可直接进入CDU的以下研究生课

程。请注意，某些研究生课程还有其他要求，请访问网站

以获取完整列表。

 > 教育学研究生证书课程（国际教育）

 > 卫生服务管理研究生证书课程（悉尼）

 > 产妇重症监护研究生证书课程（悉尼）

 > 工商管理研究生文凭课程

 > 数据科学研究生文凭课程

 > 紧急与灾难管理研究生文凭课程

 > 土著政策制定研究生文凭课程

 > 信息技术研究生文凭课程（网络安全）

 > 心理健康研究生文凭课程（悉尼）

 > 工商管理硕士

 > 工商管理硕士（专业实践）

 > 数据科学硕士

 > 数字化教学硕士

 > 教育学硕士（国际教育）

 > 紧急与灾难管理硕士

 > 工程硕士

 > 环境管理硕士

 > 信息技术硕士（网络安全）

 > 信息技术硕士（信息系统和数据科学）

 > 助产士硕士（悉尼）

 > 护理学硕士（国际）（悉尼）

 > 专业会计学硕士

 > 专业会计学硕士（专业实践）

 > 公共政策硕士

有关学制、学费和如何申请的更多信息，请访问cdu.

edu.au/international/charles-darwin-university- 

international-college.

国际咨询指南 2020 版 查尔斯达尔文大学 查尔斯达尔文大学 国际咨询指南 2020 版



23 22 International Course Guide 2020 Edition  Charles Darwin University  || Charles Darwin University  International Course Guide 2020 Edition

选择您的课程 www.cdu.edu.au/study

检查您是否符合学术和英语要求

在线或通过中介申请

申请审批

如何申请

既然您已经选择好了课程，那么现在就该申请了。按照我们简单的8步申请流程，进行 

CDU国际学生的申请。

收到录取通知

接受录取通知

申请您的学生签证

注册

了解更多每一步申请信息，请访问我们的网站：
www.cdu.edu.au/international/how-apply

第一步 第五步

第三步 第七步

第二步 第六步

第四步 第八步

课程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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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ICOS
CDU课程

代码 课程名称 国际招生人数 地点 全日制时间 年费*

会计 会计

悉尼- 074402C 达

尔文- 060230M

WACC01 会计学学士 3月、7月、11月 悉尼和

达尔文海滨

3年 $26,776.00

悉尼- 0101382

达尔文- 0101381

LACCL1 会计学学士/法律文凭 3月和7月 悉尼和

达尔文海滨

3年 $26,872.00

悉尼- 085264F

达尔文- 085265E

SPACC1 专业会计硕士 3月 悉尼和

达尔文海滨

1.5年 $32,760.00 

悉尼- 079954G

达尔文- 068547C

SPAPP1 专业会计硕士（专业实习） 3月和7月 悉尼和

达尔文海滨

2年 $32,760.00 

艺术与人文

0101374 YARTS1 文学文凭 3月和7月 卡苏里那 1年 $25,328.00

0101026 WARTS2 文学学士 3月和7月 卡苏里那和

Batchelor

3年 $25,328.00

0101373 VARTH1 文学荣誉学士 3月和7月 卡苏里那 1年 $25,328.00

0101689 SARTS1 文学硕士 3月和7月 卡苏里那 2年 $32,008.00

商业

0101377 YDIGE1 电子商务文凭 3月和7月 达尔文海滨 1年 $26,776.00

096273C WBUS01 工商管理学士 3月、7月、11月 悉尼和

达尔文海滨

3年 $26,776.00 

0101047 WDIGE1 电子商务学士 3月和7月 达尔文海滨 3年 $28,196.00

悉尼- 096358J

达尔文- 080424B

TBAD01 工商管理研究生文凭课程 3月、7月、11月 悉尼和

达尔文海滨

1年 $32,760.00 

悉尼- 074404A

达尔文- 003849D

SBAD01 工商管理硕士 3月、7月、11月 悉尼和

达尔文海滨

1.5年 $32,760.00 

悉尼- 079953J

达尔文- 068546D

SBAPP1 工商管理硕士（专业实习） 3月、7月、11月 悉尼和

达尔文海滨

2年 $32,760.00 

教育

0101027 WEDEC1 教育学士学位-

幼教（0-12年）

3月和7月 卡苏里那 4年 $26,712.00 

077777C WEDP01 小学教育学士 3月和7月 卡苏里那和

Batchelor

4年 $26,712.00 

096877G WEDS01 中学教育学士 3月和7月 卡苏里那 4年 $26,712.00 

096357K UEDI01 教育学研究生证书

（国际教育）

3月和7月 卡苏里那 0.5年 $14,052.00 

097217C STCH01 教育硕士 3月和7月 卡苏里那 2年 $28,104.00 

096356M SEDI01 教育学硕士（国际教育） 3月和7月 卡苏里那 1年 $28,104.00 

093308K SDLF01 数字化教学硕士 3月和7月 卡苏里那 2年 $28,104.00 

工程、信息技术和网络工程

060196G YENG01 工程文凭 3月和7月 卡苏里那 1年 $33,480.00 

CRICOS
CDU课程

代码 课程名称 国际招生人数 地点 全日制时间 年费*

064418M YNENG1 网络工程文凭 3月和7月 卡苏里那 1年 $29,616.00 

080419K XENG01 工程学副学士 3月和7月 卡苏里那 2年 $33,480.00 

089400D XICT01 信息和通信技术副学士 3月和7月 卡苏里那 2年 $29,616.00 

089401C XNENG1 网络工程学副学士 3月和7月 卡苏里那 2年 $29,616.00 

096275A WCOMS1 计算机科学学士 3月和7月 卡苏里那 3年 $29,616.00 

096276M HCSIT1 计算机科学学士/信息技术硕士 3月和7月 卡苏里那 5年  $29,616.00 

085155M VENG01 工程荣誉学士 3月和7月 卡苏里那 4年 $33,480.00 

077772G WENGS1 工程科学学士 3月和7月 卡苏里那 3年 $33,480.00 

080421E HENG01 工程科学学士/工程学硕士 3月和7月 卡苏里那 5年  $34,680.00 

003847F WINT01 信息技术学士 3月和7月 卡苏里那 3年 $29,616.00 

085154A BSENGH 软件工程荣誉学士 3月和7月 卡苏里那 4年 $29,616.00 

096277K TDASC1 数据科学研究生文凭课程 3月和7月 卡苏里那 1年 $29,616.00 

096280D SITCS1 信息技术硕士（网络安全） 3月和7月 卡苏里那 2年 $29,616.00 

096274B SITIS1 信息技术硕士（信息系统和数据科学） 3月和7月 卡苏里那 2年 $29,616.00 

075073G MITSE 信息技术硕士（软件工程） 3月和7月 卡苏里那 2年 $29,616.00 

068567K SENG01 工程学硕士 3月和7月 卡苏里那 2年 $34,680.00 

096278J SDASC1 数据科学硕士 3月和7月 卡苏里那 2年 $29,616.00 

环境科学

042477D WENVS1 环境科学学士 3月和7月 卡苏里那 3年 $32,336.00 

075071J SENVM1 环境管理硕士 3月和7月 卡苏里那 2年 $31,632.00 

运动与体育科学

089408G YEXSS1 运动与体育科学文凭 3月和7月 卡苏里那 1年 $30,240.00 

089399C XEXSS1 运动与体育科学副学士 3月和7月 卡苏里那 2年 $30,240.00 

060254C BESS 运动与体育科学学士 3月和7月 卡苏里那 3年 $30,240.00 

健康科学

0101029 YHSC01 健康科学文凭 3月和7月 卡苏里那 1年 $30,240.00 

0101036 WHSC02 健康科学学士 3月和7月 卡苏里那 3年 $30,240.00 

0101038 HHSNT1 医学检验学士 3月和7月 卡苏里那 4年  $30,240.00

0101041 HHSOT1 健康科学学士/职业治疗硕士 3月和7月 卡苏里那 4年 $30,2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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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ICOS
CDU课程

代码 课程名称 国际招生人数 地点 全日制时间 年费*

心理科学

089410B YPSY01 心理学文凭 3月和7月 卡苏里那 1年 $28,224.00 

077775E WPSYS1 心理科学学士 3月和7月 卡苏里那 3年 $28,224.00 

096874M WPSYG1 心理科学学士（研究生准入） 3月和7月 卡苏里那 1年 $28,224.00 

0101380 SSCWK1 社工学硕士（资格) March 卡苏里那 2yrs $31,000.00

公共卫生

0101044 WPUBH1 公共卫生学士 3月和7月 卡苏里那 3年 $30,240.00 

0101050 TPUBH1 公共卫生硕士文凭 3月 卡苏里那 1年 $29,520.00 

0101051 SPUBH1 公共卫生硕士 3月 卡苏里那 1.5年 $29,520.00 

理学

075065G YSCI01 理学文凭 3月和7月 卡苏里那 1年 $31,000.00 

096354B WSCI01 理学学士 3月和7月 卡苏里那 3年 $32,336.00 

0101045 VSCIH1 理学荣誉学士 3月和7月 Casuarina &  

Alice Springs

1年 $32,336.00 

0101375 WMLSC1 医学检验学士 3月和7月 卡苏里那 4年 $31,000.00

研究

053295G MRSIAS 研究型硕士（IAS） 3月和7月 卡苏里那 2年 $31,500.00 

053291A DPHIAS 博士（IAS） 3月和7月 卡苏里那 4yr $31,500.00 

Social Science

089406J YAOD01 酗酒与吸毒问题文凭 3月和7月 Casuarina &  

Alice Springs

1年 $25,328.00 

089407G YCOUN1 心理咨询文凭 3月 卡苏里那 1年 $28,224.00 

0101030 YSCCR1 社会关怀文凭 3月和7月 卡苏里那 1年 $25,832.00 

058608M WSCWK1 社工学学士 3月和7月 卡苏里那 4年  $25,832.00 

0101380 SSCWK1 社工学硕士（资格) 3月 卡苏里那 2年 $31,000.00 

免责声明：上述学费均为澳元，且在出版时准确无误。学费每学期开始之前支付。入学高等教育课程（本科或研究生）的国际学生每年都需要支付学生
服务和设施费用（SSAF）。2020年，学生服务和设施费用是260澳元。每年的大学审查学费以及学生服务和设施费用和任何费用更改对全体国际新生和老
生适用。更多信息请访问：cdu.edu.au/international

CRICOS
CDU课程

代码 课程名称 国际招生人数 地点 全日制时间 年费*

0101042 HHSLT1 健康科学学士/正音和语障治疗硕士 3月和7月 卡苏里那 4年 $30,240.00

0101690 SMLSC1 医学检验硕士 3月 卡苏里那 2年 $33,144.00

健康服务

0101043 WHSM01 健康服务管理学士 3月和7月 卡苏里那 3年 $26,776.00 

0101059 UHSM01 健康服务管理研究生证书 3月和7月 悉尼 0.5年 $14,760.00 

健康研究

0101052 THRES1 健康研究研究生文凭 3月 卡苏里那 1年 $29,520.00 

0101053 SHRES1 健康研究硕士 3月 卡苏里那 1.5年 $29,520.00 

紧急事件和灾难管理

0101028 WHAD01 人道主义援助和发展学士 3月和7月 卡苏里那 3年 $25,328.00 

089412M TEMDM1 紧急事件和灾难管理研究生文凭 3月和7月 卡苏里那 1年 $31,000.00 

082431J MEMDM 紧急事件和灾难管理硕士 3月和7月 卡苏里那 2年 $31,000.00 

土著知识

093307M TIPD01 土著政策发展研究生文凭 3月和7月 卡苏里那 1年 $32,008.00 

089414J SPPOL1 公共政策硕士 3月和7月 卡苏里那 2年 $32,008.00 

法学和法律研究

089409F YLAW01 法律文凭 3月和7月 达尔文海滨 1年 $26,968.00

046424G XLEST1 法律研究副学士 3月和7月 达尔文海滨 2年  $26,968.00 

099440B WLAW02 法学学士 3月和7月 达尔文海滨 3年 $26,968.00 

085365A WLAWG1 法学学士（研究生准入） 3月和7月 达尔文海滨 3年 $26,968.00 

0101046 VLAWH2 法学荣誉学士 3月 达尔文海滨 1年 $26,968.00 

护理和助产学

075062K WMIDW1 助产学学士 3月 卡苏里那 3年 $32,320.00 

085364B BNRSG 护理学学士 3月和7月 卡苏里那 3年 $32,320.00 

0101060 UMATC1 孕产妇急救护理学士证书 3月和7月 Sydney 0.5年 $14,760.00

0101063 TMHLT1 心理健康研究生文凭 3月和7月 Sydney 1年 $29,520.00 

0101061 SMID01 助产学硕士 3月和7月 Sydney 1.5年 $29,520.00 

0101062 SINP01 护理学硕士（国际） 3月 Sydney 1年 $29,5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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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git 是位来自印度尼西亚的高等研究生，他的研究项

目是关于人类行为对红树林的影响。 他的工作旨在为

其祖国制定环境政策。

“RIEL是我所在领域的世界上最好的研究所之一，特别

是在加深对人为影响我们的生态系统的理解方面。”

29 

在线了解更对关

于Sigit的故事

科研

我们的科研项目对人类生活有真实的、积极的和正面影响

的作用，对公共政策发展、私营部门决策、非政府组织和

社区工作有长期利益。与国家和国际大学的重要合作伙伴

关系使我们的科研能力和成果持续增长。

科研项目主要在澳大利亚北部进行，是CDU的核心目标， 

并且与北领地和我们邻近区域如：东帝汶、印尼东部和阿

拉弗拉海等地区的需求紧密相关：。

 

研究所

 > 孟席斯健康研究所

 > 环境和北方研究所

 > 北方学院

中心

 > 健康和福祉研究中心

 > 北澳大利亚石油和天然气研究中心

 > 可再生能源和低排放技术中心

 > 学校领导、学习与发展中心

 > 碳氢化合物研究、教育和培训中心

土著科学研究

CDU致力于传播土著知识，将土著知识融入大学的方方面 

面；通过参加理论研究，提供研究项目专家分析，开拓可

持续的生计和保护知识。CDU的土著化研究由澳大利亚的 

土著知识和教育中心承办

大学伙伴

CDU合作联盟的的研究人员是基于与澳大利亚（澳大利亚国

立大学和创新研究大学联盟IRU）、印度尼西亚、中

国大陆、中国香港、美国、加拿大、欧洲、越南、菲律

宾、马来西亚、日本、东帝汶、印度、斯里兰卡、瑞典、

挪威、英国、法国、德国和巴西等国内外的其他大学和研

究机构伙伴关系和联盟。

强大的合作伙伴关系

CDU是创新研究大学联盟（IRU）的一员，该联盟包含六个

研究型新兴大学，50年前成立于澳大利亚。IRU成员包括有

查尔斯达尔文大学、格里菲斯大学、拉筹伯大学、弗林德

斯大学、詹姆斯库克大学和莫道克大学。更多IRU信息，请

登录www.iru.edu.au

查尔斯达尔文大学全心致力于不断进行一流的、创新的、有用的科研项目，来推动知识的

永恒发展。利用我们独一无二的环境优势，我们在热带和沙漠知识、土著知识、人类健康

和福祉、热带健康、社会与公共政策、环境和生活等领域的学术实力不断获得全球认可。

**根据ERA（学术实力排名分析）数据显示，82%的CDU科研项目达到世界标准，甚至在世界标准以上。 在以下领域

CDU的科研能力达到最高5分评分： 医学和健康科学（双位水平）、环境科学和管理（四位水平）、生态学（四位水

平）； 而达到4分双位水平的有：环境科学、生物科学、农业和兽医科学。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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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性@CDU

在CDU，我们带着热情和愿景，利用我们的技术和知识帮 

助塑造更加光明的未来  在这里，我们致力于对环境最小

化的影响，共建一个更加可持续的世界。到2025

年，CDU将作为可持续性研究的真正领先者得到当地、区 

域和国际认可：我们将捍卫可持续性研究的三大支柱

环境、社会和经济，坚持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创造更

加光明的未来。CDU将成为可持续性教育、研究和社区参与

的著名革新者，并将率先：

 > 解决人类活动对环境的不可持续影响

 > 鼓励人类、社区和社会积极成果

 > 倡导环境和社会负责的经营方式和管理

更多可持续发展信息，请登录 www.cdu.edu.au/ 

sustainability

如何成为我们的学生：

EnviroCollective代表CDU学生和职员发声，提倡完善学院

的可持续性和环境管理。更多信息，请登录www.facebook.

com/EnviroCollectiveCdu

湖岸道社区花园（Lakeside Drive Community Garden）是

位于CDU 卡苏里那校区湖岸道上两亩大的一个社区花园。

花园由志愿者专门小组成立，受达尔文市和大学支持。更

多信息，请登录 ldcg.cdu.edu.au

其他参与方式，请查看 www.cdu.edu. au/

sustainability/ what-you-can-do

30 

CDU毕业生

作为CDU的校友，您将成为高度受重视的人才、知识代理人

和改变者这一发展性团体中的一员， 活到老，学到老。

其中一些好处包括：

 > 得到影响您所在领域的教学和学习的特别机会

 > 发展和维持有益的个人和专业人士联系

 > 学习主要研究和知识开发，并为之贡献

 > 通过教育的力量对后代产生积极影响。

CDU校友的专属好处包括

 > 职业发展机会： CDU职业就业团队提供意见

 > 继续学习：CDU校友拥有我们所有校区的免费图书馆会

员

 > 独家提供：享受来自国内外旅游、餐饮、服务和娱乐

行业的慷慨相助

 > 交流机会

更多CDU校友信息，请登录 cdu.edu.au/alumni

您与大学的联系并非随着毕业就结束了。作为一名毕业生，您的知识、专业技术和成

果会成为他人成长的支持力量或经验。

“除了教室学习外，CDU会让我们与潜在雇主

产生联系。CDU与西太平洋银行商业银行的合

作为我进入金融世界打开了大门...

CDU关注学生发展，实际帮助学生找到合适职

业。”

- Xiumei (May) Fan, 会计学硕士（专业实习） 

优秀客户专家  西太银行

在线了解更对关于
May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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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期信息

2020年第一学期 2020 年第二学期 2020夏季学期

奖学金申请日期 2019年11月15日 2020年5月15日 无

提交境外申请截止日 2020年2月3日 2020年6月19日 2020年10月9日

提交境内申请截止日 2020年2月17日 2020年7月6日 2020年10月26日

提交课程变化/转换截止日 2020年2月24日 2020年7月13日 2020年11月26日

迎新周 2020年2月24-28日 2020年7月13-17日 2020年11月2-6日

教学周 2020 年3月2日–

2020年5月29日

2020年7月20日 – 2020年

10月16日

2020年11月9日 –

2021年2月12日

学期假 2020年4月13-17日 2020年8月31 - 2020年9月

4日

2020年12月18日 -

2021年1月4日

考试周 2020年6月8-19日 2020年10月25日 - 2020年 

11月6日

2020年2月22-26 日

“动手实践课程，经验丰富的教师，以

及CDU 提供的所有资源绝对会让您所

学的技能和知识达到标准–这个过程

中，您所学的超乎您的

想象。

- Pattarawadee Chatleelawat (泰国)，西餐厨师

本产品由FSC®-认证和其他受控材料制成。本产品由经过良好管理的 FSC®-认证的森林和其他受控来源的材料

制成。CDU 致力于可持续发展。拥有 2020课程指南用纸资质。

虽然我们已尽一切努力，确保本刊物所载资料内容正确无误，但本刊所涵盖的事项可能会有所改动。查尔斯达尔文大学不对任何一方因

错误或疏漏造成的任何损失或损害承担任何明示或默示的责任。

CRICOS 供应商编号: 00300K (NT/VIC) 03286A (NSW) RTO 供应商编号: 0373

质量保证

CDU的责任

CDU符合下标准，规定和法规:

 > 高等教育质量标准署 (TEQSA): www.teqsa.gov.au

 > 澳大利亚学历架构 (AQF): www.aqf.edu.au

 > 海外学生教育服务法案2000(ESOS): www.internationaleducation.gov.au/Regulatory-

Information/Pages/ Regulatoryinformation.aspx

 > 澳大利亚联邦海外学生机构和课程注册表(CRICOS): www.cricos.education.gov.au

 > 澳大利亚技能质量管理局(ASQA): www.asqa.gov.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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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我们

电话: +61 8 8946 7215

邮件: International@cdu.edu.au

网站: cdu.edu.au/international

  facebook.com/CDU.International

  instagram.com/charlesdarwinuniversity

  au.linkedin.com/school/charles-darwin-university

  youtube.com/user/charlesdarwinunint

  twitter.com/CDUni

关注我们的微博

关注我们的博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