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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U助你登上世界的舞台



在ECU与你相遇

1902年：以教师学院建校

1991年：成为综合性大学，以澳大利亚联邦议会
中第一位女议员 – Edith Dircksey Cowan命名

1994年：金刚狼的扮演者休·杰克曼于ECU毕业

2007-2019：连续12年被《优秀大学指南》评为
教学质量最高的五星大学

2015-2019：连续4年被《教学质量评估》评为澳
洲本科学生满意度最高的公立大学

2019年：

ECU被《泰晤士高等教育》评为世界最好的150所年轻
大学之一

ECU的运动科学专业世界排名QS前100（QS）

ECU的酒店管理专业世界排名前150（上海交大） ECU

的护理专业世界排名前150（上海交大）

ECU的工程专业排名世界前250（泰晤士高等教育）

ECU的教育专业连续7年世界排名前300（QS）

校长寄语

今年，埃迪斯科文大学（ECU）迎来了最激动人心的时

刻。ECU刚刚被权威期刊QILT-《教学质量评估》评为

全澳大利亚本科阶段教学质量最高的公立大学，ECU已

经连续四年荣获这一称号。

ECU于1991年升格成为一所综合型大学。目前在读本科

生和研究生超过3万名，其中包括来自超过100个国家

的国际学生，是留学生生源最多样化的澳洲大学之一。

ECU各层次的学位课程均提供与行业紧密相关的教学与

研究，全方位的学生支持和一流的教学设备。正因如

此，ECU的教学质量被《2019优秀大学指南》评为最高

的五星称号，ECU已经连续12年获此殊荣。

对于国际学生来说，ECU的三大校区（君达乐和蒙特劳

利校区坐落于珀斯都市圈，班伯利校区位于珀斯的西

南方），不仅为学生创造了充满活力的学术环境，更

提供了独一无二的澳洲多元文化体验。

我们邀请你来ECU学习，开启这段精彩的旅程，为登上

世界舞台做好准备。

史蒂夫·查普曼 教授

埃迪斯科文大学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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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U is committed to reconciliation and recognises and respects the significance of Aboriginal and Torres Strait Islander peoples’ 
communities, cultures and histories. ECU acknowledges and respects the Aboriginal and Torres Strait Islander peoples, as the traditional 
custodians of the land. ECU acknowledges and respects its continuing association with Nyoongar people, the traditional custodians of 
the land upon which its campuses st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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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选择ECU?
ECU的教学质量在本地学生和留学生群体中都享有绝佳的口碑。

行业专家组成的教师团队

教师团队拥有丰富的行业从业经验，将更多

的职业化和企业化的教学内容引入到各类新

的科目和研究中。

完善的学生支持服务

我们优秀的学生服务团队提供周到完善的学

生服务，帮助新生快速适应澳大利亚的大学

生活和学习。包括迎新活动，英语语言支

持，健康与医疗服务，以及学术支持等。

校企合作

学校拥有强大的行业联系与企业合作资源，

可以让你在学习过程中积累宝贵的工作经

验，为就业和未来发展做好充分准备。

以实践为导向

ECU的学习延伸至课堂外，包括项目实践，产

学结合，企业实习等。因此，ECU一向是澳洲

招聘人员的首选大学之一，毕业生备受雇主

青睐。

国际认可的文凭

ECU的学位受到国际认可，其中许多课程都受

到澳洲本地与国际行业协会的认可。

一流的教学设备

ECU拥有可以与世界顶尖大学相媲美的先进教

学设施设备，包括模拟法庭，智能教室，设

计，传媒与摄影工作室，工程实验室等。

大学排名 
世界最好的年轻大学之一

全世界最好的150所，建校50年之内的大学

-2019泰晤士高等教育年轻大学排名

亚太地区排名前100

2019泰晤士高等教育亚太地区大学排名

世界最具影响力的50所大学之一

2019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影响力排

名”中，ECU的性别平等指数排名第6，教育质

量指数排名第11，大学影响力指数排名世界第

46。这是一个开创性的新排名，根据联合国可

持续发展目标评估大学对社会产生的影响力.

澳洲首屈一指的教学质量

ECU的教学质量在澳洲名列前茅，西澳排名
第一。我们的毕业生连续12年在《优秀大学
指南》中，给ECU的教学质量给出了最高的
五星评价。

ECU被评为全澳教学质量第一的
公立大学

在政府独立的教学质量评估报告（QILT）
中，ECU连续四年被评为本科教学质量最高
的公立大学。

性别平等的倡导者

ECU作为工作环境中性别平等的倡导者，受
到了澳洲政府工作性别平等机构的褒奖。

2019 TOP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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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600澳元
ECU毕业生平均年薪，高于全国平均水
平（2018 QILT）

$1.39亿澳元

ECU为主导的网络安全合作研究中心

$2,700,000澳元

约500名科研员工创造的科研年收入

$8,200,000澳元

2018年由ECU主导项目吸引的外界科研投资

Ecu
速览

81%

本地学生

16%

国际留学生 

3%

就读于海外的
国际学生

30,000+ 学生

100+
国际学生的来源国

140K+
全球范围内的
毕业生

250+
可修课程

1,800
教职员工

7,000+
授课型和研
究型研究生

八大学院

艺术与
人文学院

商业与
法律学院 

工程与
技术学院 

医学与
健康科学学院 

护理与
助产学院 科学学院 教育学院 西澳表演艺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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珀斯市中心

弗里曼特港

曼德拉

ECU君达乐校区

罗特尼斯岛

天鹅谷 

珀斯动物园

珀斯国际机场

伊丽莎白港 

北桥（唐人街）

ECU蒙特
劳利校区 

Caversham 
野生动物园

君达乐湖畔
购物中心

蒙特劳利咖啡街

Butler

君达乐校区（Joondalup）
我们的主校区位于君达乐，距离珀斯以
北25公里。

可乘免费的公交车往返校园，君达乐火
车站和君达乐湖畔购物中心（西澳规模
最大的购物中心）。

25 分钟从珀斯市中心乘火车

蒙特劳利校区（Mount lawley） 
距离珀斯市中心6公里，位于正在高速发展的蒙特

劳利文化创意中心。

该校区拥有齐全的媒体培训和表演艺术设施设
备，同时也是全澳最成功的表演艺术学府之一 ：
西澳艺术表演学院（WAAPA）的所在地 。漫步蒙

特劳利校区，不禁被其艺术气息感染。

15 分钟从珀斯市区乘公交车

西南校区（South West） 
位于珀斯以南，驾车两小时车程

我们的西南校区位于班伯利，是西澳最大的郊区
大学校园，提供小班化，个性化的课堂体验和校
内宿舍。

小时
从珀斯市区驾车2

我们的校园 
ECU的三个校园均坐落于美丽的西澳。我们
拥有行业前沿和世界一流的设施，让你在真
实的环境下体验先进的设备。

我们所有的校园都有公共交通可以直达。

珀斯市内交通

珀斯拥有安全的现代公共交通网络，对于留学生来说，非常便捷和
周到。

y 免费的公交：珀斯，弗里曼特尔和君达乐市中心均提供免
费公交。

y 折扣：全日制学生可享受40%到45%的公共交通费用减免。 

登陆Transperth的官网，查看详情
transperth.wa.gov.au

ECU西南校区  
(班伯利)

ECU校区 

火车站

火车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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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比你想象的更近！

珀斯不仅与全世界60%的人口共享一个时区，也是澳洲距离亚洲，非洲和欧洲最近的首府城市。有超过22条航线将珀斯与国际连接。

 - 3 小时

阿塞拜疆
巴基斯坦
塔吉克斯坦
土库曼斯坦 

印度
斯里兰卡 

 - 2.5 小时

孟加拉国
不丹 

 - 2 小时

印度尼西亚
老挝
蒙古
越南 

- 1 小时

文莱
中国

中国香港
印度尼西亚
马来西亚
菲律宾
新加坡 

珀斯
本地时间

印度尼西亚
日本
韩国 

珀斯 珀斯 珀斯 珀斯 珀斯
+ 1 小时

毕业后的就业机会

西澳州政府于2018年出台了更新的毕业生技术
移民清单，为取得较好学术成绩的国际毕业生
提供便捷的技术移民途径。

进一步了解关于提名的要求，登陆
https://migration.wa.gov.au/services/skilled-migration-
western-australia/state-nomination-requirements

留学生兼职工作

国际学生通常做与零售，酒店与管理相关的兼
职工作。

• 当前法定最低薪水为每小时18.93澳币。

• 在周末，夜间和公共假期兼职可以获得更
多的收入。

• 留学生签证持有者在学期中可以做兼职工
作，每两周上限40小时。假期中可以做全职
工作。

为什么留学珀斯？
珀斯是澳洲高速发展的城市，拥有高标准的生活品质并且充满活力。其安全的
城市环境，温润的气候，一望无尽的蓝天，清新的空气，和令人惊叹的白沙滩等
使珀斯常年上榜世界十大宜居城市。   
www.studyperth.com.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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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s:
1 The Economist’s Annual Liveability Survey
2 Mercer Quality of Life Survey, 2019
3 www.nytimes.com/interactive/2019/travel/places-to-visit.html
4 Conde Nast Friendliest Cities in the World 2017
5 Bankwest Curtin Economics Centre, Monthly Labour Market 

Update, June 2018
6 QS (London), Best Student Cities 2018

7 QS (London), Best Student Cities 2018

8  Spotahome, Healthiest Cities Index (Accessed 19 
September 2018)

9  Prepared by StudyPerth from The Economist Global Liveability 
Ranking, London. Aug 2017 and The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Worldwide Cost of Living Survey, 2019

珀斯排名

人口：

珀斯 - 
约2,059,484
澳大利亚 - 
约25,496,100

珀斯是澳大利亚文化

最多元的城市之一

约37%的人口出生于海外

珀斯在世界友善城市
的评选中获得第二位

在城市生活质量评选中，珀
斯在231个城市中排名第21

衡量指标包括稳定性，医疗
保健，文化包容性，环境，
教育和基础设施建设

珀斯在“世界最好的
50个城市”评选中获
得第36位

珀斯是澳洲性价比
最高的城市

2017年《经济人学家全球生活成本
调查报告》显示

珀斯是澳洲生活成本最低的城市

这项调查包括了全球133个城市，
衡量了超过400个生活开支项目，
包括住宿，食物，交通和娱乐等。

纽约时代杂志把珀斯列为2019年旅
游不容错过52个城市之一

珀斯位列43

时代杂志这样评论珀斯“十年的发
展，振兴了这座城市”

在澳洲主要城市中，珀斯每天
拥有最多的阳光

夏季平均温度为
17°C - 29°C 

冬季平均温度为
 10°C - 18°C 

即使在冬季，珀斯仍然
拥有温暖的阳光

珀斯是世界上最健
康，并且阳光最充
足的城市之一！

珀斯在过去连续七年
被评为世界最适合留
学的50个城市之一
珀斯在“世界最适合留学的
城市”评选中排名第29

珀斯拥有

澳大利亚

增长速度最快的

兼职工作就业率
+6.2%

(2017 六月-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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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课程

Bachelor of Arts 文学学士 - W33

专业方向：创意职业写作，英语文学，历史与政治学习，视觉艺术

          学费：$29,950澳元/年

Bachelor of Design 设计学士 - W64

专业方向：时装设计，游戏与交互设计，视觉与空间设计

    学费：$29,950澳元/年

研究生课程

Master of Design 设计硕士- L45

  学制：1.5年

   学费：$30,450澳元/年

入学要求：本科设计相关学位或至少五年相关工作经验

参加面试并提交作品集

Bachelor of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传媒学士 - W63

专业方向：广告，主持与数字新闻，媒体与文化研究，摄影，公

共关系，影视制作

    学费：$29,950澳元/年

Bachelor of Psychology 心理学学士 -W74

    校区：Joondalup

    学费：$33,200澳元/年

艺术与人文
人文学院致力于探索人类思维的复杂性，通过给学生提供创意创
新环境，激发创意热情，使学生能够在改善人类生活质量的课题
上贡献一份力量。

ECU艺术与人文学院提供范围广泛的专业课程与综合课程，包括艺术，设计，媒体与

传播，心理学，犯罪学与社会科学。

学院致力于培养具有复合型技能和广泛的基础知识的学生，以适应当今就业环境中
不断变化的需求。因此我们的课程设置非常灵活，学生可以选择学院任意课程作为
选修课。

ECU斥资五百万澳元打造并升级艺术与人文学院的设施设备，以确保我们的学生，

教职工和研究员可以使用领先世界的设施。其中包括全新升级的设计，摄影和媒体
工作室，全新落成的主持工作室，和翻新的视觉艺术与时装设计教室。

热门课程

Bachelor of Social Work 社会工作学士 - K41

    校区：Bunbury

入学时间：2月

    学制：4年

    学费：$29,850澳元/年

本科一般入学要求
    学术要求：达到高考总分的65.6%或

完成国内高等教育一年级的课程

   英语要求：雅思6.0，单项不低于6.0

 学制：3年

校区：Mount Lawley

    入学时间：2月，7月

研究生一般入学要求
学术要求：参考以上具体要求

英语要求：雅思6.5，单项不低于6.0

    校区：Mount Lawley

入学时间：2月，7月

Master of Professional Design 职业设计硕士- J72

 学制：2年 

   学费：$30,450澳元/年

入学要求：本科学位或至少五年相关工作经验

Master of Communication 传媒硕士-J71

  学制：1.5年

   学费：$30,450澳元/年

入学要求：本科传媒相关学位或至少五年相关工作经验

Master of Professional Communication 职业传媒硕士 - L44

 学制：2年

  学费：$30,450澳元/年

入学要求：本科学位或至少五年相关工作经验

Master of Screen Studies 荧幕研究硕士 - L57

 学制：1.5年

   学费：$45,400澳元/年

入学要求：本科相关学士学位
提交简历，个人称述，作品集

此学费为2020年预计学费，实际学费请在注册时参阅: https://apps.ecu.edu.au/fees-calculator/



“ ECU的广告专业非常注重实践，在这里可以接触到最真实的客户，其中包括澳洲雀巢公司，西澳安

全部门等。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个室内空间设计项目，客户是本地一所幼儿园，我们设计团队有6位

成员组成，大家各司其职，分别负责空间设计，平面设计和项目流程安排等。大家来自不同的文化

背景，过程中思维的碰撞和英文的交流都让我受益匪浅。最后，这家幼儿园采纳了我们的设计作品

并支付了相应的报酬。”

通过不懈的努力，吴千叶同学以全学院排名前5%的优异的成绩毕业，并受到学院邀请入读一年的荣

誉学士课程，完成后可以直接攻读博士学位。

吴千叶
埃迪斯科文大学-浙江师范大学 

“3+1”双本科学位 （广告）

中国浙江

产学结合

学院灵活的课程结构，加上真实的项目和行业实习安

排，让学生在掌握技能的同时，极大提升了就业的竞争

力。学院长期与企业合作，确保课程与教学内容及时更

新，并保持与行业高度的相关性。因此，我们的毕业生

在就业市场中极具竞争力，收获雇主良好的口碑，多次

本地和国际上斩获大奖。

职业认证与合作伙伴

我们开设的课程均受到相关政府机构的批准和认证，例
如：

• 澳大利亚社会工作者协会（AASW）

• 澳大利亚社区工作者协会（ACWA）

• 澳大利亚儿童教育与保护机构（ACECQA）

• CILECT国际影视学院

• 澳大利亚设计学院

• 国际广告协会（IAA）

• 澳大利亚心理学与咨询组织（PACFA）

• 澳大利亚公共关系学院（PRIA）

ECU心理咨询服务中心

ECU心理学专业的硕士研究生会安排在ECU心理辅导

服务中心进行实习。该中心拥有一流的临床心理咨

询室并对社会开放，实习生可以接受职业心理咨询

师的现场指导。

该中心坐落在Wanneroo，位于校园以外。不仅方便

周围的居民前往就诊，更促进了社区一体化的服

务。这样的模式在澳洲是独一无二的。

澳洲排名第二的文创类专业

根据2019年QILT排名显示，ECU的文化创意类专业在整
体教学体验，教学质量和能力培养方面排名澳洲第二

9

长期合作企业

我们大部分课程都和企业有直接的合作。使学生可以在全球知名的公司

里进行实习实践。其中包括：

广播公司：Seven网络，10频道，Nova 93.7，ABC电视台

咨询公司：Headspace，Anglicare WA，Cyrenian House，澳大利亚心

理学协会（APAS）

犯罪学：西澳警察局，澳洲联邦警察局，西澳劳改部门，反贪委员会

新闻：西澳大利亚人报，The Sunday Times，Community Scoop 

Magazine，ECU学生会杂志

心理学：卫生部，Ngala，儿童保护与家庭援助部

电影学：ARRI Australia，杰克曼表演艺术基金会

社会科学/社会工作：Headspace，西澳郊区健康服务，教育部

青少年工作：Youth Future WA，西澳青少年事务委员会

（YACWA），Youth Work WA, MercyCare

与中国院校的合作项目

浙江师范大学

“3+1”双本科学位项目（广告专业）

（ECU电视节目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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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费：$31,550澳元/年

商学与法律
ECU商业与法律学院不仅教授最前沿的理论知识，更注重
动手实践能力的培养，从而使毕业生具备未来就业的核
心竞争力，帮助学生在不断变化的全球化商业环境下取
得成功。

学院开设全面的商科课程与专业，所有课程均由学院与企业共同开发与订
制，以确保教授的理论和实习安排准确反映行业需求。在最新的
QILT《2019澳洲教学质量评估》中，ECU商法学院的商学，管理和法律类课
程被评为教学质量与学生满意度最高的课程。

我们的法律类课程受到行业协会的认证。如果你想加入世界一流的律师行
列，在法庭上纵横捭阖为正义辩护，或者服务于政府部门，企业和社
区。ECU可以助你梦想成真。

我们所有的课程设置都是以学生就业为导向，让学生在实践中获得就业必
备的能力。因此，我们的毕业生非常受到雇主的青睐，在本地和海外都能
够顺利就业。

热门课程

本科课程

课程名称：Bachelor of Commerce 商学学士 - W23

专业方向：会计，会计与金融，会展管理，金融，健康管 

理，酒店管理，国际贸易，人力资源管理，商业法，管理学，

市场营销，项目管理，体育产业管理，旅游与接待业管理

课程名称:Bachelor of International Hotel and Resort 

Management 国际酒店与度假村管理学士 - Y29

    学费：$31,550澳元/年

课程名称:Bachelor of Hospitality and Tourism Management 

旅游与接待业管理学士 - K93

    学费：$31,550澳元/年

课程名称:Bachelor of Sport, Recreation and Event 

Management 体育，娱乐与活动管理学士 - Y53

    学费：$31,550澳元/年

课程名称:Bachelor of Marketing, Advertising and 

Public Relations 市场营销学士 - Y99

    学费：$30,750澳元/年

本科一般入学要求
 学术要求：达到高考总分的65.6%或

完成国内高等教育一年级的课程

 英语要求：雅思6.0，单项不低于6.0

 学制：3年

校区：Joondalup

 入学时间：2月，7月

研究生课程

课程名称: Master of Professional Accounting 职业会计硕士 - L97

    学费：$28,750澳元/年

入学要求：本科非澳洲会计学位

课程名称: Master of Finance and Banking 金融与银行硕士 - L98

    学费：$28,750澳元/年

入学要求：本科非澳洲金融学位或至少五年相关工作经验

课程名称: Master of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人力资源管理硕士 - L75

    学费：$28,750澳元/年

入学要求：本科非澳洲人力资源学位或至少五年相关工作经验

课程名称: 

Master of International Hospitality Management国际酒店管理硕士 -L89 

Master of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s 信息系统管理硕士 -L71

Master of Marketing and Innovation Management 市场营销与创新管理 -L42 

Master of Supply Chain and Logistics Management供应链与物流管理硕士 -L78 

Maste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International)国际工商管理硕士 -J52

专业方向：网络安全，工程项目管理，企业家与创新，环境管理，金融，接待业管

理，人力资源管理，信息系统，国际贸易，市场营销，企业实习，项目管理，供应链

与物流管理

学费：$28,750澳元/年 - $29,500澳元/年

入学要求：本科学位或至少五年相关工作经验

研究生一般入学要求
     学术要求：参考以上具体要求  
     英语要求：雅思6.5，单项不低于6.0

    学制：2年

校区：Joondalup

  入学时间：2月，7月

此学费为2020年预计学费，实际学费请在注册时参阅: https://apps.ecu.edu.au/fees-calculator/



“ECU的课程非常注重实践并提供宝贵的实习机会，我的收获主要有3个方面：第一，我了解了会计的工
作性质，和在办公室工作的环境；第二，我可以将在校已经学过的MYOB软件充分进行练习和使用，还能
熟练操作这个软件的其他功能；第三，这个实习的公司是全英语语言环境，这非常锻炼我的口语能力并
熟悉会计常用词汇，提高了我的会计专业水准。MYOB软件课程的学习及工作实习都是我现在能游刃有余
的工作的关键。这些经历让我可以在入职的时候快速上手，老板很满意。"

郭春辉同学通过2+2学分对接模式来到ECU攻读会计学本科，毕业后申请工作签证留澳工作，期间被
Abramoff Holdings公司聘为会计助理并由雇主担保获得澳洲永久居民签证。

郭春辉
ECU商学学士（会计） 
ECU金融与银行硕士

中国长春

商科专业实习

ECU所有商科专业的课程设置都包括了实践的部分，由学院职

学结合团队去联系和安排，通常以企业实习或者的企业项目的

形式进行。目前，学生实习的地点包括澳洲联邦银行，西澳旅

游局，君达乐市政府等。以确保课程可以满足学生和雇主的双

向需求。

广泛的行业认可度

认证：澳大利亚计算机协会（ACS）；

澳大利亚人力资源协会（AHRI）；澳大利亚市场营销学院

（AMI）；澳大利亚与新西兰会计师协会（CAANZ）；注册会

计师协会（CPA）；公共会计师协会（IPA）；西澳律师协会

（LPBWA）。

合作：澳大利亚市场与社会调研组织（AMSRS）；澳大利亚市

场营销学院（AMI）；亚太金融服务协会（FINSIA）；内部审

计学院（IIA）

认可：澳大利亚项目管理协会（AIPM）

一流的教学设备

ECU商业与法律学院提供众多世界一流的设施设备，学生可以

通过大量的操作与实践，获得雇主所需要的实践技能。

学院为商课专业的学生打造了一系列高端设备，其中包括配备

了汤森路透终端的智能教室，可以让学生访问全球金融市场数

据信息；安装了Salesforce软件的数据分析中心，可以让学

生无限制地访问社交媒体频道；以及新建成的项目合作中心，

让学生体验真实的公司董事会环境。

校内的模拟法庭完全按照真实的庭审环境打造，让法律专业的

学生在真实的环境中锤炼技能。

校内法律中心

ECU校园内拥有社区法律事务所，法律专业学生有机会跟随职

业律师学习，并接触到真实的案件。该法律事务所对社会外界

开放，提供法律咨询与相关服务。

行业合作伙伴

学院许多课程和企业有直接的合作。为学生提供在知名
企业实习工作的宝贵经验，例如：

• Bristow集团

• 西澳大利亚商业部（CCIWA）

• 君达乐市

• 澳洲联邦银行

• 澳大利亚体育局

• Fortuna会计事务所

• 洲际酒店集团

• Pitcher Partners

• 普华永道

• Ramsay医疗

• 西澳旅游局

• West Coast Eagles 

澳大利亚最好的商业管理专业之一

2019年QILT排名显示，ECU商业与法律学院在学生满意度，

教学质量，学生支持和技能培训方面位于西澳公立大学第

一位。

11

与中国院校的合作项目

江西财经大学

中国国家留学基金委员会-优秀本科生项目（会计）

（ECU彭博软件终端机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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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思6.0，单项不低于6.0

课程名称: Bachelor of Technology （Motorsports） 赛车技术学士 -G68

    学制：3年

  学费：$30,200澳元/年

入学要求：达到高考总分的65.6%且高中修过数学，物理或化学其中一项（视专业而定）或完成国内高等教育一年级的课程

雅思6.0，单项不低于6.0

课程名称: Bachelor of Engineering Science 工程科学学士 -K93

  学制：3年

    学费：$30,200澳元/年

入学要求：达到高考总分的65.6%或完成国内高等教育一年级的课程

雅思6.0，单项不低于6.0

课程名称: Bachelor of Aviation 航空学士 -K99

计算机科学，人力资源管理，管理学，职业健康与安全，政治与国际关系，安全管理，体育科学

    学制：3年

    学费：$30,900澳元/年

入学要求：达到高考总分的65.6%或完成国内高等教育一年级的课程

雅思6.0，单项不低于6.0

研究生课程

课程名称: Master of Engineering 工程硕士 -I59

专业方向：化学工程，土木工程，计算机系统，电力与可再生能源，电力，电子通信，仪器控制与自动化，机械工程，机电一体化，石油

   学制：2年

    学费：$30,700澳元/年

入学要求：理工科相关本科学位

雅思6.5，单项不低于6.0

工程与技术
在2018年泰晤士高等教育排名中，ECU工程与技术专业排名世界

前201-250.

工程学专业毕业生是澳大利亚就业最快以及收入最高的人群之一，平均起薪为每年64,000澳
元。ECU工程与技术学院拥有符合行业标准的澳洲顶尖工程实验室与设备。实践与实习贯穿教学
始终，学生有大量的机会参与企业项目，实习和行业峰会等。为学士就业拓展社交圈，积累职
场人脉。

ECU工程课程第一年教授工程通识课程。第一年结束后，学生可以从超过20个受到澳大利亚工程

师协会（EA）认证的课程中选择自己的专业。ECU工程与技术课程还受到华盛顿协议的认证（该

协议为工程师提供国际认证）。这意味着ECU工程专业的文凭在澳大利亚以及全球都是认可的。

入读ECU工程与技术学院，你将成为精通各种技能的全能工程师，在充满竞争和挑战的未来中获

得一席之地。

热门课程
本科课程

课程名称: Bachelor of Engineering Honors 工程荣誉学士 
专业方向：化学，土木与环境，土木，计算机系统，电力与可再生能源，电力，电子与通信仪器控制与自动
化，机械，机电一体化，石油

   学制：4年

    学费：$30,200澳元/年

入学要求：达到高考总分的65.6%且高中修过数学，物理或化学其中一项（视专业而定）或

完成国内高等教育一年级的课程

此学费为2020年预计学费，实际学费请在注册时参阅: https://apps.ecu.edu.au/fees-calculator/



“我本科就读于北京科技大学测控工程专业，选择入读ECU仪器控制与自动化工程硕士的原因是课程的

高度实践性。在ECU老师的帮助下，我找到了一份在一家工程公司的实习机会。半年后，我凭借这些工

作经验，在另外一家稍大的工程公司找到了全职工作，在国内外往返出差寻找稳定并且优质的供应商

资源。虽然我已经回国不再为他们工作，但这两位老板依旧是我的领英好友，时不时仍会互相联系。 

就在最近，我刚刚获签澳大利亚永久居民签证。ECU工程课程受到澳大利亚工程师协会（EA）的全面认

证，这在我申请澳大利亚永久居民签证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杨绍明
ECU工程硕士（仪器控制与自动化专业） 

中国北京

EA和华盛顿协议

ECU工程课程在本科与硕士阶段均受到EA与华盛顿协议

的双重认证：

EA（澳洲工程师协会）：ECU本科四年或硕士两年毕业

之后即可作为工程师开始工作，并获得澳大利亚工程协

会认证。

华盛顿协议：澳大利亚是“华盛顿协议”签署国，澳大

利亚工程学课程遵循“华盛顿协议”。这意味着，ECU

工程学毕业生无需重新进行资格认证，便可在全球任何

其他签署了“华盛顿协议”的国家就业。

灵活的课程设置

ECU开设超过20个工程与技术专业，包括传统的土木工程，

电气工程，机械工程和化学工程，和本地就业热门的石油工

程和机电一体化工程。我们同时也是澳大利亚唯一开始赛车

工程和西澳唯一开设航空航天工程的大学。

就业竞争力培养

我们的行业实习为学生提供锻炼动手能力和拓展人脉的机

会。我们的课程由学院和企业共同制定，全部包含12周的行

业实习。使毕业生充满自信的步入职场。

世界一流的设施设备

ECU的工程实验室按照真实的工程工作环境打造。许多实验室

甚至是由学院和企业共同建设而成，例如与施耐德电子共同

打造的自动化控制实验室。最近，学院斥巨资打造了一座占

地2700平米，拥有四层楼和七个顶级实验室的工程大楼。以

满足日益增长的化学，结构，地质，可再生能源和石油等方

向教学与科研的需求。

科技领先的实验室

在学院的工程实验，学生能够接触到最前沿的科技，从机器

人到虚拟现实，从3D打印到大型材料强度检测器。我们斥巨

资为实验室购置与更新设施设备，确保学生学习到的技能能

完全适用到未来的工作中。

企业合作伙伴

我们许多的课程都直接与企业合作，为学生提供在知名企业

实习的机会。例如：

• 澳洲铝业

• 力拓

• 雪佛龙

• 阿联酋安保集团

• Fjords Processing Australia

• NRW土木与采矿

• OSE Riggers

• 西澳公共交通局

• 必和必拓

• 沙特电子公司

• 施耐德电子

• 伍德赛德石油

世界领先的工程专业

在2018年泰晤士高等教育排名中，ECU工

程与技术专业排名世界前201-250.

13

（ECU赛车工程车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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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与健康科学
ECU医学与健康科学学院开设广泛的课程与专业。

开设专业包括生物医学，健康科学，运动科学，锻炼与康复治疗，医

学，职业理疗，辅助医学科学和语言病治疗。学院提供一流的设施设

备与专业的实验室，让学生可以将理论付诸于实践。我们本科的课程

为荣誉学士和研究生阶段学习做好准备，为想要从事医学和健康科学

领域研究的学生打下基础。

ECU的科学实验室对医学专业与生物医学专业的学生全面开放，可以进

行包括微生物医学，基因组学，生物化学和血液病等课题的实验。学

生还可以使用微生物实验设备进行微生物组织学和DNA方面的研究。除

此之外，还可以进行关于细胞，DNA，RNA，蛋白的分离，标记，电脉

疗法，自动显微和数字成像等实验。ECU也是西澳授权的四所解剖学

学院之一，提供人体解剖的机会和真实的学习体验。

热门课程

本科课程

 课程名称: Bachelor of Medical Science 医学科学学士 - C32

学费：$33,700澳元/年

课程名称: Bachelor of Science (Biomedical Science) 

科学学士（生物科学）- K05

专业方向：应用化学，数据科学，法医科学，人体生物学，人类基因组学

  学费：$33,200澳元/年

课程名称: Bachelor of Health Science 健康科学学士 - K97

专业方向：成瘾研究，环境健康，环境管理，健康推广

营养学，营养生物学，职业安全与健康

  学费：$32,850澳元/年

课程名称: Bachelor of Science (Exercise and Sports Science)

科学学士（运动与体育科学）- M89

专业方向：足球运动表现，健康推广，营养学，职业安全与健康，体育产业

    学费：$33,850澳元/年

课程名称: Bachelor of Science (Occupational Therapy)

科学学士（职业理疗）- H96

  学制：4年

入学时间：2月

 学费：$33,200澳元/年

本科一般入学要求

学术要求：达到高考总分的65.6%或完成国内高等教育一年级的课程  
英语要求：雅思6.0，单项不低于6.0

学制：3年

校区：Joondalup

   入学时间：2月，7月

研究生课程

课程名称: Master of Bioinformatics 生物信息学硕士 -I77

    学费：$32,650澳元/年

课程名称: Master of Nutrition and Dietetics 营养学硕士 -I49

    学费：$33,200澳元/年

入学要求：本科学位为人体生物学，或科学，或健康科学

均分达到65%以上

本科学位每年须包括至少：

25% 化学课程

25% 生物化学课程

25% 人体学

25% 人体生物学

雅思7.0，单项不低于6.5

研究生一般入学要求
    学术要求：本科学位   

    英语要求：雅思6.5，单项不低于6.0

学制：2年

校区：Joondalup

  入学时间：2月，7月

此学费为2020年预计学费，实际学费请在注册时参阅: https://apps.ecu.edu.au/fees-calculator/



“ECU的课程非常注重在实践中学习，例如修够一定学分后，老师会给我们安排合适的雇主，便于提前

了解专业的工作环境和内容是什么样的。我当时实习的地方是君达乐区议会 （Joondalup Counil），

每周去工作一天，工作职责主要是在办公室协助主管的一些日常工作，比如抽查水样、检查当地社区建

筑的公共健康等等。最后一年的时候，因为ECU和当地Kalamunda区政府在合作一个关于蚊虫控制的研究

项目，当时他们需要兼职工作人员，所以我就申请并有幸通过了面试。我那时的工作内容主要是使用化

学原料诱杀蚊子的幼虫。”

毕业后，卓铭同学在工作签证期间成功应聘上Narrogin区政府环境卫生专员的职位，正式成为澳大利亚一名

公务员，并成功申请到了区政府雇主担保。

卓铭
ECU环境健康学士

中国广东

ECU运动与体育科学

ECU运动与体育科学课程受到澳大利亚的运动与体育科学协会

（ESSA）的全面认证。完成标准的三年本科后，学生可以选修

为期一年的运动与康复课程，从而直接获得受到ESSA认证的理

疗师资格。ECU拥有一系列专业的设施与实验室可以进行不同专

业的体育与运动科学实验，其中包括生物力学，力量与竞技状

态，运动表现分析，和技能获取。另外，ECU和西澳著名的橄榄

球队西岸之鹰签署了十年的协议，让学生有机会进入球队俱乐

部内部训练房，和西岸之鹰的员工与运动员们零距离的合作。

辅助医学的技能培训

学院全部的本科和部分研究生课程受到协会的最高认证，其中

包括职业治疗，辅助医学科学，运动科学与康复，语言病治疗

和营养学。学生可以利用这些设施设备，充分地锻炼实践能

力，为将来的临床实习做好准备。我们的教师团队拥有非常丰

富的临床经验，为学生未来进入医疗系统保驾护航。

国际化的健康科学学科

ECU开设澳洲最全面的职业健康与安全，职业卫生和消毒相关课

程。其中环境卫生专业是西澳唯一获得认证的课程。所有健康

科学的学生第三年将参加实习，为以后进入公共卫生系统做好

准备。

2019QS世界大学学科排名

体育科学排名前100

职业认证和合作伙伴

我们的课程受到广泛认证，认证的行业机构包括：

• 澳大利亚OSH教育认证机构（AOSHEAB）

• 澳大利亚职业理疗协会

• Council of Ambulance Authorities（CAA）

• 澳大利亚环境卫生组织（ESSA）

• 澳大利亚运动和体育科学组织（ESSA）

• 国际卫生宣传与教育组织（IUHPE）

• 澳大利亚语言病治疗协会（SPA）

行业合作伙伴

我们许多的课程都直接与企业合作，为学生提供在知名企业

实习的机会。例如：

• 澳大利亚体育学院

• Jamie's Ministry of Food

• 西澳营养学协会

• 西澳州政府

• 前列腺癌症基金会

• 西澳冲浪救援会

• 西澳AIDS组织

• 西澳板球协会

• 西澳足球协会

• 西岸之鹰橄榄球队

• 西澳郊区卫生中心

体育科学排名前25

我们的体育科学课程在2018年上海交

大高世界体育科学学院测评中，排名

世界前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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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中国院校的合作项目

首都医科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协和医院，中国人民

大学

中国国家留学基金委《创新型人才国际合作培养项目》医学组学

与大数据分析研究

（ECU基因组学实验室）



护理与助产学
ECU在本科与研究生阶段均开设广泛的护理与助产课程。

ECU拥有西澳规模最大，注册学生人数最多的护理课程。我们的课程以场景教学为手

段教授护理与助产双专业的内容。学院按照医院的标准配置医疗设施设备，模拟真

实的场景并安排医院实习。

学院为护理与助产专业学生提供高还原度的病房和监护室，让学生在安全真实的环

境中锻炼临床技能。包括8间总计91张床位的模拟病房和两个专业的助产培训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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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课程

课程名称：Bachelor of Science (Nursing) 科学学士（护理）- C33 （可注册）

    学制：3年

    校区：Joondalup, Bunbury

入学时间：2月，7月（Joondalup）， 2月（Bunbury）

    学费：$33,900 澳元/年

入学要求：达到高考总分的65.6%或完成国内高等教育一年级的课程

雅思6.5，单项不低于6.5（不可搭配语言班）

热门课程

课程名称：Bachelor of Science (Nursing Studies)科学学士（护理学研究）- Y61

    学制：3年

    校区：Joondalup, Bunbury

入学时间：2月，7月

 学费：$33,850 澳元/年

入学要求：达到高考总分的65.6%或完成国内高等教育一年级的课程

雅思6.0，单项不低于6.0

拥有护士资格证

研究生课程

课程名称：Master of Nursing 护理硕士 - J88

    学制：2年

    校区：Joondalup

入学时间：2月，7月

    学费：$33,850 澳元/年

入学要求：本科护理学位或取得护士资格证之后的两年全日制护理工作经验

需提交个人简历

雅思6.5，单项不低于6.0

课程名称：Master of Nursing (Graduate Entry)护理硕士 - J46 （可注册）

    学制：2年

    校区：Joondalup

入学时间：2月

    学费：$33,850 澳元/年

入学要求：本科学位或硕士学位（需学习过人体生物学的高等教育课程）

均分达到60%

提交个人简历和个人称述

雅思7.0，单项不低于7.0（不可搭配语言班）

此学费为2020年预计学费，实际学费请在注册时参阅: https://apps.ecu.edu.au/fees-calculator/



“ECU提供了成为一名优秀的护士所需的一切条件。课程中的实践训练是我最喜欢的部分，不仅极

大地提升了我的动手能力，还让我了解到真实的工作内容和环境是怎样的。学院护理病房完全按照

医院真实的环境来配置，教学用的模拟病人从婴儿，少年，中年人和老人一应俱全，还可以准确地

模仿病人的症状。我们实践的过程也被完整地记录下来，用于日后教学使用。

走上工作岗位后，我几乎可以直接上手工作，并将经验和技能分享给同时入职的同事，这一点让我

非常的信心和自豪。”

Siobhan Hoskins-Davies
ECU护理专业学生 

津巴布韦

世界排名前150的护理专业

ECU护理学科在2018上海交大排名中
位列世界前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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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实习机会

护理与助产本科专业的学生有机会参与全球实习项目，对比了

解不同文化和体制下的医疗系统。目前可以实习的国家包括中

国，越南，尼泊尔，印度，南非，菲律宾，柬埔寨，坦桑尼亚

和马拉维。

医院实习项目

ECU的护理专业包含医院实习安排，为学生提供真实的医疗环

境和拓展人脉的机会。实习单位包括Sir Charles Gairdner医

院，Osborne Park医院和城北心理健康服务中心。

职业认证

ECU护理与助产学科受到澳大利亚护理与助产士协会的全面认证

澳大利亚国家奖章

ECU护理与助产学院院长Di Twigg教授为培养医疗专业人才做

出的巨大贡献，她也因此上榜2019年澳大利亚国家奖章名单。

该奖项是国家授予社区群体的最高荣誉。

ECU护理与助产课程 - 西南校区

西南校区开设的护理课程采用与Joondalup相同标准的设施配

置。是西澳郊区最大的护理项目，在保证学习质量的前提下，

极大地减少了留学生的生活成本。

国际注册护士转化课程（IAP）

如果你已经拥有本国的护士资格认证，可以入读ECU护理与助

产学院的转化课程，该课程提供以临床为主的培训，以满足成

为澳大利亚注册护士的必须要求。该课程包括至少六周的学校

模拟病房培训，外加医院实习。确保学生能够顺利适应本国和

澳洲医疗体系的不同之处。

（ECU护理病房）

（ECU辅助医学实验室）



科学
ECU科学学院开设专业方向包括自然科学，数学和计算机安全

ECU拥有世界一流的自然科学与环境科学学科的教学与研究。课程设置以实践性核

心，开设专业包括海洋与淡水生物学，保护动物与野生动物生物学，环境管理，物

理学，化学，数学和数据科学等。

ECU科学学院的选修课设置灵活，学生可以选择一门专业的课程，以便深入学习该领

域的知识，未来成为该领域的专家；或者跨专业选择不同课程，掌握不同的技能，

以拓宽未来的就业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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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课程

课程名称：Bachelor of Computer Science 计算机科学学士 - U65

专业方向：网络安全，软件工程

  学费：$30,800 澳元/年

热门课程

课程名称：Bachelor of Counter Terrorism Security and Intelligence 反恐与情报学学士 -Y14

专业方向：航空，生物科学，犯罪学，网络安全，商业法，管理学，政治与国际关系，企业实习

  学费：$34,900 澳元/年

课程名称：Bachelor of Sustainability 可持续发展学士 - C55

专业方向：可持续社区发展，人文与艺术，可持续商业发展，可持续环境开发

  学费：$33,150 澳元/年

课程名称：Bachelor of Science 科学学士 - Y83

专业方向：成瘾研究，应用化学，航空，生物科学，计算机科学，保护动物生物学，数据科学，环境管理，健康推广

人体生物学，海洋与淡水科学，数学，营养学，职业安全和健康，物理学，运动科学，安全，网络安全，

   学费：$34,050 澳元/年

研究生课程

课程名称：Master of Cyber Security 网络安全硕士 - L33

    学费：$34,050 澳元/年

本科一般入学要求
学术要求：达到高考总分的65.6%或完成国内高等教育一年级的课程 

英语要求：雅思6.0，单项不低于6.0

    学制：3年

    校区：Joondalup

入学时间：2月，7月

课程名称：Master of Computer Science 计算机科学硕士 - I45

    学费：$34,050 澳元/年

课程名称：Master of Bioinformatics 生物信息学硕士 - I77

    学费：$32,650 澳元/年

研究生一般入学要求
  学术要求：本科学位或至少五年相关工作经验    

    英语要求：雅思6.5，单项不低于6.0

学制：2年

校区：Joondalup

 入学时间：2月，7月

此学费为2020年预计学费，实际学费请在注册时参阅: https://apps.ecu.edu.au/fees-calculator/

此学费为2020年预计学费，实际学费请在注册时参阅: https://apps.ecu.edu.au/fees-calculator/



“我一直很喜欢生物与自然科学，所以自然选择了环境管理专业。我觉得ECU是一个很适合学习自然

科学的地方，这里有非常优秀的实验室，先进的设备与技术和专业的老师。我最喜欢的是野外科研考

察部分，让我们积累了大量的实践经验，这对我以后的研究和职业发展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金楠

科学学士（环境管理） 

埃迪斯科文大学-北京农学院项目 

“3+1”双学位本科（环境管理）

中国北京

一流的设施设备

ECU的科学学院为学生提供最先进的科学实验室，包括最新的

光谱分析设备到计算机机房。

2019年，学院全新建成可以调控温度的室内大棚种植园区，温

室种植园区，中型生态园区和遮掩棚园区，以供教学与科研使

用。

2019年中，学院斥资百万澳元打造了网络安全操作中心，让学

生可以造作相关的设备，对网络安全隐患进行实时的识别，分

类和应对。置身于这样的操作环境中，可以最大程度的锻炼学

生的实践技能。

预计2020年2月即将落成的科学大楼耗资4800万澳元。大楼拥

有五层，其中实验室总面积超过2500平方米，网络安全工业园

区占地3600平方米。

国际交换的机会

科技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趋势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ECU提供

成为国际交换生的机会，学生可以选择一学期在ECU的全球合

作伙伴中学习，其中包括中国，中国香港，美国，英国，新加

坡，斯里兰卡，日本，泰国和越南，甚至去迪拜在阿联酋航空

集团工作半年。

澳洲顶尖的计算机与信息系统专业

根据2019年QILT结果显示，ECU的计算机与信息系统专业在教

学质量，能力培养，学生支持和教育体验这几方面排名西澳第

一。

职业认证

ECU的计算机相关课程受到澳大利亚计算机协会（ACS）的职业

认证。

就业竞争力

学科学院开设的所有本科课程均与行业和政府机构合作，采

用“职学结合”模式，让学生可以带着行业经验毕业并步入职

场；同时，科学学院的计算机类课程提供部分带薪企业实习的机

会；有些实习的工作机会的工作地点甚至会安排在海外。

行业合作伙伴

我们许多的课程都直接与企业合作，为学生提供在知名企业实

习的机会。例如：

• Astron 环境服务

• Biostat咨询

• BMT海洋环境

• 火灾与紧急事故应对部门

• 保护区，生物多样性与旅游

• 林产品委员会

• 水生生物学会

澳洲最顶尖的网络安全课程之一

ECU是受到澳大利亚联邦政府认证的两大网络安全人才培训

中心之一。

ECU网络安全团队有两个小组目前是国际刑警反黑客部门的

成员。

目前，西澳网络安全合作中心总部位于ECU Joondalup校

区，其承担项目总资金超过1.39亿澳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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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中国院校的合作项目

埃迪斯科文大学-北京农学院

“3+1”双学位本科项目（环境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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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
西澳规模最大，历史最悠久的教育学院

ECU的教育学院开设的专业方向包括幼儿教育，小学教育和中学教育，

课程均受到澳洲教师协会的认证。

埃迪斯科文女士是澳洲历史上第一位女性议员，毕生为推进妇女与儿童

教育做出的巨大贡献，埃迪斯科文大学以她的名字命名，意在传承其对

教育事业理念。

ECU教育学院成立于1901年，是西澳历史最悠久的师范学院，目前西澳

当地中小学校长与骨干人员大多毕业于ECU教育学院。目前注册学生

6400余人，是西澳规模最大的教育学院。

教育学院本科课程包括幼儿教育，小学教育和中学教育，课程设置以其

实践性而闻名，学院合作的学校与幼儿园超过1000所。学生将会在实际

的课堂中，面对真实学生，反复锤炼教学技巧。

热门课程

本科课程

课程名称：

Bachelor of Education (Early Childhood Studies)教育学士（早期教育）-Y42 

Bachelor of Education (Primary)教育学士（小学教育）-Y41

Bachelor of Education (Secondary)教育学士（中学教育）-Y68

    学制：4年

入学时间：2月

    校区：Joondalup, Mount Lawley

    学费：$30,750

入学要求：达到高考总分的65.6%或完成国内高等教育一年级的课程

不少于500字的个人称述

雅思7.5（听力与口语不低7.0，写作与阅读不低于8.0）- 不可搭配语言

研究生课程

课程名称：Master of Education 教育学硕士 - H08

    学制：1年

入学时间：2月，7月

    校区：Mount Lawley

    学费：$30,750 澳元/年

入学要求：本科教育学位，或本科学位加上至少三年教学经验

雅思6.5，单项不低于6.0

课程名称：

Master of Teaching (Early Childhood) 教育硕士（早期教育）-I81

Master of Teaching (Primary) 教育硕士（小学教育）-I83

Master of Teaching (Secondary)教育硕士（中学教育）-I91

    学制：2年

入学时间：2月

    校区：Mount Lawley

    学费：$30,750

入学要求：本科学位

不少于500字的个人称述

雅思7.5（听力与口语不低7.0，写作与阅读不低于8.0）- 不可搭配语言

在澳大利亚，美国，英国，加拿大，爱尔兰，新西兰完成高中与本科学位，并且本科毕业两年之内的申请，有机会豁免雅思

此学费为2020年预计学费，实际学费请在注册时参阅: https://apps.ecu.edu.au/fees-calculator/



“我选择ECU的原因是ECU的教育专业历史非常悠久，我觉得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不错的起点。教

育学院的老师非常善于教学，总是能恰到好处地鼓励与鞭策我们的学习。作为一个幼儿教育专业

的学生，我在实习过程中接触到了真实的课堂环境，和一群可爱的孩子和导师渡过了非常有意义

的一学期时间。这段经历将使我终生受益。

Ayesha Wright
ECU教育本科（幼儿教育）

英国

历史悠久

ECU教育学院成立于1901年，是西澳历史最悠久的师范学院，

目前西澳当地的中小学校长与骨干人员大多毕业于ECU教育学

院。

目前注册学生6400余名，是ECU规模最大的学院，也是西澳地

区规模最大的教育学院。

埃迪斯科文女士是澳洲历史上第一位女性议员，毕生为推进妇

女与儿童教育做出的巨大贡献，埃迪斯科文大学以她的名字命

名，意在传承其对教育事业理念。

实习机会

作为ECU的一名预备教师，你将会在ECU的合作学校中进行完

整的一学期的课堂实习。

海外学习

我们的学生可以选择去海外进行短期的游学和海外实习。前往
的国家包括不丹，加拿大，印度尼西亚，斯里兰卡，泰国，英
国和美国。

教师资质评估

所有受到教师协会认证的课程在最后一年，都需要参加教师资

质评估（ITE），以确保顺利获得澳洲教师资格。

2019 QS世界大学学科排名

连续7年世界排名前300

与中国合作院校的项目

埃迪斯科文大学 - 浙江师范大学

教育领导学硕士项目

埃迪斯科文大学与浙江师范大学的教育硕士领导学项目，自

2002年教育部批准以来，已经为浙江省培养了近700名优秀毕

业生和领导人，在各高校和教育部门担任重要职位。

澳洲学生满意度最高的教育课程

2019年QILT结果显示，ECU的教育专业在教学

质量和学生满意度方面名列澳洲公立大学第

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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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认证

ECU的下列教师专业受到西澳教师协会认证：

教育学士（幼教，小教和中教）
教育硕士（幼教，小教和中教）

(ECU音乐教师培训室)



西澳表演艺术学院
澳洲顶级的表演艺术学府 - ECU的西澳表演艺术学院（WAAPA）

WAAPA毕业生活跃于澳洲本地与国际舞台！课程设置涵盖舞台表演到幕后制作。每年

WAAPA的申请都非常具有挑战性，需要经过严格的层层面试与试镜。

22

热门课程

本科课程

课程名称：Bachelor of Arts (Acting)艺术学士（表演）-Y93

    学费：$31,950 澳元/年

课程名称：Bachelor of Arts (Arts Management) 艺术学士（艺术管理）-Y20

    学费：$31,300 澳元/年

课程名称：Bachelor of Arts (Dance)艺术学士（舞蹈）-G48

    学费：$31,900 澳元/年

课程名称：Bachelor of Arts (Music Theatre) 艺术学士（音乐剧）-G44

    学费：$31,900 澳元/年

课程名称：Bachelor of Music 艺术学士（音乐）-L66

专业方向：经典演奏（乐器），经典演奏（声乐），现代音乐，爵士乐，创作与音乐技术

    学制：4年

    学费：$31,950 澳元/年

课程名称：Bachelor of Performing Arts 艺术学士（表演艺术）-Y97

专业方向：表演策划，设计与出品，创意出品

    学费：$31,450 澳元/年

本科一般入学要求
学术要求：达到高考总分的65.6%或完成国内高等教育一年级的课程

提交作品

参加面试选拔

  英语要求：雅思6.0，单项不低于6.0

学制：3年

校区：Mount Lawley

 入学时间：2月

研究生课程

课程名称：Master of Performing Arts 表演艺术硕士 -J40

    学制：2年

    校区：Mount Lawley

入学时间：2月，7月

    学费: $31,900

入学要求：本科学术均分不低于70分

个人简历

研究计划

雅思6.5，单项不低于6.0

此学费为2020年预计学费，实际学费请在注册时参阅: https://apps.ecu.edu.au/fees-calculator/



“我目前就读于西澳表演艺术学院音乐创作/表演专业。我觉得WAAPA的课程设置理论与实践并重，就我

的专业来说，理论部分包括乐理知识和音乐历史，实践部分包括各种针对我选择的主乐器的训练。WAAPA

提供非常多实践演出与学习的机会，无论学习的是音乐、舞蹈、戏剧、歌剧、服装、音响、灯光，都有

机会把学习到的知识运用到真正的演出中，从实践经验丰富自我。WAAPA在国际上享有盛誉，这为学生提

供了机会，不夸张的说全世界都在关注WAAPA的一举一动，著名电影明星/音乐剧表演家、曾出演金刚狼

的休·杰克曼就是WAAPA毕业的学生。"

罗炜亮
ECU音乐学士（创作）

中国广东

展示天赋的舞台

在WAAPA，学生，教师和职业的艺术家每年都会一起合作超过

100场演出，包括音乐会，戏剧，舞蹈，音乐剧，歌剧和电

影。让学生有机会登上校内和校外的舞台表演。

WAAPA明星毕业生们

许多WAAPA毕业生在其专业领域取得了杰出的成就：

演员：Hugh Jackman ，Frances O’Connor ，Rachael 

Maza ，Rai Courtney ， Dacre Montgomery，Geraldine 

Hakewill

脱口秀演员：Jim Jeffries ， Tim Minchin

歌剧歌手：Emma Matthews ，Duncan Rock，Rochelle 

Durkin

音乐剧歌手：Emma Matthews ，Duncan Rock

，Rochelle Durkin

音乐人： Lisa McCune ，Eddie Perfect，Meow 

Meow ，Suzie Mathers ，Lucy Durack Musicians， Troy 

Roberts ，Linda Oh ，Jessica Gethin，Christopher 

Dragon ，Rob Swire (Pendulum/Knife Party)，Meg 

Mac ，Kučka ，Karl Thomas (ShockOne)

开启舞台与幕后的职业生涯

WAAPA在国际享有盛誉，是学生开启表演艺术生涯，进入娱

乐和电影电视产业的理想学府。

合作伙伴：

我们许多的课程都直接与企业合作，为学生提供在知名企业

实习的机会。例如：

• 澳大利亚交响乐团

• 澳大利亚舞蹈戏剧院

• 贝尔莎士比亚公司

• 太阳马戏团

• Fringe World Festival

• 墨尔本剧院公司

• 澳大利亚歌剧集团

• 珀斯国际艺术节

• 皇家歌剧院

• 伦敦莎士比亚全球剧院

• 悉尼舞蹈公司

• 西澳芭蕾剧团

• The Really Useful Company Asia Pacific

WAAPA带你走向世界的舞台

WAAPA为师生提供非常多的海外的学习和表演的机会。2018

年，WAAPA表演系最后一年的学生们飞往洛杉矶，第一次有

机会在好莱坞表演；舞蹈系的学生前往北京，台湾，柏

林，阿姆斯特丹和马赛参与演出；艺术系学生前往新加

坡；爵士乐学生前往法国，参加即兴表演暑期夏令营；打

击乐系学生前往印第安纳波利斯，参加国际打击乐音乐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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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系ECU始于两年前参加的由ECU教授所做的一场学术报告，演讲生动精彩，当时便受到启发：更好的

环境才可以成就更好的自己。随后查询澳洲本土最知名的选校排行指南，对于澳洲各所高校教学质量，

毕业薪资，学生满意度等多方面，ECU表现强劲，位列五星。不假思索地追随ECU科研团队继续攻读博士

学位，ECU不论学习氛围，还是师资教学资源支持，都是我们全心做学术的坚实后盾，攻读一年后， 有

幸在今年获得研究生学院的颁发的全额奖学金。时至今日，深感幸运，也将在ECU加倍努力，不负期

待。”

郑雨露

ECU博士研究生
公共医学
中国山东

科研

澳洲排名前五的研究生院

根据2018年国际学生调研结果显示，ECU研究生院获得了95%以上

的毕业生满意度，位列澳洲前五。ECU已经连续8年获得这样的好

成绩。

研究生支持中心

研究生支持中心为攻读研究型学位和荣誉学士的学生提供免费的

一对一服务，服务内容包括研究技能培训和职业规划建议。

科研排名

根据2018年澳大利亚杰出科研（ERA）结果显示，ECU在以下六个

科研领域获得了最高的远高于世界水平的评分, 分别是：

• 环境科学与管理

• 生态学

• 化学工程

• 材料工程

• 临床科学

• 神经科学

博士课程

课程名称：Doctor of Philosophy 博士学位 -L61  

   学制：四年

   学费: $34,250 澳元/年

入学要求：硕士学位，至少六个月研究经历

雅思6.5，单项不低于6.0

课程名称：Doctor of Philosophy（Integrated）整合型博士学位 -J42 

   学制：四年

   学费: $34,300 澳元/年

入学要求：硕士学历，研究经历不足六个月

雅思6.5，单项不低于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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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中国的科研合作项目

首都医科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协和医院，中国人民

大学

中国国家留学基金委《创新型人才国际合作培养项目》医学组

学与大数据分析研究

查看更多科研信息，请登陆：

https://www.ecu.edu.au/degrees/research

ECU研究课题组介绍（部分）：

亚健康状态诊断

https://www.ecu.edu.au/research/worldclass/optimalhealth

光能转化与纳米材料

https://www.ecu.edu.au/schools/engineering/staff/

profiles/associate-professors/associate-professor-hongqi-

sun

水污染治理 - 金属过滤

https://www.ecu.edu.au/research/worldclass/filtration

中国与旅游与接待业问题研究

https://www.ecu.edu.au/schools/business-and-law/staff/

profiles/professorial-research-fellows/professor-sam-

huang

中医疗法（针灸，拔罐，灸法）

https://www.ecu.edu.au/schools/nursing-and-midwifery/our-

staff/profiles/lecturers/dr-carol-chunfeng-wang

运动损伤与运动疾病预防

https://www.ecu.edu.au/research/worldclass/acrisp

早期钢琴修复与演奏技术

https://www.ecu.edu.au/research/worldclass/pianos

网络安全-生物解锁

https://www.ecu.edu.au/research/worldclass/cyber

黑色素瘤早期诊断与研究

https://www.ecu.edu.au/research/worldclass/melanoma

运动对癌症的干预

https://www.ecu.edu.au/research/worldclass/exercise

此学费为2020年预计学费，实际学费请在注册时参阅: https://apps.ecu.edu.au/fees-calculator/

https://www.ecu.edu.au/schools/engineering/staff/profiles/associate-professors/associate-professor-hongqi-sun


校内学生公寓

不仅仅是一个房间而已，不论你是研究生、本科生、还是在埃

迪斯科文学院学习的学生。ECU的Mount Lawley,Joondalup和西

南校区提供多种校内住宿选择，为同学们带来方便、安全、愉

悦的居住环境。

Joondalup校区的不少学生也选择住在Mount Lawley

校区的校内宿舍，并搭乘ECU的免费校际巴士往返于校区之间。

住在校内，一切生活设施近在咫尺。游泳池，超市，银行，咖

啡店，餐厅，公园，图书馆，烧烤台，自习室，体育设施和教

室都在步行距离。

校内宿舍名额有限，需要提前在线预订。预订根据先到先得的

原则分配，直至名额用完为止。

学生公寓 
我们深知，作为国际学生在澳大利亚生活和求学是一件令人兴奋的事情，但同时也会是一段极富挑战的经历。为
此，我们提供了一系列住宿选择，帮助你尽可能顺利地适应在ECU的留学生活，包括校内公寓，校外住宿和寄宿家
庭。

生活成本

海外的生活成本因人而异，下表计算的生活开支以周为单位，数据仅供参考

校内宿舍 校外租赁 寄宿家庭 

房租 $191-$342 $165-$300 $245-$280 

餐饮费 $80-$150 $80-$150 包含

往返大学的公共交通费 步行距离 $20-$45 $20-$45

水电费 包含 $35 包含

网络费 包含 $10-$20 $10-$20

手机费 $15 $15 $15

ECU Joondalup 校区学生公寓ECU Mount Lawley 校区学生公寓 ECU South West 西南校区学生公寓

校外房屋租赁

如果你想拥有私人空间也可以选择向私人租房，或是与

好友合租。寻找住所时，最重要的就是要做出明智决策。

可以选择单租一个房间或整租公寓，联栋别墅或者别墅。

寄宿家庭

学如果你想要体验澳大利亚的家庭生活，那么住在当地家

庭之中(亦称家庭寄宿)将是不错的选择。你将住在安全

且乐于提供支持的环境中(就像在自己家一样)，并可以

天天练习英语。你可以与你的新家人分享自己的文化，而

他们则可以帮助你探索珀斯。你可以与你的寄宿家庭建立

新的友谊，收获终身难忘的宝贵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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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流程
留学代理可以帮助同学找到适合自己的课程并准备申请ECU所必须的材料。请参考本科与研究生的课程的申请流程图。

选择课程
选择课程并确认申请条件
international.ecu.edu.au

行前准备

• 申请签证

• 预订宿舍

• 查看宿舍奖学金

参加ECU迎新周
在老师和志愿者
的陪同下熟悉校园

提交申请
准备好相应的材料并网上申请
international.ecu.edu.au/apply

离境
前往珀斯

正式开学!

接受录取
收到录取通知书
并支付费用

登陆珀斯
建议在学期开始前两周入境，留
出充裕的时间做好开学的准备。

基本入学要求

学术要求/英语要求 较高入学要求的课程

本科课程

学术要求 • 高考成绩达到总分的65.6%

• 在ECU认可的高等教育机构完成第一年学习

• 在ECU认可的机构完成大一文凭课程

入读下列课程，需要达到高考总分的70%：

• 科学学士（运动科学与康复）
• 科学学士（职业理疗）
• 语言病治疗学士

英语要求 • 雅思（学术类）：总分6.0 （单项不低于6.0）

• TOEFL iBT：70 （单项不低于17）

• Pearson Test of English （PTE）：总分52，单

项不低于50

入读下列课程，需要达到更高的英语要求

• 教育学士（幼儿教育）
• 教育学士（小学教育）
• 教育学士（中学教育）
• 科学学士（护理）
• 科学学士（职业理疗）
• 语言病治疗学士

研究生

学术要求 • 顺利获得本科学士学位证或
• 至少五年的符合要求的工作经验

英语要求 • 雅思（学术类）：总分6.5 （单项不低于6.0）
• TOEFL iBT：84 （单项不低于17）
• Pearson Test of English （PTE）：总分58，

单项不低于50

• 护理硕士
• 营养学硕士
• 心理学硕士
• 教育硕士（幼儿教育）
• 教育硕士（小学教育）
• 教育硕士（中学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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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重要日期
2020年第一学期 2020年第二学期

迎新周 2月10日-2月21日 迎新周 7月13日-7月24日

开学日期 2月24日 开学日期 7月27日

学期中短假 4月13日-4月17日 学期中短假 9月28日-10月2日

复习迎考周 6月1日-6月5日 复习迎考周 11月2日-11月6日

考试 6月8日-6月19日 考试 11月9日-11月20日

迎新周

新生入学的前两周为迎新周，学校的员工和志愿者会协助新生

办理学生账号激活，学生证，公交卡，课程注册与选课，学习

方法指导和熟悉校园环境。

2020年ECU奖学金
ECU于2020年推出一系列奖学金。ECU录取部会自动评估所有的申请，符合条件的申请人将会自动获得相应的奖学

金，无需单独进行奖学金的申请。了解详情，请登陆 ecu.edu.au/international-scholarships 

学术奖学金 
留学生本科奖学金

• 适用于指定的本科课程

• 提供学费20%的减免

• 奖学金覆盖本科全程

留学生硕士奖学金

• 适用于指定的硕士课程

• 提供第一年学费20%的减免

中国国家留学基金委奖学金（CSC） - 

埃迪斯科文大学(ECU) 联合奖学金

该奖学金向有意赴ECU进行博士学位学习的中国学生提

供奖学金。申请成功者将获得奖学金，包括:

• 全部学费及研究费用。

• 生活津贴，此津贴将补足CSC奖学金金额与澳大利

亚研究生奖学金金额（2019年标准：28,000澳元

每人每年）之间的差额。

• 中国赴澳大利亚的往返机票。

• 签证费用，以及学习期间的海外学生健康保险。

• 教学助理与研究助理的工作机会。

• 一系列的免费研究培训课程，其中包括每学期6周

的英语学术写作技能培训。

• 研究及写作顾问的免费辅导。

学生公寓奖学金

Mount Lawley校区宿舍奖学金

• 适用于2020年入住Mount Lawley校区的学生

• 提供30%的住宿费用减免

•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直到名额用完为止

西南校区（Bunbury）宿舍奖学金

• 适用于2020年入住Bunbury校区的学生

• 提供80%的住宿费用减免

•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直到名额用完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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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迪斯科文大学在线

官方网站
www.ecu.edu.au

课程查询
https://www.ecu.edu.au/future-students/overview

科研信息
https://www.ecu.edu.au/degrees/research

奖学金
https://www.ecu.edu.au/scholarships/overview

校内宿舍
https://www.mystudentvillage.com/au/ecuvillage

查询ECU在中国授权的代理机构
https://www.ecu.edu.au/future-students/
applying/find-an-authorised-agent

联系方式

澳洲境内拨打：134328

澳洲境外拨打：+618 6304 0000

邮件：international.partnerships@ecu.edu.au 

ECU助你登上世界的舞台

学期时间安排

2020年第一学期

迎新周：2月10日–2月21日

开学日期：2月24日

学期中短假：4月13日–4月17日

复习迎考周：6月1日-6月5日

考试：6月8日-6月19日

2020年第二学期

迎新周：7月13日–7月24日

开学日期：7月27日

学期中短假：9月28日–10月2日

复习迎考周：11月2日-11月6日

考试：11月9日-11月20日

2021年第一学期

迎新周：2月8日–2月19日

开学日期：2月22日

学期中短假：4月5日-4月9日

复习迎考周：5月31日-6月4日

考试：6月7日-6月18日

欢迎关注ECU官方社交媒体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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