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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da Kristjanson AO教授

执行校长兼校监 
斯威本科技大学

我们的目标是帮助您夯
实基础，顺利完成学业，
并成就未来的事业。
我们期待您的加入，助力
您实现鸿业远图。

选择到异国学习是一个重大决定。斯威本
可以帮助您为在澳大利亚深造学业做好
充分的准备，并有机再在最短的时间内入
读理想的学士学位课程。

大学桥梁课程
斯威本为您进修学业提供便捷之道。我们的桥梁课
程协助您在大学学有所成。

在斯威本，您可以享受友好的学习环境，获得全方位
的支持和服务。例如，我们的老师会针对每个学生
的情况提供个性化的关怀和指导，确保您顺利过渡
到斯威本的学士学位课程。

现代化、安全的校园
斯威本的学习氛围良好，支持无微不至。我们的课
程均采用小班教学，配备现代化的教学设施，老师
有的放矢地为学生提供个性化的关怀和学业指导。

此外，我们还会定期举办各类学习方法研习班、语言
培训班和社交活动。

文化多元
在斯威本，您可与来自澳大利亚本土和世界各地的
同学充分进行跨文化交流，结交好友，建立人脉关
系网络，成为真正的世界公民。

世界前列
斯威本是一所国际上广受认可的研究型大学。2019
年度QS校龄小于50年的世界大学排名50强中，我校
名列第45位，证明了我们常年来重视教学质量，大
力投入研究卓有成效，成功树立了我们在科学、技
术、创新、商业和设计等学科的领先地位。

世界一流，国际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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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威本主校区位于距离墨尔本市中心10分钟车 程的
霍桑——墨尔本非官方教育名区。除了斯威本科技大
学，该区还有墨尔本最好的私立学校，包括苏格兰学
院、斯特拉斯科纳女子学校、卫理公会女子学院和泽
维尔学院。

在斯威本科技大学学习意味着在一座世界生活质
量最好的城市生活。经济学人智库全球宜居性排名
连续七年将墨尔本评为世界上最适合居住的城市
(2011–2017）。

当你来到墨尔本时便知其中的缘由。

墨尔本拥有400万人口，是一个完全国际化的城市，
一个海纳百川的民族熔炉，拥有丰富多彩的食物、 
文化、风景和体育项目。这是一座拥有隐藏宝藏、 
秘密通道和屋顶的智慧城市，他们等待着你逐渐探
索与发现。

地处墨尔本中心

斯威本科技大学的国际学生占
总学生人数的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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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赏澳大利亚本土的动物
远离城市的喧嚣，前往希尔斯维尔野生动物保护区
(Healesville Sanctuary）近距离观赏袋鼠、袋熊等，或
驱车前往菲利普岛（Phillip Island）与考拉亲密接触，
或在夕阳下观看神仙小企鹅们归巢。

尽享世界美食
墨尔本是饕餮之都，您可以在这里大快朵颐。从地道
的菲茨罗伊（Fitzroy）法式奶油牛角面包到唐人街的
美味饺子，这里的餐馆和咖啡厅鳞次栉比，世界各地
的特色风味应有尽有。墨尔本的美食必定令您流连忘
返，鼓腹含和。

享受咖啡文化
墨尔本的咖啡全球闻名遐迩。咖啡文化与澳式足球、
有轨电车一样，都是墨尔本的特色。在墨尔本的每一
个地铁站都可以找到世界一流的咖啡厅，体验全球顶
级的咖啡豆。在霍桑校区附近的Axil Coffee就可以享
用墨尔本市内最醇香的咖啡。

发现墨尔本

探索维多利亚州
维多利亚州是探索者的天堂，各种观赏和体验项目不
胜枚举。可以前往大洋路（Great Ocean Road），观
赏世界著名的十二使徒岩；也可以游历以企鹅天堂知
名的菲利普岛（Philip Island）；或者发现威尔逊岬国
家公园（Wilsons Promontory National Park），领略
令人叹为观止的海滩和自然风光；还可以在雅拉河谷
(Yarra Valley）的众多酒庄品尝屡获殊荣的美酒，或
者冬季来临时到中北部山区感受独特的滑雪体验。

巷道、拱廊和街头艺术
墨尔本市中心宽阔的大道之间，不起眼的巷道星罗棋
布。走进这些小巷，您会惊喜地发现隐秘的酒吧和餐
厅，精致的精品店和世界一流的街头艺术。此外，还有
大名鼎鼎的欧式拱廊，其间精致的理发店、巧克力专
卖店等不一而足，等待您来发现和探索。

观看里士满澳式足球比赛
澳式足球是墨尔本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斯威本 
恰好正是2017年澳超冠军里士满足球俱乐部的合作
伙伴！只要看过一次澳式足球比赛，就可以自豪地自 
称为本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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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威本设置了各类大学桥梁课程，帮助您
为在澳大利亚进修学业做好充分的准备，
成功开启学习之旅。
斯威本桥梁课程包括：

预科课程
预科课程旨在帮助您掌握各种学习技能， 
提升学习能力，从而顺利适应大学课程。
专业包括：
• 人文和社会科学
• 商学

• 设计
• 理科/工科

国际大一课程
经认证的、学历类高等教育课程，完成后可免修大 
一课程直接进入本科二年级学习。
专业包括：
• 人文和传播学
• 商学
• 设计
• 工科

• 健康科学
• 信息技术
• 理科

高职大专和证书课程
重点培养工作经验，提升实践能力。
专业包括：
• 会计
• 儿童教育

• 工科
• 理科

英语课程
海外学生英语强化课程（ELICOS）旨在帮助您掌握日
常生活和专业学习所需的英语技能。

专升硕课程
虽然国家海外人员技能认证署（National Office of 
Overseas Skills Recognition）可能不承认您的学士
学位，但并不意味着您就无法报读硕士学位课程。

我们的专升硕课程可以帮助您提升思辨能力和分析
能力，顺利获取硕士学位，而且获得的学位与澳大利
亚常规的硕士学位完全相同。

桥梁课程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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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选择我们

个性化关怀与指导
斯威本的桥梁课程平均每个班18至20名学生，确保
您可以获得老师更个性化的关怀和指导，顺利完成学
业。我们的老师接受过专业的培训，具备丰富的教导
国际学生的经验。

学分转换
如符合学分转换的条件，您可以申请用此前课程的学
分转换桥梁课程的学分。具体的学分减免取决于您此
前的课程。

 平稳过渡至大学课程
我们的桥梁课程界定清晰明确。此外，攻读桥梁课程
期间，您还有机会与目标专业的教职人员互动交流。

保证入读学士学位课程
斯威本逾50个学士学位课程接受桥梁课程毕业的学生
（前提是已完成所有模块，并达到成绩要求）。此外，
澳大利亚全国所有大学都承认我们的桥梁课程，申请
澳大利亚其它大学无障碍。

针对不同学历水平提供多种学习周期选择
预科课程和国际大一课程均提供多种学习周期的选
择。您可根据所获得的学分减免、此前的专业成绩以
及英语能力选择在一个、两个或三个教学周期内完成
学业。

知名教育机构
斯威本的桥梁课程已开展多年，以高品质的教育服务
备受同业的推崇和信赖。

课程均已注册且通过认证
斯威本的预科课程经斯威本科技大学认证，为澳大
利亚全国各大学所认可，适合希望为本科一年级学习
做好准备的学生。

斯威本的国际大一课程是经认证的、学历类高等教育
课程，完成后可免修大一课程直接进入本科二年级。

我们的高职大专和证书课程经澳大利亚技能质量管
理局（ASQA）考评和认证。

本手册内的所有课程均已在联邦政府招收海外学生
院校及课程注册登记系统（CRICOS）注册，凡有意到
澳大利亚学习的国际学生皆可申请。

走向全球
2014年，斯威本科技大学与斯里兰卡Nawaloka 高
等教育学院（Nawaloka College of Higher Studies）
签订独家合作协议。斯威本的学生在入读墨尔本
Hawthorn校区或马来西亚沙捞越Kuching校区的学
位课程前，可到斯里兰卡科伦坡学习斯威本的预科课
程或国际大一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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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威本预科课程是专为国际学生定制的
大学预备教育课程，旨在帮助您掌握各种
学习技能，顺利过渡到大学本科课程。
完成斯威本的预科课程后，只要符合相关入学条件
和要求，就可在斯威本入读理想的学位课程。

如无意直接攻读学士学位，您也可继续就读我们的
国际大一课程，获得支持和指导，然后再进入本科
一年级或二年级的学习。

预科课程的专业包括：

澳大利亚墨尔本

• 人文和社会学  
• 商学
• 设计
• 理科/工科
入学时间：2月、 
6月、10月
学习周期：8个月或12
个月

马来西亚沙捞越

• 商学
• 设计
• 理科/工科
• 信息技术/多媒体
入学时间：1月、4月、 
8月、10月
学习周期：12个月

斯里兰卡科伦波

• 商学
• 理科/工科
入学时间：2月、 
6月、10月
学习周期：8个月

您可根据个人兴趣从这四个专业方向中选择最适合
您的路径，培养相关的专业学习技能，

为入读学士学位课程和国际大一课程，并顺利完成
学业做好准备。

预科课程

预科课程结构

预科课程
(8个月)

预科课程
(12个月)

学士学位课程
或

国际大一课程 
(8个月)

教学周期3教学周期2教学周期1

教学周期2教学周期1

预科课程简介

学习周期 8个月或12个月
澳大利亚12年级毕业，且成绩优异、英语流利， 
则可申请学分减免，缩短学习周期。

校区 澳大利亚墨尔本
马来西亚沙捞越
斯里兰卡科伦坡

学时 >720个学时

学习模式 综合实验室学习、设计工作室学习、课堂教学、 
研讨会、线上学习、辅导和短途出游等各种模式， 
具体因课程而异。

学历水平要求 澳大利亚11年级（或同等水平）毕业

年龄要求 课程开始时至少满17岁

英语能力要求 8个月课程
雅思（学术类）：5.5分 
(各项得分不低于5.0分）
托福（联网考试）：65分
斯威本学术英语四级（中高级）：总分65% 
(各项技能均为60%）
培生英语考试：42分 
(沟通技能得分不低于36分）

12个月课程
雅思（学术类）：5.5分
托福（联网考试）：65分
斯威本学术类英语四级（中高级）：总分65% 
(各项技能均为65%）
培生英语考试：42分

课程进阶的条件 入读学士学位课程的条件：完成预科课程，且学术类
成绩平均总分65%，沟通技能A和B平均分70%。
完成预科所有模块后，可进阶到国际大一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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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大一课程

国际大一课程为经认证的、学历类高等教
育课程，适合希望直接进入斯威本各类本
科专业一年级或二年级学习的学生。
课程内容与本科一年级课程相似，但课室环境有所
不同。课室面积较小，可以获得老师更个性化的指
导，更轻松适应大学的学习。与来自澳大利亚本土和
世界各地的同学同班，可丰富您的学习体验。
完成国际大一课程的所有模块后，您即可成为斯威
本科技大学相关本科专业一年级或二年级的学生。
斯威本国际大一课程的专业包括：

澳大利亚墨尔本

• 人文和传播
• 商学
• 设计
• 工科
• 健康科学
• 信息技术
• 理科
入学时间：2月、6月、10月

斯里兰卡科伦坡

• 商学
• 工科
• 健康科学
• 信息技术
入学时间：2月、6月、10月
 

您可根据个人兴趣选择对口的专业方向，培养相关
的专业学习技能，为顺利完成本科学业做好准备。

国际大一课程的结构

国际大一课程
(8个月) 教学周期2教学周期1 学士学位课程一年级

或二年级

注： 
入读条件：国际大一课程（8个月）第一个教学周期平均分75%。
一个教学周期后退学的学生将无法获得国际大一课程文凭。 
所有模块必须全部及格。

国际大一课程简介

学习周期 8个月
如已完成斯威本认可的12年级课程，且至少完成部分
斯威本认可的高等教育课程，则可申请学分减免，缩
短学习周期。

地点 澳大利亚墨尔本
斯里兰卡科伦坡

学时 >720个学时

学习模式 综合实验室学习、设计工作室学习、课堂教学、研讨
会、线上学习、辅导和短途出游等各种模式，具体因
课程而异。

学历水平要求 澳大利亚12年级（或同等水平）毕业

年龄要求 课程开始时至少满17岁

英语能力要求 雅思（学术类）：5.5分
（各项得分不低于5.0分）
托福（联网考试）：65分
（各项得分不低于15分）
斯威本学术英语四级（中高级）：总分70%（各项技能
均为65%）
培生英语考试：42分
（沟通技能得分不低于36分）

课程进阶的条件 必须完成国际大一课程的所有模块才可入读学士学
位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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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高职大专课程高级文凭或文凭的毕 
业生如满足成绩要求，可申请斯威本学士 
学位课程。
高职大专和证书课程可获得相应学分。您可用高职 
大专和证书课程的学分申请减免学位课程的学分， 
更快进入学位课程后期的学习。

高职大专和证书课程侧重于工作技能的教学，旨在培
养学生的就业能力和技术专长，通过独立学习，掌握
工作技能，提高实际操作的能力。高职大专和证书课
程的学时更长，班级规模更小，可以与老师有更多的
一对一交流。

会计专业
会计专业文凭FNS50217 
会计和簿记四级证书FNS40217

学习会计原理和应用。学习会计实务，提高在金融服务行业及其它需要会 
计人员的行业的就业能力

儿童教育专业
儿童早期教育和保育文凭CHC50113 
儿童早期教育和保育三级证书CHC30113

适合有意从事儿童服务行业，或已进入该行业并负责儿童早期教育服务项目 
的规划、实施和管理的人士。在大部分州，这是儿童服务中心保育总监或服 
务经理必备的最高资质。

工科
电子与通信工程高级文凭UEE60211

学习数字技术、门阵列技术和其它微处理器控制电路及模拟电路的应用。
学习如何设计、调试、测试、评估高级电子系统和有关仪器以及诊断故障。

工程技术高级文凭 – 电气UEE62111

掌握评估、设计、升级和实施工业自动化系统所需的技能和知识， 
达到专业和预备水平。

工程技术高级文凭22479VIC

学习土建、机械、机电工程设计的专业知识和技能，为成为工程、 
制造和相关行业的辅助专业人员奠定基础。

理科
实验室技术文凭MSL50118 
实验室技术四级证书MSL40118

理科类教育，注重培养生物技术、法医学、病理测试行业所需的实际操 
作技能。

英语能力要求
雅思（学术类）：5.5分（各项得分不低于5.0分）
托福（联网考试）：65分（各项得分不低于15分）
斯威本学术英语四级（中高级）：总分65%（各项能力均为65%）
培生英语考试：42分（沟通技能得分不低于36分）

高等职业教育大专和证书课程

您的学历水平

斯威本高职大专桥梁课程

斯威本学士学位课程

澳大利亚12年级或同等水平 预科课程水平或

您可用文凭或高级文凭课程的学分申请减免学士学位课程的学分。

三级证书 四级证书 文凭 高级文凭

英语课程（按要求）

您的高职大专桥梁课程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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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课程

斯威本的英语课程不仅局限于课堂学习。
我们充满活力的校园不仅可为您提供沉
浸式学习体验，而且您还可以认识不同背
景的人士，自然地练习口语。
斯威本英语课程的优势：

• 亚太区学生满意度排名75强*
• 优秀的师资 – 斯威本的教学质量在墨尔 

本名列第二**
• 可直接进阶到斯威本的其它课程
• 个性化学习体验和全面的支持
• 免费英语测试
• 每个班不超过18名学生
• 在全球最宜居城市之一学习

海外学生英语强化课程（ELICOS） 
国籍比例***

雅思成绩和课程学习周期

国际英语语言测试系统（雅思）
课程根据您当前的雅思成绩而定。

周

20

30

40

50

10

高等教育
本科 
研究生

桥梁课程、预科课程
和国际大一课程

3.5 4.0 4.5 5.0 5.5 6.0

通用英语 1

通用英语  2

学术英语 4

学术英语 5

通用英语  3 学术英语 3

海外学生英语强化课程（ELICOS）简介

学习周期 5至50周 

入学时间 1月16日、2月17日、3月23日、5月4日、6月9日、7月20
日、8月31日、10月12日和11月16日

地点 澳大利亚墨尔本

学时 25小时/周

英语能力要求 学术英语课程入学条件：雅思入门级4.5分

通用英语（G1级至G3级）
通用英语课程旨在帮您掌握英语的基本技能。课堂内
容有趣，互动性强，可最大限度提升您的独立能力，
促进全面发展。英语能力提高后，您可以自信地用英
语表述，并可进阶到高级英语课程。

学术英语（EAP3级至EAP5级）
学术英语课程是通用英语课程的进阶，是进入斯威本
各类证书、文凭、本科、硕士乃至博士课程学习的直
接桥梁。课程侧重于有效沟通和说服性沟通的细节，
为您顺利完成学业和拓展事业奠定基础。

课程采用科学的学习策略和现实案例教学，帮您掌握
思辨分析能力，自如应对各类现代媒体，包括TED演
讲等。如您有意在斯威本深造学习，您必须完成学术
英语课程且雅思得分5.5分以上。* 2019年泰晤士高等院校世界排名 

** 2019年GUG评分和排名 
*** 2018年海外学生英语强化课程（ELICOS）国籍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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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程结合了英语能力培训和专业内容学
习，帮助您掌握必要的技能，顺利完成硕 
士课程学业。
完成专升硕课程后，您便可成为研究生一年级学生，
选择各类硕士学位和双学位课程，包括会计、商业管
理、创业与创新、金融与银行、人力资源管理、市场营
销及社会影响等。

专升硕课程[商学]旨在为已完成非NOOSR 
(国家海外人员技能认证署）认证学位课程的学生

提供入读硕士课程的桥梁，而且获得的学位与澳大利
亚常规的硕士学位完全相同。

专升硕课程[商学]毕业后，您将能够：

• 掌握思辨和分析能力，识别、研究并创造性地解 
决商业问题

• 识别和理解各类组织的经营环境及其面临的问题
• 有效进行学术交流和商业沟通
• 在多元化的群体中既能独立工作也能与他人协作

专升硕课程

专升硕课程简介

学习周期 6个月

入学时间 3月、8月

地点 澳大利亚

学习模式 全日制

课程结构

共四个模块：
• COM10010：学术实践和沟通技能
• LAL10003：应用学术读写
• BUS10012：创新商业实践
• ENT30010：当代创业和创新问题

学历水平要求 在斯威本认可的教育机构完成经认证的三年大专课
程，且获得学历证书（等同于12年级以上学历）

英语能力要求

斯威本学术英语考试（EAP 4中高级），总分70%，各项
技能均为65%
雅思（学术类）总分最低分6.0分，各项得分不低于5.5
分
托福（联网考试）总分最低分为75分，各项得分不低
于17分
培生英语考试（PTE）总分最低分为50分（沟通技能不
低于4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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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斯威本的一周

我们将帮助您适应澳大利亚的生活，培养独立的学习能力， 
妥善管理个人时间。
以下是斯威本一周课程表示例。

商学文凭（国际大一课程）课程表示例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早上8点

ORG10001

21世纪管理学
ORG10001

21世纪管理学

早上9点

早上10点

LAW10003

商业法律
LAW10003

商业法律
ECO10001

经济学原理
LAW10003

商业法律

早上11点

早上12点

下午1点

ECO10001

经济学原理

下午2点

INF10009

商业信息系统概论
INF10009

商业信息系统概论

下午3点

ORG10001

21世纪管理学下午4点

ECO10001

经济学原理

下午5点

下午6点

132020 年桥梁课程和英语课程



地点 学历水平

入学条件：

预科8个月课程 预科12个月课程

澳大利亚 11年级或非认可教育机构12年级 完成 完成

孟加拉 孟加拉11年级 完成 完成

柬埔寨 11年级 75 75

加拿大 11年级 完成 完成

中国 高二或职业教育或技工学校 60 60

中等专业学校 70% 65%

法国 高二 完成 完成

香港特别行政区 香港中学文凭考试中五 50% 完成

印度 印度11年级 50 50

印度尼西亚 高中(SMA)2；职业高中(SMK)2；普通高中（SMU）2 完成 完成

伊朗 高中文凭 完成 完成

日本 高中二年级 完成 完成

科威特 普通高中证书 完成 完成

老挝 高中文凭 6000% 60

拉丁美洲 高中 完成 完成

澳门特别行政区 中五/高二 60 65

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教育证书（SPM）GCE O级 马来西亚教育证书SPM（完成 
五科）；GCE-O（完成五科）

马来西亚教育证书SPM（完成 
五科）；GCE-O（完成五科）

缅甸 大学入学考试 60 60

尼泊尔 尼泊尔11年级 50 50

新西兰 全国教育成绩证书（NCEA）二级 取得80个学分，至少60个学分
达到二级

取得80个学分，至少60个学分
达到二级

阿曼 普通教育文凭（10-12年级） 完成 完成

巴基斯坦 11年级 完成 完成

菲律宾 11年级 75 75

沙特阿拉伯 普通中等教育证书（GSEC） 完成 完成

韩国 普通高中毕业证书-高二/11年级/高中 完成 完成

斯里兰卡 O级；AS级 完成 完成

台湾省 高二；职业高中二年级 60% 60%

泰国 中五 平均学分绩点2.0 GPA2.0

阿联酋 普通中等教育证书 完成 完成

美国 11年级 平均学分绩点2.4 GPA2.4

越南 11年级（普通高中） 完成 完成

其它 IB 11年级 完成 完成

其它 O级（包括剑桥、CGE、马来西亚、新加坡和英国） 完成五科 完成五科

预科

如上表无您所在的地区，请发送电邮至international@swinburne.edu.au
注：如需了解详细入学条件，请访问swinburne.edu.au/study/international/apply/entry-requirements

入学学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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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大一课程

地点 学历水平

入学条件：

国际大一课程（8个月）

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高等教育入学排名（ATAR） 50

澳大利亚预科课程 完成

孟加拉 高中毕业考试（HSC） 3.75

文莱 A-Level考试 通过三门

柬埔寨 高中教育文凭 C级

加拿大 中学文凭 50

中国 12年级/高三毕业，或职业中学毕业 60

法国 中学毕业会考 10

香港特别行政区 香港中学文凭考试中六 10 – 11

香港A-Level考试 6

印度 12年级 60%

印度尼西亚 高中（SMA）3 75

日本 高中毕业证书 50%

科威特 高中文凭加本科课程一年级 60%

拉丁美洲 中学毕业且完成大学一年级课程 60%

澳门特别行政区 中六/高三ST 60

马来西亚 高等学校文凭考试（STPM）；联合考试证书（UEC） 高等学校文凭考试（STMP）平均学分绩点2.0； 
联合考试证书(UEC)平均分7分

尼泊尔 12年级毕业（尼泊尔），成绩达标 2.8

新西兰 完成全国教育成绩证书（NCEA）三级 80个学分，并且至少60个学分达到三级或以上

阿曼 普通高中教育证书（GSEC）且完成本科一年级课程 50

巴基斯坦 12年级 60%

菲律宾 12年级毕业 80

沙特阿拉伯 普通高中教育证书（GSEC）且完成本科一年级课程 50

韩国 高中文凭– 普通高中或职业高中 50%

斯里兰卡 斯里兰卡A-Level考试：最少三科 完成

台湾省 普通高中/职业高中 – 文凭 60

泰国 中六 2.0

阿联酋 普通高中教育证书（GSEC）且完成本科一年级课程 50

英国 – A级 完成A级最少三科 完成

越南 高中文凭（普通教育/职业教育）；职业高中文凭（9年级后3-4年） 6.5

其它 IB文凭（国际文凭） 22

A-Level考试（包括剑桥、CGE、马来西亚、新加坡和英国）：至少三科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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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您的桥梁课程
预科课程和国际大一课程

动画专业学士学位^
影视制作专业学士学位^

设计专业学士学位
设计专业学士学位（建筑)*
设计专业学士学位（工业设计）（荣誉）
设计专业学士学位（室内设计）（荣誉）
设计专业学士学位/商学学士学位*
游戏与互动专业学士学位

设计专业文凭（国际大一课程）

游戏与互动专业学士学位人文和传播专业文凭（国际大一课程）

斯威本预科课程 
（设计）

文学学士学位
刑法和犯罪专业学士学位
游戏与互动专业学士学位
媒体和传播专业学士学位

人文和传播专业文凭（国际大一课程）

文学学士学位/商学学士学位*
媒体和传播专业学士学位/商学学士学位*

商学文凭（国际大一课程）

体育与运动专业学士学位
健康科学专业学士学位
健康科学专业学士学位/文学学士学位
心理学专业学士学位*

健康科学专业文凭（国际大一课程）

文学学士学位^
传媒和传播专业学士学位^

斯威本预科课程 
(人文/社会科学)

航空与飞行员专业学士学位*
航空管理专业学士学位*
航空管理专业学士学位/商学学士学位*
工学学士学位（（荣誉）
工学学士学位（荣誉）/商学学士学位
工学学士学位（荣誉）/计算机科学专业学士学位*
工学学士学位（荣誉）/创新与设计专业学士学位
工学学士学位（荣誉）/理学学士学位

工科文凭（国际大一课程）

商业信息系统专业学士学位
商业信息系统专业学士学位/商学学士学位

商学文凭（国际大一课程）

商业信息系统专业学士学位
商业信息系统专业学士学位/商学学士学位
计算机科学专业学士学位*
游戏与互动专业学士学位
信息和通信技术专业学士学位

信息技术专业文凭（国际大一课程）

理学学士学位理科文凭（国际大一课程）

斯威本预科课程 
（理科/工科）

商业信息系统专业学士学位^
信息和通信技术专业学士学位^

会计专业学士学位
商学学士学位
商业信息系统专业学士学位
商业信息系统专业学士学位/商学学士学位
健康科学专业学士学位
健康科学专业学士学位/文学学士学位
媒体和传播专业学士学位/商学学士学位*
文学学士学位/商学学士学位

商学文凭（国际大一课程）

会计专业学士学位^
商学学士学位^

斯威本预科课程 
（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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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升硕课程桥梁课程

商业信息系统专业硕士学位
创业与创新专业硕士学位
创业与创新专业硕士学位（高级）
金融和银行专业硕士学位
金融和银行专业硕士学位（高级）
人力资源管理专业硕士学位
人力资源管理专业硕士学位（高级）
市场营销专业硕士学位
市场营销专业硕士学位（高级）
执业会计专业硕士学位（延伸）
执业会计专业硕士学位
项目管理专业硕士学位
项目管理专业硕士学位（高级）
社会影响专业硕士学位
社会影响专业硕士学位（高级）
供应链创新专业硕士学位
供应链创新专业硕士学位（高级MBA）
MBA（高级）

专升硕课程

^ 无学分。  * 可获得不超过8个模块的学分。  # 可获得12个模块或以上的学分。
本页信息仅作参考。具体可获得学分可能会改变。

高职大专桥梁课程

儿童早期教育和保 
育证书三级 
CHC30113

教育专业学士学位（幼儿和小学）儿童早期教育和保育文凭CHC50113

实验室技术证书四级
MSL40118

理学学士学位实验室技术文凭MSL50118

工程技术高级文凭
22479VIC

工学学士学位（荣誉）#

会计专业学士学位*
商学学士学位

会计专业文凭FNS50217
会计与簿记证书四级

FNS40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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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10 月

桥梁课程示例

预科课程（商学）
开始时间：2020年2月 | 学习周期：8个月

商学文凭课程（国际大一课程）
开始时间：2020年10月 | 学习周期：8个月示例 2

示例 4

工学文凭课程（国际大一课程）
开始时间：2020年2月 | 学习周期：8个月示例 5

示例 7

示例 8

示例 10 专升硕课程
开始时间：2020年8月 |  学习周期：6个月

示例 3 预科课程（设计学）
开始时间：2020年2月 | 学习周期：12个月

预科课程（理科/工科）
开始时间：2020年6月 | 学习周期：8个月示例 1

商学文凭课程（国际大一课程）
开始时间：2020年6月 | 学习周期：8个月示例 6

示例 9 专升硕课程
开始时间：2020年3月 | 学习周期：6个月

MBA课程（高级）
开始时间：2020年8月 |  学习周期：2年

预科课程（理科/工科）
开始时间：2020年10月 | 学习周期：8个月

设计专业文凭课程（国际大一课程）
开始时间：2020年10月 | 学习周期：8个月

信息技术专业文凭课程（国际大一课程）
开始时间：2020年10月 | 学习周期：8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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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10 月

商学学士学位课程二年级
开始时间：2021年8月 | 学习周期：2年

工学学士学位课程（荣誉）二年级
开始时间：2021年3月 | 学习周期：3年

设计专业学士学位课程第一年
开始时间：2021年3月 | 学习周期：2.5年

工学学士学位（荣誉）课程一年级
开始时间：2021年3月 | 学习周期：4年

商学学士学位课程二年级
开始时间：2021年3月 | 学习周期：2年

市场营销专业硕士学位课程（高级）
开始时间：2021年3月 | 学习周期：2年

信息和通信技术专业学士学位课程第一年
开始时间：2021年8月 | 学习周期：3年

设计专业学士学位课程二年级
开始时间：2021年8月 | 学习周期：2年

信息和通信技术专业学士学位课程第二年
开始时间：2021年8月 | 学习周期：2年

192020 年桥梁课程和英语课程



CRICOS 00111D  RTO 3059  ISUT0006_202002

本课程指南内所有信息于2019年12月刊发时为准确信息。

本大学保留修改或修订本指南内所有信息的权利。

如需最新的课程信息，请访问我们的网站。

更多信息
 1300 275 794（澳大利亚境内）

 +61 3 9214 8444（全球）

 international@swinburne.edu.au

 swinburne.edu.au/international

 斯威本科技大学

 @swinburne

 @swinburne

 斯威本科技大学

 斯威本科技大学

请 循 环 使 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