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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未来从这里起航

• 迪肯学院为你攻读迪肯大学学位提供
最佳的起步平台。

• 你的大学生涯就从迪肯学院开始。这
是一所专门为你在大学取得成功提供
学业支持的学院。

• 迪肯学院为你提供灵活的课程选择，
学制为8或12个月。

• 从1996年起，我们的课程已帮助15,000
多名澳大利亚本地学生以及留学生成
功升入迪肯大学学习。

• 从2010年至2015年连续6年，迪肯大学
的学生满意度一直位列所有维多利亚
州大学前列。

• 迪肯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率也一直高于
澳大利亚全国的平均就业率（据2012
年大学毕业生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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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EERDEAKIN UNIVERSITY 

On campus from day one Your pathway to a degree from 

DEAKIN COLLEGE

START 
RIGHT 
HERE

预
科

 
大
学
本
科

 中学   迪肯大学迪肯学院

预科课程

文凭

11年级或同等水平

12年级或同等水平

学士学位*

第二年 

 第三年

第一年 

*进入迪肯大学需成功完成迪肯学院文凭课程（适用条件）。
部分学位，如工程学士或法学士需要更长的时间学习。 

进入迪肯大学的通道 
就从这里打开
欢迎来到迪肯学院，这是一所帮助你最便捷入读迪肯大学的学院。入读迪
肯学院，你就等于踏入了迪肯大学的校门。在迪肯学院，我们为你提供统
一的教学课程，让你的学习踏上正轨，帮助你成功获得迪肯大学学位。

我们开设的综合课程和支持服务体系将帮助你顺利获得迪肯大学学位。 
迪肯学院将帮助你更好地顺利完成大学学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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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愿景

迪肯学院是通向迪肯大学的直通车，为学生顺利进
入迪肯大学深造提供有力支持。

我们为学生提供

 • 创新的教学方法
 • 良好的学习体验
 •  以及数字化的教学手段。

概
览

欢迎
迪肯大学副校长致辞

迪肯大学副校长和董事长 
Jane den Hollander教授

欢迎来到迪肯学院选修你的课程。本学院开设大量国际认
可的课程，你将在科技氛围浓厚、文化多样化的环境中学
习。

从迪肯学院毕业，你将能做好迎接大学学习生活的充分准
备。迪肯学院浓厚的学习氛围鼓励学生进行合作式学习和
独立学习，对于学生掌握未来工作所需技能至关重要。与
此同时，在迪肯学院你还可以结交新朋友，吸收新观点，
参加各种有趣且令人兴奋的社会活动。

我强烈推荐你将迪肯学院作为大学生涯的第一站。

从迪肯学院顺利毕业后，我会在迪肯大学欢迎你的到来。

祝各位同学学业有成。

迪肯学院院长致辞

迪肯学院院长 
John Duncan博士

我们希望你慎重考虑决定是否继续你的学业。在迪肯学院，
你将和3,000余名澳大利亚本地学生和留学生一起参加我们
的课程学习。

作为迪肯学院的新生，你将从很多方面获益。未来还会有
很多令人兴奋的改变，包括教学方法的改进，校园物理空
间的提升，数字技术的进步以及迪肯大学课程设置的优化。

迪肯大学的声誉正在变得越来越好，这也将反映在迪肯学
院身上，我们会为学生提供更好的学习体验，帮助学生取
得更佳的学习效果。我们承诺将创造一切条件帮助学生顺
利完成学业，因此我诚邀你来迪肯学院开始你的学习之旅。

http://deakincollege.edu.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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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各行各业的紧密联系

迪肯大学与各行业、政府及其各部
门、职业协会和其它教育机构保持着
紧密的联系，以确保能依靠各行业和
职业领域的发展带动并检验大学课程
的发展。

迪肯大学拥有世界领先
水平的研究机构，长期
致力于使用尖端科技，
为学生提供高度个性化
的学习体验，是一所获
得过多项奖励的大学。
迪肯大学是澳大利亚第
八大的大学，有超过5
万名学生就读于此，
其中17%的学生是留
学生，来自100多个国
家。

迪肯大学以其创新而享有声誉。在这
个数字化时代，迪肯大学在科研、教
学和社区参与等领域大力推动新型数
字技术的应用。迪肯大学培养面向未
来的，具有文化意识、全球视野和掌
握国际就业市场技能的毕业生。

引领教育

迪肯大学正为国内外学生打造新的教学
方法，为他们提供创新的大学主动学习
体验。我们非常自豪地荣列三大最具权
威的世界大学排名体系的前3%（世界大
学学术排名，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
排名以及QS世界大学排名），而参与排
名的大学数量高达18,000所。

迪肯大学目前获得的荣誉包括：

 • QS世界大学排名：校龄小于50年的
大学世界前50名

 • 获得沃顿商学院QS大洋洲地区2014
年创新高等教育奖

 • 连续六年学生满意度位列维多利亚
州前茅（据2010-2015澳洲毕业生
调查）

 • 学生保持率被评为5星（总共5星）
（据2016年《好大学指南》）

 • 总体满意度被评为5星（总共5星）
（据2016年《好大学指南》）

 • 被评为年度高等教育机构，荣获杰
出教育奖（大学）、杰出国际教
育奖（学生就业率及职业领域）及
2014维多利亚州国际教育奖

 • 迪肯大学的MBA课程和商科学士
课程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其课
程也得到了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
（EFMD）的EPAS认证

 • 2014年和2015年在维多利亚州出口
奖的评选中荣获维多利亚州年度教
育输出奖。

进入迪肯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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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肯学院：迪肯大学 
入学指南
迪肯学院的本科入学课
程是连接你的中学学习
和大学学习的桥梁。对
那些还未能达到澳大利
亚大学入学标准的学生
来说，这些课程是他们
理想的选择。

为什么选择迪肯学院？

 • 迪肯大学入学指南：迪肯学院开设
的课程能帮助你直接升入迪肯大
学。迪肯学院在迪肯大学墨尔本伯
伍德校区、吉朗华安池和澳大利亚
维多利亚州滨水区都设有自己的校
区。迪肯学院每个校区的学生都能
享受到完整的校园服务和设施。迪
肯学院在位于印尼雅加达的海外校
区也开设大学预科课程。

 • 辅助式的学习环境：迪肯学院可为
学生提供职业咨询服务、医疗救助
和学习辅导，帮助他们顺利升入迪
肯大学。如果你想得到额外的学业
辅导，你可以参加免费的学习研讨
班。这些研讨班主要帮助你在学
习、写作技巧、课业预习以及考试
技巧等方面得到提高。

 • 灵活的入学日期：迪肯学院为三
学期制，分别于3月、6月和10月开
学。这样一来，学生可选择自己方
便的时间入学。入学具体时间请参
考第34页。

 • 快速通道：迪肯学院的预科和文凭
课程提供快速通道，仅用8个月时间
（而非12个月）你就能完成课程学
习。某些其它学院的预科课程会让
你多读一学年，但迪肯学院不会。
选择快速通道，你可以比其他选择
传统入学课程的学生早一步跨入大
学校园。

 • 小班教学和小型讨论组：小班教学
是迪肯学院的主要教学优势。班级
规模平均为45名学生，同时还附带
有小型讨论组和研讨会，帮助你获
得高水平的学业辅导。

 • 额外的教学时间：迪肯学院还会为
每个班的学生提供额外的辅导时间
以达到帮助学生学业的目的。迪肯
学院没有采取传统的三小时教学时
长，而是采取4小时的教学时长，
即每周一至周五早上8:30-12:30，下
午1:30-5:30（某些有实验课的班级
的教学时长可能还会超出4小时）。
少数班级还会在每周一至周五下午
5:30至晚上9:30以及每周六早上9:30
至下午1:30上课。这些额外的4小时
教学时间能帮助学生更好的学习知
识和加深对课程的理解。

 • 便捷的交通：迪肯学院的各个校
区地理位置优越，临近公共交
通设施，也方便小车出入。访问
metlinkmelbourne.com.au查询更多关
于墨尔本校区和吉朗校区的公共交
通信息。

http://deakincollege.edu.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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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尔本

维多利亚州的首府墨
尔本被公认为世界最宜
居城市之一。据《经济
学人》信息社的报告，
从2011年至2015年，墨
尔本连续5年被评为世
界最宜居城市，是一
座文化多元化和友善
的城市，也是来自140
多个国家居民的家园。
墨尔本位于澳大利亚东
南方的一片美丽的内海
湾上，从这里可方便地
驱车前往维多利亚州众
多风景迷人的海岸、
沙漠、雪原、乡村和山
脉。墨尔本这座大都市
拥有众多世界一流的娱
乐设施、高档餐厅、迷
人的公园和花园以及绝
妙的购物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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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尔本伯伍德校区

墨尔本伯伍德校区是迪
肯大学最大的校区。

该校区正在不断地发展壮大以满足学生
的学业需求和课外需求。学生在这里可
以享受放松身心的郊区生活并且在学业
和社会实践领域也有着丰富的选择。

迪肯学院在该校区开设的课程：迪肯学
院预科课程；商科、计算机、健康科学、
管理学、传媒和通讯学等文凭课程；以
及硕士预科课程（MQP）。

墨尔本

http://deakincollege.edu.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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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朗

吉朗滨水校区

吉朗滨水校区位于吉朗商
务中心区。

吉朗滨水校区位于吉朗商务中心区。

校区建筑物始建于1893年，经历了大
量的翻新后已成为现代化的校园中心
建筑，为学生提供启发灵感的学习和
休闲场所。吉朗滨水校区里的建筑古
色古香，从校园里可以远望位于北面的
壮观的科里欧湾，这里真是一处绝佳
的地点。

迪肯学院在该校区开设的课程：迪肯
大学预科课程和商科文凭课程。

吉朗华安池校区

吉朗华安池校区离吉朗商
务中心区仅10公里距离。

该校区拥有令人骄傲的吉朗科技园
区，还有包括Carbon Nexus，工程培训
先进设计中心（CADET）以及迪肯大学
医学院在内的尖端研究机构。这些机
构都设立于风景如画的开阔校园，方
便学生最大限度的利用户外空间。

迪肯学院在该校区开设的课程：工学、
健康科学及理学文凭课程。

吉朗是维多利亚州第二
大城市，坐落于美丽的
科里欧湾和巴望河边，
开车或搭乘火车只需一
小时即可抵达墨尔本中
心城区。吉朗毗邻世界
上最好的冲浪海滩，可
方便地前往世界闻名的
大洋路。吉朗拥有作为
一座大城市应具备的各
种现代化便利设施，包
括顶级的咖啡馆、餐
厅、购物中心和娱乐场
所，为人们提供干净、
健康、放松的居住环
境。

吉朗 墨尔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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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首都雅加达是一座
历史悠久的城市。来自
世界各地的数以百万计
的人定居于此，他们说
着各种不同的语言，代
表着不同地域的文化。
它是（可删）印尼的工
业、经济和交通枢纽，
将现代生活与丰富的文
化历史紧密结合。学生
喜欢探索这座城市的旅
游景点和购物中心，品
尝雅加达的著名街头食
品。

雅加达

雅加达校区

雅加达校区拥有明亮的现
代化教室和优良的设施。

迪肯学院雅加达校区位于雅加达市中
心，不在迪肯大学校园内。雅加达校
区拥有明亮的现代化教室和优良的设
施，如咖啡馆、餐厅、迷你市场、银行
和自动取款机。

迪肯学院在该校区开设的课程：迪肯
大学雅加达校区预科基础年；商科、计
算机、管理、传媒和通讯文凭课程。

雅加达

INDONESIA

吉朗 墨尔本

http://deakincollege.edu.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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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生活

迪肯学院致力于帮助你
实现学术和个人的双重
目标。我们提供一系列
的服务和设施，让你在
迪肯学院尽可能地舒适
生活。学院的教职员工
会帮助你适应新的学习
环境。

迎新活动和入学安排

迪肯学院每学期开始前一周会开展迎新
活动和入学安排。在迎新期间，我们会
为你提供有价值的信息，帮助你入读迪
肯学院，加入所在班级，创建课程表，
领取学生证，和老师见面并结交新朋
友。关于迎新活动的更多信息，请参见
录取通知书。学生必须参加。

机场接待

抵达墨尔本国际机场的留学生可以享受
机场接待服务（仅限首次抵达）。届时
会有迪肯学院的代表负责接待工作并 
免费送你至住宿处。请登录 
airport-pickup.deakincollege.edu.au 
注册登记。

享受雅加达接待服务，请访问迪肯学院
雅加达校区网站： 
airport-pickup.deakincollege.edu.au。

生活和学术支持

迪肯学院的学生将享受到迪肯大学的大
型支持服务网络。我们鼓励你在需要时
使用下列服务：

 • 想讨论任何个人事项或福利事宜，
可使用咨询服务，该服务免费且保
密。

 • 得到额外的学业支持服务，可咨询
语言和学习顾问。

 • 学业支持研讨班将帮助你提高学
习，掌握写作技能、作业准备和考
试技巧。

 • 职业顾问可和你讨论诸如职业生涯
规划、决策、深造和工作机会等问
题。

 • 健康服务单位为你提供一般医疗处
理、健康促进和压力管理的服务。

 • 校园牧师为你提供精神关爱（仅限
澳洲本土校区）。

学习技能支持

想要提高特定的学习技能，如参考文献
引用、论文结构、时间管理和考试准备，
你可以与学术技能顾问预约见面。

学生委员会（SC）

学生委员会（SC）传递学生的声音，确保
学院工作人员能了解学生的任何需求。
学生委员会将定期召开会议，确保学生
能与迪肯学院进行定期交流，同时还会
组织各种社会活动，培养学生社区意识
和归属感。

迪肯学院学生用户网站

你可以通过你的用户名和密码访问迪肯
学院的学生网。该网站包含与你的学业
（如单元概述、课程笔记、考试时间表、
考试成绩和重新入学登记等）相关的重
要信息。

 

升入迪肯大学

迪肯学院每学期期末会为计划升入迪肯
大学的学生组织信息交流会。这些交流
会为学生提供所选择学位及与入学申
请、入学手续相关的信息，以确保学生
顺利升入迪肯大学。

校园设施

迪肯学院澳洲本土校区的学生将享受到
迪肯大学的所有服务设施，包括体育和
娱乐设施、图书馆、书店、24小时计算机
实验室以及校园商店。

俱乐部和社团

在迪肯大学校区内学习的迪肯学院学生
可加入迪肯大学学生协会（DUSA）。我
们与迪肯大学是合作伙伴，因此你可以
通过各种各样的俱乐部结识朋友，参加
体育和社会活动、旅游，进而可减少在
购书、复印、食品和饮料等方面的开支。
更多信息请访问dusa.org.au。

你的新环境

在一个新的城市里学习既令人兴奋又让
人不知所措。在定向招生阶段，我们会
为你提供关于如何适应新环境和确保
自身安全的提示和建议。

加入在线社区

迪肯学院的Facebook社区是认识新朋友
和了解校园及周边地区新闻的好方法，
赶快加入我们吧： 
facebook.com/deakincollege。

关于迪肯学院服务和设施的更多信息，
请访问deakincollege.edu.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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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
宿

住宿

一旦你获知了自己将前
往的校区，一定记得先
安排好住宿。住宿依据
你所在校区，以及你的
预算和偏好而定。

澳洲校区

校内住宿
墨尔本伯伍德校区以及吉朗华安池校
区为你提供一系列的校园住宿。所有
的住宿区都可便捷使用校园设施。查
询更多信息，包括住宿花销、申请手
续和关键日期，请访问 
deakin.edu.au/studentlife/residences。

寄宿家庭
如果你想体验不同以往的全新生活方
式，那么寄宿家庭可能比较适合你。
通过与本地的家庭一起生活，你可以
极大地提高你的英语水平，还可学习
新的文化。更多信息请访问 
student-accommodation.com.au。

校外住宿服务
通过迪肯大学学生生活服务中心，
你还可选择各类住宿方式，包括全食
宿、合租以及租用私人出租的空置物
业等。 

更多信息请访问 
deakin.edu.au/houseme。

未满18岁的学生
如果你是未满18岁的留学生，你将被
视作未成年人，并且必须在符合住
宿、支持和一般性福利安排这些移民
要求之后才能获得学生签证。更多信
息请访问border.gov.au。

雅加达校区
印尼校区的学生通常会租住套间卧
室，这种套间称为“Kost”。Kost套间
一般配备了公用厨房和客厅。雅加达
校区的工作人员可以提供这种类型的
住宿帮助。

http://deakincollege.edu.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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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肯学院课程

迪肯学院的衔接课程提
供进入大学学士学位第
一或第二学年，或硕士
学位的第一学年的入门
槛。

你也可以参加硕士预科
课程以获得迪肯大学商
科硕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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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肯学院预科课程

迪肯学院预科课程相当
于高中（12年级）课程和
大学预科课程。它会帮
助你深入迪肯学院文凭
课程的学习，或帮助你开
始迪肯大学学士学位第
一学年的学习。

申请条件
该预科课程针对已经完成澳大利亚中
学11年级学业的学生。（具体学术要
求见第35页）。

位置
墨尔本伯伍德校区、吉朗滨水校区或
吉朗华安池校区

学制
8个月（标准学制） 
12个月（扩展学制）

入学学业要求
11年级或同等学历

入学时间
3月、6月和10月

英语入学要求
标准课程：雅思总分5.5分 
（各单项不低于5分） 
扩展课程：雅思总分5.0分 
（各单项不低于4.5分）

课程大纲
课程包括标准课程或扩展课程。标准
课程由8个教学单元组成，包括4个核
心单元和4个选修单元。扩展课程包含
额外的4个核心单元，其中之一选自2
个备选的核心单元。

我们提供各类学业服务，为你提供语
言、文学和数学协助。每一个教学单
元包括每周4小时的课堂教学。对所有
教学单元的评测贯穿学期始终，形式
包括测试、作业和案例分析。大多数
教学单元包含持续3小时的期末考试。
学生必须完成并通过所有12个教学单
元中的8个才能从迪肯学院预科项目
毕业。

课程结构-标准课程
完成并通过8个教学单元：

第一学期的教学单元选择
•  FNDS013进阶学术交流能力（核心）

• FNDS014跨文化研究（核心）

• FNDS015信息技术（核心）

• 选修课程

第二学期的教学单元选择
• FNDS016高级学术写作

• 与研究（核心）

• 选修课程

• 选修课程

• 选修课程

课程结构-扩展课程
对于那些不符合标准课程入学要求的
学生，我们会为他们提供额外的4个教
学单元，学生需完成后才能继续学习
标准课程。

完成并通过4个教学单元：

第一学期的教学单元选择
• FNDS010学术交流入门（核心）

•  FNDS011学术写作入门（核心）

• FNDS012计算机技能（核心）及

•  FNDH023基础数学（备选核心）*或

•  FNDA023大众传播（备选核心）

* 如果学生学习商科、工科或信息技术课程，
建议选择基础数学课程。

http://deakincollege.edu.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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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在成功完成预科课程后可进
入标准课程学习。
选修单元（选修下列一门课程）

文科类选修课**
• FNDA020社会与文化

• FNDA021法律

• FNDA022媒体

• FNDA023大众传播

• FNDB022管理学

• FNDB021经济学

• FNDB023营销

商科类课程**
• FNDE020系统分析入门

• FNDB021经济学

• FNDH023基础数学

• FNDE021数学I
• FNDE023数学II
• FNDB020会计

• FNDB022管理学

• FNDA021法律

• FNDB023营销

工科/信息技术/理科选修课**
• FNDE020系统分析入门

• FNDH023基础数学

• FNDE021数学I
• FNDE023数学II
• FNDE022物理

• FNDB022管理学

• FNDH021化学

• FNDE024生物

• FNDH022人类生物学

健康选修课**
• FNDH023基础数学

• FNDE021数学I
• FNDE023数学II
• FNDE022物理

• FNDB022管理学

• FNDH021化学

• FNDE024生物

• FNDH022人类生物学

迪肯大学第一学年预科课程
成功完成预科课程学习并符合特定入
学标准后，学生有资格申请升入迪肯
大学本科开始所选学士学位第一学年
的学习，接下来的学位课程和迪肯
学院文凭课程并无直接联系。想要了
解迪肯大学第一学年开设的学位课
程的最新清单，请访问我们的网站
deakincollege.edu.au。

迪肯学院雅加达校区预科年
我们在位于海外的迪肯学院雅加达
校区开设预科课程作为预科年课程。
它和迪肯学院预科课程拥有相同的
教学大纲和课程设置，只是每学期
教学单元的次序上有些许不同。关
于雅加达校区基础年的更多信息，
请访问deakincollege.edu.au/programs/ 
foundation-jakarta。

预科课程（续）

** 不是所有校区都开设该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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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文凭课程

迪肯学院提供商科、计
算机、工科、健康科学、
管理、大众传媒及理科
文凭课程。开设这些课
程的目的是帮助你做好
相关学士学位第二学年
学习的准备。

申请条件
文凭课程针对已经完成澳大利亚高中
12年级学业，或获得大专文凭或证书
的学生（具体学业要求见第35页）。

课程结构
每一门文凭课程包含8个教学单元，
必须完成并通过所有单元才能获得文
凭。大多数单元包含每周4小时的课
堂教学。对所有单元的评估贯穿学期
始终，形式包括测试、作业和案例分
析。大多数单元包含持续2小时的期末
考试。

课程认证
该文凭课程得到了高等教育质量与标
准机构（TEQSA）的认证。

专本连读标准
顺利获得文凭后，只要你符合以下要
求，你将有资格进入迪肯大学相关学
士学位第二学年的学习：

 • 完成并通过8个迪肯学院文凭课程的
教学单元*；

 • 加权平均分（WAM）至少达到50分†

（总分100分）。（包含在迪肯学院
学习的所有教学单元）

*  转入某些学位需要完成迪肯学院某些特定
的教学单元的学习以获得相应的学分。想了
解全部信息和条件，请访问迪肯学院网站
deakincollege.edu.au，并点击相关文凭链接。 
† 不适用于攻读法学学士学位。适用以下标
准：入读法学学士学位

 • 完成并通过迪肯学院商科文凭课程8个教
学单元。

 • 加权平均分（WAM）至少达到70分（总分
100分）。（包含在迪肯学院学习的所有教
学单元）

 • 雅思总分为7分（单项不低于6.5分）。

http://deakincollege.edu.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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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科文凭课程

获得学位后的就业和职业选择
会计、商务咨询、企业管理、企业法律、经济、财务规
划、人力资源管理、产业关系、国际贸易、信息技术管
理、系统开发、法律改革、法律援助、市场营销、网络管
理、政策研究与发展、公共行政。

位置
墨尔本伯伍德校区 
吉朗滨水校区 
雅加达校区

学制
8至12个月

入学学业要求
12年级或同等学历

入学时间
3月、6月和10月

英语入学要求
雅思总分5.5分（各单项不低于5.5分）

课程结构
完成并通过8个教学单元：

• MME101商务学术技能

• MAA103决策会计

• MAE101经济原理

• MAE203全球经济

• MAF101财务基础

• MLC101商业法

• MMK101营销基础

• MMM132管理

• MIS101商务信息系统

• MIS171商务分析

自2017年第一学期起不再开设MAE203和MIS101。自2017年第一学期
起，MME101商务学术技能将被MWL101个人洞察力所取代。

商科文凭为学生在迪肯大学进修会
计、商务、经济、金融、国际贸
易、市场营销和管理等学科打下坚
实基础。获得上述学科中的任何一
门的学位，学生将在私营和国营单
位拥有广泛的职业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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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学期（T1） 第二学期（T2） 第三学期（T3）

+ 根据你所选择的迪肯大学学位决定额外的教学单元。详情参见迪肯学院网站。

++ 仅供墨尔本伯伍德校区和云校园（网上课程）。

* 专本连读课程标准见第15页。

** 仅供墨尔本伯伍德校区、吉朗滨水校区及云校园（网上课程）。

^^ 学生需要通过云校园（网上课程）的方式学习某些单元。

# 在你升入迪肯大学时，获取这些学位要求你学习额外的大一学位课程教学单元。因此你需要更长的时间来获得这些学位。

~~ 只有墨尔本伯伍德校区的澳洲本地学生和留学生才有资格在第三学期入学。只有澳洲本地学生才有资格参加第三学期云校园（网上）课程。

< 瓦南布尔校区并不提供所有主修课程。持有学生签证的留学生最多有25%的课程单元是通过云校园（网上课程）的形式学习。如果这些学生被瓦
南布尔校区录取，并且想学习该校区没有开设的主修课程，则应通过寻求课程咨询来规划自己的学习。

> 仅提供云校园（网上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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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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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最新课程信息，以及核心教学单元 
和向迪肯大学转学分的信息请访问：
deakincollege.edu.au/programs/diploma-commerce

墨尔本伯伍德校区

吉朗滨水校区

吉朗华安池校区

瓦南布尔校区 
云校园（网上课程）

升入迪肯大学第二学年* 

课程 入学时间 WAM要求 学分

学士

商科   < 

主修课程：

T1 T2 T3~~ 50 8学分

• 会计    
• 商务分析  ^^ 

• 商业法  ^^ 
• 经济  ^^ 
• Finance  ^^ ^^ 
• 财务规划  ^^ ^^ 
• 人力资源管理   

• 国际贸易  
• 管理   
• 管理信息系统  ^^ 
• 营销  ^^ 

商务（体育管理）  T1 T2 T3> 50 8学分

信息系统   T1 T2++ 50 8学分

法律   T1 T2++ 70 8学分#+

财产与不动产  T1 T2 T3 50 8学分

学士/学士

商务/信息系统   T1 T2++ 50 8学分#

商务/法律    T1 T2** T3> 70 8学分#

财产与不动产/商务  T1 T2 T3 50 8学分#

财产与不动产/法律  T1 T2 70 8学分#+

http://deakincollege.edu.au
http://deakincollege.edu.au/programs/diploma-comme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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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文凭课程 

获得学位后的就业和职业选择
组件集成、密码学、数据通信、数据库和信息系统的设计
和管理、游戏开发，iOS开发、移动应用程序架构或编程、
多媒体设计、网络管理、程序设计、项目管理、安全分
析、安全系统开发、软件开发、系统分析、维护和编程、
网络编程。

位置
墨尔本伯伍德校区 
雅加达校区

学制
8至12个月

入学学业要求
12年级或同等学历

入学时间
3月、6月和10月

英语入学要求
雅思总分5.5分（各单项不低于5.5分）

课程结构
完成并通过8个教学单元：

4个核心单元
• SIT101信息技术基础

• SIT103数据库设计导论

• SIT104 WEB开发导论

• SIT105批判性思维和问题解决

外加4个附加单元+

• SIT102编程导论

• SIT111计算机科学导论

• SIT112数据科学概念

• SIT113云计算和虚拟化

• SIT120程序设计导论

• SIT151游戏基础

• SIT153游戏编程导论

• SIT161互动媒体原理

• SIT162互动媒体系统

• SIT182电脑安全导论

• SIT190数学方法导论

• SIT191统计与数据分析导论

• SIT192离散数学

计算机文凭课程帮助学生对计算
机科学有一个大概的了解，之后你
可以进一步进入相关专业领域的学
习，如计算机科学、游戏设计与开
发、互动媒体设计、移动和应用开
发、云计算、安全和编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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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学期（T1） 第二学期（T2） 第三学期（T3） 

* 专本连读课程标准见第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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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的课程、核心单元和 
转学分课程信息请访问：
deakincollege.edu.au/programs/diploma-computing

墨尔本伯伍德校区

吉朗滨水校区

吉朗华安池校区

瓦南布尔校区 

云校园（在线）

升入迪肯大学第二学年* 

课程 入学时间 WAM要求 学分

学士

信息技术   

主修课程：

T1 T2 50 8学分

• 游戏开发  
• 互动媒体设计 
• 移动和应用程序开发  
• 云计算  
• 编程  
• 安全  

计算机科学  
主修课程：

T1 T2 50 8学分

• 机器人技术与信息物理计算  
• 认知科学 
• 数据科学  

游戏设计与开发  T1 T2 50 8学分

网络安全  T1 T2 50 8学分

http://deakincollege.edu.au
http://deakincollege.edu.au/programs/diploma-compu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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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文凭课程

获得学位后的就业和职业选择
以及航空、飞机控制和导航、汽车工业、建筑、设计和制
造、电子控制系统、工厂控制、政府工程、公路和铁路、
造船、机器人技术和供水工程。

位置
吉朗华安池校区

学制
8至12个月

入学时间
3月、6月和10月

入学学业要求
12年级或同等学历

英语入学要求
雅思总分5.5分（各单项不低于5.5分）

入学条件
数学达到12年级或同等学历水平

课程结构（2016年）
完成并通过8个教学单元：

• SEB121工程实践

• SED102工程制图与CAD
• SEE103电气系统

• SEM111工程材料1
• SEP101工程物理学

• SIT172工程师程序设计

• SIT194数学建模导论

• SIT199应用代数和统计学

课程结构（从2017年开始）
完成并通过6个教学单元（8学分）：

•  完成下列中的一门课程：SEJ102电气系统工程（2学分）或
SEJ103材料工程（2学分）

• SEJ101设计基础（2学分）

• SEB101工程基础（1学分）

• SIT172工程师程序设计（1学分）

• SIT194数学建模导论（1学分）

• SIT199应用代数和统计学（1学分）

所有选修工科文凭课程的学生必须选修SEE010安全诱导程序（2016年）
或SEJ010面向对象的设计导向科学（从2017开始），这是一个50分钟的
安全培训课程。这是一个不含学分的必修单元，不会计入你的总单元。

工程文凭课程为你在工程领域就业
打下广博的技能和知识基础。在你
进入迪肯大学大二学年时，你可以
选择专攻土木工程、电机与电子工
程、机械工程或机电一体化。



  

注：工科本科学位课程学制为四年。因此获得迪肯学院的文凭后你还需三年时间来完成全日制学习。

第一学期（T1） 第二学期（T2） 第三学期（T3）

* 专本连读课程标准见第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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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的课程、核心单元和 
转学分课程信息请访问：
deakincollege.edu.au/programs/diploma-engineering

墨尔本伯伍德校区

吉朗滨水校区

吉朗华安池校区

瓦南布尔校区 
云校园（在线）

“迪肯学院为我的成才提供了
最好的环境。学院的课堂设
置和支持服务帮助我顺利升
入了迪肯大学第二学年！”
来自越南的留学生  

安迪•潘（Andy Pham）

升入迪肯大学第二学年* 

课程 入学时间 WAM要求 学分

学士

土木工程（荣誉学位）  T1 T2 50 8学分

电气和电子工程（荣誉学位） T1 T2 50 8学分

机械工程（荣誉学位）  T1 T2 50 8学分

机电工程（荣誉学位）  T1 T2 50 8学分

http://deakincollege.edu.au
http://deakincollege.edu.au/programs/diploma-eng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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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科学文凭课程

获得学位后的就业和职业选择
学生毕业后可成为个案管理员、社工、临床运动生理学
家、临床心理学家、社区卫生工作人员、顾问、开发经
理、营养师、残疾服务人员、运动科学家、健身顾问、食
品开发人员、食品质量保证经理、法医心理学家、健康教
育人员、健康促进员、市场研究员、营养学家、组织心理
学家、项目官员、体育心理学家、体育教练，职业咨询师
等。

位置
墨尔本伯伍德校区 
吉朗华安池校区

学制
8至12个月

入学时间
3月、6月和10月

入学学业要求
12年级或同等学历

英语入学要求
雅思总分5.5分（各单项不低于5.5分）

课程结构
完成并通过8个教学单元+

• HBS107健康基础知识

• HBS108健康信息和数据

• HBS109 人体结构和功能##

• HBS110健康行为

• HPS111心理学A：人类行为基本原理

• HPS121心理学B：个人与社会发展

• HSE101运动科学原理

• HSE102人体功能解剖学

• HSH111公共卫生与健康促进导论

• HSH112本地和全球健康环境

• HSN101食品学：文化与创新##

• HSN103食品学：环境和消费者##

• HSN107人体生长与发育生理学##

• SLE111细胞和基因

• SLE115生物科学基础技能

• SLE133化学概览##

• SLE155专业化学

这门课程可让学生更好的了解个
人、社区和全民健康知识，使得学
生能在迪肯大学学习到大量的本科
课程，如健康科学、心理学、运动
和体育科学、食品和营养学，以及
公共健康和健康促进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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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学期（T1） 第二学期（T2） 第三学期（T3） 

+ 根据你所选择的迪肯大学学位决定额外的教学单元。详情参见迪肯学院网站。

* 专本连读课程标准见第15页。

# 在你升入迪肯大学时，获取这些学位要求你学习额外的大一学位课程教学单元。因此你需要更长的时间来获得这些学位。

## 想要获得食品和营养科学学士学位的学生应学习这个单元。推荐学习SLE155。

≈ 如有学习名额

≠ 专业的选择是受限的，并非所有校区的学生都能选择全部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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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的课程、核心单元 
和转学分课程信息请访问：
deakincollege.edu.au/programs/diploma-health-sciences

墨尔本伯伍德校区

吉朗滨水校区

吉朗华安池校区

瓦南布尔校区 
云校园（在线）

升入迪肯大学第二学年* 

课程 入学时间 WAM要求 学分

学士

运动与体育科学≠  T1 T2 50 8学分#

食品与营养科学≈  T1 T2 50 8学分#

健康科学≈ ≠   

主修专业：   

T1 T2 50 8学分

• 环境卫生 
• 运动科学   
• 家庭、社会与健康 
• 食品研究  

• 健康和可持续性  

• 健康促进    

• 医学生物技术  

• 营养学   

• 人类、社会和残疾 
• 身体活动和健康   

• 心理学    

• 体育教练 

心理科学   T1 T2 50 8学分

公共卫生与健康促进≈   T1 50 8学分#

体育发展  T1 50 8学分#

生物医学科学  T1 T2 50 8学分

http://deakincollege.edu.au
http://deakincollege.edu.au/programs/diploma-health-sci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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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学文凭课程

获得学位后的就业和职业选择
商业管理、事件管理、通信、金融和财务规划、组织咨询
和心理学、人力资源、项目管理、财产与不动产。

位置
墨尔本伯伍德校区 
雅加达校区

学制
8至12个月

入学时间
3月、6月和10月

入学学业要求
12年级或同等学历

英语入学要求
雅思总分5.5分（各单项不低于5.5分）

课程结构
完成并通过8个教学单元：

• MAA104金融知识

• MAE103管理经济学

• MIS101商务信息系统

• MLC101商业法

• MMK101营销基础

• MMM102全球思维

• MMM132管理

• MMM201商务运营管理

从2017年第一学期起不再开设MIS101。 
从2017年第一学期起MMM201将替换为MMM267。

管理学文凭课程将有助于学生攻读
迪肯大学管理学学士学位。在迪肯
大学法商学院你可以选修各类专科
专业，还能选择诸如公共关系学、
新闻学或其它专业的选修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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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学期（T1） 第二学期（T2） 第三学期（T3）  

* 专本连读课程标准见第15页。

^^ 学生需要通过云校园（在线）的方式学习某些单元。

> 仅提供云校园（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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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的课程、核心单元 
和转学分课程信息请访问：
deakincollege.edu.au/programs/diploma-management

墨尔本伯伍德校区

吉朗滨水校区

吉朗华安池校区

瓦南布尔校区 
云校园（在线）

升入迪肯大学第二学年* 

课程 入学时间 WAM要求 学分

学士

管理   

主修课程： 

T1 T2 T3> 50 8学分

• 事件管理  

• 财务规划   ^^ 

• 组织心理学    

• 人力资源管理   

• 项目管理  ^^ 

• 财产与不动产 ^^ 

• 可持续商业管理  

http://deakincollege.edu.au
http://deakincollege.edu.au/programs/diploma-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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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媒和通讯文凭课程

获得学位后的就业和职业选择
毕业生可从事动画和数字文化、艺术方向、社区教育、消
费者事务、创意服务、文化产业如遗产专员、开发专家；
还可在诸如全球媒体行业、游戏开发、图形设计、健康和
福利、行业和商业、新闻业、非政府组织、摄影界和公共
关系领域从事研究、分析和顾问工作。

位置
墨尔本伯伍德校区 
雅加达校区

学制
8至12个月

入学时间
3月、6月和10月

入学学业要求
12年级或同等学历

英语入学要求
雅思总分6.0分（各单项不低于5.5分）

课程结构
完成并通过8个教学单元：

2个核心单元
• ACC100日常生活通信

• ACC101创造力和危险想法

外加6个附加单元
• ACG102设计与排版

• ACG103设计技巧

• ACI101静止图像

• ACI102像素打印：数字成像1
• ACI103摄影研究：历史、理论与文化语境

• ALC104媒体类型：谈判型文本形式和乐趣

•  ALC105传媒文化与技术改造： 
生活在数字时代

• ALJ111新闻报道1
• ALJ112新闻报道2
• ALR103公共关系导论

• ALR104战略沟通与写作

• AMC100动画叙事

• AMC101运动捕获基本原理

• AMC104角色动画原理

本文凭课程为学生提供了广泛的教
学单元的选择，使他们能进入迪肯
大学相应学位第二学年的学习。研
究领域包括动画和运动捕捉、新闻
学、媒体和通讯、摄影和公共关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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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的课程、核心单元 
和转学分课程信息请访问：
deakincollege.edu.au/programs/diploma-media-communications

墨尔本伯伍德校区

吉朗滨水校区

吉朗华安池校区

瓦南布尔校区 
云校园（在线）

升入迪肯大学第二学年* 

课程 入学时间 WAM要求 学分

学士

文科类≠     
主修专业：  

T1 T2 T3** 50 8学分

• 动画 
• 新闻    

• 媒体研究   

• 摄影  

• 公共关系^^    

• 视觉传播设计  

通信 
主修课程： 

T1 T2 T3 50 8学分

• 数字媒体   

• 新闻^  

• 公共关系^^   

创意艺术
主修课程：

T1 T2 T3 50 8学分

• 动画与动作捕捉  

• 摄影^  

• 视觉传播设计^  

第一学期（T1） 第二学期（T2） 第三学期（T3） 

* 专本连读课程标准见第15页。

** 第二和第三学期入学的学生仅限于墨尔本伯伍德校区、吉朗华安池校区和云校园（在线）。

^ 第三学期入学的学生仅限于墨尔本伯伍德校区。

^^ 第三学期入学的学生仅限墨尔本伯伍德校区和云校园（在线）。

http://deakincollege.edu.au
http://deakincollege.edu.au/programs/diploma-media-commun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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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工文凭课程

获得学位后的就业和职业选择
生物医学科学、环境与自然资源、辩论术、遗传工程、保
险调查、实验室技术、管理、营销、医学研究、病虫害管
理、职业健康和安全、药品生产、销售、科学研究、风险
分析、质量保证、教育和检疫。

位置
吉朗华安池校区

学制
8至12个月

入学时间
3月、6月和10月

入学学业要求
12年级或同等学历

英语入学要求
雅思总分5.5分（各单项不低于5.5分）

课程结构
完成并通过8个教学单元：

5个核心单元
• SEP122生命科学物理

• SLE111细胞和基因

• SLE132生物学：形式和功能

• SLE133化学概览

• SLE155专业化学

外加3个附加单元+

• SLE103生态和环境

• SIT191统计与数据分析导论

• SLE112法医学导论

• SLE115生物科学基础技能

• HBS109人体结构和功能

• SLE102自然地理学

• HBS107健康基础知识

• HSN101食品营养与健康导论

• SIT194数学建模导论

+ 学生根据自己在迪肯大学将要学习的学位课程选择自己的选修课。

所有学习理学文凭课程的学生必须参加实验室和现场安全引导课程
（SLE010），这是一个时长50分钟的安全培训课程。这不计入你的总教
学单元。

参加SLE111、SLE132和SLE133课程的学生必须首先完成SLE010实地考察和
实验室安全课程（同修课）的学习。学生必须首先完成SLE133化学概览
（前提条件）的学习才能进入SLE155专业化学的学习。

理学文凭课程将有助于学生攻读迪
肯大学的科学、生物科学、生物医
学科学、环境科学、法医学或动物
科学专业的学士学位。毕业生广泛
就业于迅速发展的前沿科学领域，
积极投身改变未来的科学发展领
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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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学期（T1）入学 第二学期（T2） 第三学期（T3） 
* 专本连读课程标准见第15页。

CRICOS代码：迪肯学院预科课程（标准）089916J，迪肯大学预科（扩展）089917G，商科文凭课程022637C，计算机科学文凭课程022638B，工
科文凭课程063385A、健康科学文凭课程059996G，管理学文凭课程079319B，大众传媒文凭课程059997G，理学文凭课程063387K，文科学士学
位012762C、生物科学学士学位001841F、生物医学科学学士学位058793E、商科学士学位（体育管理）072593G，土木工程学士学位（荣誉学
位）079998G，商科学士学位001838A，商科/信息系统学士学位078142G，商科/法学学士学位002452M、传播学学士学位（新闻）^，传播学学士学
位（媒体）^，传播学学士学位（公共关系）^，计算机科学学士学位083695K、工程管理学士学位（荣誉学位）080117B，创造性艺术学士学位（动
画和动作捕捉）077372B，创造性艺术学士学位（摄影）077371C，创造性艺术学士学位（视觉艺术）060435J，创造性艺术学士学位（视觉传达设
计）075372G，犯罪学学士学位057849B、设计学学士学位（建筑）001835D，设计学学士学位（建筑）/施工管理学士学位（荣誉学位）080118A，
教育学学士学位（小学）015204J，电气和电子工程学士学位（荣誉学位）079997G，环境科学学士学位（环境管理与可持续发展）075361K，环境
科学学士学位（海洋生物学）053749E，环境科学学士学位（野生动物保护生物学）055286D，运动科学学士学位045332G，食品与营养科学学士学
位079318C，法医学学士学位073106G，游戏设计与开发学士学位083694M，大学体育与健康学士学位073714F，健康科学学士学位052823G，信息系
统学士学位078140K，信息技术学士学位053993D，国际研究学士学位075375D，网络安全学士学位091336M，法学学士学位026686F，管理学学士学
位079319B，机械工程学士学位（荣誉学位）079996J，机电工程学士学位（荣誉学位）079999F，护理学学士学位018327G，财产与不动产学士学位
060343B，财产与不动产/法学学士学位080323G，心理科学学士学位079316E，公共卫生和健康促进学士学位012753D，理学学士学位083996G，体育
发展学士学位058665B，动物学和动物科学学士学位075365F。

^ 迪肯大学已为这些课程申请了CRICOS注册。开设这些课程需获得CRICOS批准。

CO
U

RSES最新的课程、核心单元 
和转学分课程信息请访问：
deakincollege.edu.au/programs/diploma-science

墨尔本伯伍德校区

吉朗滨水校区

吉朗华安池校区

瓦南布尔校区 
云校园（在线）

升入迪肯大学第二学年* 

课程 入学时间 WAM要求 学分

学士

科学  

主修课程：

T1 T2 50 8学分

• 动物生物学  

• 植物生物学  

• 细胞生物学  

• 人类生物学  

• 环境科学  

• 自然历史 
• 化学  

• 化学与材料科学 
• 数学建模   

• 渔业和水产养殖 
• 淡水生物学  

生物科学 T1 T2 50 8学分

生物医学科学  

主修课程：

T1 T2 50 8学分

• 分子生命科学  

• 环境卫生  

• 感染与免疫  

• 医学生物技术  
• 制药科学 

环境科学 
（环境管理和可持续发展）   
环境科学 
（野生动植物和保护生物学）  

T1 T2 50 8学分

T1 T2 50 8学分

法医学 
主修课程： 

T1 T2 50 8学分

• 法医生物学 
• 法医化学 

动物学与动物科学 T1 T2 50 8学分

http://deakincollege.edu.au
http://deakincollege.edu.au/programs/diploma-sc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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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预科课程

升学标准
学生必须完成所有4个MQP单元的学习并在其中2门基
础课程（包括MAA103，MAE101，MAF101，MIS171和
MMM132）中至少取得总学分的60%才有资格攻读迪肯
大学的研究生课程。申请攻读国际商务硕士学位的学
生除完成大专水平的学业（与商务相关专业）外，还
必须拥有3年以上相关工作经验。学生必须完成所有4个
MQP单元的学习并且每一门基础课程（包括MAA103、 
MAE101、MAF101、MIS171和MMM132）的加权平均分
（WAM）须达到总分的60%才有资格攻读MBA（国际）
以及相关的学位课程。

位置
墨尔本伯伍德校区

学制
4个月

入学时间
2月、6月和10月

2016年学费
11,200澳元（外加不可退还的金额为55澳元的迪肯大学
申请费）

课程结构
完成4个教学单元：

2个核心单元
•  XDP701学术和跨文化交际研究生课程

•  XPD702学术写作和科研技能发展研究生课程

外加2门基础课程†

• MAAP103会计管理

• MAEP101经济原理

• MAFP101财务基础

• MMMP132管理学

• MISP171商业分析

硕 士 预 科 课 程 （ 商 科 和 法 学 ）
（MQP）帮助学生升入迪肯大学选
修商科硕士课程。MQP由迪肯学院
和迪肯大学英语语言学院（DUELI）
授课。这是一门非学分课程，帮助
学生升入迪肯大学选修商科研究生
课程。

申请条件
MQP是为学历和（或）英语水平略低于硕士入学要求的留学
生开设的课程。

入学要求
 • 学历要求：学生须完成为期三年的大专教育（相当于比

12年级更高的学历）才能攻读MQP。

 • 英语要求：雅思（学术模式）考试成绩必须达到6.0分或
以上，同时单项成绩不低于6.0分。

课程结构
学生在一学期内学完MQP所包含的4个教学单元。学生须学
完2个基础课程单元和2个以英语能力和学术能力为重点内容
的课程单元。每个单元包括每周4个小时的教学：2小时的课
堂教学加2小时的辅导时间。

升入迪肯大学
如果学生成功以要求的成绩完成MQP的学习（首次学习），
则达到了迪肯大学特定研究生课程的入学标准。转学分标准
见下。



  

31DEAKINCOLLEGE.EDU.AU

PO
STGRAD

U
ATE STU

D
IES

迪肯大学研究生课程定位

Location
墨尔本伯伍德校区

研究生文凭（1年）

专业会计研究生文凭
MAAP103
MAFP101

信息系统研究生文凭
MAEP102或MAAP103
MMMP132

国际金融研究生文凭
MAEP102
MAFP101

硕士课程（1.5年）

专业会计硕士
MAAP103
MAFP101

国际商务硕士
MAEP102
MAFP101或MMMP132

硕士课程（2年）

商科硕士（体育管理）
MAE102或MAA103
MMM132

信息系统硕士
MMMP132
MAEP102或MAFP101

商科硕士
MAAP103
MAEP102或MAFP101

国际金融硕士
MAEP102
MAFP101

工商管理硕士（国际）
MAEP102
MMMP132

MQP校历

MQP开课 MQP结业 研究生课程开课

2016年7月4日 10月7日 11月7日

2016年10月31日 2月10日 2017年3月6日

请注意，11月入学的学生只能选修部分课程。更多详情请访问 
deakin.edu.au/future-students/courses。

† 参见研究生课程信息了解推荐的单元。 
CRICOS代码：硕士预科课程（商务和法律）061692F，商科硕士课程（体
育管理）020005G，工商管理硕士课程（国际）056889B，商科硕士课程
027129E，信息系统硕士课程052316E、国际商务硕士课程037927C，国际 
金融硕士课程054577A，专业会计硕士课程055181B，工商管理硕士课程 
（国际）/商务硕士课程057659G，工商管理硕士课程（国际）/信息系统硕
士课程057658J，工商管理硕士课程（国际）/专业会计硕士课程057657K，
国际金融硕士课程/专业会计硕士课程056979M，专业会计硕士课程/商
科硕士课程054579K，会计硕士文凭课程018315M，信息系统硕士文凭
课程052315F，国际商务硕士文凭课程018313B，国际金融硕士文凭课程
054576B。

http://deakincollege.edu.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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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基础

如果你的英语水平没有
达到所选课程的要求，
你可以选择混合课程。
在澳洲校区的学生还可
选择迪肯大学英语语言
学院（DUELI）开设的
强化英语课程来提高英
语技能。

混合课程
如果你的英语水平不足以让你选修预
科课程或文凭课程，你可以选择混合
课程。该混合课程让你在第一学期学
习学术课程的同时学习学术英语课
程。这可以帮助提高你的英语水平和
获得额外的技能，并渐渐融入你的学
术学习。混合课程将在3个学期内完成
（12个月）。

墨尔本伯伍德校区
选修下列学术课程的学生可选择该混
合课程：商科文凭课程、计算机科学
文凭课程、健康科学文凭课程以及管
理学文凭课程

2016年学费
4,500澳元（不含签证费和学费）。

雅加达校区
第二学期选修下列课程的学生才有资
格选修该混合课程：

商科文凭课程 
计算机科学文凭 
课程以及管理学文凭课程

2016年学费
2,500澳元（不含学费）。

英语课程
如果学生想要在学习迪肯学院课程前
提高英语水平，迪肯学院负责安排学
生于迪肯大学英语语言学院（DUELI）
选修全日制英语课程。DUELI开设大量
从初级到高级水平的英语课程。根据
你的英语需求，课程将持续5至30个星
期。DUELI位于迪肯大学墨尔本伯伍德
校区和吉朗滨水校区，仅限澳洲校区
的学生入读。关于DUELI的更多信息，
包括开课日期和课程费用，请访问
deakin.edu.au/international/due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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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测试/水平
预科课程和文凭课程 

（不包括大众传媒文凭课程）
影视传媒文凭课程 混合课程*

剑桥高等英语

高级英语证书考试
（CAE）

FCE B2等级 CAE1 C1等级 不适用

迪肯大学英语

语言学院（DUELI）
EAP 2 EAP 3 EAP 1

GCE O等级 C6 B4 D8

香港中学文凭 香港中学文凭考试英语科达到总分60%
联系迪肯 

学院招生团队
联系迪肯学院招生团队

香港中学文凭考试 香港中学文凭考试英语等级3
联系迪肯 

学院招生团队
联系迪肯学院招生团队

雅思
预科课程：5.5分（单项不低于5分）

文凭：5.5分（单项不低于5.5分）

6.0分 
（单项不低于5.5分）

5.0分 
（单项不低于4.5分）

皮尔森英语考试 
（PTE）：学术 42–49 50–57 36–41

SPM英语 C4 B4 C6
托福机试 196 213 173
托福笔试 525 550 500
新托福 69–70 79–80 59–68

12年级英语（澳大利亚） 通过 通过 通过

注：澳大利亚政府要求来自签证评估等级为3或4的国家的学生如果雅思成绩在6分以下在迪肯学院学习专业课程前须参加全日制英语课程。
* 并非所有课程都含有混合课程。更多信息请参见第32页。
硕士预科课程（商务和法律）英语水平要求请参见第30页。

英语要求

英语要求

迪肯学院的授课语言为
英语。选修某门课程之
前，留学生须提供下表
列出的某项英语水平测
试成绩来证明自己的英
语水平。

http://deakincollege.edu.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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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历

年份/ 
入学时间

迎新时间* 学期开始时间 期中假期† 学期结束时间

2016

3月 2月22-26日 2月29日 3月24-30日 6月3日

6月 6月27日-7月1日 7月4日 8月15-19日 10月7日

10月 10月24-28日 10月31日 12月22日-2017年1月4日 2017年2月10日

2017

3月 2月27日-3月3日 3月6日 4月13-19日 6月9日

6月 6月26-30日 7月3日 8月14-18日 10月6日

10月 10月23-27日 10月30日 12月21日-2018年1月3日 2018年2月9日

2018

3月 2月26日-3月2日 3月5日 3月29日-4月4日 6月8日

6月 6月25-29日 7月2日 8月13-17日 10月5日

10月 10月22-26日 10月29日 12月24日-2019年1月4日 2019年2月8日

*录取通知书上会列出迎新活动、报到日期和时间等信息。 
† 迪肯学院雅加达校区第二学期的期中假期可能会有所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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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学要求

迪肯学院预科课程
选修预科课程，一般来说，你需要获
得相当于澳大利亚高中11年级程度的
学历。

文凭
选修文凭课程，一般来说，你需要获
得相当于澳大利亚高中12年级程度的
学历。选修工科文凭课程，你还需要
修完澳大利亚12年级数学课程（或同
等学历）作为先备课。

硕士预科课程（商务和法律）
入学要求请参见第30页。

成年学生入学要求
成年学生（21岁或以上）如果有相关
工作经验或获得过其它可接受的资
历，即便未能达到正式的入学成绩要
求，也可参加某门课程。入学资格依
个人具体情况而定。

具体的入学成绩要求如下。学生获得
的学历证书如果没有列入下表，请将
申请表及该证书寄送至迪肯学院供核
查。

国家 预科课程（标准） 文凭

澳大利亚 成功获得11年级结业证书或同等学历
维多利亚州教育证书（VCE）和澳洲高考（ATAR） 
取得满意成绩；或国际中学毕业会考（IB）22分。

孟加拉国
高中会考平均成绩达到50%；或11年级 

（10 + 1）会考平均成绩达到70%
高中会考平均成绩达到50%及以上

文莱

获得中学五年学历 
（以最低E等级的成绩通过英国普通教育文凭
考试GCE O-level中的3门科目）；或同等学历

英国高级程度会考GCE A-level通过2门科目

柬埔寨 成功完成11年级学业，平均成绩达到C 大专以上学历，平均成绩达到C

中国 完成高二学业，4门科目平均成绩达到80%
完成高三学业， 

4门学术科目等级达到B或平均分达到75%

斐济 获得中学六年学历，总分达到260分
获得中学七年学历，英语和数学须达到B等级， 

其它科目及格，总分达到240分

法国 联系迪肯学院招生团队 中学毕业会考平均成绩达到10分

加纳
以最低E等级的成绩通过英国普通教育文凭考

试O-levels中的3门科目
英国高级程度会考GCE A-level通过2门科目

香港 香港中学会考（HKCEE）通过4门科目
香港高级程度会考（HKALE）通过1门A-level和2门

AS-level；或香港中学文凭考试（HKDSE） 
4门学术科目取得Level 2

印度
以迪肯学院认可的成绩通过印度高中毕业证书

考试部分科目
以迪肯学院认可的成绩通过印度（或印度各州） 

高中毕业证书考试全部科目

印尼 以4门科目平均分7.0分通过SMU II 以4门科目平均分7.0分通过SMU III

日本
高中毕业考试（Kotogakko）（2年级） 

平均等级达到B
高中毕业考试（Kotogakko）（3年级） 

平均等级达到B或GPA达到3分

肯尼亚
中学证书考试（KCSE）平均等级达到D；或以
最低E等级的成绩通过英国普通教育文凭考试

GCE O-levels中的3门科目

KCSE平均等级达到C；或在英国普通教育文凭考试
GCE A-levels中通过2门科目

韩国
高中毕业证书（2年级） 
4门科目平均等级达到5

高中毕业证书（3年级）所有科目平均等级达到5

科威特 普通中等教育证书总成绩达到60% 普通中等教育证书总平均成绩达到70%

http://deakincollege.edu.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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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 预科课程（标准） 文凭

澳门 完成高二学业，4门科目平均成绩达到80% 高三4门学术科目平均等级达到B或平均分达到75%

马拉维
以最低E等级的成绩通过英国普通教育文凭考

试O-levels中的3门科目
英国高级程度会考GCE A-level通过2门科目

马来西亚
获得大马教育文凭（SPM）中学五年学历； 

或完成高二学业（或同等学历）
大马高级教育文凭（STPM）以最低E等级通过2门科

目；高三4门学术科目以B等级通过

尼泊尔
获得高中毕业证书（11年级）， 

平均分达到50%
获得高中毕业证书（12年级），平均分达到50%

阿曼 获得普通中等教育证书（Thanawiya Amma）
获得普通中学教育证书后继续学习一年或修完12年

级美国中学课程

巴基斯坦
获得高中毕业证书（11年级）， 

平均分达到50%
获得高中毕业证书（12年级），平均分达到50%

巴布亚新几内亚 获得高中会考证书，平均分达到60% 获得高中会考证书，平均分达到70%

沙特阿拉伯 获得普通中等教育证书（Thanawiya Amma）
获得普通中学教育证书后继续学习一年或修完12年

级美国中学课程

新加坡
获得中学五年学历；或通过Sec 4（Express）；

或以最低E等级通过GCE O-levels的3门科目
以H2等级通过GCE A-levels的2门科目

南非 通过11年级结业考试 通过12年级结业考试

斯里兰卡
通过11年级结业考试（以最低E等级通过GCE 

O-levels中的3门科目）；或同等学历
GCE A-levels或同等级考试通过2门科目

瑞典 联系迪肯学院招生团队 Avgangsbetyg平均分达到2.5分，英语平均分达到4分

台湾 高二4门学术科目平均分达到60% 高三4门学术科目平均等级达到B或平均分达到60%

坦桑尼亚
以最低E等级的成绩通过英国普通教育文凭考

试O-levels中的3门科目
英国高级程度会考GCE A-level通过2门科目

泰国 GPA达到2.5分通过Matayom 5 GPA达到2.0分通过Matayom 6

土耳其 联系迪肯学院招生团队 GPA达到3.0分通过Lise Diplomasi

乌干达
以最低E等级的成绩通过英国普通教育文凭考

试O-levels中的3门科目
以最低E等级的成绩通过英国普通教育文凭考试

O-levels中的3门科目

美国 11年级或同等学历 12年级或同等学历，同时SAT成绩达到1000分

安迪•潘 
（Andy Pham）

GPA达到6.0分通过11年级考试 GPA达到6.0分通过12年级考试

赞比亚
以最低E等级的成绩通过英国普通教育文凭考

试O-levels中的3门科目
英国高级程度会考GCE A-level通过2门科目

津巴布韦
以最低E等级的成绩通过英国普通教育文凭考

试O-levels中的3门科目
英国高级程度会考GCE A-level通过2门科目

 

入学成绩要求（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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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维助学金和奖学金
 
纳维家庭助学金
纳维以家庭助学金的形式为学生提供财政资助。来自同一家
庭的2名或2名以上的学生就读于纳维教育机构可享受此助学
金。助学金金额等同于学费的10%†。

纳维学业优秀奖学金
纳维为优秀学生颁发学业优秀奖学金以资助他们实现学业目
标。纳维每学期会为两名学生颁发学业优秀奖学金。了解关
于申请学业优秀奖学金的更多信息，请联系所在学院的学生
顾问，或访问学院网站并搜索“奖学金和助学金”。

* 纳维家庭助学金和学业优秀奖学金仅授予在以下学校学习的学
生：ACBT、BCUIC、科廷学院、科廷大学悉尼校区、科廷大学新加坡校
区、CRIC、迪肯学院、迪肯学院印尼校区、EIC、埃斯伯利学院、FIC、
格里菲斯学院、HIC、ICM、ICP、ICRGU、ICWS、拉筹伯大学墨尔本校
区、拉特巴大学悉尼校区、LBIC、纳维教育集团（佛罗里达大西洋大
学，麻省大学波士顿分校、麻省大学达特茅斯分校、麻省大学罗威尔分
校、UNH、NIC、PIBT、PUIC、SAIBT、SIBT和UCIC）。

转学分课程第一阶段。文凭课程也被称作或以下列名称注册：本科入学
课程，大学转学分课程（UTP），大学转学分课程（UTP）第二阶段或大
学预科课程（UPP）。纳维助学金不授予纳维学院开设的任何英语课程或
英语课程的子课程。待付梓之际，本手册所含信息仍可参考；纳维下属
学院或纳维有限公司保留修改权，恕不另行通知。

http://deakincollege.edu.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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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费

2016年学费

课程 澳洲校区 雅加达校区

迪肯学院预科课程（标准） 23,800澳元

位于海外的雅加达校区收费比 
澳洲本土校区收费要低得多。 
学费以印尼盾（IDR）表示。 
请发送邮件至 
admissions@deakincollege.or.id 
获取最新的学费信息。

迪肯学院预科课程（扩展） 28,560澳元

迪肯学院雅加达校区基础年 不适用

商科文凭课程 24,130澳元

计算机文凭课程 24,130澳元

工科文凭课程 28,710澳元

健康科学文凭课程 28,710澳元

管理学文凭课程 24,130澳元

影视传媒文凭课程 24,130澳元

理学文凭课程 28,710澳元

AES100 / 200学术英语研究（混合课程） 4,500澳元*

硕士预科课程（商务和法律） 11,640澳元^

注：所列为2016年学费。2017年学费可能会有所变化。 
* 这些费用只适用于在预科课程或文凭课程学习期间另需学习混合课程的学生。  
^ 学习硕士预科课程（MQP）的学生还需缴纳55澳元的迪肯大学申请费，此费用不会退还。

其他费用（如适用）

澳州校区
寄宿家庭安排费：200澳元

海外学生健康保险（OSHC）费：这笔
费用跟据你的学生签证的时长计算，
并列入迪肯学院录取通知书。

迪肯大学学生协会（DUSA）会费 
（见第10页）：50澳元

课程费用包括：
 • 学费（入学时须缴纳至少一学期的

学费）
 • 学习辅导研讨班
 • 迎新活动和入学安排
 • 图书馆和计算机资源，体育和社

会活动
 • 学业咨询和学术援助

课程费用不包括：
 • 住宿
 • 餐饮和交通
 • 娱乐
 • 课本、文具和印刷资料
 • 健康保险
 • 签证费
 • 机票

雅加达校区
设施和设备费用-  
400澳元*（2015）

这是新生一次性缴纳的费用，以印尼
盾（IDR）为单位。该费用抵消了一些
与下列有关的费用：

 • 饮水机
 • 教室内复印
 • 个人电脑不受限制网络接入
 • 不受限制Wi-Fi接入
 • 体育活动：篮球、五人制足球等。
 • 学术研讨会提供的辅导
 • 学术研讨会提供的食品和饮料
 • 学生会会议提供的食品和饮料
 • 学生校内活动，如乒乓球比赛、 

圣诞午餐
 • 学生校外活动，如电影、彩弹射击

游戏等。
 • 迎新费用，如餐饮费
 • 学生休息室：出租、服务、充电、

电力
 • 乒乓球、桌上足球、卫星电视

生活成本
生活费用将取决于个人生活方式和住
宿形式。

迪肯学院估计，居住在墨尔本的留学
生每人每年需要15,000-20,000澳元，
居住在吉朗的留学生每人每年需要
13,000-18,000澳元。

雅加达的生活费用约为每人每年7,000-
10,000澳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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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ease print in BLOCK LETTERS
APPLICATION FORM

Personal details

Title:    Mr      Ms    Mrs    Miss    Other

Family name:

Given names: 

Preferred name:

Date of birth:  DAY / MONTH / YEAR Gender:    Male    Female

Have you previously studied at Deakin College?    Yes    No 
If ‘yes’, please provide your Student ID number: 
Do you grant Deakin College permission to provide your parent or guardian 
listed below with any information pertaining to your application to study, 
ongoing academic progress, results and attendance?    Yes    No

Passport and visa details

Country of birth: Passport number:

Nationality (on passport):

Passport expiry date:  DAY / MONTH / YEAR

Have you been refused an entry visa to any country?    Yes    No

Have you been issued a protection visa in any country?    Yes    No

If ‘yes’, please attach evidence.  
If you are currently studying in Australia, please complete the 
following fields.

Name of institution:

Visa type: Visa expiry date: DAY / MONTH / YEAR

Have you ever been expelled or had your course terminated by another 
institute or university in Australia?    Yes    No

If ‘yes’, which institute or university?  
Will you be bringing your family to Australia while studying  
at Deakin College? 

 Yes    No  If ‘yes’, please state how many family members: 

Contact details
Applicant’s contact details

Email:

Address:

State/Province

Country:

Mobile (include country code):

Agent’s contact details

Agent name:

Agent office code:

Address:

Country: Post/zip code:

Telephone: Mobile:

Email:

Previous studies
Secondary education – highest level achieved

Name of qualification (e.g. Year 12, STPM or ‘A’ Levels):

Name of school:

Country/state:

Completed:    Yes    No Year completed:  MONTH / YEAR

Language of instruction:

Post-secondary/tertiary education: highest level achieved

Name of qualification (e.g. degree, diploma):

Name of school/institution:

Country/state:

Completed:    Yes    No Year completed:  MONTH / YEAR

Language of instruction:

Will you be applying for exemptions (recognition of prior learning)? 
  Yes    No  
If so, provide copies of relevant academic transcripts and a completed Exemption 
Application form (available at deakincollege.edu.au)

Employment history
If you believe you have employment experience that is relevant to the course 
you are applying for, please attach a resume and references.

Deakin College course selection

Please specify when you prefer to begin your studies:  
Year:                 March      June      October

Pre-university course
  Deakin College Foundation Program 
Stream:

 Business B  Health Sciences/Nursing G   
 Business G    Information Technology B 
 Engineering G   Mass Communication B 
 Health Sciences/Nursing B    Science G
 Foundation Year J

University-level (Diploma) course 
 Diploma of Commerce B  
 Diploma of Commerce J 

 Diploma of Commerce S 
 Diploma of Computing B 
 Diploma of Computing J 
 Diploma of Engineering G 

 Diploma of Health Sciences B 

 Diploma of Health Sciences G

Postgraduate-level course 
 Masters Qualifying Program (Business and Law)

If selecting this option, you must apply direct to Deakin University. 
Please download and complete a MQP Application form at  
deakincollege.edu.au

Deakin University course selection

Deakin University course:

Campus:  

Deakin University ID (if applicable):

Request for disability support

Do you have a disability that may affect your studies?    Yes    No 
If ‘yes’ please specify:   Hearing    Vision    Mobility      Medical  
   Learning     Other (please specify):   
Please attach relevant information so that Deakin College and 
Deakin University can arrange assistance if possible. 

 Diploma of Management B 

 Diploma of Management J 
 Diploma of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B 

 Diploma of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J 

 Diploma of Science G

B Melbourne Burwood Campus J Jakarta Campus 
G Geelong Waurn Ponds Campus S Geelong Waterfront Camp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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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lish proficiency

(Please tick and attach documentary evidence where applicable) 
 English is my first language. 
 English was the language of instruction during my secondary school 

     studies and gained a satisfactory pass in final-year English. 
 I have taken an IELTS or TOEFL test (attach results). 
  I have obtained a satisfactory mark or score in another examination or 
test acceptable to Deakin College (e.g. completion of at least the first year 
of a post-secondary/tertiary course at a college or university where the 
language of instruction was English). 

IELTS (Academic) or TOEFL score:

Other English test: Score: 

Overseas Student Health Cover (OSHC) 
(for students studying on Australian campuses only)  
Deakin College will provide all international students with an OSHC Bupa policy. 

OHSC required:    Single    Family 
   Please tick if you do not want your email address given to Bupa. 

If you already have OSHC, please provide details of your provider.

OSHC provider name:

OSHC membership number:

Expiry date:     DAY / MONTH / YEAR

Sponsored students only

Name of sponsoring organisation: 

Type of sponsorship (e.g. tuition fees, living expenses):

Other information

How did you first learn about Deakin College? You may tick more than one.

  Exhibition/seminar 
  Newspaper/magazine 
  Recommended by a friend/relative — if so, is your friend/relative an 

      Deakin College student?     Yes     No  
  Recommended by an education agent  
  Internet, please specify:  
  Social media, please specify:  
  Other (please specify):  

Application checklist

   I have completed all sections of the Application form.
   I have read and understood the Conditions of Enrolment (Deakin College’s 
full Refund policy is available at deakincollege.edu.au).

   I formally declare that I am a Genuine Temporary Entrant (GTE) and that 
I have understood and met all requirements (for study in Australia) 
immi.gov.au/students/gte-requirement.htm

   I undertake to make timely payments of any fees or associated costs for 
which I am liable. I am aware of the likely cost of my stay in Australia and have 
necessary financial capacity to meet such costs for the duration of my course.

Check that you have attached:
  certified copies of your academic qualifications 
  evidence of your English language proficiency (if required) 
  a copy of your passport, visa or birth certificate (if required) 
  any relevant employment documentation (if required) 
  certified translations of any documents not in English 

Declaration
I declare the information I have supplied on this form is, to the best of my understanding and 
belief, complete and correct. I understand that giving false or incomplete information may lead to 
my application being refused or my enrolment cancelled.

I have read and understood the relevant course information in the Deakin College and Deakin 
University brochure and/or on the Deakin College and Deakin University website and I have 
sufficient information about Deakin College and Deakin University to enrol. I understand that 
the pathway may lead to future studies at Deakin University, subject to Deakin University’s 
entry requirements.

I understand that it is my responsibility to maintain valid Overseas Student Health Cover (OSHC). 
I also understand that if I am no longer enrolled at Deakin College, my OSHC membership can 
be transferred.

I also agree that Deakin College is able to exchange information with my OSHC provider with 
respect to meeting my visa requirements and maintaining my OSHC cover.

I understand that if I have applied through an approved Deakin College/Deakin University agent, 
all correspondence relating to my application will be forwarded to that agent.

I understand that Deakin College and Deakin University fees may increase. I accept liability for 
payment of all fees as explained in the Deakin College and Deakin University publications, and I 
agree to abide by the Deakin College and Deakin University Refund policy (deakincollege.edu.au) 
I understand that living expenses in Australia may be higher than in my own country. I confirm 
that I am able to meet these expenses.

I have understood and I accept the Conditions of Enrolment (deakincollege.edu.au). I understand 
that Deakin College may, vary its conditions as may be necessary to comply with any law or 
regulation, or amendment of any law or regulation, of the Commonwealth of Australia or the 
State of Victoria.

I give permission to Deakin College and Deakin University to verify official records from an 
educational institution attended by me.

I understand that information is collected by Deakin College during my enrolment in order to meet its 
obligations under the Education Services for Overseas Students Act 2000 (ESOS Act) and the National 
Code of Practice for Registration Authorities and Providers of Education and Training to Overseas 
Students 2007 (National Code 2007); to ensure student compliance with the conditions of their 
visas and their obligations under Australian immigration laws generally. The authority to collect this 
information is contained in the ESOS Act, the Education Services for Overseas Students Regulations 
2001 and the National Code 2007. Information collected about me during my enrolment can be 
provided, in certain circumstances, to the Australian Government and designated authorities and, 
if relevant, the Tuition Protection Scheme. In other instances information collected on during my 
enrolment can be disclosed without my consent where authorised or required by law.

I understand that any conditions concerning an offer of admission will be contained in my letter 
of offer from Deakin College, which I will be required to read and sign.

Applicant’s signature:*  
(must be the same signature as in your passport)

Date:     DAY / MONTH / YEAR

If you are under 18 years of age, your parent or guardian must also sign this 
application form.

Parent’s/guardian’s signature:

Date:     DAY / MONTH / YEAR

*Unsigned applications cannot be processed. Agents cannot sign on an applicant’s behalf. 

Parent’s/guardian contact details

Family name:

Given names:

Relationship to applicant: 

Address:

Telephone: Mobile:

Email:

Application submission

This application form has been submitted in: 

City: Country:

Address for applications
Admissions Manager
Deakin College 
221 Burwood Highway 
Burwood Victoria 3125 Australia

T   +61 3 9244 5197  F +61 3 9244 5198 
E   dcoll-admissions@deakin.edu.au W deakincollege.edu.au 

Or through a Deakin College representative:

Representative’s stamp

Melbourne Institute of Business and Technology Pty Ltd trading as Deakin College.

CRICOS Provider Codes: Deakin College 01590J; Deakin University 0011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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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学金和奖学金
在迪肯学院就读期间成绩优秀的学生
根据其学业表现颁发奖学金。如果一
个家庭同时有2名或2名以上学生在纳
维教育机构就读，则有资格领取助学
金。

英语准备
英语是迪肯学院的教学语言，学生开
学前必须达到一定的英语水平要求。
如果有必要，你可以选修混合课程。
此混合课程会在第一学期将学术英语
课程与你的学术课程相结合。澳洲校
区的学生可选择就读迪肯大学英语语
言学院（DUELI）来提高英语技能。

学分豁免
如果学生之前在其它教育机构参加
过相关课程的学习，可以申请学分豁
免。

学生签证
留学生在学习期间须持有效的学生签
证。学生签证根据学生是否满足留学
条件而签发，一般都附带有一定的条
件。

机场接待
留学生可以申请由迪肯学院派出的代
表负责从机场接送至住宿区。

如何申请
留学生可以通过迪肯学院的学习中介
（study agent）提交申请，也可直接通
过在线填写申请表来申请。

更多网上资讯

deakincollege.edu.au/apply

http://deakincollege.edu.au
http://deakincollege.edu.au/apply


邮政地址
Deakin College at Deakin University 
221 Burwood Highway  
Burwood VIC 3125 Australia 
电子邮箱： 
deakincollege@deakin.edu.au

墨尔本伯伍德校区
Deakin College at Deakin University 
70 Elgar Road (Entrance 3)  
Building LA, Level 4 
Burwood VIC 3125 Australia 
电话：+61 3 9244 5197  
传真：+61 3 9244 5198

吉朗滨水校区
Deakin College at Deakin University 
Building C, Level 2, Room C2.002 
Gheringhap Street 
Geelong VIC 3220 Australia 
电话：+61 3 5227 2890 
传真：+61 3 5227 2310

吉朗华安池校区
Deakin College at Deakin University 
Building ka, Level 4  
Pigdons Road  
Geelong VIC 3216 Australia 
电话：+61 3 5227 3433 
传真：+61 3 5227 2310

印尼
Deakin College Jakarta Campus  
Grand Slipi Tower 5th Floor 
Jl. S. Parman Kav.22–24 
Jakarta 11480 Indonesia 
电话：+62 21 290 22285/87 
传真：+62 21 290 22289 

在出版本指南时，其中所含信息均是正确的；迪肯学院有权在任何时候修改或删减本指南的内容，恕不另行通知。最新的课程信息请访问

deakincollege.edu.au。本指南中刊载的照片受版权保护。本指南免费提供。印刷时间：2016年5月。DC160705-1049_0716_AW 
墨尔本商业技术学院有限公司以“迪肯学院”为名运营，代码ABN 11 074 633 668。国家代码：3946；CRICOS提供商代码：迪肯学院01590J、
迪肯大学00113B

迪肯学院 
隶属于 
纳维教育集团

迪肯学院

deakincollege.edu.au

mailto:deakincollege@deakin.edu.au
http://deakincollege.edu.a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