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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责申明  
本招生简章的内容在在本简章交付使用时是正确无误的（2021年十月）。 怀卡托国立理工学院（Wintec）保留取消或延后任何课程的权力，除退还被取
消课程所占部分学费外，Wintec 将不承担任何责任。 部分课程的开设取决于新西兰学历认证局（NZQA）的审批，高等教育委员会的拨款以及招生人
数。 作为NZQA对新西兰1-6级学历证书有针对性的审核的一部分，2022年开课的部分课程或仍有改动。 学费、课程、择录标准以及开学日期可能会有
变化 。 在申请注册之前，请查看 www.wintec.ac.nz 上的相关课程页面以获取最新信息和完整的入学规定。 有关英语语言要求的信息可在 wintec.
ac.nz 的每个课程页面上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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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科课程和学术路径 

第19页
• 我的学术路径（4级）

 动物护理 

第20页
• 新西兰动物技术证书（5级）方向：农村动物技师
• 新西兰动物技术证书（5级）方向：兽医护理助理
• 新西兰兽医护理文凭（6级）方向：兽医护理

 商业管理 

第22页
• 新西兰商业大专文凭（5级）方向：会计、管理和技术、

领导力和管理 （商业5）
• 应用管理本科学士（7级）专业：会计、人力资源管理、

运营和生产管理、战略管理、和供应链物流
• 会计学士后文凭（7级）
• 人力资源管理学士后文凭（7级）
• 战略管理学士后文凭（7级）
• 运营和生产管理学士后文凭（7级）
• 供应链物流学士后文凭（7级）

 教育 

第25页
• 对外英语教学学士后文凭（7级）含对外英语教学学士

后证书
• Te Paetahi Akoronga教学本科学士（幼教老师）（7级）

 

 工程和工业设计 

第26页
• 新西兰建筑技术大专文凭(6级)
• 新西兰工程大专文凭（6级）专业：土木、电气、电子、和

机械工程
• 新西兰建筑大专文凭（6级）方向：工料测量
• 工程技术本科学士（7级）专业：土木、电气和机械工程
工程技术学士后文凭 方向：机械、机电、动力、水和废水、
以及高速公路工程

 英语语言 

第30页
• 新西兰英语语言证书（海外）（在线）（3-5级）
• 新西兰英语语言证书（基础英语）（1级)
• 新西兰英语语言证书（1 级)
• 新西兰英语语言证书（2 级)
• 新西兰英语语言证书（通用英语）（3级)
• 新西兰英语语言证书（应用英语）（3级)
• 新西兰英语语言证书(学术英语）（就业英语)（4级）
• 新西兰英语语言证书（学术英语）（5级）
• 暑期英语
• 国际英语语言测试系统（雅思）备考课程
• 国际英语语言测试系统（雅思）考试
• 职业英语测试（OET）备考课程

  课程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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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康和社会实践 

第34页
• 新西兰注册护士大专（5级）  
• 社会工作本科学士（7级）
• 助产士本科学士（7级）
• 心理辅导本科学士（7级）
• 护理学本科学士（7级）
• 护理学硕士 (预注册）（9级）
• 健康和社会实践研究生证书（8级）
• 健康和社会实践研究生证书 （8级）主修职业监督、助

产士、或心理健康和成瘾

 园艺、景观和树木栽培 

第39页
• 新西兰景观实践大专文凭（5级） 方向：设计
• 新西兰树木栽培大专文凭(6级)

 酒店管理和烹饪 

第41页
• 新西兰烹饪证书（4级）（烹饪艺术课程第一学年）
• 新西兰烹饪大专文凭（高级）（5级）（烹饪艺术课程第

二学年）

 信息技术 

第43页
• 新西兰信息技术证书（5级）
• 新西兰信息技术技术支持大专文凭（5级）
• 应用信息技术本科学士（7 级），专修：网络工程、软件

工程、数据库架构，多媒体和网络开发
• 应用信息技术学士后文凭（7 级），专修：数据库管理、

数据库开发、网络工程、软件工程、和网络开发
• 应用信息技术研究生证书 （8级）
• 应用信息技术研究生文凭（8级）
• 应用信息学研究生文凭（8级）
• 应用信息技术硕士（9级）

 创新 

第49页
• 应用创新硕士（9级）

 媒体艺术 

第50页
• 新西兰新闻学大专文凭（5级）
• 传播学本科学士（7 级） 两种路径：创意媒体（新闻或内

容制作）和数字营销途径
• 当代艺术本科学士（7级）
• 设计本科学士（7级）
• 音乐和表演艺术本科学士（7级）
• 传媒学学士后文凭（7级）
• 媒体艺术本科学士（荣誉）（8 级）
• 艺术硕士 (9级) 主修：设计、音乐、视觉艺术和传媒

 科学（应用 

第55页
• 新西兰应用科学证书（3级）（应用科学3）
• 新西兰应用科学证书（5级）（应用科学5）
• 新西兰应用科学证书（6级）（应用科学6）
• 技术本科学士（7 级）主修：环境技术、食品技术或生物

技术

 运动科学和人体机能科学 

第57页
• 户外探险教育证书（4级）
• 新西兰健康与放松按摩大专文凭（5级）
• 新西兰治疗性按摩大专文凭（6级）
• 体育和运动科学本科学士 （7级）
• 体育和运动科学学士后文凭（7级）
• 体育和运动科学本科学士（荣誉）（8级）
• 体育和运动科学研究生文凭 （8级）
• 理学硕士（人体机能科学）（9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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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tec (怀卡托国立理工学院)是一所高等教育机构，亦是新西兰最大的理工学院（ITP）之一。

Wintec 的前身是汉密尔顿技工学院，始建于1924年，在1968年更名为怀卡托国立理工学院。 Wintec地处汉密
尔顿， 服务于大怀卡托地区，提供从证书到硕士学位等各级别的课程，涵盖技术、职业与专业教育等领域。

选择来Wintec读书的理由有很多。 我们有着实
践引领、寓学于做的学习环境，专门的学生支持
服务，我们的导师都是业界的专业执业人士。

我们提供的不仅仅是学历
Wintec 是一个由学生、导师和支持人员组成的社区，所有
人都希望看到你在学业及其他方面取得成功。 你将获得
各种支持服务，并有机会在此过程中结交到一生的挚友。

在动手实践中学习
我们提供专用设施，包括实习护理病房、运动体
能中心、专业厨房、教学餐厅、 美发和美容沙龙、
以及音乐和艺术工作室。 其中部分设施是向付
费的公众开放的，让你有机会从一开始就可以和
真实的客户打交道，将理论知识用于实践。

我们有你需要的一切
让我们的学生在Wintec以及怀卡托地区内都能找到
家的感觉，这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 因此学院主校区
内设有学生服务中心随时为学生提供全方位的帮助。 
学院还为来自其他地区的学生提供住校的选择。 

 为什么选择在我校读书                                  

                               欢迎来到怀卡托国立理工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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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校区 

根据你所选科目，你将就读于我们位于汉密
尔顿的三个主校区之一，或是我们位于怀
卡托地区的分校区或学习中心之一。

汉密尔顿市中心校区
历史悠久的汉密尔顿市中心校区位于汉密尔顿
的城市中心。 校园内设有食品店，餐馆、商店，
离怀卡托河、罗托鲁阿湖以及公交车站仅几步
之遥。 中庭（The Atrium ）和 Wintec Marae、Te 
Kopu Mania o Kirikiriroa 是该校区内的亮点。 

Rotokauri 校区
它坐落在汉密尔顿北部，本校区的学生在专用设施
里学习。 该校区内设有图书馆、电脑房以及花样繁
多的美食和咖啡。 运动科学、技工、工程、动物护理、
酒店管理、和烹饪课程均在Rotokauri校区授课。

汉密尔顿花园校区
屡获殊荣的汉密尔顿花园是学院在汉密尔
顿的第三所校区的所在地。 那里提供树木栽
培、园艺以及景观设计和建筑等课程。

Wintec 区域中心
Wintec 在泰晤士（Thames）和奥托罗昂格（Otorohanga）
设有分校区/学习中心。 欢迎 Wintec学生使用这些
中心的设施，计算机、WiFi、互联网和学习区均可免
费使用。 这些地点也提供 Wintec 学生学习服务。 
除了泰晤士和奥托罗昂格分校区，我们也
在其他分校区开设课程，例如纳鲁阿瓦希亚

（Ngaruawahia）和雷格兰（Raglan）。
欲知有关区域中心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www.wintec.
ac.nz/study-at wintec/wintec-in-the-reg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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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学生支持                                  
出国留学是人生一大机遇，学院致
力使你的求学之旅一帆风顺。

在你适应新的学习环境和更广泛的社区
时，我们的国际团队将为你提供支持。 他
们将帮助你寻找住宿、了解新西兰文化习
俗、并为你提供教牧关怀和支持服务。

我们在Rotokauri和市中心校区都提供国际学生支
持服务，为学生提供一系列福利和支持项目，包括：

• 24/7 紧急支持
• 机场接送
• 寄宿家庭服务
• 住宿安排
• 学术、社会、个人和文化支持
• 迎新会

一日游和社交活动
全年，国际中心都会举办令人兴奋的一日
游活动，前往我国最热门的景点。

可能的旅程包括——
•  霍比特和芒格努伊山
•  陶波（坐喷射快艇和玩蹦极）
•  罗托鲁瓦的地热奇观（包括玩陆地滑车） 
•  科罗曼德地区的大教堂湾和滑桨板
•  单板滑雪和滑雪（两日游）
•  怀托摩著名的萤火虫洞
•  怀希（Waihi） 海滩

全年还定期举办社交活动，为学生提供结识新朋
友的绝佳机会。 其中包括从烧烤和午餐聚会，到
电影之夜和重要文化假期的校园庆祝活动。

交际、演讲嘉宾和就业
全年，国际学生都将有机会参加国际中心组织的各
种讲座。 讲座将涵盖诸如在新西兰就业、国际学生
工作时的权利和新西兰工作文化等主题。 就业指导
小组和成功的怀卡托企业也会受邀参加帮学生建立
工作关系网的活动，和学生交流，在那里你将学习到
毕业后在职业生涯中脱颖而出所需知道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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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求学的这段时间里，Wintec 国际中心给予了我很大的支持，无论是在情感层面还
是通过建立各种社交的机会来补充和完善我的学习。 他们与怀卡托一些最大型的企业
组织了就业指导小组，并邀请了一些重要的演讲嘉宾来指导我们如何获得就业。 他们
不遗余力地为学生计划有趣的一日游和社交活动，包括举办暑假项目，在项目中我被
任命为国际学生大使。 在罗托鲁瓦 (Rotorua) 玩卡丁车、在海滩划桨板、前往科罗曼德 
(Coromandel) 参观大教堂湾 (Cathedral Cove)，这些都只是我现在拥有的许多珍贵回
忆中的一部分。 我在这里结交了一些很棒的新西兰朋友。 新西兰人最棒的地方就是他们
对新文化持开放态度——他们想要了解你的文化，并且愿意让你了解他们自己的文化。
Harini Sivakumar — 印度  
应用信息技术本科学士



怀卡托是新西兰第四大地区，物产丰富，是世界上最富有的畜牧区和农业区之一。 其盈利的行业，仅举几例，包括生物技
术、货运和物流、制造和教育。 除了泰晤士河和奥托罗昂格的区域中心，Wintec 在怀卡托最繁荣的城市汉密尔顿设有三
个校区。 

中心位置
汉密尔顿的中心位置让学生有机会在学习的同
时探索周边城市以及周围的海滩、山脉、河流和
乡村。 校园距离奥克兰90 分钟车程，距离罗托
鲁瓦和陶波的地热奇观也只有很短的路程。 

霍比特村
怀卡托是霍比特人系列电影的故乡，是彼得•杰克逊导
演的大屏幕电影《指环王》和《霍比特人》的取景地。 学
生可以沿着比尔博和弗罗多巴金斯走过的同一条小路
在夏尔漫步，然后到绿龙客栈喝一杯冷饮休息一下。 

怀托摩
新西兰著名的萤火虫洞距离汉密尔顿市不远。 它被誉为新
西兰最好的自然景点之一。你可以悠闲地乘船穿越怀托摩
洞穴，一路欣赏着成千上万只萤火虫表演的炫目灯光秀。

海滩
怀卡托周边有一些世界上最美丽的海滩。 从市
区开车仅 40 分钟就可抵达令人向往的雷格兰

（Raglan） 冲浪海滩。 如果你在寻找观景的地方，
那么登上芒格努伊山俯瞰下面的金色沙滩和海
滨小镇时，你将看到无法用言语表达的美景。

汉密尔顿市
在汉密尔顿，学生可以享受大城市生活的好处而又
没有生活在大城市的麻烦，例如较低的生活成本、繁
荣的夜生活、美妙的餐饮选择和丰富多彩的活动。

漫步在屡获殊荣的汉密尔顿花园，或参观怀卡托博
物馆了解当地历史。 除了多个购物中心和电影院，
这里还有一些世界一流的体育场馆和设施，包括塞
登公园（Seddon Park)（板球）、卡拉皮罗湖 (Lake 
Karapiro)、怀卡托河步道、阿凡提自行车赛车场 
(The Avanti Velodrome) 和各种山地自行车道。

                        怀卡托及周边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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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学习服务
我们的学习顾问可以帮助你提高写作、批判性思维、
研究与学习技巧等方面的能力。 他们可在课堂上配
合你的导师为你提供帮助，协调分组学习的安排，将
你与其他和你学习同样科目的学生联系起来，或提
供一对一的帮助。 详情请电邮sls@wintec.ac.nz。 

学生顾问
如果你需要一位友善的人来帮助你导航求学旅程，我
们的学生顾问是你的第一联系人。  他们与所有提供
学生支持服务的供应方密切合作。 这意味着无论你的
问题是什么，他们都可以为你指明正确的方向。 你可
以在 Te Kete Konae 和学生生活办公室找到他们。

就业指导与协助
如果你在申请假期工作、兼职工作或毕业后第一
份工作方面需要帮助，我们开设的讲习班将在准
备简历、求职信及面试技巧等方面给予指导。

电脑使用权限
市区校区内的Gallagher学生中心提供7天24小时都可
以使用的电脑。 Rotokauri 校区的学生中心也提供计算
机供你在白天正常上课时间使用。 市区和Rorokauri校
区内均设有高速无线网络，你可自带电子设备来校。 两
个校区均有笔记本电脑分配器，你可以借用学校的笔
记本电脑在校园内（包括课堂上）使用长达四个小时。 
你还可以访问信息技术服务 (ITS) 帮助台，那
里有工作人员帮助你解决计算机、打印机、扫
描仪和 MyLearning 在线门户等问题。

残疾学生服务
我们有专设的团队能帮助残疾学生抓住机遇实
现自身的学习能力。 如果你有身体、学习、心理障
碍，你将有可能在学习期间获得帮助。 请发电邮
至sls@wintec.ac.nz了解我们可提供的帮助。

图书馆
市中心和Rotokauri校区都设有图书馆。 你可以使用大
量的线上资源，包括广泛的专业数据库和在线电子书籍。 
图书管理员能帮助你寻找有用的资料 – 你可以利用一
对一随访面谈（无须预约）的方式或通过电邮的方式寻
求帮助。 如果你是远程学习，学习材料可直接寄到你住
处。 如需详细资讯请发电邮至：library@wintec.ac.nz。

自带设备（BYOD）
如果你有自己的笔记本电脑或能借到个人笔记本电脑，
我们欢迎你将自己的设备带入校园。 有关自带设备倡
议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www.wintec.ac.nz/byod。

MyLearning
MyLearning是在线资源，在此你可以追踪课表，查
询你的学生邮箱，并在线学习。 无论白天还是黑夜，
无论在何地，你都可以在此查询你要的所有信息。

祈祷间
市区和Rotokauri校区的学生中心内
设有祈祷间，内置洗涤设施。

Moodle
你可以在Moodle上查询讲义、研究材料和练习测试，使
学习变得更加容易。 Moodle 是你必用的在线学习工具。 
除了你的课程材料，Moodle 还允许你访问帮助中心，在
那里你可以找到和作业有关的参考资料和写作相关的信
息。 你只需一台电脑和网络就能随时随地登陆Moodle。 

健康服务和心理辅导
如果你在学习期间需要医疗支持或帮助，我们欢迎你在市
中心校区或 Rotokauri 校区的健康中心注册。 这些中心
都有由医生，护士，心理辅导员和牧师组成的优秀的团队。 

儿童托管
Kidz@Wintec 位于市中心校区内，为五岁以下儿童提
供照管与学前教育。 名额有限，请尽早联系。 现在就
致电7 834 8812 或发电邮至 kidz@wintec.ac.nz。

安保
我们有安保人员每周 7 天、每天 24 小时在
校内巡逻。 校内多处都有紧急电话。 
联系市中心校园安保： 0800 852 
900 或分机 9000（24 小时）
Rotokauri校园安保： 027 477 9985 或分机
4041（周一至周五上午 6 点至晚上 10 点）

我们提供以下服务，让你的留学生活更轻松 — 这样你就可以将精力集中在实现自己的目标上。

  学生支持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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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村

Wintec公寓

生态村

学生村 
汉密尔顿市中心校区
在学生村中家具设施齐全的房间内开启你的大学生活吧。 
宿舍是单人间，公用洗浴设施，到Wintec市中心校区仅5
分钟步行距离。 你既能体验离家后的独立生活又能获得
教牧关怀，清洁卫生服务和每周7天的餐食供应。 我们还
提供社交活动时间表帮助你迅速融入第一年的学习生活。 

Wintec公寓
汉密尔顿市中心校区
这些自助式公寓让你获得住宿的自由，亦仍是学生社
区的一份子，同时享受它提供的服务和活动。 每间公寓
包含最多六个房间和一个设备齐全的厨房。 楼下有储
藏室和公用洗衣房。 这些配备了刷卡门禁系统和闭路
监控电视的公寓是现代、安全和舒适的。 当你住得离
市中心、学校和公共交通这么近时，你并不需要车。 

生态村 
Rotokauri 校区
坐落在Rotokauri校区的生态村提供家具齐全的自助
式单元。 你将成为关系密切的小型学生社区中的一员，
学院可根据你的需求为你提供服务。 这些单元是专为
成年学生而设，每个单元里有4间卧室，设施齐全 - 从
客厅和餐厅的家具、大号单人床、到暖气、电视机和
吸尘器等等一应俱全。 我们还提供高速无线网络。 

Wintec 住宿服务为所有年龄和背景的学生营造一个热情温暖的环境。 三个宿
舍楼位置便利，或位于校园内，或靠近我们的校园、公共交通和便利设施。

  住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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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宿家庭
16 或 17 岁的学生必须与：

•  Wintec 认可的寄宿家庭； 或者
•  住在 Wintec 学生村； 或者
• 经批准的看护人或法定监护人

我们建议所有 18 岁以下的学生住在 Wintec 寄宿
家庭。 所有寄宿家庭的主人都经过警方审查，并因
其善良和关怀的天性而精心挑选。 他们可以是退休
夫妇、单亲家庭、传统家庭或单身。 他们可以是年轻
的或年长的，有或没有孩子，有些可以养宠物。

我们的许多寄宿家庭都曾出国旅行并曾接待过学生，因此
他们了解您在搬到新西兰这样的新国家时所面临的挑战。

住家会为您提供所有的膳食，这样您就可以有充
足的时间适应新环境、结交朋友和专注于学习。

18岁以上的学生
对于成年、更成熟的学生来说，与寄宿家庭一起生
活可能是了解当地文化、安顿下来、专注于学习并
在汉密尔顿寻适合自己的好方法。 住家的安置至
少为 4 周，在此之后，您可以选择停留更长时间，或
者我们可以提供指导您选择其他的住宿安排。

住在寄宿家庭可能是一种美好的体验，我们强烈推荐
给所有第一次在汉密尔顿和 Wintec 学习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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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西兰设计工厂为那些对各种可能性感到兴奋、有动力推动
变革并且思想开放的思考者提供一个独一无二的机会。

	 	 	  新西兰设计工厂	

什么是设计工厂？
新西兰设计工厂是新西兰首家此种类型的工厂，
是全球设计工厂网络的一份子，该网络包括一批
全球各地高等学院内的创新中心。 新西兰设计工
厂的目的是推动解决问题的有效性。 它提供独
特的学习体验，专注于教授创新和设计思维。

这种学习的价值是什么？
新西兰设计工厂的经验反映了现代职场的现状，即来
自各种不同团队、工作背景和学科的员工经常跨职能
工作以解决组织上和业务上的挑战。 在这里所学到的
技能和流程意味着，无论你打算成为一名护士、平面设
计师、社会工作者还是运动学专家，你都会是一名注重
解决问题和创新的领导者并为你的工作场所增值。

本课程包括什么？
这个 30 学分的课程面向三年级学生开放，把你与来
自不同 Wintec 课程的学生们联系在一起。 你将学
习如何将不同的经验结合起来解决现实世界中的问
题。 待解决的问题是由行业合作伙伴提供的——这些
企业或组织都是有真实挑战或问题需要解决。 你们
将和他们一起工作，共同为他们的挑战制定解决方
案。 这种行业参与为你在 Wintec 学习的同时提供了
提升沟通技巧和建立强大的行业关系网的机会。

在哪里上课？
学生们在 Wintec 汉密尔顿市中心校区专
设的新西兰设计工厂空间里上课。

谁能申请?
新西兰设计工厂 30 学分的科目目前适用于攻读商业、运
动科学、IT、工程、社会工作、心理咨询、科学和媒体艺术（
传播、设计、表演艺术、当代艺术）学位的三年级学生 . 如果
你正在攻读其他学科的学位，请联系我们讨论你的选项。

它将带你通往何处？ 
此科目是让你通往继续深造，在研究生层面
扩展创新技能的完美路径。 Wintec 提供创
新研究生证书和应用创新硕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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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历文凭等级 

新西兰的文凭框架(NZQF)分为10个等级，涵盖了从证书到博士学位的各种文
凭。 这些等级的划分根据学习的复杂程度而定； 1级最基本，10级最复杂。

证书
1到6级

可授予证书的课程
多种多样且分不同
等级，学时长短也不
尽相同。

大专文凭
5到7级

可授予大专文凭的
课程一般比证书课
程级别要高，一般学
制1-2年。

本科学士学位
7级

授予本科学士学位
的课程通常是着重
于学习通用原理和
基础知识的高级课
程。 一般学制3-4年。

荣誉学士、学士后、
研究生
7到8级

这些课程是在完成
首个学位的基础上
进行，如果你想拓宽
现有知识或在有需
要的领域进行再培
训，这些课程是理想
的选择。

硕士学位
9级

硕士学位的课程是
建立在本科学位基
础上的，通常结合
了集中授课和有导
师指导做研究两大
部分。

下一步是10级博士
学位。

如何获得课程的入学资格？
每门课程都有一套入学标准。 这些标准旨在确保课程的
复杂程度适合学生的经验和知识基础。 如何获得入学资
格取决于学生在学校完成的学业，工作经验，或者是否
已经在其他学院学习过。 如果学生无法凭借迄今为止的
经验或学历获得入学资格，我们还提供路径课程（也称
为桥梁或预科课程）。 这些有助于本来没有适当的经验
或学历来开始这些课程的学生获得课程的入学资格。

根据中学成绩录取
要求你在新西兰中学通过 NCEA 或以前的
体系（例如学校证书）完成中学学习。

根据大学成绩录取
根据你在高等学府已经学过的内容录取。

在职经验
根据你的工作经验录取。 它承认那些有助于你
在课程中取得成功的相关知识、技能和经验。 

   入学要求 

酌情录取
如果你不符合上述任何一种情况，但你认为自己有
能力完成此课程，则可以申请酌情录取。 如果你可
以证明自己成功完成学业的机会很大，你的申请或
被接受。 每个中心的相关经理负责批准酌情录取的
申请。 请注意，如果你的申请获得批准，那么你在完
成最初获得批准的课程之外要继续任何进一步的学
习都可能需要你再次证明你有很大的成功机会。

英语要求
这些要求在每门课程的网页上都有概述，旨在确保
你具有合适的英语能力水平，以满足课程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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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申请
通过完成国际学生申请表申请你在 Wintec 的课程。 申请表: 你可
以从国际主页 wintec.ac.nz/international 的“Appy to Study”下
载申请表。

处理你的申请
如果你不是通过中介申请，请将填妥的申请表连同必要的证明文件
发送至 international@wintec.ac.nz 供我们考虑。 这意味着你的
录取已经被确认，不需要补充任何额外的资料。 或者，录取信可能
会说“有条件录取”，这意味着你被录取了； 但是，在最后确认之前，
我们仍需要你提供更多资料（这可能是考试结果、证明文件或其他
资料）。 我们的团队将在整个申请过程中让你了解最新进展，以便
你确切了解什么时候需要向我们提供什么材料。

注册
一旦你收到我们的录取通知书，你必须签署录取通知书接受函并寄
回给我们，同时支付学费，来确认你接受了录取，这样我们就可以开
始注册。

准备学习
我们在线提供有关学生支持的一般信息和资源，并提供有关你的课
程表、报到日和其他关键资料的具体信息。 请留意来自 Wintec 的
电子邮件，这些电子邮件会在临近开学时向你提供最新的关键信
息。

1
2

3
4

如
何

申
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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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科课程和学术路径 

预科课程非常适合不符合特定 课程入学要求的人。 如果你不确定要学习什么课程或者已经很
长时间没有上学，这些课程也非常适合你。 你毕业后就可以直接进入下一阶段课程，并有信心使
用你所掌握的技能。

新西兰升学与就业准备证书 (4级)                 
我的学术路径

学制: 一学期

开学日期 2月或7月

校区： 汉密尔顿市中心校区

课程代码 EF1804

如果你希望继续高等教育，但需要先建立信心或提升学习技能，
本课程非常适合你。 你将从下列四种路径中选择一种符合你的
学习和职业目标的路径： 健康、社会实践、创意产业或开放路径（
适用于想继续深造包括幼儿教育在内的一般科目的学生）。 你将
获得基本学术知识、能力和技能，这些是在更高级别的学习中取
得成功所必须的。

预
科

课
程

和
学

术
路

径

毕业后，你可以在以下领域继续深造：护理、助产、职业理疗、登
记护理、物理理疗、运动科学、社会工作和心理咨询课程、幼儿教
育、设计、传播、视觉艺术、音乐作曲创作和表演，及其他等。

入学要求：
Wintec 为国际学生的课程设置了入学的最低学术要求。 欲
按国家/地区查看入学学术要求，请访问我们的如何申请页面 
wintec.ac.nz/international/how-to-apply 并向下滚动到
Entry Requirement。

录取要求：
候选人可能需要参加面试才能注册此路径。 

英语要求：
英语非母语的学生要求达到国际英语语言测试系统（雅思））总
分5.5，单项成绩不低于5.0；或同等水平。

详细课程资料请浏览：www.wintec.ac.nz/EF1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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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
理

  动物护理 

新西兰动物技术证书（5级）方向：农村动物技师 

学制： 1年

开学日期 ： 2月

校区： 汉密尔顿Rotokauri校区

课程代码 ： SX1603

如果你正在寻找兽医相关领域，与农村动物打交道的工作，那么
这门实用性很强的课程将适合你。 课程包括至少240小时的行
业实习。

毕业后你将能够在大型动物和混合动物诊所以及在野外为兽医
提供协助。 你也可以作为农村动物技师独立工作。

入学要求：
Wintec 为国际学生的课程设置了入学的最低学术要求。 欲
按国家/地区查看入学学术要求，请访问我们的如何申请页面 
wintec.ac.nz/international/how-to-apply 并向下滚动到
Entry Requirements.。

英语要求：
英语非母语的学生要求达到国际英语语言测试系统（雅思）总分
6.0，单项成绩不低于5.5；或同等水平。 

详细课程资料请浏览：www.wintec.ac.nz/SX1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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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西兰动物技术证书（5级）                              
方向：兽医护理助理 

学制: 1年

开学日期: 2月

校区： 汉密尔顿Rotokauri校区

课程代码: SX1604

如果你有动物处理经验并希望在与兽医相关的领域或兽医诊所
工作，本课程将是为你量身定做的。 它培养学生照顾、管理、处理
和护理各种宠物的技能。 这是一个学制两年的兽医护理课程的
第一年。 这是一个动手实践的实用课程，包括至少240小时的行
业实习。

入学要求：
Wintec 为国际学生的课程设置了入学的最低学术要求。 欲
按国家/地区查看入学学术要求，请访问我们的如何申请页面 
wintec.ac.nz/international/how-to-apply 并向下滚动到
Entry Requirements.。

英语要求：
英语非母语的学生要求达到雅思（学术类别）总分6.0，单项成绩
不低于5.5；或同等分数。

详细课程资料请浏览：www.wintec.ac.nz/SX1604

新西兰兽医护理大专文凭（6级）                     
方向：兽医护理

学制: 1年

开学日期: 2月

校区： 汉密尔顿Rotokauri校区

课程代码: SX1801

你将学习在临床环境中照顾、管理、处理和护理各种宠物的高级
技能。 还将学习管理病畜，维护客户并遵守临床兽医执业各个方
面的规约。

课程还包括 240个小时的实习工作。

毕业后，你将能够在诊所担任兽医护士。

入学要求：
Wintec 为国际学生的课程设置了入学的最低学术要求。 欲
按国家/地区查看入学学术要求，请访问我们的如何申请页面 
wintec.ac.nz/international/how-to-apply 并向下滚动到
Entry Requirements.。

英语要求：
英语非母语的学生要求达到国际英语语言测试系统（雅思）总分
6.0，单项成绩不低于6.0；或同等水平。

详细课程资料请浏览：www.wintec.ac.nz/SX1801

动
物

护
理

我一直想在兽医护理领域里工作，但在我的祖国日
本，我无法获得这样的机会。 前往新西兰并在 Wintec 
学习意味着我终于可以追求自己热爱的学科和相关
职业。 我的课程最有价值的一个方面是我们被赋予
在汉密尔顿动物园和怀卡托工余兽医诊所实习的机
会。 后者对我的工作非常满意，他们通过电子邮件
向 Wintec 发送了关于正式雇用我的邮件。 我毕业
后，接受了他们提供的全职职位，之后一直在那里工
作。 就在前几天的一个晚上，我们接收了30 只来看
急诊的宠物，问题从难产到中毒到胰腺炎，各种各样。 
工作时间很晚，但从这份工作得到的远不止报酬。

Hanako Asanuma — 日本 
兽医护理大专文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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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业管理 

商
业

管
理

新西兰商业大专文凭 （5级），方向:会计、行政
和技术以及领导力和管理（商业5级）

学制: 1年

开学日期: 2月或7月

校区： 汉密尔顿市中心校区

课程代码: BI1701

这个学制一年的商业大专文凭将为你提供广泛的商业技能和知
识。 你将学习诸如人员变流、商业环境、 沟通、和业务运营等科
目。 你还将在会计或领导和管理这两个专业领域中选择一项进
行专修。 完成课程后，你可以担任各种与商业相关的角色。 许多
毕业生继续学习，升读应用管理学士学位 (BAM)。 你可以将本文
凭中许多科目的学分转到 BAM 学位。

入学要求：
Wintec 国际学生的课程设置了入学的最低学术要求。 要按
国家/地区查看入学学术要求，请访问我们的如何申请页面 
wintec.ac.nz/international/how-to-apply 并向下滚动到
Entry Requirements.。

英语要求：
英语非母语的学生要求达到国际英语语言测试系统（雅思）总分
5.5，单项成绩不低于5.0；或同等水平。

详细课程资料请浏览：www.wintec.ac.nz/BI1701

应用管理本科学士（7级）专业：会计、人力资
源管理、运营和生产管理、战略管理、和供应
链物流

学制: 3年

开学日期: 2月或7月

校区： 汉密尔顿市中心校区

课程代码: BI1401

应用管理学士学位是一个学制三年的商科学位。 它注重实用，
结构灵活，我们的许多学生边工作边完成了学业。 你可以从各
种与商业相关的专业中进行选择。 该学位的专业包括会计（可选
CAANZ / CPA路径）、人力资源管理、运营和生产管理、战略管理
以及供应链物流。

毕业后，根据你选择的专业，你可能会成为人力资源经理、管理
顾问、会计师、财务总监、销售经理、营销经理、业务分析师，或从
事其他管理或商业相关的职位。

入学要求：
Wintec 国际学生的课程设置了入学的最低学术要求。 欲按
国家/地区查看入学学术要求，请访问我们的如何申请页面 
wintec.ac.nz/international/how-to-apply 并向下滚动到
Entry Requirements。

英语要求：
英语非母语的学生要求达到国际英语语言测试系统（雅思）总分
6.0，单项成绩不低于5.5；或同等水平。

详细课程资料请浏览：www.wintec.ac.nz/BI1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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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与企业中心提供七种不同的学士后文凭，涵盖广泛的商业学科，包括会计、战略管理、人力
资源管理、供应链物流以及运营和生产管理。

学士后文凭（7级）

学制: 1年

开学日期: 2月或7月

校区： 汉密尔顿市中心校区

学士后文凭提供 7 级商业学历（商业本科学位级别），只需要相
当于一年的全职学习。 如果你没有获得过高等教育学位，但已经
在相关行业工作了一段时间，这些文凭可以为你提供学位级别
的学历，认可你的经验。 

你将学到新的技能和工具来扩展你的专业知识，并且在获得正
式的高等教育学历后，你可能会在未来获得更大的职业发展。 如
果你已经拥有学士学位，但正在寻找进入新专业领域的途径，商
业相关领域的学士后文凭会很有帮助。 

完成学士后文凭能够使你快速过渡到新的职业道路，而无需再
进行三到四年的本科学位学习。 对那些在国外学习并希望有效
迅速地获得新西兰认可的同等学历的人，学士后文凭也非常有
用。

入学要求：
Wintec 国际学生的课程设置了入学的最低学术要求。 欲按
国家/地区查看入学学术要求，请访问我们的如何申请页面 
wintec.ac.nz/international/how-to-apply 并向下滚动到
Entry Requirements。

英语要求：
英语非母语的学生要求达到国际英语语言测试系统（雅思）总分
6.0，单项成绩不低于5.5；或同等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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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学士后文凭

课程代码: BI1501

课程涵盖财务会计、管理会计、新西兰税务和管理会计。

详细课程资料请浏览： www.wintec.ac.nz/BI1501

人力资源管理学士后文凭 

课程代码: BI1502

课程涵盖劳资关系、人力资源、组织行为、高级人力资源管理和
当代问题。

详细课程资料请浏览：www.wintec.ac.nz/BI1502

战略管理学士后文凭

课程代码: BI1504

课程涵盖领导力原则、小型企业战略规划、服务营销管理以及商
业和社会。

详细课程资料请浏览：www.wintec.ac.nz/BI1504

运营和生产管理学士后文凭

课程代码: BI1506

课程涵盖项目管理、运营管理、资源整合和产品开发。

详细课程资料请浏览：www.wintec.ac.nz/BI1506

供应链物流学士后文凭

课程代码: BI1808

课程包括运营管理、项目管理、电子商务、资源整合管理和供应
链管理中的当代问题。

详细课程资料请浏览：www.wintec.ac.nz/BI1808

除了拥有出色的学生环境外，在 Wintec 学习的
最大优势之一就是导师。 他们都有非常有效的教
学方法，并且来自世界各地，将多元化的文化带
入课堂。 我的目标是毕业后能进“五大”会计师事
务所之一，在这些公司里，继我的大专文凭再接着
攻读学士学位会帮我加分。 除了会计方面的课，
我的课程还让我有机会学习商业文化课程，了解
新西兰劳动市场中的不同文化是如何体现的。 对
于国际学生来说，这是非常有意义的学习内容，
因为和国内的工作环境完全不同。 我会向大家推
荐新西兰，因为它有着让人叹为观止的文化，我
也会推荐 Wintec，因为它是该国最优秀的高等
学府之一。 即使在 Covid-19 封锁期间，他们也
确保一切顺利、及时地过渡。 我发现转型成在线
课程让我在学习方面有了更大的灵活性，Wintec 
把这段经历变成了积极的学习体验。 如果你像
我一样对数字感兴趣，你会喜欢这个课程的。
Parth Shah — 印度 
应用管理本科学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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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英语教学学士后文凭（7级）含对外英语
教学学士后证书

学制: 1年全职（学士后证书课程学制为半年全职）

开学日期: 2月或7月

校区： 汉密尔顿市中心校区

课程代码: ES0101

本课程为那些想要向英语非母语人士提供英语教学的人士而
设。 它适合受训过的老师，也适合经验很少或零经验的老师。 毕
业生可在新西兰或海外的小学、中学或高等院校教授英语。

入学要求:
Wintec 国际学生的课程设置了入学的最低学术要求。 要按
国家/地区查看入学学术要求，请访问我们的如何申请页面 
wintec.ac.nz/international/how-to-apply 并向下滚动到
Entry Requirements.。

英语要求：
英语非母语的学生要求达到国际英语语言测试系统（雅思）总分
6.0，单项成绩不低于5.5；或同等水平。

详细课程资料请浏览：www.wintec.ac.nz/ES0101

教学本科学士（幼儿教育老师）（7级）

学制: 3年

开学日期: 2月或7月

校区： 汉密尔顿市中心校区

课程代码: EF2005

本学位课程为那些希望成为合格的幼教教师的学生而设。 除了
课堂时间之外，你每周至少有 12 小时在持牌幼儿教育机构里工
作，学以致用。 教学学士 (ECE) 将教授学生对一系列宝贵技能的
理解：从儿童如何学习和教什么内容到建立关系和为儿童及其
家庭谋福利的策略。 到课程结束时，学生将学会如何建立和维持
与儿童和成人的关系，了解儿童如何学习、如何教他们以及教什
么内容。 学生还将学习重要的领导、规划和组织技能。 毕业生将
有资格向新西兰教学委员会申请认证，取得在有执照的幼儿教
育服务机构执教的资格。

入学要求：
Wintec 国际学生的课程设置了入学的最低学术要求。 要按
国家/地区查看入学学术要求，请访问我们的如何申请页面 
wintec.ac.nz/international/how-to-apply 并向下滚动到
Entry Requirements.。

英语要求：
英语非母语的学生要求证明其语言能力。国际英语语言测试系统

（雅思）学术类别的每个单项分数为 7.0 或以上。 新西兰教学委
员会对此要求有几种豁免情况，考生应向 Wintec 查询，或许他
们属于这些情况中的一种。

详细课程资料请浏览：www.wintec.ac.nz/EF2005

   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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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西兰建筑技术大专文凭(6级)

学制: 2年

开学日期: 2月

校区： 汉密尔顿Rotokauri校区

课程代码: EN1602

这个学制两年的课程适合那些打算担任建筑技术人员的人。 你
将学习创建图纸、制作建筑结构模型、研究建筑材料并协助申请
建筑许可的流程。 你将学会独立操作复杂程度有限的中小型建
筑工程，从各个阶段直至完工。 你还将深入了解建筑行业从业人
员的法律与职业责任。 毕业后，你将可能在经验丰富的建筑技术
人员、设计师或建筑师的监督下参与大型、复杂的建筑项目。 

本学历满足新西兰法律、业务守则以及新西兰、澳大利亚和其他
国际标准的要求。 

入学要求：
Wintec 国际学生的课程设置了入学的最低学术要求。 欲按
国家/地区查看入学学术要求，请访问我们的如何申请页面 
wintec.ac.nz/international/how-to-apply 并向下滚动到
Entry Requirements。 

英语要求： 
英语非母语的学生要求达到国际英语语言测试系统（雅思）各项
6.0；或同等水平。 

详细课程资料请浏览：www.wintec.ac.nz/EN1602

新西兰工程大专文凭（6级） 专修土木、电气、
电子与机械工程

学制: 2年

开学日期: 2月或7月

校区： 汉密尔顿Rotokauri校区或远程学习（仅适用
于电气专业)

课程代码: EN1603

工程技术人员协助工程师完成各种不同的任务。 在本课程中，你
将学会你所选的专修工程领域中行业所需的核心知识和实践技
能。 在本课程中，你可以选择以下四个专修领域之一：
• 土木
• 电气
• 电子
• 机械
本学历已得到新西兰工程师协会认证。

入学要求：
Wintec 国际学生的课程设置了入学的最低学术要求。 欲按
国家/地区查看入学学术要求，请访问我们的如何申请页面 
wintec.ac.nz/international/how-to-apply 并向下滚动到
Entry Requirements。

英语要求：
英语非母语的学生要求达到国际英语语言测试系统（雅思）总分
6.0，单项成绩不低于5.5；或同等水平。

详细课程资料请浏览：www.wintec.ac.nz/eng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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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学期间，我最热爱的是设计和绘画。 攻读工程技术学士学位意味着我可以继续做我
热爱的事情并将它们应用到我未来的职业生涯中。 在 Wintec，这个课程具有实用性。 它
让我们通过实习和工作经验接触这个行业。 我目前在学习，同时为 Gray Matter 做兼
职。 它让我有机会为他们的土木工程项目出力，并将我学到的技能付诸实践。 来到新西
兰后，我意识到这个国家有一个详尽的计划要进行持续的道路工程。 我的学位向我展示
了土木工程在道路建设方面的重要性——它对保护公众健康和环境至关重要。 如果你
对工程学感兴趣并希望对社会产生积极影响，那么这是一个值得报读的完美学位。
Anna Thomas — 印度 
工程技术本科学士--土木工程



新西兰建筑大专文凭（6级） 方向：工料测量

学制: 2年

开学日期: 2月

校区： 汉密尔顿Rotokauri校区

课程代码: EN1601

在本课程中，你将学到从事工料测量工作所需的实用技能和知
识。 这包括估价和可行性； 计量定价； 项目建筑期间的财务管
理。 Wintec 导师在他们的专业领域均都训练有素并且深具资
历。 他们与新西兰工料测量师协会有着密切的联系，这意味着他
们了解最新信息，知道学生未来就业所需的知识是什么。 学生将
有机会通过项目工作、实地考察和调查获得实践经验。

Wintec 与行业领导者的牢固合作伙伴关系带来了宝贵的资源，
例如演讲嘉宾、最新技能和知识。

毕业后你可担任工料测量师、建筑估量师、地产顾问、 造价工程
师。

有了经验之后，你的工作可以包括更广泛、更复杂的建筑项目，
执行与成本规划和财务控制相关的任务。

入学要求：
Wintec 国际学生的课程设置了入学的最低学术要求。 欲按
国家/地区查看入学学术要求，请访问我们的如何申请页面 
wintec.ac.nz/international/how-to-apply 并向下滚动到
Entry Requirements。

英语要求：
英语非母语的学生要求达到国际英语语言测试系统（雅思）总分
6.0，单项成绩不低于5.5；或同等水平。

详细课程资料请浏览：www.wintec.ac.nz/EN1601

工程技术本科学士 （7级） 专业：土木、          
电气、与机械工程

学制: 3年

开学日期: 2月或7月

校区： 汉密尔顿Rotokauri校区

课程代码: SC1001

这个学制三年的学位专为那些有志于从事工程职业的人而设
计。 你将在我们工程实验室里学习实用技术的理论和实践技能，
并学习如何设计和提供有关机器和工具的建造和维修的建议。

毕业后，你可担任土木、电气或机械工程技术人员。 你可以花时
间进行可行性研究； 研究能源的使用； 机械和材料； 使用 CAD 
软件对项目进行建模； 或准备机器或机器零件的图纸。

本学历已得到新西兰工程师协会认证。 

入学要求：
Wintec 国际学生的课程设置了入学的最低学术要求。 欲按
国家/地区查看入学学术要求，请访问我们的如何申请页面 
wintec.ac.nz/international/how-to-apply 并向下滚动到
Entry Requirements。

英语要求：
英语非母语的学生要求达到国际英语语言测试系统（雅思）总分
6.0，单项成绩不低于5.5；或同等水平。

详情请浏览：www.wintec.ac.nz/eng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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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技术学士后文凭 （7级）方向： 机械、机电、动力、排水与废水处理, 高速公路工程

学制: 1年

开学日期: 2月或7月

校区： 汉密尔顿Rotokauri校区

课程代码: EN1801

这个学制一年的课程面向希望在额外的工程学科中获得更多专
业知识的工程专业毕业生和在职的工程专业人士。 完成本课程
后，你将获得正式学历证书，你的行业经验将被认可。 

本课程有以下几个专业： 
• 机械
• 机电
• 动力
• 排水与废水处理
• 高速公路工程

毕业后，你将拥有适当的技能和知识，加上额外的学历继续从事
工程工作，或者继续在工程相关领域深造读研。 预计就业市场
的发展会增加对具有多种技术学科专业知识的工程技术人员的
需求。

入学要求：
Wintec 国际学生的课程设置了入学的最低学术要求。 欲按
国家/地区查看入学学术要求，请访问我们的如何申请页面 
wintec.ac.nz/international/how-to-apply 并向下滚动到
Entry Requirements。

英语要求：
英语非母语的学生要求达到国际英语语言测试系统（雅思）学术
类别总分6.0或更高，写作与口语不低于 6.0，阅读与听力不低于 
5.5；或同等水平。

选择标准：
申请人可能需要参加面试，并可能需要制作基于工作的作品集  

（在适当的情况下）。

详细课程资料请浏览：www.wintec.ac.nz/EN1801

我一开始在 Wintec 学习工程大专文凭。 工作一年
半后，我想将我的技能运用到特定领域。 继续攻读
学士学位使我能够专修机械工程，这是受到我父亲
的职业生涯的启发，他也在同一领域工作。 与印度
的教育系统不同，我的课程非常注重动手实践。 我
参与了汉密尔顿及其周边地区的众多工程项目，包
括在怀卡托河畔建造一座互动塔。 生活在新西兰兼
具两个世界的优点——这个国家既城市化又仍然保
留着丰富的原始自然风光。 我在班加罗尔长大，那
里的城市化率非常高，所以新西兰对我而言是非常
不同且令人振奋的体验。 我从第一天开始就感到
如鱼得水，已经从上到下周游了这个国家两次。
Vignesh Venkatesan — 印度
工程技术学士，机械工程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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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西兰英语语言证书（基础英语）（1级)

学制: 17周

开学日期: 2月或7月

校区： 汉密尔顿市中心校区

课程代码: EL1500

你将学习四种英语语言技能——阅读、写作、听力和口语。 开始在
日常生活的情境中使用和理解简单的英语。

英语要求：
本课程的学生不会或很少会说英语。 本课程的分班将由语言分
班考试中心决定。

详细课程资料请浏览：www.wintec.ac.nz/EL1500

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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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获得以下英语语言课程的入学资格，你可能需要参加面试。 这次面试将使我们能够确定你当前的
英语语言技能水平。 国际学生必须有新西兰移民局签发的签证才可以在新西兰就读。

新西兰英语语言证书（海外）（在线）（3-5级）

学制: 16周

开学日期: 2月或7月

校区： 在线教学

课程代码: 因课程而异

这些在线学历适用于希望获得在新西兰继续高等教育、培训和/
或工作的正式资格现住海外的国际学生。 

提供的证书
• 新西兰英语语言证书（应用英语)（3级）（海外）（在线）
• 新西兰英语语言证书（通用英语）（3级)（海外）（在线）
• 新西兰英语语言证书(学术英语）（4级）（海外）（在线）
• 新西兰英语语言证书(学术英语）（5级）（海外）（在线）

详细课程资料请浏览： 
www.wintec.ac.nz/study-at-wintec/courses/english

  英语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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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西兰英语语言证书（1级)

学制: 17周

开学日期: 2月、7月和8月

校区： 汉密尔顿市中心校区

课程代码: EL1501

本课程适用于那些英语语言能力非常有限，但希望提高听、说、
读、写基本英语技能的学生。 学生将掌握在日常熟悉情景中使用
和理解简单英语的技能，并将通过课堂授课、自学以及在线学习
等方式提升学习技能。

英语要求：
该课程的分班将由语言分班考试中心根据语言能力决定。

详细课程资料请浏览：www.wintec.ac.nz/EL1501

新西兰英语语言证书（2级)

学制: 17周

开学日期: 2月、7月和8月

校区： 汉密尔顿市中心校区

课程代码: EL1502

学生将学习基础到中级水平的英语语言和沟通技能。 你将提高
英语口语和写作技能，能在熟悉的情景中使用和理解英语，并同
时发展课堂面授和在线学习的技能。 学生必须证明有合理的机
会在本课程中取得成功。

英语要求：
本课程的分班将由语言分班考试中心根据语言能力决定。

详细课程资料请浏览：www.wintec.ac.nz/EL1502

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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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西兰英语语言证书（通用英语）（3级)

学制: 17周

开学日期: 2月或7月

校区： 汉密尔顿市中心校区

课程代码: EL1503

本课程将帮助学生获得在新西兰入读高等院校、 培训或工作所
需的英语语言技能。 学生将提高英语口语和写作技能，并在学术
或职业语境中能运用和理解更综合复杂的英语。

英语要求：
英语非母语的学生要求达到国际英语语言测试系统（雅思）总分
4.5；或同等水平，或参加语言中心的分班考试。

详细课程资料请浏览：www.wintec.ac.nz/EL1503

新西兰英语语言证书（应用英语）（3级)

学制: 17周

开学日期: 2月或7月

校区： 汉密尔顿市中心校区

课程代码: EL1803

本课程专为那些需要更高级英语技能以能在新西兰入读高等院
校或工作的人而设计，帮助学生提高口头和书面英语语言技能。 
它将使你能够在学术或就业环境中使用更复杂的语言。

英语要求：
英语非母语的学生要求达到国际英语语言测试系统（雅思）各项
5.0；或同等水平，或参加语言中心的分班考试。

详细课程资料请浏览：www.wintec.ac.nz/EL1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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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西兰英语语言证书(学术英语）（就业英语)
（4级）

学制: 17周

开学日期: 2月或7月

校区： 汉密尔顿市中心校区

课程代码: EL1504 /EL1804

本课程将帮助你为在新西兰高等院校学习或培训做好准备。 进
一步提高你已经流利的英语口语和写作技能，以便在学术或职
业语境中运用和理解更复杂的英语。

英语要求：
英语非母语的学生要求达到国际英语语言测试系统（雅思）各项
5.5；或同等水平，或参加语言中心的分班考试。

详细课程资料请浏览：www.wintec.ac.nz/EL1504 (学术英语) 
and www.wintec.ac.nz/EL1804 (就业英语) 。

英
语

语
言

 

新西兰英语语言证书（学术英语）（5级）

学制: 17周

开学日期: 2月或7月

校区： 汉密尔顿市中心校区

课程代码: EL1505

本课程将帮助你为在新西兰进行学术深造、培训或就业做好准
备。 你将巩固你的英语口语和书面语言技能，以便在各种情况下
使用和理解复杂的英语。 它将扩展你课堂面授、自学和在线学习
的学习技能。 

英语要求：
英语非母语的学生要求达到国际英语语言测试系统（雅思）各项
6.0；或同等水平，或参加语言中心的分班考试。

详细课程资料请浏览：www.wintec.ac.nz/EL1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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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期英语

学制: 3周

开学日期: 1月

校区： 汉密尔顿市中心校区

课程代码: LANG425 /LANG426

本课程将让你掌握语言学习的技巧与策略，提高阅读、写作、听
力和口语的技能，提高你的英语流利程度，建立使用英语的信
心。

国际学生必须有新西兰移民局签发的可以在新西兰读书的签
证。

详细课程资料请浏览：www.wintec.ac.nz/Englishss

雅思备考课程

学制: 9周

开学日期: 不定

校区： 汉密尔顿市中心校区

课程代码: ELL234B

本课程提高你的语言技能，为参加普通培训类和学术类雅思考
试做好准备， 并为在 Wintec继续学习深造或为其他雅思应考目
的提供英语语言路径。

详细课程资料请浏览：www.wintec.ac.nz/ELL234B

雅思考试

开学日期: 不定

校区：: 汉密尔顿市中心校区

Wintec 是国际英语语言测试的授权考试中心。 雅思，即国际英
语语言测试系统，旨在评估需要在用英语交流的地方学习或工
作的人们的语言能力。
详细课程资料请浏览：www.wintec.ac.nz/ielts

职业英语考试备考课程

学制: 9周

开学日期: 不定

校区： 汉密尔顿市中心校区

Wintec是职业英语测试（OET）的指定考点之一。 它可用于入读 
Wintec 的护理课程，以及护理和助产士的学位后职业注册。

本课程的学生将能提高语言技能，备考OET。

详细课程资料请浏览：www.wintec.ac.nz/oet

 短期课程与备考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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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康和社会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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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西兰注册护士大专文凭（5级） Nehi 
Whakauru 登记护士

学制: 18个月

开学日期: 2月或7月

校区： 汉密尔顿市中心校区，奥托罗昂格或泰晤士

课程代码: HS1702

本课程适用于那些希望做临床登记护士，和成为卫生团队重要
成员的人。 你将获得在各种医疗保健环境中成为登记护士所需
的知识和技能。 毕业后，你将有资格向新西兰护士协会申请参加
考试以注册为登记护士. 然后你能够在注册护士的指导下工作。

入学要求：
Wintec 国际学生的课程设置了入学的最低学术要求。 欲按
国家/地区查看入学学术要求，请访问我们的如何申请页面 
wintec.ac.nz/international/how-to-apply 并向下滚动到
Entry Requirements。

英语要求：
英语非母语的学生要求达到国际英语语言测试系统（雅思）各项
6.5；或同等水平。

详细课程资料请浏览：www.wintec.ac.nz/HS1702Tihei Mauri Ora 分支
如果你是毛利学生，你可以选择在护理学本科学士和登记护理
课程中选择 Tihei Mauri Ora 分支。 Tihei Mauri Ora 专注于改
善社区中的毛利人健康状况。 参加 Tihei Mauri Ora 课程让学生
更加关注毛利人的健康、习俗和礼仪，并通过 manaaki 教牧关
怀模式获得额外支持。 高年级护理学生和工作人员会用毛利文
化的方式为你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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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工作本科学士                                              
(7级)

学制: 4年

开学日期: 2月

校区： 汉密尔顿市中心校区

课程代码: HS0114

在本课程中，你将获得技能和知识，为个人和团体提供建议、倡
导和支持，赋权他们并帮助他们充分发挥潜力， 使他们能够在社
区中独立生活工作。

毕业后，你将能够进入各种社会工作领域的社工队伍。 这可能包
括在社会工作者注册委员会进行临时注册后，在学校、医院、社
区团体或政府组织从事初级执业者级别的工作。

入学要求：
Wintec 国际学生的课程设置了入学的最低学术要求。 欲按
国家/地区查看入学学术要求，请访问我们的如何申请页面 
wintec.ac.nz/international/how-to-apply 并向下滚动到
Entry Requirements。

英语要求：
英语非母语的学生要求达到国际英语语言测试系统（雅思）学术
类别各项6.5；或同等水平。

详细课程资料请浏览：www.wintec.ac.nz/HS0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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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产士本科学士                                                  
(7级)

学制: 4年

开学日期: 2月

校区： 汉密尔顿市中心校区，并在陶朗加、罗托鲁
瓦、霍克湾和华卡塔尼设有分部

课程代码: HL0901

在本课程中，你将学习做为一名助产士自主工作所需的知识、技
能和信心——即能在妇女怀孕、分娩和孩子出生后长达六周的时
间内护理和照顾她们。 毕业后你将有资格参加全国助产士考试，
成为注册助产士。 助产士负责妇婴的福祉，并为新生儿家庭提供
安全和适当的支持。

临床实习在各区域分部进行，以便你可以在家附近完成大部分
临床经验。 但是，你必须在你所在地区之外完成一项为期 4 周的
临床实习。 整个课程期间，必修的校内课程都在汉密尔顿校区举
行，无论你在哪个分部，你都必须参加。

入学要求：
Wintec 国际学生的课程设置了入学的最低学术要求。 欲按
国家/地区查看入学学术要求，请访问我们的如何申请页面 
wintec.ac.nz/international/how-to-apply 并向下滚动到
Entry Requirements。

英语要求：
英语非母语的学生需要在国际英语语言测试系统（雅思）（学术
类）中达到总分7.0，写作和阅读不低于6.5； 口语和听力不低于
7.0。 职业英语考试 (OET)需每个部分的成绩都为 A 或 B。 这些
分数必须是一次雅思或 OET 考试的成绩。

详细课程资料请浏览：www.wintec.ac.nz/HL0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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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学本科学士（7级）

学制: 3年

开学日期: 2月或7月

校区： 汉密尔顿市中心校区

课程代码: HL0902

通过这个学制3 年的护理学学士学位课程，培养作为注册护士在
各种医疗保健和社区环境中执业的知识和技能。 你将在护理科
学、健康评估、人际关系、双重文化护理以及将《怀唐伊条约》与
护理实践结合等方面发展你的技能和知识。

毕业后，你将参加新西兰护士协会的注册考试，成为注册护士。

入学要求：
Wintec 国际学生的课程设置了入学的最低学术要求。 欲按
国家/地区查看入学学术要求，请访问我们的如何申请页面 
wintec.ac.nz/international/how-to-apply 并向下滚动到
Entry Requirements。

英语要求：
英语非母语的学生要求达到国际英语语言测试系统（雅思）各项
6.5；或同等水平。

详细课程资料请浏览：www.wintec.ac.nz/HL0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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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辅导本科学士 （7级）                           
(Paetahi Tumu Korero)

学制: 3年

开学日期: 2月

校区： 汉密尔顿市中心校区

课程代码: HS1602

本课程中，你将掌握在复杂和跨专业的社会服务与健康领域中
工作所需的灵活和专业的技能。 重点包括心理健康和成瘾辅导。 
实习是本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毕业生将能以初级执业者水平
开始从事辅导工作。

入学要求：
Wintec 国际学生的课程设置了入学的最低学术要求。 欲按
国家/地区查看入学学术要求，请访问我们的如何申请页面 
wintec.ac.nz/international/how-to-apply 并向下滚动到
Entry Requirements。

英语要求：
英语非母语的学生要求达到国际英语语言测试系统（雅思）各项
6.5；或同等水平。

详细课程资料请浏览：www.wintec.ac.nz/HS1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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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科学硕士(预注册）（9级）

学制: 2年

开学日期: 2月

校区： 汉密尔顿市中心校区

课程代码: HS1903

护理科学硕士（预注册）课程是一个为期两年的课程。 本课程让
获得本科学位的学生能直接并更快捷地进入护理职业。 毕业生
成功完成学业后，将获得护理科学硕士学位（预注册），并有资格
向新西兰护士委员会 (NCNZ) 申请参加国家期末考试，成为注
册护士。

本课程将使用混合式和灵活的授课模式，以使学生能够在离家
更近的地方进行学习。 理论内容通过密集课程教授，辅以在线教
学活动，学生、学术人员和富有临床经验合作伙伴之间的参与程
度很高。

本课程综合临床经验支持实践，有意识地培养具有文化响应能
力、能够胜任跨专业工作并准备就绪的护士，以满足毛利人、太
平洋岛民、农村和偏远地区健康消费者、家庭和社区的医疗保健
需求。

入学要求：
Wintec 国际学生的课程设置了入学的最低学术要求。 欲按
国家/地区查看入学学术要求，请访问我们的如何申请页面 
wintec.ac.nz/international/how-to-apply 并向下滚动到
Entry Requirements。

英语要求：
英语非母语的学生要求达到国际英语语言测试系统（雅思）各项
7.0；或同等水平。

详细课程资料请浏览：www.wintec.ac.nz/HS1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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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课程是为健康和社会实践领域的专业人员设计的，包括：职
能理疗、社会工作、心理辅导、人类服务、物理理疗、护理、助产
士、心理健康和成瘾。

他们提供旨在指导实践的学习机会，并在基于怀唐伊条约精神
的实践中开发有价值的知识。 学生将和健康和社会实践领域的
高级从业人员一起进行互动式和体验式教育，同时学习和职业
成长。

入学要求：
Wintec 国际学生的课程设置了入学的最低学术要求。 欲按
国家/地区查看入学学术要求，请访问我们的如何申请页面 
wintec.ac.nz/international/how-to-apply 并向下滚动到
Entry Requirements。

英语要求：
母语非英语也非毛利语的学生必须在国际英语语言考试成绩 
(IELTS)学术类考试的所有单项中获得 7.0 或更高的分数，或同
等学历，并需要证明能够成功取得课程的学习成果。

 健康与社会实践研究生 

健康与社会实践研究生证书 (8级）

学制: 6个月

开学日期: 开学日期根据所选科目而定

校区： 汉密尔顿市中心校区或丰盛湾区医管局教育
中心（陶朗加）

课程代码: HS1103

本课程旨在扩展和深化健康和社会实践领域的专业知识和技
能，包括：职能理疗、护理、助产士、社会工作、心理辅导和人类服
务。 它提供旨在指导学生实践的学习机会，并在基于怀唐伊条约
精神的实践中开发有价值的知识。 学生将在进行互动式和体验
式教育的同时学习和职业成长。

详细课程资料请浏览：www.wintec.ac.nz/HS1103

健康和社会实践 研究生文凭 （8级) 主修：职
业监督、助产士、或心理健康和成瘾

学制: 1年

开学日期: 2月或7月

校区： 汉密尔顿市中心校区或丰盛湾区医管局教育
中心（陶朗加）

课程代码: HS1102

本课程旨在扩展和深化健康和社会实践领域的专业知识和技
能，包括：职能理疗、护理、助产士、社会工作、心理辅导和人类服
务。 它提供旨在指导学生实践的学习机会，并在基于怀唐伊条约
精神的实践中开发有价值的知识。 学生将在进行互动式和体验
式教育的同时学习和职业成长。

详细课程资料请浏览：www.wintec.ac.nz/HS1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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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园艺、景观和树木栽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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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西兰景观实践大专文凭（5级）方向：设计

学制: 1年

开学日期: 2月

校区： 汉密尔顿花园校区

课程代码: SX1802

学生将提高他们在景观设计方面的技能，并获得经验处理各种
复杂的地型和情况。 他们将精通以安装为目的准备施工图纸和
规范，并有信心在现场为承包商提供支持。 在行业内兼职工作实
习会是本课程的组成部分之一，让学生能在动手实践中学习。

本课程非常适合在景观行业或同等领域拥有经验并希望将他们
的技术技能和知识提升到更高水平的人。

毕业生可以担任景观设计师，景观合同经理或景观团队负责人。

入学要求：
Wintec 国际学生的课程设置了入学的最低学术要求。 欲按
国家/地区查看入学学术要求，请访问我们的如何申请页面 
wintec.ac.nz/international/how-to-apply 并向下滚动到
Entry Requirements。 

英语要求：
英语非母语的学生要求达到国际英语语言测试系统（雅思）总分
5.5，单项成绩不低于5.0；或同等水平。

详细课程资料请浏览：www.wintec.ac.nz/SX1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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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制: 1年

开学日期: 2月

校区： 汉密尔顿花园校区

课程代码: SX1902

本课程提供进一步的项目工作，你可以由此进入更专业的领域。 
你将通过此课程培养独立评估、合同和研究以及过程管理的技
能。 课程在汉密尔顿花园校区进行，学生们将置身于一个占地 
54 公顷的公园。公园位于怀卡托河畔，拥有开阔的草坪和封闭
的花园。

通过工作融入，你可以把自己沉浸在实际工作环境中，获得实用
的人际关系技巧和业界专业人士的指导。

随着学生进入树木栽培专业，导师成为教育过程中的促进者，挑
战学生的思维过程并指导他们的想法。

学生将获得有关树木健康和管理的高级知识，并会被视为城市
森林管理方面的专家，参与规划和发展决策。 

毕业生可以受聘于各种树木栽培专业岗位和树木管理相关的职
位。

入学要求：
Wintec 国际学生的课程设置了入学的最低学术要求。 欲按
国家/地区查看入学学术要求，请访问我们的如何申请页面 
wintec.ac.nz/international/how-to-apply 并向下滚动到
Entry Requirements。

英语要求：
英语非母语的学生要求达到国际英语语言测试系统（雅思）（学
术类别）总分6，单项成绩不低于5.5；或同等水平。

详细课程资料请浏览：www.wintec.ac.nz/SX1902

新西兰树木栽培大专文凭(6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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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西兰烹饪证书（4级）                                      
烹饪艺术课程第一学年

学制: 1年

开学日期: 2月或7月

校区： 汉密尔顿Rotokauri校区

课程代码: RS1601

本课程旨在帮助你培养备菜、烹饪和摆盘的烹饪技能，运用复杂
的备菜和摆盘技巧。 学生将学到在商业厨房里工作的标准操作
程序。 毕业生可以在专业厨房中担任厨师出菜。

入学要求：
Wintec 国际学生的课程设置了入学的最低学术要求。 欲按
国家/地区查看入学学术要求，请访问我们的如何申请页面 
wintec.ac.nz/international/how-to-apply 并向下滚动到
Entry Requirements。

英语要求：
英语非母语的学生要求达到国际英语语言测试系统（雅思）总分
5.5，单项成绩不低于5.0；或同等水平。

详细课程资料请浏览：www.wintec.ac.nz/RS1601

新西兰烹饪大专文凭（高级）（5级）                
烹饪艺术课程第二学年

学制: 1年

开学日期: 2月或7月

校区： 汉密尔顿Rotokauri校区

课程代码: RS1701

本课程让你学会计划和使用先进的食材准备、烹饪和备菜技巧
制作各式各样的肉类、家禽和鱼类菜肴。 毕业后，你可能会受雇
担任高级职位的厨师，制作高级菜肴。

入学要求：
Wintec 国际学生的课程设置了入学的最低学术要求。 欲按
国家/地区查看入学学术要求，请访问我们的如何申请页面 
wintec.ac.nz/international/how-to-apply 并向下滚动到
Entry Requirements。

英语要求：
英语非母语的学生要求达到国际英语语言测试系统（雅思）总分
5.5，单项成绩不低于5.0；或同等水平。

详细课程资料请浏览：www.wintec.ac.nz/RS1701

  酒店管理和烹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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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对数字着迷，在中学期间就喜欢做数学题和编程，所以报名软件工程专业对我来说
是完美的选择。 当我查看 Wintec 在应用信息技术学士学位中提供的不同科目时，我发现课
程内容正是我所追求的。 尤其是游戏开发课。 在这里学习让我变得更坚韧，我了解到当我们
为某事艰苦奋斗时，一旦我们取得了成果，它会让人更有满足感。 导师们会向学生灌输自学
的价值。 他们鼓励我们尝试新事物，并用动手实践的方法来培养技能。 从毛里求斯到新西兰
的旅程也让我更加独立，让我有机会自立，体验人生。 我非常喜欢这里。 这个国家风景如画，
人民热情好客。 我曾经很害羞，在课堂上不会发言，但在 Wintec 的生活让我破茧而出。

Shannon Juliette — 毛里求斯
应用信息技术本科学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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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西兰信息技术证书（5级）

学制: 一学期

开学日期: 2月或7月

校区： 汉密尔顿市中心校区

课程代码: BI1606

本课程旨在让你广泛了解信息技术的核心概念及技能，包括技
术支持、信息系统、一体化设计和软件开发。 毕业后，你可在信息
技术行业从事各种初级职位的工作或继续深造。 

入学要求： 
Wintec 国际学生的课程设置了入学的最低学术要求。 欲按
国家/地区查看入学学术要求，请访问我们的如何申请页面 
wintec.ac.nz/international/how-to-apply 并向下滚动到
Entry Requirements。

英语要求：
英语非母语的学生要求达到国际英语语言测试系统（雅思）（学
术类别）总分5.5，单项成绩不低于5.0；或同等水平。

详细课程资料请浏览：www.wintec.ac.nz/BI1606

新西兰信息技术技术支持大专文凭（5级）

学制: 1年

开学日期: 2月或7月

校区： 汉密尔顿市中心校区

课程代码: BI1607

这个学制一年的课程将让你掌握在信息技术行业就业所需的知
识和技能。 它相当于应用信息技术学士学位的第一年。 如果你
选择升读该学位，你只需要再进行两年的学习。

毕业后，你可能会从事计算机技术员、服务台和技术支持人员、
入门级网络管理员、网络工程师和应用程序支持分析师等职位，
重心是技术支持方面。

入学要求：
Wintec 国际学生的课程设置了入学的最低学术要求。 欲按
国家/地区查看入学学术要求，请访问我们的如何申请页面 
wintec.ac.nz/international/how-to-apply 并向下滚动到
Entry Requirements。

英语要求：
英语非母语的学生要求达到国际英语语言测试系统（雅思）（学
术类别）总分5.5，单项成绩不低于5.0；或同等水平。

详细课程资料请浏览：www.wintec.ac.nz/BI1607

我从中国来到新西兰，希望在完成学业后能在这个
国家定居。 Wintec 的课程结构和内容对我很有吸
引力，因为他们非常重视实习。 我有机会在实习期
间担任 Gig 的业务分析师，和一个第三方虚拟现实
企业一起，进行Gig的网站开发项目，以及学习管
理系统的开发。 在实习期间，我还为我的 BA 职位
接受了 Wintec 信息技术服务培训。 我之前曾在英
国留过学。 比较这两次留学经历，我发现新西兰更
友好，更欢迎新文化。 Wintec 还拥有更好的学习
环境和充满活力的学生文化。 我的课程的前几堂
课之一是学习《怀唐伊条约》，此后我参加了一个毛
利文化研讨会，了解了新西兰的职场文化以及它与
中国职场文化的区别。 在我修读本科学位期间，了
解新西兰的历史让我接触到了新西兰的生活方式，
为我在新西兰开始自己生活打下了完美的基础。
Xilei Liu — 中国
应用信息技术硕士

                  信息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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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信息技术本科学士（7级）                                                                                                                    
专修：网络工程、软件工程、数据库架构、或多媒体和网络开发

学制: 3年

开学日期: 2月或7月

校区： 汉密尔顿市中心校区

课程代码: BI1607

在本课程中，你将在广泛、多样的信息技术技能方面打下坚实的
知识基础，并在以下四个可选专业之一获得高级专业知识： 

网络工程、软件工程、数据库架构或多媒体和网站开发。 

我们的学位还旨在为学生提供广泛的技能组合和对 IT 业务领域
和全球 IT 行业更广泛背景的全面理解，同时也提供特定领域的
专业知识。

学位中使用的技术和工具不断更新，目前包括：python、C#.
net、Visual Studio、Java、Android 开发、MS Server、Active 
Directory、Unity3D、Unreal、Cisco、Fortinet、HTML5
、CSS、JavaScript、Laravel、 PHP、MySQL、SQL 
Server、Oracle、Power BI、AWS、Azure、Hadoop 等等。

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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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生可从事网络工程师、软件工程师、多媒体和网站开发人
员、数据库架构师、业务/系统分析师、IT项目经理、IT经理或网络
安全专业人员等工作。

请注意： 学院鼓励本课程的学生自带设备（笔记本电脑）。

入学要求：
Wintec 国际学生的课程设置了入学的最低学术要求。 欲按
国家/地区查看入学学术要求，请访问我们的如何申请页面 
wintec.ac.nz/international/how-to-apply 并向下滚动到
Entry Requirements。

英语要求：
英语非母语的学生要求达到国际英语语言测试系统（雅思）总分
6.0，单项成绩不低于5.5；或同等水平。

详细课程资料请浏览：www.wintec.ac.nz/BI1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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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菲律宾来到新西兰寻求高等教育和更光明的未来。 Wintec 提供了我想从事软件工程的
特定专业和路径，因此非常适合我。 Wintec 的导师在课堂内外都平易近人且乐于助人。 与
我老家相比，这里的学习氛围也是令人耳目一新。在老家我们所做的一切都被打分，甚至包
括在课堂上回答问题。 这使学习变得非常紧张。 在 Wintec，虽然分数也很重要，但重点放
在项目式学习，课堂生动有趣，探索现实世界问题，让学生对他们正在学习的内容有更深入
的知识和理解。 在构建技能组合方面，这种学习方式更加实用。 在菲律宾，同样的内容会用
死记硬背的方式教给我们，但我们并没有真正理解它。 Wintec 导师则会竭尽全力确保你了
解了你所学内容背后的所有组成部分。 在这里生活和学习对获得独立感也很有帮助，我现
在是第一次和人合租房子。 自己做家务、买菜和做预算对我来说都是重要的应学的技能。
Justin Paredes — 菲律宾
应用信息技术本科学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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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信息技术学士后 文凭（7级) 专修：数据
库管理、数据库开发、网络工程、软件工程、和
网络开发

学制: 1年

开学日期:
2月或7月（适用于已有被认可的信息技术学
历的人）；4月或11月（适用于那些评估后需
从预备课程开始的人）。

校区： 汉密尔顿市中心校区

课程代码: BI1804

在本课程中，你将获得提供优质信息技术服务所需的知识和技
能。 你还将培养有效的沟通技巧，以能给各种组织和行业予以支
持并帮助他们提高。

你可以选择专攻以下五个专业之一：
数据库管理
适用那些在数据库管理、数据仓库和商业智能以及移动应用程
序开发方面寻求职业的人。

数据库开发
适用那些在数据库开发、数据仓库和商业智能以及移动应用程
序开发方面寻求职业的人。

网络工程
适用那些在网络工程、网络管理、网络安全领域寻求职业的人。

软件工程
适用那些在软件工程、软件开发、大数据和分析、移动应用程序
开发和软件测试领域寻求职业的人。

Web开发
适用那些在网页设计/开发、网页应用程序开发和移动应用程序
开发领域寻求职业的人。

毕业后，你可能会担任数据库管理员、数据库开发人员、网络工
程师、软件工程师、网络开发人员、IT 项目经理、IT 经理和安全
专家。

入学要求：
Wintec 国际学生的课程设置了入学的最低学术要求。 欲按
国家/地区查看入学学术要求，请访问我们的如何申请页面 
wintec.ac.nz/international/how-to-apply 并向下滚动到
Entry Requirements。

英语要求：
英语非母语的学生要求达到国际英语语言测试系统（雅思）总分
6.0，单项成绩不低于5.5；或同等水平。

详细课程资料请浏览：www.wintec.ac.nz/BI1804

应用信息技术研究生证书 （8级）

学制: 一学期

开学日期: 2月或7月

校区： 汉密尔顿市中心校区

课程代码: BI1702

本课程旨在帮你提高信息技术知识和技能。

入学要求：
Wintec 国际学生的课程设置了入学的最低学术要求。 欲按
国家/地区查看入学学术要求，请访问我们的如何申请页面 
wintec.ac.nz/international/how-to-apply 并向下滚动到
Entry Requirements。 

英语要求：
英语非母语的学生要求达到国际英语语言测试系统（雅思）（学
术类别）总分6.5，单项成绩不低于6.0；或同等水平。

详细课程资料请浏览：www.wintec.ac.nz/BI1702

应用信息技术研究生文凭 （8级）

学制: 1年

开学日期: 2月或7月

校区： 汉密尔顿市中心校区

课程代码: BI1703

本课程使你能够进行高阶学习课程，巩固你的知识和技能。

入学要求：
Wintec 国际学生的课程设置了入学的最低学术要求。 欲按
国家/地区查看入学学术要求，请访问我们的如何申请页面 
wintec.ac.nz/international/how-to-apply 并向下滚动到
Entry Requirements。 

英语要求：
英语非母语的学生要求达到国际英语语言测试系统（雅思）（学
术类别）总分6.5，单项成绩不低于6.0；或同等水平。

详细课程资料请浏览：www.wintec.ac.nz/BI1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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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信息学研究生文凭 （8级）

学制: 1年

开学日期: 2月或7月

校区： 汉密尔顿市中心校区

课程代码: IT1101

本课程为具有商业或信息技术相关学位的毕业生的职业发展提
供了路径。 你将了解信息使用的社会、文化和组织环境。 发展领
域可包括管理、商业分析、战略规划、软件开发、安全等。

入学要求：
Wintec 国际学生的课程设置了入学的最低学术要求。 欲按
国家/地区查看入学学术要求，请访问我们的如何申请页面 
wintec.ac.nz/international/how-to-apply 并向下滚动到
Entry Requirements。 

英语要求：
英语非母语的学生要求达到国际英语语言测试系统（雅思）总分
6.5，单项成绩不低于6.0；或同等水平。

详细课程资料请浏览：www.wintec.ac.nz/IT1101

应用信息技术硕士 （9级）

学制: 18个月

开学日期: 2月或7月

校区： 汉密尔顿市中心校区

课程代码: BI1704

本课程将授课与研究相结合，为你进一步深造做好准备，或让你
在就业领域获得更高的职位。

入学要求：
Wintec 国际学生的课程设置了入学的最低学术要求。 欲按
国家/地区查看入学学术要求，请访问我们的如何申请页面 
wintec.ac.nz/international/how-to-apply 并向下滚动到
Entry Requirements。 

英语要求：
英语非母语的学生要求达到国际英语语言测试系统（雅思）（学
术类别）总分6.5，单项成绩不低于6.0；或同等水平。

详细课程资料请浏览：www.wintec.ac.nz/BI1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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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在本国印度学习时，我赢得了我所在大学的年度项目博览奖。 这给了我机会为我设
计的处理大气数据的硬件系统注册专利。 由于我的成功，我获得了新西兰三所大学的研
究生奖学金。 但是除奖学金之外的费用还是太贵了。 然后我听说了 Wintec。 它的学费更
可负担，而且，他们还看到了我在项目管理方面和继续深造获取硕士学位的潜力。 学校
的教学人员是我成功的支柱，他们帮助我设计职业形象并扩展我的技能组合。 在我上学
的第一周，我解决了图书馆的一个打印问题。  然后我就受邀去面试他们 IT 部门的一份
工作——这就是我如何在信息技术领域取得第一个职业突破的！ 在 Wintec 学习之前，我
没有相关领域的经验。 现在，在我的简历上我已经可以列出多个领域的经验，包括我为
取得学历而完成的实习。 这是一个非常有收获的历程，我现在正在考虑攻读博士学位。
Karmin Dave — 印度
应用信息技术硕士



应用信息技术硕士 (9级)

学制: 18个月

开学日期: 2月或6月

校区： 汉密尔顿市中心校区

课程代码: RI1602

本课程的学生将沉浸在企业环境中，提高职场创新能力，并在就
业期间获得研究生学历。

本课程在研究生层面为学生提供与所有学科相关的研究和创新
机会，获得学术和职业发展。 本课程没有正式的课堂授课。

学生将由一个学术带头人指导完成本课程，同时还配有一位行
业导师。 学生将在课程的第一部分制定研究项目，并且每周至少
有 3 天的时间花在该项目上。 学生将在课程的第一部分制定研
究项目，并且每周至少有 3 天的时间花在该项目上。 

本课程的学生还将成为一群会通过专门的在线平台和每月论坛
分享经验和知识的同学中的一份子。 这种框架将确保学生在各
学术方面得到很好的支持，并能够将获得的洞见应用到项目所
在的商业环境里。

入学要求：
Wintec 国际学生的课程设置了入学的最低学术要求。 欲按
国家/地区查看入学学术要求，请访问我们的如何申请页面 
wintec.ac.nz/international/how-to-apply 并向下滚动到
Entry Requirements。 

英语要求：
英语非母语的学生要求达到国际英语语言测试系统（雅思）总分
6.5，单项成绩不低于6.0；或同等水平。

详细课程资料请浏览：www.wintec.ac.nz/RI1602

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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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西兰新闻学大专文凭（5级）

学制: 1年

开学日期: 2月

校区： 汉密尔顿市中心校区

课程代码: BM1903

在本课程里，你将培养寻找新闻来源、新闻写作和出版的技能；
以及摄影和录像技术。 你将通过定期在Wintec在线报纸《怀卡
托独立报》发表文章以及通过与行业合作的项目，把这些技能付
诸实践。

你将学到：
• 收集新闻并在多个印刷和数字平台上制作和发布高质量故

事的核心技能
• 媒体摄影、录像和网络出版的技术技能
• 法律和道德行为准则
• 怀唐伊条约与新闻实践的关系

毕业后，你可以从事入门级记者和内容创作的职位，也可以把你
可转换的技能用于传播岗位。 本课程可与传播学本科学士学位
一起修读。

入学要求：
Wintec 国际学生的课程设置了入学的最低学术要求。 欲按
国家/地区查看入学学术要求，请访问我们的如何申请页面 
wintec.ac.nz/international/how-to-apply 并向下滚动到
Entry Requirements。 

英语要求：
英语非母语的学生要求达到国际英语语言测试系统（雅思）总分
6.0，单项成绩不低于5.5；或同等水平。

详细课程资料请浏览：www.wintec.ac.nz/BM1903

   媒体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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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学本科学士（7级）                                      
两种路径：创意媒体和数字营销

学制: 3年

开学日期: 2月（选择年中入学，请与媒体艺术学院联系）

校区： 汉密尔顿市中心校区

课程代码: BM1801

本学位适用于那些希望在动态媒体和传播行业领域发展的人。 
. 本课程注重创意和新闻媒体、营销传播和内容制作。 学生将获
得运用多媒体讲故事的技能，并可以24小时使用编辑室和工作
室。 他们有机会与来自其他学科的学生或和其他行业一起进行
实际合作项目。 本学位有创意媒体（新闻或内容制作）和数字营
销两条路径。

创意媒体
除了沟通技巧、写作、多媒体讲故事和基本数字营销等核心技能
外，学生还将进一步培养成为创意内容制作人的技能。 学生将产
生动态、有创造性的媒体解决方案。 他们将制作一系列引人入胜
的内容，在各种平台上发布。

数字营销
除了沟通技巧、写作、多媒体讲故事和基本的创意媒体制作等核
心技能外，学生还将进一步培养在营销环境中进行战略性运作
的技能。 学生将为品牌制定活动策略，以及营销、广告和讲故事
的创意内容。

毕业后，你可以担任各种传播、营销、或制作职务，包括：内容创
作者、记者、数字营销专家、活动经理、公关顾问、制片人、摄像
师、数字通信顾问、大型活动摄影师、和社交媒体管理。

入学要求：
Wintec 国际学生的课程设置了入学的最低学术要求。 欲按
国家/地区查看入学学术要求，请访问我们的如何申请页面 
wintec.ac.nz/international/how-to-apply 并向下滚动到
Entry Requirements。 

英语要求：
英语非母语的学生要求达到国际英语语言测试系统（雅思）总分
6.0，单项成绩不低于5.5；或同等水平。

详细课程资料请浏览：www.wintec.ac.nz/BM1801

现代艺术本科学士                                             
（7级）

学制: 3年

开学日期: 2月（选择年中入学，请与媒体艺术学院联系）

校区： 汉密尔顿市中心校区

课程代码: BM1902

本学位适合那些想要从事艺术领域的工作的人，包括绘画、摄
影、屏幕媒体、装置艺术、街头艺术、雕塑、或插图。 你求学的这个
群体，推崇个人眼界和个性，并视其为对社会有价值的贡献。

你可全天24小时使用工作室和艺术室，有机会拓展个人艺术实
践，并与来自其他学科的学生和业界人士共同进行实际项目。

入学要求：
Wintec 国际学生的课程设置了入学的最低学术要求。 欲按
国家/地区查看入学学术要求，请访问我们的如何申请页面 
wintec.ac.nz/international/how-to-apply 并向下滚动到
Entry Requirements。 

英语要求：
英语非母语的学生要求达到国际英语语言测试系统（雅思）总分
6.0，单项成绩不低于5.5；或同等水平。

Find out more at www.wintec.ac.nz/BM1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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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和表演艺术本科学士                                 
（7级）

学制: 3年

开学日期: 2月（选择年中入学，请与媒体艺术学院联系）

校区： 汉密尔顿市中心校区

课程代码: BM1901

本学位适用于那些想要找到自己的音乐声音，在灵活而真实的
环境中积极参与和学习的人。 你可以使用24小时通宵录音室和
练习/排练空间，包括配备完善的制作编辑室。 你还将有机会与
来自其他学科的学生和业界进行实际合作项目。

本课程的教学人员都是各自领域内的活跃从业者，包括作曲家、
编曲家、音乐剧导演、演员、剧院音乐导演、工作室制作人、词曲
作者、声音艺术家以及古典、爵士和流行音乐表演者。

本学位有四个音乐主修专业：
• 表演  •    音频制作
• 作曲  •    戏剧

毕业后，你可能会受雇于音乐和戏剧行业。 职位包括：表演者、音
频工程师、作曲家，词曲作家、演员、灯光设计师、舞台工作人员、
剧院技术人员、大型活动协调员、大型活动经理、现职乐手、制作
人、DJ、声音艺术家、指挥、音乐总监或私人音乐老师。

入学要求：
Wintec 国际学生的课程设置了入学的最低学术要求。 欲按
国家/地区查看入学学术要求，请访问我们的如何申请页面 
wintec.ac.nz/international/how-to-apply 并向下滚动到
Entry Requirements。 

英语要求：
英语非母语的学生要求达到国际英语语言测试系统（雅思）总分
6.0，单项成绩不低于5.5；或同等水平。

详细课程资料请浏览：www.wintec.ac.nz/BM1901

设计本科学士                                                      
（7级）

学制: 3年

开学日期: 2月或7月

校区： 汉密尔顿市中心校区

课程代码: BM1802

本学位将培养你的创造力、创新力和设计能力。 你将学习在多个
专业领域中运用创造性解决问题的技能和设计技能。 你将有机
会与其他学科的学生进行实际合作项目。 本学位有视觉传播（图
形设计）和空间设计（室内设计）两个路径。

视觉传播专业的毕业生可以担任各种设计职务，例如图形设计
师、插画师、交互式web设计师、动画师或UX设计师。

空间设计专业的毕业生可以担任各种设计职务，例如住宅室内
设计师、商业空间设计师、厨房和浴室设计师、家具和安装专家、
照明设计师和说明员、色彩和材料专家、展厅布展设计师、产品
设计师或色彩顾问。

入学要求：
Wintec 国际学生的课程设置了入学的最低学术要求。 欲按
国家/地区查看入学学术要求，请访问我们的如何申请页面 
wintec.ac.nz/international/how-to-apply 并向下滚动到
Entry Requirements。 

英语要求：
英语非母语的学生要求达到国际英语语言测试系统（雅思）总分
6.0，单项成绩不低于5.5；或同等水平。

详细课程资料请浏览：www.wintec.ac.nz/BM1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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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学学士后文凭 （7级）

学制: 1年

开学日期: 2月或7月

校区： 汉密尔顿市中心校区或在线

课程代码: CO0005

本课程专为那些希望通过公共关系、广告、营销和媒体实践方面
的知识和技能来提高学位或工作经验的人而设计。 你将在具有
行业经验的导师的支持下，和真实客户一起做真实项目。

毕业后，你可以担任各种传播职务，包括：公共关系顾问、内容创
建者、市场顾问、活动经理、传播和联络顾问、客户经理、数字传
播顾问、大型活动、和社交媒体管理。

入学要求：
Wintec 国际学生的课程设置了入学的最低学术要求。 欲按
国家/地区查看入学学术要求，请访问我们的如何申请页面 
wintec.ac.nz/international/how-to-apply 并向下滚动到
Entry Requirements。 

英语要求：
英语非母语的学生要求达到国际英语语言测试系统（雅思）总分
6.0，单项成绩不低于5.5；或同等水平。

详细课程资料请浏览：www.wintec.ac.nz/CO0005

媒体艺术本科学士(荣誉) (8级)

学制: 1年

开学日期: 2月

校区： 汉密尔顿市中心校区

课程代码: BM0001

本研究生课程专为希望在以研究为重心的学习环境中对所选
领域进行深入研究的学生而设计。 你可以担任设计师、电影制
作人、摄影师、艺术总监、电影摄影师、电影剪辑师、制片人、记者
等。

入学要求：
Wintec 国际学生的课程设置了入学的最低学术要求。 欲按
国家/地区查看入学学术要求，请访问我们的如何申请页面 
wintec.ac.nz/international/how-to-apply 并向下滚动到
Entry Requirements。 

英语要求：
英语非母语的学生要求达到国际英语语言测试系统（雅思）总分
6.5，单项成绩不低于6.0；或同等水平。

详细课程资料请浏览：www.wintec.ac.nz/BM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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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硕士（9级） 主修：设计、音乐、视觉艺术
和传播专业

学制: 1年

开学日期: 2月或7月或10月

校区： 汉密尔顿市中心校区

课程代码: BM0501

本课程提供研究生学习，让学生们走向专业和更高级别的学术
实践。 你将在以研究为重心的学习环境中学习，在所选领域里通
过研究拓展你的实践领域。

学生将通过进行一系列持续、独立的研究来扩展他们的实践领
域。 在注重研究的学习环境中，学生在自己选择的传播、设计、音
乐或视觉艺术实践领域之一进行深入研究。 本课程将让学生做
好准备能在他们选择的学术或专业领域内进行高水平的科学研
究和介入。

硕士生在实践和理论部分的学习上都会有督导。 学生将经常与
其他教职员工和学生举行正式和非正式的会议和评论会，讨论
他们的工作，帮助他们分析、评估和阐明他们的研究实践。

毕业后，你有可能在一系列专业创意领域工作。 这些包括担任艺
术家、音乐家、声音设计师、作曲家和词曲作家。 许多毕业生从事
电影制作、数字设计、平面设计、教育、广告、新闻、传播和公共关
系工作。 你还可以继续深造，攻读博士学位。

入学要求：
Wintec 国际学生的课程设置了入学的最低学术要求。 欲按
国家/地区查看入学学术要求，请访问我们的如何申请页面 
wintec.ac.nz/international/how-to-apply 并向下滚动到
Entry Requirements。 

英语要求：
英语非母语的学生要求达到国际英语语言测试系统（雅思）总分
6.5，单项成绩不低于6.0；或同等水平。

详细课程资料请浏览：www.wintec.ac.nz/BM0501

新西兰是一个理想的地方，让我沉浸在新的文化
里，体验着我所追求的海外留学生活经历。 身处
一个陌生的国家也让我能够从全新的角度探索
摄影如何处理文化表征，以及文化置换和文化翻
译的概念。 令人惊讶的是，理论部分是媒体艺术
荣誉学士课程中我最喜欢的一个方面。 借着我导
师的丰富知识，我能够发现很多关于我自己文化
的有趣事实，这些都是我以前不知道的。 Wintec 
媒体艺术工作人员的支持是无价的，这与我以
前在巴西习惯了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 这里的
设施一流，学生有机会通过在 RAMP 画廊举办
展览向 Wintec 社区和公众展示他们的作品。
Diego Ribeiro — 巴西
媒体艺术本科学士（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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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西兰应用科学证书（3级）应用科学3

学制: 一学期

开学日期: 2月或7月

校区： 地点：汉密尔顿市中心校区和汉密尔顿罗托
卡里校园

课程代码: SX1706

本课程对于那些有兴趣在科学和/或工程领域就职的人是一个
起点。 如果你目前不符合更高等级的科学课程或新西兰工程大
专文凭课程的入学要求，它为你修读这些课程提供了路径。 毕业
后，你将能够在应用科学或工程领域继续深造，或者在相关领域
从事入门级助理操作岗位的工作。

入学要求：
Wintec 国际学生的课程设置了入学的最低学术要求。 欲按
国家/地区查看入学学术要求，请访问我们的如何申请页面 
wintec.ac.nz/international/how-to-apply 并向下滚动到
Entry Requirements。 

英语要求：
英语非母语的学生要求达到国际英语语言测试系统（雅思）学术
类各项5.0；或同等水平。

详细课程资料请浏览：www.wintec.ac.nz/SX1706

新西兰应用科学大专文凭（5级）应用科学5

学制: 1年

开学日期: 2月或7月

校区： 汉密尔顿市中心校区

课程代码: SX1709

本课程让你学习广泛的自然和物理科学的理论和技术知识。你
学习的领域包括化学、生物学、微生物学、食品学和环境科学。 本
课程非常实用。 学习理论的同时，学生将在实验室动手实践，培
养在工作场所中有用的实践技能。 本课程意在让学生在完成应
用科学 5 后继续学习应用科学 6。

它的授课天数通常为每周四天，平均每天在课堂/实验室上五小
时的课。 学生还将被要求在自己的时间进行自主学习。 毕业后，
你可能会继续在科学相关领域担任运营职位。 这些可能包括制
造和监管行业、实地工作以及研究与开发，或者你可以继续进行
更高层次的学习。

入学要求：
Wintec 国际学生的课程设置了入学的最低学术要求。 欲按
国家/地区查看入学学术要求，请访问我们的如何申请页面 
wintec.ac.nz/international/how-to-apply 并向下滚动到
Entry Requirements。 

英语要求：
英语非母语的学生要求达到国际英语语言测试系统（雅思）（学
术类别）总分5.5，单项成绩不低于5.0；或同等水平。

详细课程资料请浏览：www.wintec.ac.nz/SX1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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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西兰应用科学大专文凭（6级）应用科学6

学制: 1年

开学日期: 2月

校区： 汉密尔顿市中心校区

课程代码: SX1707

本课程的学生将学习某个科学专业领域的理论和技术知识，如： 
食品技术、环境技术或生物技术 。

入学要求：
Wintec 国际学生的课程设置了入学的最低学术要求。 欲按
国家/地区查看入学学术要求，请访问我们的如何申请页面 
wintec.ac.nz/international/how-to-apply 并向下滚动到
Entry Requirements。 

英语要求：
英语非母语的学生要求达到国际英语语言测试系统（雅思）（学
术类别）总分6.0，单项成绩不低于5.5；或同等水平。 

详细课程资料请浏览：www.wintec.ac.nz/SX1707

技术本科学士（7级）                                           
主修：环境技术、食品技术或生物技术

学制: 3年

开学日期: 2月或7月

校区： 汉密尔顿市中心校区

课程代码: SC0901

在这个学位中，你将获得广泛而实用的科学和技术基础，并获得
生物技术、环境技术或食品技术专业的背书。

食品技术是关于食品的科学。 选择这条路径的人可以担任开发
新食品、分析食品成分的食品技术官，或者； 审核食品制造行业
的食品安全官。

环境技术是关于环保、生物安全和环境管理的科学。 选择这条路
径的人可以担任生物安全官员，帮助管理有害动植物的控制，并
帮助保护当地环境。

生物技术是关于科学的“做”这个方面，这包括实验室操作的质
量保证、样品分析和报告样品结果。 选择这条路径的人可以担任
研究人员或实验室技术人员的职位。

入学要求：
Wintec 国际学生的课程设置了入学的最低学术要求。 欲按
国家/地区查看入学学术要求，请访问我们的如何申请页面 
wintec.ac.nz/international/how-to-apply 并向下滚动到
Entry Requirements。 

英语要求：
英语非母语的学生要求达到国际英语语言测试系统（雅思）总分
6.0，单项成绩不低于5.5；或同等水平。

详细课程资料请浏览：www.wintec.ac.nz/SC0901

我报读了食品技术专业的科学学士学位，因为我觉得
它有潜力对社会产生积极影响。 我希望做一些基础工
作，在身后留下正确的足迹。 有这个学历，我可以仔
细检查食品里的化学成分和微生物，以确保它们满足
公众健康的安全要求，并为子孙后代开发新产品。 在
新西兰学习这个课程的好处是，在这里关键产业比
在俄罗斯有更多的经济机会，科学就是其中之一。
Anna Maliutina — 俄罗斯 
技术本科学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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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外探险教育证书（4级）

学制: 1年

开学日期: 2月

校区： 汉密尔顿Rotokauri校区

课程代码: SH1902

本课程的学生将学习识别、演示和应用适用于各种户外环境和
体验的知识和技能。 本课程将通过户外攀岩、探洞、丛林徒步、划
独木舟和皮划艇以及高山实地考察旅程来教授安全有效的领导
力实践。

课程学习是在课堂上和实地考察中进行。 学生通常每两周都会
进行一次实地考察，将所学知识付诸实践。 毕业生可以在以下领
域获得就业机会成为导游或教练，或自雇，为冒险旅游提供有偿
或义务服务，例如：海上皮划艇、漂流、洞穴探险、滑雪场活动和
划独木舟。

入学要求：
Wintec 国际学生的课程设置了入学的最低学术要求。 欲按
国家/地区查看入学学术要求，请访问我们的如何申请页面 
wintec.ac.nz/international/how-to-apply 并向下滚动到
Entry Requirements。 

英语要求：
英语非母语的学生要求达到国际英语语言测试系统（雅思）（学
术类别）总分5.5，单项成绩不低于5.0；或同等水平。

详细课程资料请浏览：www.wintec.ac.nz/SH1902

   运动科学和人体机能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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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西兰健康与放松按摩文凭（5级）

学制: 1年

开学日期: 2月

校区： 汉密尔顿Rotokauri校区

课程代码: SH1803

在本课程中，你将学习解剖学和生理学、健康和营养学以及按摩
疗法的原理，在学习基本业务技能的同时获得临床实践的实际
经验。

按摩教学人员具有丰富的行业经验，使学生能够学习最佳实践，
为毕业做准备。 学生毕业后将具备提供健康和放松按摩治疗服
务的技能和知识。 他们还将满足新西兰按摩协会 (MNZ) 对成为
注册按摩治疗师的要求。

毕业后，你可以在各种各样的健康与放松按摩环境中受聘或自
雇，成为健康与放松按摩治疗师。

入学要求：
Wintec 国际学生的课程设置了入学的最低学术要求。 欲按
国家/地区查看入学学术要求，请访问我们的如何申请页面 
wintec.ac.nz/international/how-to-apply 并向下滚动到
Entry Requirements。 

英语要求：
英语非母语的学生要求达到国际英语语言测试系统（雅思）学术
类总分5.5，单项成绩不低于5.0；或同等水平。

详细课程资料请浏览：www.wintec.ac.nz/SH1803

新西兰治疗性按摩大专文凭（6级）

学制: 1年

开学日期: 2月

校区： 汉密尔顿Rotokauri校区

课程代码: SH1901

在本课程中，你将学习在治疗性按摩以及健康与放松按摩所定
义的实践领域里工作。

毕业后，你可能受聘于家庭或流动式按摩治疗诊所、社区按摩治
疗诊所、多学科诊所或运动场所工作，工作时通常无人监督，需
要自主和自我管理。

入学要求：
Wintec 国际学生的课程设置了入学的最低学术要求。 欲按
国家/地区查看入学学术要求，请访问我们的如何申请页面 
wintec.ac.nz/international/how-to-apply 并向下滚动到
Entry Requirements。 

英语要求：
英语非母语的学生要求达到国际英语语言测试系统（雅思）

（学术类别）总分6.0，单项成绩不低于5.5；或同等水平。

详细课程资料请浏览：www.wintec.ac.nz/SH1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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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和运动科学本科学士                                   
（7级）

学制: 3年

开学日期: 2月或7月

校区： 汉密尔顿Rotokauri校区

课程代码: SC9501

本课程旨在帮助你获得技能和知识，成为一名全面的体育和运
动科学从业者。 它包括体育教育、教练、运动生理学、体育营养
学、体育心理学、生物力学、康复和个人训练。 你还将有机会与客
户进行研究项目，并与行业专业人士一起工作。

如果你选择新西兰设计工厂选项，你将有机会与来自其他学科
的学生以及行业合作伙伴进行实际合作项目。 所有三年级学生
将在他们感兴趣的特定领域获得总计 70 小时的实践经验。 这
些小时可以通过在当地体育馆实习、帮助客户进行损伤康复、营
养、身体调节及绩效评估和改进来积累。

学生还将有机会与客户进行研究项目，和享誉行业的专业人士
一起工作。 毕业后，你可以在运动科学，健康和健身以及教育部门

（包括当地和地区体育组织、健康和健身中心、社区健康以及个
人和团队健身培训）的广泛领域中就业。

三年级的学生可以选择新西兰设计工厂的课程。

入学要求：
Wintec 国际学生的课程设置了入学的最低学术要求。 欲按
国家/地区查看入学学术要求，请访问我们的如何申请页面 
wintec.ac.nz/international/how-to-apply 并向下滚动到
Entry Requirements。 

英语要求：
英语非母语的学生要求达到国际英语语言测试系统（雅思）总分
6.0，单项成绩不低于5.5；或同等水平。

详细课程资料请浏览：www.wintec.ac.nz/SC9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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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和运动科学学士后文凭                              
（7级）

学制: 1年

开学日期: 2月或7月

校区： 汉密尔顿Rotokauri校区

课程代码: SP0801

本课程专为希望在体育和运动科学领域继续深造的学生而设
计。 本课程将帮助学生在体育和运动科学领域的职业发展，或者
可使学生获得专业的体育和运动科学知识和技能，对其第一个
学位进行补充。

学生将能够专修以下主要路径之一：
• 力量和调理
• 临床运动科学（该路径获得 REPS 认证）

工作实习和实践课是本课程的核心部分。

入学要求：
Wintec 国际学生的课程设置了入学的最低学术要求。 欲按
国家/地区查看入学学术要求，请访问我们的如何申请页面 
wintec.ac.nz/international/how-to-apply 并向下滚动到
Entry Requirements。 

英语要求：
英语非母语的学生要求达到国际英语语言测试系统（雅思）总分
6.0，单项成绩不低于5.5；或同等水平。

详细课程资料请浏览：www.wintec.ac.nz/SP0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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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我出差访问新西兰时，就爱上了新西兰。 这是一个如此美丽的国家，人民如此可爱。 
我离开后，就很想回去，所以很自然地，当我决定出国留学攻读科学硕士时，它成了我的首选
国家。 我想拓展我在学士学位中获得的知识，为患有慢性疾病和受伤的人服务。 Wintec 因其
注重实践的教学和小班制授课而脱颖而出。 运动科学中心还在校园内设有自己的生物动力
学诊室，在此我们全年为客户提供服务，实践与理论学习相辅相成。 能够将我学到的东西用
在正遭受疼痛折磨的人身上，给他们的生活带来真正的改变，这真是一种很棒的感觉。 它带
给你一种归属感和社会价值。 因为有这些服务客户的临床经验，这门课程是你能报读的最有
价值的学位之一。汉密尔顿也是一个非常宜居的城市 - 既不是太大，也不是太小，周围自然景
观丰富。 最近，我和一位在 Wintec 认识的朋友一起加入了一家企业。 我一边学习一边在那里
教瑜伽，渐渐地我也已经开始看到有一些患有我可以治疗的肌肉骨骼疾病的客户来就诊。 我
可以看到自己毕业后将与她一起扩大业务，把重点放在我可以提供服务的临床方面。 这次经
历确实拓宽了我的人生，增加了在不同国家生活和学习的体验。 我会毫不犹豫地向其他国
际学生推荐这个课程，它不仅让你在为人处事方面成长，更为你的未来提供了很多机会。
Natalja Wiese — 德国
科学硕士： 人体机能科学



体育和运动科学本科学士（荣誉）（8级）

学制: 1年

开学日期: 2月

校区： 汉密尔顿Rotokauri校区

课程代码: SP0202

本课程面向那些希望通过体育和运动科学领域的专业研究技能
和知识拓展本科学位的学生。 本课程是研究密集型的。 毕业后，
你可能会成为大学教师，从事研究，咨询工作，或者在地区和/或
国家层面从事体育科学方面更为专业的工作。

你可以继续攻读硕士学位或博士学位。

入学要求：
Wintec 国际学生的课程设置了入学的最低学术要求。 欲按
国家/地区查看入学学术要求，请访问我们的如何申请页面 
wintec.ac.nz/international/how-to-apply 并向下滚动到
Entry Requirements。 

英语要求：
英语非母语的学生要求达到国际英语语言测试系统（雅思）总分
6.5，单项成绩不低于6.0；或同等水平。

详细课程资料请浏览：www.wintec.ac.nz/SP0202

运
动

科
学

和
人

体
机

能
科

学

体育和运动科学研究生文凭 (8级)

学制: 1年

开学日期: 2月

校区： 汉密尔顿Rotokauri校区

课程代码: SP0201

本课程为希望拓展其体育和运动科学知识的学生而设。 本课程
的设计是让学生在本科学历或同等行业经验的基础上继续进
修。 毕业后，你可在体育科学研究领域、健身行业、个人和团体训
练和咨询、地区和国家体育组织从事专业职位。

入学要求：
Wintec 国际学生的课程设置了入学的最低学术要求。 欲按
国家/地区查看入学学术要求，请访问我们的如何申请页面 
wintec.ac.nz/international/how-to-apply 并向下滚动到
Entry Requirements。 

英语要求：
英语非母语的学生要求达到国际英语语言测试系统（雅思）总分
6.5，单项成绩不低于6.0；或同等水平。

详细课程资料请浏览：www.wintec.ac.nz/SP0201

科学硕士（人体机能科学）（9级）

学制: 1年半

开学日期: 2月或7月

校区： 汉密尔顿Rotokauri校区

课程代码: SP0203

本课程为那些希望在本科学位基础上继续拓展专业技能和知识
的学生而设。 适合那些有意继续攻读博士学位或在工作单位谋
求更高职位的学生。
毕业后，你可成为大学教师、体育研究顾问、个人运动员和运动
队的教练。 

你还可以继续深造，攻读博士学位。

入学要求：
Wintec 国际学生的课程设置了入学的最低学术要求。 欲按
国家/地区查看入学学术要求，请访问我们的如何申请页面 
wintec.ac.nz/international/how-to-apply 并向下滚动到
Entry Requirements。 

英语要求：
英语非母语的学生要求达到国际英语语言测试系统（雅思）总分
6.5，单项成绩不低于6.0；或同等水平。
详细课程资料请浏览：www.wintec.ac.nz/SP0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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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
你从高等院校毕业后，该高等院校就把你纳入其校友名
单。

学士学位
在高等教育院校通常通过三到四年的全职学习后获得的
学历。 这是新西兰学历框架下的7级学历。

校区
课程授课的地点。

证书级别
证书课程一般需要六个月到一年的全职学习。 证书课程
提供对某个学科的广泛介绍，或者可以提供进入更高级别
学习的资格。 它们涵盖新西兰学历框架下的1-6级学历。

同修科目
部分科目规定的必须同时修读的科目，除非学生已经通过
该科目、已取得学分或已获免除。

课程
Wintec 提供并在国际招生简章中列出的所有课程。

大专文凭级别
这个学历通常需要一到两年的学习。 高级行业、技术以及
部分专业职位通常需要大专文凭。 它们涵盖新西兰学历
框架下的5-7级学历。

远程学习
远程学习的学生不需要定期参加Wintec校园内的课堂授
课。

选修科目
部分Wintec的课程允许学生从课程主科以外的学科或其
它Wintec的课程内选修科目。

注册
学生正式注册某个课程，包括学杂费支付的正式过程。学
生注册后就可以开始上课了。

入学
允许就读Wintec指定课程。

入学要求
入读课程申请人必须满足的最低要求。 课程的入学标准
还包含有关申请人不符合一般入学要求，需要例外处理的
信息。

学士后级别
新西兰学历框架下的7级学历。 学士后级别是指对完成本
科、学士学位或具有重要工作经验的学生开放的一些课
程。

国际学生
非新西兰或澳大利亚公民或永久居民的学生。

级别
新西兰学历框架下1-10级学历的任一级别。

微证书
一门短期课程，专为那些已经在行业内工作、需要在学习
的最佳实践中提高技能的人而设计。

科目
完整学历课程中的一个单独科目。 

Moodle
Wintec学生的在线平台，上面可以查询课程内容、课表、
论坛、研讨会、作业和分数。

迎新周
为Wintec新生安排的一系列迎新活动以帮助新生尽快熟
悉学院和适应高等教育学习。

路径
你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进入特定级别的学习或特定课程

实习安排
安排在校外机构工作的经历。通过这种经历，你将课程中
学到的技能和知识应用到实际工作中。

预修科目
学生报读一个科目时必须已通过或已获得该科目要求的
预修科目的学分。

课程
你注册的学历/课程，如设计本科学士。

研究生课程
学生通常在完成本科学位学习后报读，或某些情况下，亦
可在完成相关大专文凭和/或获取一定工作经验后报读。

学历
完成学习课程后颁发的证书、文凭或学位。

学期
Wintec 教学年分为两个主要学期。 第一学期相当于中学
学年前两个学期。第二学期相当于中学学年后两个学期。 
部分课程提供暑期课，即第三学期。 

StudyLink
这是工收局的分支，负责管理学生的贷款和津贴。 

转学分
转学分是对已有的正式和非正式学习进行评估并将其转
换为修读课程的学分的过程。

大学本科
通常指首个大学课程和本科学士学位。

你想更好地理解本招生简章中使用的词汇吗？ 下面将为你解释教育部门和Wintec常用的词汇。

                  词汇表 



重要信息
行为准则
当学生来到 Wintec 学习时，我们有重要的责任确保这些学生收到全面的信息、个人安全安全和生活方面适当的照顾。 
Wintec 是新西兰教育部发布的《2021 年教育（高等教育和国际学习者的人文关怀）实践守则》的签署方。 您可以在新西
兰资格认证机构网站 www.nzqa.govt.nz/providers-partners/education-code-of-practice/ 上阅读有关该准则的更
多信息

意外保险
虽然新西兰意外赔偿局（ACC）向所有的新西兰公民、居民
以及临时游客提供意外保险，但你可能仍需承付所有其它
的医疗及相关费用。 欲知详情，请登陆意外赔偿局 （ACC）
的网站 www.acc.co.nz 查询。

额外费用
在你缴付学费时须一并付清各项所需服务的费用。 Wintec
只有在收讫全额款项之后才会印发收据。 截止于本手册印
刷之时，申请签证时你需要提供的每年生活所需费用拟为
$15,000纽元。 部分课程需缴额外的费用，如书本、文具、制
服、餐饮设备及课外作业材料等费用。 价格会因课程不同
而异，请于报读时咨询。 教科书通常为每本 $75 - $110 纽
元，部分课程需额外单独的活动费。 

出勤率
你必须保持100%出勤率。 如有缺课，你需取得病假条或其
它证明解释缺勤原因并在一回来上课时就交给导师。 缺课
将会影响你签证的续签。 
 

投诉处理
你可以在此处进行内部投诉： wintecprodpublicwebsite.
blob.core.windows.net/sitefinity-storage/docs/default-
source/student-life-documents/policies-and-forms-
documents/forms/formal-complaint-form.pdf。

如果 Wintec 的内部流程没有解决学生投诉，你可以联系
新西兰资格认证局 (NZQA)，他们将管理学生投诉。 在此
处查看更多信息：www.nzqa.govt.nz/providers-partners/
education-code-of-practice。

免责申明
我们已尽一切努力确保本手册的内容正确。
这些信息需要经过持续的审查。 因此，Wintec保留更改课
程设置和其他任何内容的权利。 Wintec 对本手册中包含
的任何错误或遗漏以及根据其内容做出的决定可能导致
的任何后续行动不承担任何责任。  课程仅在学生数量足
够的情况下开课。 请检查网站以获取最新信息。

高等教育机构的EER评审
新西兰学历认证局（NZQA）通过定期的外部评估和审核

（EER）对高等教育机构的教育质量进行考核。 通过定期
EER， 高等教育机构对其学生、雇主、投资者、质保机构以
及其他相关当事方负责。 欲查看 Wintec 的最新 EER 报
告，请访问以下网址： www.nzqa.govt.nz/qualifications-
standards/

享受健康服务的资格
大多数国际学生在新西兰期间不具备享受公费医疗服务
的资格。 如果你在留学期间接受了医疗服务，你可能需要
支付治疗的全额费用。 有关公费医疗服务享用资格的详细
资讯，请登陆新西兰卫生部网站 www.moh.govt.nz 查询。

国际英语语言测试系统（雅思）
有关国际英语语言测试系统（雅思）的资讯请参阅学术要
求。 在任何情况下，当用雅思申请Wintec时，雅思考试成绩
必须在两年的有效期内， 并且不可以合并多次考试结果。

移民
有关移民要求的详情、对新西兰留学期间工作权利的建
议、以及应向移民局汇报的内容之详细说明，请登陆新西
兰移民局网站 www.immigration.govt.nz 查询。

医疗和旅行保险
国际留学生（包括学生团体）在新西兰期间必须有适当的、
现时有效的医疗和旅行保险。

家长信息
作为Wintec学生的家长，您被我们默认为Wintec大家
庭的一份子。 我们特意在网站上为您准备了一些资讯：        
www.wintec.ac.nz/international/studentsupport/under-
18s-parent-information。

退款政策
学生接受Wintec 课程的录取或支付费用，即与 Wintec 签
订了合同，合同有效期为课程时长。 这意味着学生有义务
支付一年的费用或如果课程时长不足一年，则为实际课程
时长的费用。 退款政策细则详见网站：www.wintec.ac.nz/
international/studentsupport/forms-policies 若因招生人数
不足而造成课程取消,将予退款。

相关链接
• 在新西兰学习: 

www.studyinnewzealand.govt.nz

• 新西兰学历认证局编制的在新西兰学习资讯： 
www.nzqa.govt.nz/studying-in-new-zealand

• 新西兰移民局网站上的在新西兰留学的资讯： 
www.immigration.govt.nz/migrant/stream/study

• 新西兰旅游资讯： 
www.tourismnewzealan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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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中心校园
A Block, Gate 3, Tristram Street, Hamilton

Rotokauri 校区
Student Hub, 51 Akoranga Road, Hamilton

汉密尔顿花园校区
Gate 2, Cobham Drive, Hamilton

 0800 2 Wintec (0800 294 6832)

 internationalenquiry@wintec.ac.nz

 wintec.ac.nz/international

 facebook.com/wintec

 instagram.com/wintecnz

 nz.linkedin.com/school/waikato-institute-of-technolog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