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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C 国际学院 (UCIC)
UCIC在新西兰开设独一无二的桥梁课
程，该课程已有22年历史的全球学生的
成功经验。学院位于坎特伯雷大学(UC)主
校区内，学生在学习独特且支持性的课
程的同时，还可以使用坎特伯雷大学提
供的享誉全球的所有设施。

•• 确保升入世界一流的坎特伯雷大学学
位课程。

 • UCIC采用小班教学模式，教师经验丰
富，还提供额外的学习辅导，专为国际
学生量身打造。

•• 学生可享受积极、友好和包容的学习
生活！校园内有超过140个学生社团和
协会。在这里，你可以结识朋友，参与
社区活动，享受自己的爱好，或者发现
新的爱好！

 • UCIC开设精心设计的大学快捷课程
（UTP）。相比新西兰其它机构开设的
传统桥梁课程，参加UTP的学生可以节
省大量时间和金钱。

坎特伯雷大学 (UC)
坎特伯雷大学是新西兰第二大历史悠久
的大学，有超过140年的世界一流教育经
验。UC位于美丽的伊拉姆校区，为UC学
生提供无尽的灵感和丰富的活动。

 • UC在全球大学排名中位列前1%  
(2017年《QS世界大学排名》)

•• 多学科大学—5个学院共开设100类专
业、超过2500门课程

•• 颁发国际认可的学位证书

•• 土木和结构工程专业排名世界前1% 
(2017年《QS世界大学排名》)

•• 所在校区为新西兰面积最大校区之
一，属于住宿学校，共有2000多名学生
住在UC学生公寓。

 • UC职业与实习项目为UC毕业生走向世
界打下了坚实基础。

基督城

基督城位于新西兰南岛的东海岸，依山
傍水，是世界上少数几个让你在同一天
内既可滑雪又可冲浪的地方之一。基督
城多姿多彩、充满活力，常年举办众多
活动。

•• 基督城是新西兰第二大城市，在高附
加值产业就业的人口数量比澳大拉西
亚其他任何城市都多。

•• 在这里，可以尽情享受购物、美食和娱
乐！这里有令人惊叹的街头艺术商店、
画廊和喧嚣的夜生活！

•• 还可以去滑雪胜地、冰川、雨林、美丽
的海滩和雄伟的山脉欣赏美不胜收的
风景。基督城是通往这一切的门户！

•• 基督城拥有自己的国际机场，离UC校
园仅10分钟车程。每年有六百万人左右
通过该机场进出这座城市。•
(christchurchairport.co.nz)

UC校园玛塔里克 (Matariki) 大楼中的UCIC 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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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UCIC能学到什么？
UC国际学院帮助学生成为积极独立的学习者，•
培养他们终身学习的技能。

UCIC为学生开设桥梁课程，帮助学生升入坎大一
年级或者二年级，同时提供支持和设施，助力学子
成才。

有关UCIC的更多信息，请访问ucic.ac.nz或联系我
们:info@ucic.ac.nz。

UC校园中的UCIC学生

毕业生收入
由于劳动力短缺和劳动力需求的增长，
以下领域就业前景良好。 
(careers.govt.nz/jobs/whats-happening-
in-the-job-market)

工程：5万-11万新西兰元

环境科学：5.8万-12万新西兰元

信息技术：7万-12.5万新西兰元

项目经理/商务：5.5万-13.5万•

新西兰元

经济增长率
与其他国家相比，新西兰和基督城的
经济状况良好。(cdc.org.nz。数据截至
2015年3月。)

美国  2.4%

英国  2.7%

澳大利亚  2.7%

新西兰 3.2% 

基督城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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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 坎特伯雷大学UC国际学院

大学快捷课程

预科结业证书

=

最后一年或同等程度

一年级

二年级

本
科

三年级

你的学位

四年级/选修荣誉课程*。

*UC商科学士和理学学士学位课程为三年制学位课程，为学业优秀的学生提供额外的一年选修荣誉课程。UC工程学士学位课程
(荣誉课程)为四年制荣誉学位课程。课程如有变更，恕不另行通知。 
获取最新课程信息，请访问： ucic.ac.nz 或联系我们：info@ucic.ac.nz

UC校园中的UCIC学生 UC校园人机界面技术实验室（HitLab）中的UCIC学生

UC校园中的UCIC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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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CIC课程

UC国际学院开设的课程经坎特伯雷大学审核，以确保其学术质量达到最高
水平，准备工作最充分。

学生可在坎特伯雷大学校园内学习所有
的课程，还可使用UC提供的许多世界一
流的大学设施，这将帮助学生更快融入
新国度的大学生活。UC国际学院提供小
班教学以及个性化的学生关注和支持服
务，鼓励学生在为期三个学期的学年内
适应新的学习环境。

预科结业证书
预科结业证书为中学教育和大学
教育搭设桥梁。学生将在一个培
养人才和提供支持的环境中学习
8门课程，为升入坎特伯雷大学学
位课程做好准备。

 

课程类型
预科课程

入学日期
2月、6月、10月

学制
两学期（八个月）

资格
可升入坎特伯雷大学开设的任何学位课
程，包括艺术、商业、工程、教育、法律、
刑事司法、美术、音乐、社会工作、体育
教练、语言病理学（荣誉学位）、教学和学
习、产品设计和科科学等

成功结业后，学生将升入坎特伯雷大学所
选学位课程一年级，或UCIC开设的相关大
学快捷课程。

大学快捷课程 (UTP)
大学快捷课程(UTP)相当于坎特
伯雷大学相关本科学位一年级
课程，旨在为学生在重要的大一

学习中提供额外的学术和语言支
持。学生将在12个月内学习8门课
程。

成功完成UTP后，学生将直接升入相应UC
学位课程二年级。*

UTP: 商科
商科学位可适用于几乎任何职
业，为想要从事管理类职业和创
业的学生打下必备的知识基础。
选择学习UC商科学位课程的学
生在世界闻名的商法学院学习
后，有大量实习和竞争机会来获
取真才实学。

 
 

课程类型

大学本科课程

入学时间

2月、6月、10月

学制

三学期

可选专业

•• 会计

•• 经济

•• 金融

•• 人力资源管理

•• 国际商务

•• 管理

•• 市场营销

•• 运营和供应链管理

•• 战略和创业

UC 校园约翰布里顿•(John Britten) 大楼中的UCIC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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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功完成UCIC课程以及随后升入坎
特伯雷大学的要求依课程而定。想要了
解你的课程的最新信息，请与我们联
系：info.ucic.ac.nz。•

UTP: 工程
工程专业培养学生解决问题的能
力和创造性思维能力。UC工程学
院是一所获得国际认可和认证的
学院，其课程排名世界前1%。UC
工程专业毕业生需求量大，就业
前景好。学生将参加工作实习项
目，这是学位课程的组成部分，
以培养实践技能并获得完成学业
后的工作机会。

课程类型
大学本科课程

入学日期
2月、10月

学制
三学期

可选专业

•• 化学与工艺工程

•• 土木工程

•• 计算机工程

•• 电气电子工程

•• 森林工程

•• 机械工程

•• 机电一体化工程

•• 自然资源工程

UTP: 理科
理科专业学生可使用世界一流的
设施，包括遍及整个新西兰南岛
和南极洲的野地实验站。学生将
有机会使用尖端实验室、24小时
计算机实验室和专业图书馆。UC
理科专业毕业生将成为解决问
题、团队合作和从事研究工作的
专家。 

课程类型

大学本科课程

入学日期
2月、6月、10月

学制
三学期

方向课

基础科学和物理科学

可选专业

•• 生物化学

•• 生物学

•• 化学

•• 计算机科学

•• 地理

•• 地质

•• 数学

•• 物理

•• 统计学

短期交流
短期交流项目为期一学期，旨在
帮助大学生体验UC国际学院的
学习和生活。学生可选择一个专
业的三门学术课程，同时体验在
新西兰的美好生活。

课程类型
大学本科课程

入学日期
2月、6月、10月

学制
一学期

方向课

商科、工程和理科

学生可在其就读的国内外大学之间交换学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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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入学要求

入读UTP课程通常需要学生成功通过12年级结业考试或同等学历(相当于新西兰教育系
统的13年级)。下表所列资格证书并不完整，如果你有其他的资格证书，请将详细信息
发送到UCIC招生团队以供评估：info@ucic.ac.nz。

国家/地区 预科结业证书 UTP: 商科/理科* UTP: 工程

澳大利亚 成功完成11年级课程并取得可接受的成绩。 成功通过12年级考试，相关科目平均成绩达65%。 成功通过12年级考试，相关科目平均成绩达70% 
(其中数学最低达70%)。

中国 成功完成高二课程，4门科目平均成绩达70%。 UTP商科：高三成绩，除英文、语文、政治以外
的主要学术课程成绩平均分达到70%以上；UTP理
科：高三成绩，除英文、语文、政治以外的主要
学术课程成绩平均分达到75%以上。•可接受高考
成绩，具体要求咨询招生团队。

高三成绩，除英文、语文、政治以外的主要学
术课程成绩平均分达到80%以上。•可接受高考
成绩，具体要求咨询招生团队。

香港 成功完成高二课程，4门科目成绩及格。
4门相关IGCSE/O Level学术科目成绩及格。

香港中学文凭考试•(HKDSE) 3门科目最低成绩达7
分，或2门GCE A level考试科目最低成绩达2分，2门
学术科目成绩及格，或通过1门A level科目及2门AS 
level科目。

香港中学文凭考试(HKDSE)核心数学达4等级或
以上，数学1及（或）数学2、物理及另一额外学
术科目达2等级或以上(学生的数学成绩若低于
要求，可根据具体情况考虑录取)，或2门GCE A 
level科目最低获得4分，3门相关学术科目或1门A 
Level和2门AS Level学术科目成绩及格。

印尼 SMU II平均成绩达7.0或通过SMU III。 SMU3/全国考试—4门科目平均分达7.0或以上。 SMU3/全国考试—4门科目平均成绩达8.0或以上

国际学士学位 IB 1年级考试成绩及格。 6门IB科目至少达20分。成功通过IB证书考试(或
少于6门科目)可按具体情况考虑。

6门IB考试科目最低得到22分。成功通过IB证书考
试(或少于6门科目)可按具体情况进行考虑。

日本 普通高中2年级平均成绩达3等级；或成功通过
3年级考试。

普通高中(Kotogakko) 3年级考试平均成绩达2.5-3。 普通高等学校(Kotogakko)3年级考试平均成绩达
到4分。

马来西亚 SPM，Form 5或UEC至少4门学术科目成绩及格。 STPM 2门科目及格; UEC 2门科目达B级且2门科目达C
级;或2门GCE A level科目最低达2分，2门学术科目，
或1门A level科目和2门AS level科目成绩及格

STPM 2门学术科目及格;UEC 3门科目达B级且1门科
目达C级;或2门GCE A level，或1门A level科目和2门
AS level科目成绩达4分
修完泰莱大学工程基础课，成绩达到B，或在数
学、物理和化学考试中取得更好成绩

缅甸 成功完成11年级考试或同等考试(入学考试) 完成获认可的高中一年级学习，平均成绩达
60%

完成一年获认可的中学后教育，平均分达70%

新西兰 NCEA•体制下，大学认可的三门高中二级科目的每
门均修满12学分。

NCEA•体制下，大学认可的三门高中三级科目的
每门均修满10学分。

NCEA•体制下，大学认可的三门高中三级科目的
每门均修满12学分。

菲律宾 成功通过11年级考试，相关学术科目平均成绩达
80%。

高中文凭考试12年级相关学术科目平均成绩达
75%。

高中文凭考试12年级相关学术科目平均成绩达
85%。

新加坡 O-level:4门相关科目(学术类)成绩及格；成功通过
woti , 3门学术科目总成绩达8分或更高。

2门GCE A level科目最低获得2分，2门学术科目(H2
等级)，或1门A level科目和2门AS科目成绩及格；
在获认可的三年制理工学院成功完成头两年学
习。在三年制学校学完头一年的学生将按具体
情况考虑。

2门GCE A level科目（H2等级），或1门A level科目和
2门AS科目最低获得4分；在获认可的三年制理
工学院成功完成头两年学习。在三年制学校学
完头一年的学生将按具体情况考虑。

韩国 高中二年级平均分最低C。 高级中学毕业证书4门科目平均成绩达“C”
（Mi）。

高中文凭考试4门学术科目平均成绩达到“B”

台湾 高二考试4门科目平均成绩达70% 高三考试4门学术科目平均成绩达70% 高三考试4门学术科目平均成绩达75%。

泰国 Matayom 5 最低平均分达60%(2.5)或通过Matayom 
6。

Matayom 6 平均成绩达2.5。 Matayom 6 平均成绩达3.0。

英国 O-level: 4门相关科目成绩及格。 GCE A level 2门学术科目成绩及格(至少3分) 2门GCE A level科目，或1门A level和2门AS level科目
最低4分

英国教育系统—
剑桥国际考试

IGCSE: 4门相关科目成绩及格 GCE A level2门学术科目成绩及格(至少3分) GCE A level 3门学术科目成绩及格(至少3分)

美国 12年级考试或同等考试4门学术科目成绩达
60%。

12年级考试或同等考试4门学术科目最低达60% 12年级考试或同等考试4门学术科目成绩达
60%。

越南 成功通过11年级考试，GPA达6.0。 12年级考试•(Tốt Nghiệp Phổ Thông Trung Học)•4门学
术科目平均分达6.0（UTP：商科），4门相关学
术科目平均分达6.75（UTP：理科）。

12年级考试 (Tốt Nghiệp Phổ Thông Trung Học)4门学
术科目平均成绩达7.5，包括数学、物理和化学

*希望学习数学、物理或化学的UTP理科学生在高中阶段需要在这些科目的考试中取得较好删除成绩(根据UTP工程入学要求)

†注:•成绩标准91578和91579
‡化学是学习土木工程、自然资源工程、森林工程、机械工程和化学工程的必修课。

§ A=5 B=4 C=3 D=2 E=1 注:•数学（含微积分）(在新西兰标记系统中相当于65%)和物理是UTP工程桥梁课程必修课。土木工程、自然资源工程、化学和工艺工

程以及森林工程专业都需要化学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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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要求

UCIC开设一系列课程以满
足你的英语学习需求。 

想在UCIC课程开始前学习英语的学生可
以在校园CCEL学习英语，CCEL是我们首选
的英语学习提供商。CCEL开设的英语课程
帮助学生顺利向UCIC和UC过渡。

想要了解更多有关新西兰签证的信
息，请访问：www.immigration.govt.nz/
assist-migrants-and-students/assist-students/
international-markets/student-visa-approval-
rates

测试/资格
预科课程•••••
大学快捷课程••短期交流项目

任何国家的公民均可接受UCIC英语能力入学测试。 雅思(学术) 总分5.5，单项不低于5.0

托福纸考(pBT) 总分550，写作TWE不低于5.0

托福网考 (iBT) 总分69，写作不低于14分

剑桥英语考试- FCE或FCE for Schools。 总分162。单项不低于154分

剑桥英语考试- OET(职业英语考试) 所有子测试达到成绩C
新西兰英语语言证书 等级4且获学术认可

PTE英语考试(学术) 总分42

City & Guilds IESOL B2 Communicator 得分达42分

NCEA Level 3，达到大学直录要求 通过考试且获得证书

如果你所在的国家新西兰学生签证获签率达80%或更
高且你之前就读的教育机构可以提供以下证明，那
么这些证明体现的英语成绩可视为有效：
完成所有初等教育以及至少3年中等教育，且英语为
教学语言。或者完成5年中等教育，且英语为教学语
言。

GCE O Levels C

SPM英语 B

1119英语 C

澳大利亚高中12年级英语考试 65%

HKDSE 英语3级

国际文凭（IB） 标准5或高级4

如果你所在的国家新西兰学生签证获签率达80%或更
高，英语水平测试成绩可作为入学有效成绩

CCEL CPT 测试* C+

*CPT测试须经NZQA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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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ease print in BLOCK LETTERS

Application form
Personal details

Title:    Mr    Mrs    Miss    Ms    Other

Family name:

Given names:

Preferred name:

Date of birth:     DAY / MONTH / YEAR

Gender:   Male    Female

Contact details
Address in Christchurch, New Zealand (if known):

Address in home country (must be applicant’s address, not agent’s address):

Mobile telephone:

Home telephone:

Applicant’s email (mandatory):

Agent’s email (if applicable):

Nationality/Citizenship
Country of birth:

Nationality:

Passport number:

Do you hold Permanent Resident status in New Zealand or Australia?   
  Yes    No

Any other countries where you hold citizenship:

Representative details

Agency name:

Agent office code:

Staff member name:

Email address:

Application submission
This application form has been submitted in:

City

Country

English proficiency
IELTS or TOEFL score:

Other:

Will you be studying English in New Zealand before starting at UC International 
College?   Yes    No

If ‘yes’, name of school:

When? (Dates)

Education details
Secondary Education – highest level achieved

Name of qualification (eg Year 12, HKDSE or ‘A’ Levels):

School attended:

Completed:   Yes    No   
If ‘no’, when do you expect to complete? 

Country/State:

Language of instruction:

Post-secondary and further education

Name of qualification:

Institution attended:

Completed:   Yes    No 
If ‘no’, when do you expect to complete? 

Please attach certified copies of all academic transcripts or mark sheets.

Have you previously undertaken any study in New Zealand?   Yes    No 
If ‘yes’, please attach details.

Have you ever been excluded from anot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     Yes    No

Employment history
If you believe you have relevant employment experience, please attach details.

Programme selection
Please complete the relevant section for each programme you wish to undertake. 
If you wish to study at UC International College and then at the University of 
Canterbury, you must complete both the UC International College and University 
of Canterbury sections.

UC International College (UCIC)
Pre-university level

  Foundation Studies Certificate

University Level
 UTP: Commerce    UTP: Engineering*    UTP: Science    Study Abroad

*Not available in June

Commencement
Please indicate the year and term you wish to begin your studies.

Year:      February    June    October

The University of Canterbury
Preferred programme (if known):

Preferred specialisation (if known):

住宿

家庭寄宿

与新西兰家庭一起生活，他们并为你提
供膳食。

距离

距离不一，但在步行距离之内或乘坐公
共交通可方便抵达。

包含

一日三餐，配有书桌、浴室和洗衣设
施、可使用市内电话和互联网。

费用

每周270新西兰元，外加330新西兰元的一
次性安置费。

私人租房

在基督城，与他人租房居住是一种很实
惠的生活和学习方式。UC周围的郊区为
学生提供了很好的租房选择。

距离

距离不一，如果超出步行距离，可乘坐
公共汽车方便抵达。

包含

检查你的协议中包含的和不包含的项目
非常重要。

费用

每周100 - 150新西兰元。

UC 学生宿舍—伊拉姆公寓
（Ilam Apartments）
有趣、充满活力，不包一日三餐，可供一
年级学生选择。

距离

前往主要的图书馆和教室步行仅需五分
钟。

包含

可自己做饭，私人单间，带学习区，可使
用大学Wi-Fi和市内电话。

费用

两个学期7415新西兰元，300新西兰元的
行政管理费和200新西兰元的居民协会
费。

UC 学生宿舍——索罗达公寓
（Sonoda Apartments）
给人以家一般的放松感觉，为学生提供
清净的学习环境。

距离

前往主要的图书馆和教室步行仅需15分
钟。

包含

可自己做饭，私人单间，带学习区，可
使用大学Wi-Fi和市内电话。

费用

两个学期7415新西兰元，300新西兰元的
行政管理费和300新西兰元的居民协会
费。

新西兰是一个美丽的国
家，风景优美，民风淳
朴。在UCIC，可以结交
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
了解他们的文化。每个
人都受到平等对待和尊
重。 
Lynn Nyan Htein
艺术专业
(缅甸)

伊兰校区的UC学生



Please print in BLOCK LETTERS

Application form
Personal details

Title:    Mr    Mrs    Miss    Ms    Other

Family name:

Given names:

Preferred name:

Date of birth:     DAY / MONTH / YEAR

Gender:   Male    Female

Contact details
Address in Christchurch, New Zealand (if known):

Address in home country (must be applicant’s address, not agent’s address):

Mobile telephone:

Home telephone:

Applicant’s email (mandatory):

Agent’s email (if applicable):

Nationality/Citizenship
Country of birth:

Nationality:

Passport number:

Do you hold Permanent Resident status in New Zealand or Australia?   
  Yes    No

Any other countries where you hold citizenship:

Representative details

Agency name:

Agent office code:

Staff member name:

Email address:

Application submission
This application form has been submitted in:

City

Country

English proficiency
IELTS or TOEFL score:

Other:

Will you be studying English in New Zealand before starting at UC International 
College?   Yes    No

If ‘yes’, name of school:

When? (Dates)

Education details
Secondary Education – highest level achieved

Name of qualification (eg Year 12, HKDSE or ‘A’ Levels):

School attended:

Completed:   Yes    No   
If ‘no’, when do you expect to complete? 

Country/State:

Language of instruction:

Post-secondary and further education

Name of qualification:

Institution attended:

Completed:   Yes    No 
If ‘no’, when do you expect to complete? 

Please attach certified copies of all academic transcripts or mark sheets.

Have you previously undertaken any study in New Zealand?   Yes    No 
If ‘yes’, please attach details.

Have you ever been excluded from anot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     Yes    No

Employment history
If you believe you have relevant employment experience, please attach details.

Programme selection
Please complete the relevant section for each programme you wish to undertake. 
If you wish to study at UC International College and then at the University of 
Canterbury, you must complete both the UC International College and University 
of Canterbury sections.

UC International College (UCIC)
Pre-university level

  Foundation Studies Certificate

University Level
 UTP: Commerce    UTP: Engineering*    UTP: Science    Study Abroad

*Not available in June

Commencement
Please indicate the year and term you wish to begin your studies.

Year:      February    June    October

The University of Canterbury
Preferred programme (if known):

Preferred specialisation (if known):



Future career intentions
Briefly explain your future career intentions upon completion of your University of 
Canterbury qualification:

Accommodation
Do you require accommodation?   Yes    No 

If ‘yes’, what type of accommodation?

 Homestay     On-campus     Own arrangements

Prior to arrival accommodation must be paid and a contract returned. Contact the 
Accommodation Services: accommodation@canterbury.ac.nz with any questions 
about your application.

Homestay 
Once you accept your UC International College offer, apply for homestay 
accommodation at least two weeks before you arrive in Christchurch  
ucic.ac.nz/students/accommodation 

On-campus: Halls of Residence
UCIC students are recommended to apply for the UC International College 
Accommodation Package offered on campus by the UC Accommodation Student 
Village (see UC website “Accommodation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s”). Once you 
have accepted your UC International College offer, if you wish to live on campus, 
apply online at canterbury.ac.nz/accom selecting “UCIC” as your preferred term. 
Alternatively, apply for homestay accommodation through our preferred homestay 
provider, International Student Care Ltd. Contact admissions@ucic.ac.nz for a 
homestay application form. 

Airport reception
Do you require airport pick-up?   Yes    No 

If you ticked ‘yes’ then email info@ucic.ac.nz three days before date of arrival with 
details of your flight number and time.

Request for learning support 
UC International College recognises that physical or mental health issues can 
affect your studies. At any point during your enrolment you are welcome to share 
information with our staff so that we can support your learning.

Do you require access to learning support resources?   Yes    No 

If yes, please tell us more about the support you require – 

You are welcome to include additional documents in your application about your 
support requirements (for example a letter from your doctor or previous school)

Other information
How did you first learn about UC International College?  
You may tick more than one.

 Exhibition/seminar
 Newspaper/magazine
 Internet

  Recommended by a friend/relative
  Recommended by an education agent  
 Other

Please specify: 

Disclaimer (for students 18 years and under)
I grant UC International College permission to provide my parent(s) or guardian(s), 
when requested, with any information pertaining to my application to study, 
ongoing academic progress, results and attendance.    Yes    No 

Application checklist
Check that you have:

 Completed all sections of the application form

  Read and understood the Conditions of Enrolment including the  
Fee Refund Policy ucic.ac.nz/apply-today/enrolment-conditions

Check that you have attached:

 Certified copies of your academic qualifications
 Evidence of your English language ability
 A copy of your passport, study permit or birth certificate

 Any relevant employment documentation, if required

Declaration
 I consent to UC International College collecting, storing, and using my personal 
information in the manner and for the purposes set out in UC International College’s 
Privacy Policy, which includes admission, registration, graduation and other activities 
related to UC International College’s programmes, and communication with me 
regarding my programme, courses, campus and student activities and opportunities 
and the programmes and services offered by UC International College. I hereby consent 
to UC International College disclosing my personal information to third parties in the 
manner set out in UC International College’s Privacy Policy,  which includes: 
• disclosure to agents acting on my behalf for my enrolment to both UC 

International College and UC, or elsewhere.
• disclosure to the University of Canterbury to process my application(s)  

to transfer from UC International College to the University of Canterbury, and 
to enable the University to provide me with relevant academic, administrative, 
welfare and customer services.

• disclosure to the University of Canterbury’s Accommodation Office in support 
of my application for student housing at the University of Canterbury. This may 
include disclosure of relevant information to third party accommodation suppliers 
where relevant.

• disclosure to Navitas Limited and its affiliates for the purpose of communication with 
regarding programmes and services offered by Navitas Limited and/or its affiliates

 I acknowledge that if I do not consent to the collection, storage, use and/or disclosure 
of my personal information, I may withdraw my consent by written notice to UC 
International College (see the UC International College Privacy Policy for contact 
information), provided that despite such notice, UC International College will be 
permitted to collect, use and disclose personal information in accordance with the 
applicable legislation.

 I authorise the University of Canterbury Accommodation Office to give information 
about my application for student housing to UC International College pertaining 
to my accommodation needs.

 I authorise UC International College to obtain official records from any other 
educational institution I have attended.

 I declare that the information I have supplied on this form is, to the best of my 
understanding and belief, complete and correct. I understand that giving of false or 
incomplete information may lead to the refusal of my application or cancellation of 
enrolment. I have read and understood the published programme information in the 
Brochure or the UC International College website and I have sufficient information 
about UC International College to enrol. 

 I understand that fees may increase. I accept liability for payment of all fees as 
explained in the Brochure or website, and I agree to abide by the Fee Refund Policy 
and Withdrawal Policy which is current at the time of my studies at UC International 
College and on the Acceptance Offer. I have also read the section in the UC 
International College Brochure or website relating to costs of living and I understand 
that living expenses in New Zealand may be higher than in my own country and I 
confirm that I am able to meet these costs. 

 I understand that after I commence my UC International College programme, I must 
satisfactorily complete a minimum of 8 courses before I am eligible to transfer to the 
University of Canterbu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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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signed applications cannot be processed.  
Agents may not sign on behalf of the applicant.

Parent’s/guardian’s signature:

Name:

Email address:

Date:     DAY / MONTH / YEAR

Address your application to:
Admissions Manager 
UC International College 
University of Canterbury 
20 Kirkwood Ave, Ilam 
Christchurch 8041 
New Zea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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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学年学费(含GST)

课程 正常学制 费用

预科结业证书 2学期 22,000新西兰元

大学课程

UTP: 商科 3学期 25,500新西兰元

UTP: 工程 3学期 39,000新西兰元

UTP: 理科 3学期 28,800新西兰元

短期交流：商务 1学期 10,500新西兰元

短期交流：工程/理科 1学期 11,500新西兰元

其他学杂费

学生服务费(年均) 811新西兰元

医疗及旅游保险(未生育学生年均费用) 620新西兰元

注:学生在校期间应为每门课程缴纳学费。为确保你的学生签证获签，在正式开始上课前，你必须支付你在UC国际学院一整年的学费。如果你被要求重
修某门课程，我们将对该门课程额外收费。截至本手册印刷之日所定费用仍为有效。UC国际学院保留在任何时候更改费用的权利。

学生服务费包含什么?

新西兰所有的大学都会向本国学生和国
际学生强制性征收学生服务费，以提供
校园内的各种学生服务。所征收的费用
仅用于为学生提供最好的福利，并提供
重要的反馈程序，以确保学生的需要能
得到照顾并被纳入福利分配程序。

在坎特伯雷大学，缴纳学生服务费将确
保你能够使用上重要功能和设施，如学
生支持服务、职业教育、宣传和福利计
划、UCSA俱乐部、学生活动服务和健康中
心服务。

作为UC国际学院的学生，和新西兰当地
学生一样，将拥有免费的娱乐中心会员
资格，并有资格参与UCSA(坎特伯雷大学
学生协会)举办的各类活动。这些课程和
服务将确保你在大学的第一天就成为UC
团体的一员，并将帮助你获得最难忘的
大学经历。

课程费用包括:

 • 全额学费

 • 新生入学教育课程

 • 学术和福利援助

 • 英语和学习技能

 • 访问图书馆和计算机设施

 • 支持辅导

课程费用不包括: 
 • 住宿费

 • 餐费和交通费

 • 课本、文具和印刷费

 • 健康和旅游保险费•
(国际学生必须缴纳)

 • 签证手续费

 • 机票费

 • 娱乐费用

 • 与课程相关的实地考察和安全设备•
费用

费用

UCIC为我在大学开始
学术生活打下了良好的
基础。它不仅培养了我
的自制力，还为我打下
了扎实的学习基础。不
仅如此，UCIC还帮助我
获得了奖学金，让我在
求学之路上没有后顾之
忧！

Kelvin Chan
工程
(马来西亚)



更多信息请访问: 
ucic.ac.nz

UCIC隶属于纳维教育集团。基督城商业与技术学院以UC国际学院之名运营。NZQA供应商代码：7177。•
本手册所刊载的信息截至出版时准确无误。但UC国际学院保留更改、修改或删除某些细节的权利，恕不另行通知。 UCIC180118-917 0218_AW

UC国际学院

坎特伯雷大学 
20 Kirkwood Avenue, Ilam 
Christchurch 8041 New Zealand

电话 +64 3 260 4300  
传真 +64 3 260 4319

签证要求

在新西兰学习期间，你必须持有有效的
学生签证。新西兰政府会为全日制学生
签发学生签证，条件是在新西兰逗留期
间你有足够的学习和生活费用。

签发学生签证之前必须满足若干条件，
具体条件因国家而异。关于如何申请学
生签证的信息可以从新西兰移民网站
获得。请访问：immigration.govt.nz/new-
zealand-visas

签发学生签证可能会花较长时间，请确
保你的时间充裕。新西兰政府将依据以
下条件对所有学生签证申请进行评估：

•• 资金证明

•• 医疗/健康要求

•• 品行要求

 • UC国际学院录取通知书(如果你是续签签
证，请提供录取确认函)

•• 已支付UC国际学院费用的证明——即
收据

•• 持有并了解学生签证

所有学生必须遵守新西兰移民局规定的
现行签证条件和条例。有关现行签证条
件和条例的详细信息，请点击访问新西
兰移民网站。

18岁以下学生需要了解的重要信
息

你知道吗?如果你未满18岁，根据新西兰
法律，你还不是具有独立行为能力的成
年人。

未满18岁的学生及其家长/法定监护人须
浏览本网站以获取相关重要信息：

http://www.minedu.govt.nz/NZEducation/ 
EducationPolicies/InternationalEducation

UC国际学院为未满18岁的国际学生在新
西兰逗留期间提供住宿、支持服务和监
管时，必须遵守特定政策和程序。这些
政策和程序是为了确保UC国际学院遵守
《教育行为守则（国际学生教牧关怀）
》。想要更换住宿和福利安排的学生必
须与UC国际学院学术团队的顾问预先商

量。UC国际学院还会为未满18岁的学生
承担更大的责任，因此，你应该遵守以
下规定：

在UC国际学院就读期间，你必须做好以
下安排：

你的父母已经任命UC国际学院为你在新
西兰的“监护人”，你必须居住在经UC
国际学院认可的寄宿家庭

或者

你和居住在基督城的父母或合法监护人
住在一起。

在入学教育周你将和你的顾问见面。你
必须按照计划和顾问定期会面，直到你
年满18岁。

关于在新西兰学习的重要信息

代码

UC国际学院已同意遵守2016年《教育行
为守则（国际学生教牧关怀）》（第三
版）并受其约束。守则副本可在www.
nzqa.govt.nz/providers-partners/education-
code-of-practice上查阅。

医疗和旅行保险

国际学生(包括团体学生)在新西兰期间
必须购买相应的医疗和旅游保险。

医疗服务资格

在新西兰，大多数国际学生没有资格享
受公共资助的医疗服务。如果你在新西
兰期间接受治疗，你可能会承担该治疗
的全部费用。有关新西兰卫生部提供的
公共卫生服务应享权利详情，可在其网
站 www.health.govt.nz•上查阅。

公共信托

根据1989年《教育法》第253条规定，已
编列经费以保障学生支付的费用安全，
符合2013年《学生费用保护条例》(简
称《条例》)规定。了解更多细节,请访
问：http://www.nzqa.govt.nz/about-us/our-
role/legislation/nzqa-rules/pte-related-rules/
student-fee-protection-rules-2013/1/

意外保险

意外伤害赔偿局（ACC）为全体新西兰公
民、居民和临时访客提供意外保险，但
你仍可能会自行承担其他医疗费和相关
费用。更多信息请访问意外伤害赔偿局
网站acc.co.nz。

质量保证

新西兰学历评审局(NZQA) 在其最近发布
的《外部评估和审查》（EER）中对UC国
际学院的教育绩效和自我评估能力均评
价为“充满信心”：http://www.nzqa.govt. 
nz/nqfdocs/provider-reports/7177.pdf. UC•国际
学院被NZQA评为二级学院。

重要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