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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学院的执行总裁， 我很高兴地向您介
绍Ara坎特伯雷理工学院开设的一系列挑
战头脑、 激发学习热情、 令人振奋的教学课
程。 我们投入全副身心， 致力于在所有的工
作领域中成为最优秀的佼佼者， 这使Ara坎
特伯雷理工学院处于全球应用和职业教学
的领先位置。 

培养伟大的思想家需要个人关注。 我们感
到自豪的是， 我们教学班的设计确保了每
个学生都能获得适合其个人情况的学习体
验。 我们的工作是塑造人生、 缔造领导人， 
和培养社会先驱； 我们期待着与您分享我
们丰富的知识和经验宝库。  

托尼•格雷
Ara坎特伯雷理工学院执行总裁 

您好， 欢迎来到Ara坎特伯雷理工学院

Ara是获认可的雅思、 PTE英语考试和剑桥英语考试中心。 
我们的考试协调员可以协助报名事宜。  

获授权的英语考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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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Ara 
坎特伯雷 
理工学院
Ara坎特伯雷理工学院是于2016年在CPIT
和Aoraki理工学院两院合并的基础上建立
的， 由此诞生了新西兰南岛最大的职业高
等教育机构。 

Ara坎特伯雷理工学院因材施教； 尊重学
生的教育需求和职业目标， 提供灵活的学
习体验。 我们帮助您在学业上取得成功， 
并让您在新西兰的生活过得充实、 获得最
大收获。 

您上课的班级有很低的学生与教员比例， 
您也可以方便地使用我们特别建造的设
施， 定会令您赞不绝口。 我们的重点一向是
在理论与实用性学习之间找到平衡， 确保
您在毕业时就为进入工作岗位做好准备。 

为什么来我们这里学习？
Ara坎特伯雷理工学院是政府拥有的、  
NZQA一类教育机构， 在基督城、 蒂玛鲁、 
阿什伯顿和奥马鲁校园都有出色的设施。 
每年有19,000学生在我们这里学习， 包括
1,800名国际学生。 我们提供：  

• 国际认可的学位和研究生学历， 涉及众
多学科领域； 

• 雄厚的师资力量， 拥有多年的实际经验
和行业人际关系； 

• 规模小的班级(师生间容易互相熟悉)； 

• 雇主们所需要的技能(您毕业时即已为
工作准备就绪)；  

• 实习工作机会， 使您为实际工作做好充
分准备。 

Ara坎特伯雷理工学院所加入的组织： 

150多种学历
研究生/硕士

(1-2年)

学士后文凭
(1年)

学士学位
(3年)

专科文凭
(2年)

证书
(1年)

预科学习
(6个月/1年)

英语
(4-50周)



4

预科学习 
学习与职业准备

计算机与信息通讯技术   
计算机网络
ICT(信息和通信技术)
信息技术基础
信息技术技术支持
网络
系统管理
网站开发与设计

招待服务业    
咖啡馆酒吧服务
食品与饮料
接待服务业
接待服务业管理

烹饪 
烘焙和西式糕点
专业烹饪

美发与美容 
美容技巧 
美容疗法
美容疗法与脱毛法
美发

课程设置
Ara向国际留学生提供一系列证书、 专科文凭、 本科和研究生学历。 

证书/专科文凭 本科学位 学士后证书/学士后文凭 研究生/硕士

英语语言 
强化英语
雅思备考

义工工作
新西兰英语证书(NZCEL)*

商业与商科    
会计
应用商业
应用管理
商业管理
商业信息系统
活动管理
第一线管理
接待服务业管理

人力资源管理
市场营销与销售
运营和生产管理
项目管理
战略管理
供应链与物流
转型与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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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学    
计算机辅助设计(CAD)
土木工程
电气工程
机械工程

建筑学研究    
建筑技术
建筑施工管理
建筑估算

旅游业   
旅游业
国际旅游业

体育与健身    
健身 
人体营养学
体育活动与健康促进
体育与锻炼科学

户外教育     
户外与探险教育
可持续发展与户外教育
可持续发展实践

语言和教育    
英语教学(CELTA)
日语 
毛利语

动物与实验室科学   
动物技术
动物管理
实验室技术
兽医护理

广播    
广播(收音机、 电视和新闻业)

表演艺术   
音乐艺术
表演艺术

艺术与设计    
应用视觉艺术 
创意
数字媒体与设计
时装

运动图形设计
摄影
视觉传达设计

卫生健康与社会服务     
锻炼
医学影像
助产学

肌肉骨骼 
护理
社会工作



City Campus
130 Madras Street

ara.ac.nzPh 03 940 8000  |  0800 24 24 76

Admissions & Enrolments, 
Information Desk

Accessible Carpark/Building

Student Carpark

Staff Carpark

Health Centre

Bus Stop*

Café

Evacuation Points

 Covered Secure  
Cycle Compound

 Motorcycle park

Accessible Entrance

*Please check with Metroinfo  
for the latest bus information.

KEY Services & Facilities
Academic Records N
Admissions and Enrolments X
Career Centre X
Centre of Assessment for  
Prior Learning (CAPL)

A

Childcare Facilities CH
Citizens Advice Bureau HS
Disability Services L
English Exam Centre A
Gym W
Health Centre W
Information Desk X
International Student Advisors G
ICT Helpdesk T
Learning Self Access Centre (LSAC) L
Learning Services L
Learning Spaces M
Library L
Osteopathic Clinic O
Printery T
Scholarships Office X
Security (ID cards, lost and found) X
Student Accommodation  
(Ōtautahi House)

OH,
OEDT

The Zone W
Visions on Campus Restaurant U

Departments
Applied Sciences and Social Practice S
Ara Connect (Computing For Free) X
Art and Design D
Beauty Therapy PX, JZ
Business N
Cookery and Bakery U
Creative Industries D
ICT N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N
Engineering and Architectural Studies K
English Language A
Enterprise & Digital Innovation N
Fashion C
Hospitality and Tourism U
Hairdressing and Barbering PX
Music Arts JZ
NASDA (National Academy of Singing 
and Dramatic Arts)

E

Next Step Centre for Women W
New Zealand Broadcasting School TV, P
Outdoor Education HS
Photography D
Supported Learning (Workskills) W
Te Puna Wānaka  
(Māori and Pacific Studies, Japanese)

M

Teacher Education A

Administration & Support 
Divisions
Academic Division A
Custodians FM
Executive G
Facilities Management FM
Finance G
Health & Safety Manager G
People & Culture G
International G
Inwards Goods FM
Marketing G
Research A
Student Voice C
Student Advisor, Wellbeing C
Student Events C

Venues
DL Block Lecture Theatre DL
Imagitech Theatre A
Plains FM P
Rakaia Centre X
Student Lounge C
Visions on Campus  
Restaurant 

U

Whareora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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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选择在基督城学习？

市区校园地图

• 校园位于市中心， 交通便利； 

• 拥有最先进的设施， 包括一座崭新的卫生健康科研大楼， 一栋
工程与建筑学教学大楼以及休闲运动中心和室内健身房； 

• 您可以一路从英语一直读到硕士学位； 

• 校园里的人们来自50多个不同的国家， 为您提供一个充满生气
的学习环境； 

• 有很多为基督城Ara学生组织的节目和活动。 

校园免费wifi

学生停车场

餐厅/酒吧

公共汽车站

有遮盖的 
安全自行车棚

咖啡馆

超市

邮局

医务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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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有一支专门的员工团队为在Ara坎特伯雷理工学院就读的国
际留学生提供帮助。 我们的团队既可以帮助您适应在新西兰的生
活， 也可以帮助您处理在课程和学业方面遇到的问题。 如果您有任
何顾虑或问题， 或者不知道该找什么人帮忙， 我们可以帮助您或把
您介绍给能提供帮助的人。 当您使用本项服务时， 会有一个顾问专
门帮助您， 这样您在这里学习的期间就有专人与您联系。  

我们有语言帮助服务。 我们有可以讲以下语言的教职员工： 

• 汉语
• 日语
• 韩语
• 尼泊尔语
如有需要， 也可以提供其它语言帮助。 

国际学生顾问

国际学生设施与服务
作为一名国际学生， 您可以方便地使用一系列不同的设施和服务。 

图书馆 语言自学中心 学习与信息服务

Whareora(运动中心) 职业选择指导中心 医务室

咖啡馆和餐厅 电脑室 学生公共休息室

在学习之外， 您可以参加很多节目、 活动和俱乐部。 而且当您在坎特伯雷学习和生活的时
候， 令人惊叹的自然美景和惊险刺激的各类活动都近在咫尺。 

学生生活
我们的校园内有出色的咖啡馆， 我们
的日历上排满了令人兴奋的活动， 提
供机会让您结交朋友以及与新西兰人
和其他国际留学生练习英语。  

您可以参加我们的文化盛事、 论坛、 
展览会、 各种演奏和表演会， 以及参
加其他的音乐艺术团体在我们的场地
举办的音乐会和活动。 

如欲了解您如何能够融入校园里的生
活， 请浏览我们学生网站上的新闻、 
故事和录像短片。  

myara.ara.ac.n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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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在基督城
一个生活、 工作和娱乐的绝佳之地
我们地区各地每年都举行很多艺术、 音乐和文化节， 在Horncastle表演馆经常有国际艺术
家们来献艺。 Hagley公园一年四季都令人赞叹， 是户外音乐会、 展览会和大型活动的主要
场所。 舞蹈和戏剧表演在我们城市很盛行， 有舞台演出宴飨观众， 还有众多的舞蹈排练室
教授大家各种风格的舞蹈。  

每个周末都有风味食品和手工艺品集市， 市里的餐馆和购物区体现着多种多样的
民族特色。 

就业准备项目
基督城市政府的ChristchurchNZ所推出的“就业准备项目”是
为那些希望在毕业之后在新西兰找工作的坎特伯雷地区的国
际学生设立的。 该计划包括一系列讲习班活动来培养学生们
找工作的技巧以及新西兰的职场文化。 

趣味小知识
• 南岛最大的城市

人口： 396882人

• 租金
基督城的租金比奥克兰低28％， 比
惠灵顿低23％

• 雪
14个滑雪和滑雪板场地距离在三小
时车程之内(有9个在两小时车程内)

• 步行
城市的步道总共有80公里

• 国际机场
距离中央商务区仅15分钟车程
每日直飞亚洲、 中东和澳大利亚

• 阳光普照
每年2143小时的日照时间。 

• 城市绿地
740个城市公园， 占地3000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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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目与活动
我们提供一系列绝佳的机会， 将给您留下永远难忘的记忆以及与
国内和国际学生之间的恒久的友谊。 每项活动都经过精心计划和
指导， 以使您在加入时就会知道我们将您的安全放在第一位。 参加
活动的往返交通也都被包括在内， 所以您无需为任何事情操心。  

您需要做的只是报名、 缴费并且在活动的那天去参加就行了。  
在这里查看最新的日程安排、 照片和活动项目

成为一名学生大使
有兴趣成为Ara学生大使并帮助其他学生发现Ara是否适合他们学习？ 

请联系Ara学生参与团队， 了解有关加入我们团队的更多信息。 

ara.ac.nz/ambassadors

http://ara.ac.nz/ambassad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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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选择在蒂玛鲁学习？
我们第二大校园位于海港城市蒂玛鲁， 该
城人口刚刚接近45,000人。 蒂玛鲁校园漫
步即可到达市中心， 校园为学生提供高质
量的服务与设施， 包括一个健身房、 图书
馆、 学生活动室和学生经营的餐馆Starz。 
在校园之外， 蒂玛鲁和南坎特伯雷地区提
供绝佳的文化和休闲活动机会， 从骑马跋
涉、 滑雪和钓三文鱼， 到葡萄酒庄、 艺术画
廊、 博物馆， 甚至还有一座国际知名的天
文台。 

• 蒂玛鲁是一个风景秀丽的地方， 山峦、 
湖泊、 大海以及令人兴奋的户外活动都
近在咫尺

• 我们的蒂玛鲁校园是经认可的通路签证
教育机构

• 极佳的英语学习环境； 国际留学生数量
相对较少， 您可以完全将自己投入英语
的海洋

• 我们的班级规模小， 您因此能得到教员
对您个人的更多关注

• 我们专门提供帮助学生为就业做好准备
的课程

其它服务包括： 

• 计算机服务、 实验室、 图书馆、 餐厅、 
商业厨房、 学生中心、 校园咖啡屋、 健身
房、 攀岩墙。 

我们还在阿什伯顿、 奥玛鲁和 
伍斯顿有校园。 

蒂玛鲁校园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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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aru Campus
32 Arthur Street

Accessible Carpark

Carpark

Café

Admissions & Enrolments, 
Information Desk

Evacuation Points

Restaurant

Night Entrance

Traffic Lights

State Highway One1

KEY 

ara.ac.nzPh 03 687 1800  |  0800 24 24 76

TM

TK

BLUE  
STONE 
HOUSE

TA Computer services
International 
Laboratory
Library
Marketing
Recovery (Unmanned)
Starz restaurant
Student central

TB Heavy Automotive

TC Commercial kitchen 
Electrical lab
Facilities
Office computer suites 
Staff room

TD Art 
Engineering

TE Campus Café

TF Beauty Therapy
Hairdressing

TG Climbing wall
Computer suites
English Language
Gymnasium
Outdoor Ed office

TH Te Whare Poutama

TI Confucius Institute Resource Centre

TJ Carpentry

TL Hospitality tutors office
Literacy SC

TM Motor Body
Automotive

TX Automotive

校园免费wifi

免费停车 餐厅

英语教师和
员工
在蒂玛鲁的教职员， 从左至右，  
Kerry McAllister， Christine 
Prouting，  
Dan Zhu和Angela Wil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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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与景点
南坎特伯雷位于新西兰南岛中部， 这里正
在迅速成为重大锦标赛和大型活动的首选
体育基地。 在同一天里您可以骑山地车、 玩
滑雪板和冲浪 - 任您选择！户外活动包括激
流泛舟、 单人划艇、 钓鱼、 打猎、 骑马、 徒
步远足、 骑山地自行车、 帆船、 高尔夫和四
轮越野游。 从蒂玛鲁， 或者从南坎特伯雷的
任何一座小城出发， 驱车很短的时间， 就可
以找到很多这样的活动， 十分方便。 

大型活动
南坎特伯雷的大型活动节目十分丰富， 而
且还定期举办全国性活动。 卡罗琳湾嘉年
华是新西兰这类嘉年华活动中持续时间最
长的一个， 早自100年前开始就一直深受来
自全国各地的家庭的欢迎。  

南坎特伯雷的其它主要大型活动包括蒂玛
鲁玫瑰节、 杰拉尔丁艺术与植物节、 怀玛蒂
草莓食品节， 以及在蒂玛鲁国际汽车赛车
道进行的赛车。  

southcanterbury.org.n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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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
如果您是一位来Ara坎特伯雷理工学院就读的国际学生， 在住宿方面有几个选择， 包括寄宿家庭和在校住宿。 

家庭寄宿
如果这是您第一次来到这个国家， 我们强
烈向您推荐选择基督城或蒂玛鲁的家庭寄
宿。 寄宿家庭提供一个在当地家庭里的友
好、 安全的环境， 是提高英语水平和体验新
西兰生活的极好方式。 

所有的寄宿家庭都经过了新西兰教育顾问
服务社(NZEAS)的仔细挑选。 寄宿家庭住
宿包括有您自己的卧室、 洗衣和大部分膳
食(周末之外每日两餐， 周末每日三餐)。 将
根据您的情况为您选一个合适的家庭， 由
NZEAS在机场接您， 把您带到寄宿家庭， 
并确保您好好地安顿下来。 

您可以在就读期间一直住在寄宿家庭， 也
可以搬进一个带家具的宿舍， 或者与朋友
合租公寓。 

ara.ac.nz/homestay

学生宿舍
奥陶塔希宿舍提供现代化的学生住宿设
施， 紧邻我们的基督城市区校园。 它毗邻商
店、 公共交通和市中心的所有景点。 

在奥陶塔希宿舍， 您与来自新西兰和世界
各地的Ara坎特伯雷理工学院的其他学生们
共同居住在一个公寓里。 每间公寓都很舒
适， 设施齐全。 您拥有一个自己的带家具的
房间(有床、 书桌和抽屉)和一个与室友共用
的厨房、 浴室和起居区域。 在楼内有投币式
洗衣机。 每天有人为您打扫浴室， 但是您要
自己负责保持您的房间和公寓干净整洁。 

奥陶塔希宿舍的住客们可以通过学生顾问
获得各方面的支持。 宿舍规则建立在相互
体谅以及对他人的尊重的基础上， 以确保
每个人的学业成功和生活舒适。 

www.ara.ac.nz/o-ho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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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交通
基督城有全面的公共交通网络。 距离市区
校园附近就有几个公共汽车站。 

您可以用智能手机或移动设备来查询下 
一班公交车何时到来。  

在下面这个网站查阅地图和时间表：  

metroinfo.co.nz
m.metroinfo.co.nz/nextbus

5公里

10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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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
Ara坎特伯雷理工学院的英语语言学校是国际公认的新西兰最好的英语培训中心之一。 

学生人数：  任何时候总是近300人 程度： 7个级别(初级到高级) 
班级人数： 平均15人； 最多22人 最低入学年龄： 17岁， 无最大年龄限制

提高英语水平 雅思备考 深造用英语 特别设计的团组课程

强化英语

下午课程
- 口语和听力
- 阅读和写作
- 学术英语
- 技能训练
- 考试准备
- 义工工作

全日制雅思备考 新西兰英语证书(NZCEL)
- 3级普通
- 3级实用(学术类或社区类)
- 4级学术类/普通类
- 5级(学术类)： 

我们可以为组织机构设计
特别课程： 

- 教师培训
- 新西兰研究
- 接待服务业
- 可持续发展
- 护理

最短4周 
最多达50周

最短4周 18周 最短4周

初学到高级 中级以上 3 - 5 级 请洽询

强化英语
初学到准中级
英语强化课程是一个全日制的课程， 重点为口语、 听力、 阅读、 写
作和语法。 我们帮助您提高流利程度和准确性， 并且扩大您的词
汇量。 通常在上午和下午会有不同的教师， 所以您将能够听到不同
的口音。 

下午课程
中级以上
• 口语和听力

使用电视和收音机里的真实素材， 外加教材和网络资源材料来
培养和锻炼强化听力技能， 同时增加您的词汇知识。 

• 阅读和写作
使用各种正式和非正式的阅读文字， 例如杂志、 报纸和互联
网， 来提高您的阅读和写作技能。 培养多种阅读技巧， 例如浏
览、 略读和精读。 学习如何构思和写作出结构清楚条理连贯的
文字。 

• 学术英语(EAP)
选修学术英语是着眼于为未来的学习课程做准备并同时提高这
些核心技能。 

• 技能训练
在综合性技能课程中锻炼全部四项语言技能(阅读、 写作、 
口语和听力)。 教学资源包括应用程序和网站， 以及出版物和
录音资料。 

• 考试准备
学习考试策略， 以便在雅思和PTE英语考试中取得成功。 

请注意： 并非所有的下午课程在每个学期都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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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自学中心
我们市区校园和蒂玛鲁校园的语言自主学习中心(LSAC)是供您练
习和提高英语水平的地方。 随时都会有一位经过训练的工作人员
帮助您选择适合您的程度和需要的教学资源。 您可以使用的资源
包括： 

• CD， DVD和CD-ROM

• 多媒体电脑程序

• 报纸、 电视新闻和在线新闻节目

• 教科书、 活页练习题/有声读物， 阅读机和词典

• 新西兰英语资料以及有关新西兰生活的信息

• 专用英语(如护理、 商务、 招待服务业)和学术英语

• 雅思、 剑桥、 职业英语考试和Pearson考试的备考资料

除了英语资源， 我们还有一小部分资料供学习西班牙语、 日语和毛
利语的学生使用。 

英语学习途径

想了解您的英语水平？ ara.ac.nz/online-english-test

考试初级

准中级

中级

中高级

高级 专业课

新西兰英语证书

雅思备考

初学者

新西兰学习和职业准
备证书

中末级

分班测试

开放式入学

上午课程 下午课程

义工工作* 
口语和听力 
阅读和写作 

学术英语(EAP) 
技能训练 
考试准备 

每周一接纳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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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表示例

英语加义工工作
愉快地在社区中练习英语和结交新朋友。 需要对英语口语和听力
有良好的自信心。 因此， 适于中上级英语班的学生。  

我们可以在基督城社区里安排下面几个领域的义工工作：  

• 照顾老人

• 在学校帮忙

• 办公室工作

• 零售和园艺工作 

• 旅游业

请注意： 本课程上课时间可能不规律。 要求您根据工作要求来安排
时间， 每周至少做8小时。 如果您希望从事与儿童打交道的工作，  
您必须持有本国出具的无犯罪记录证明。 

安排工作取决于空缺情况， 请洽询。 

工作权利
如果您在Ara学习14周以上，  您可以凭学生签证业余打工每周20
小时。 这能够使您获取宝贵的工作经验， 同时提高您的英语水平！

周一 周二 周三 周四 周五 周六/日

上午8.30 - 9点 可选择在老师监督下在LSAC自学

自由参加的周末活动
或

可选择在老师监督下在
LSAC自学

上午9点 - 12点

上午英语课

上午10.30分有15分钟的课间休息 上午11点结束

上午英语课(连续)

自由参加的周五下午活动午餐 午休： 中午12点 - 下午1点

1点 - 3点 下午英语课程

下午3点 - 6点
可选择在老师监督下在LSAC自学

或
自由参加的下午活动

请注意： 实际时间表可能有所不同。 并非所有的下午课程在每个学期有提供。 

总时数： 每周22小时(上午14小时+下午8小时)
总课时数： 周一至周四上午9点至12点和下午1点至3点， 周五上午9点至11点
LSAC： 在老师监督下在语言自学中心(LSAC)自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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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准备

强化雅思备考
这门课程将提高您的听力、 口语、 阅读和写作能力， 帮助您为参加 
雅思考试做好准备。 您可以从任何一个星期一开始， 最短就读时间
为4周。 

我们的市区校园是基督城和南岛最大的经认证的雅思考试中心。 

考试的日期和时间公布在这里：  

ara.ac.nz/ielts

雅思考试备考途径

考试

强化雅思备考
全日制

最短4周
每周22小时

专业课

新西兰学习和 
职业准备证书

强化英语
- 高级 

- 中高级 
- 中末级 

- 中级 

2021年雅思考试日期
月 考试日期 类别 月 考试日期 类别 月 考试日期 类别

一月 1月16日
1月23月

仅限学术类
A&G

五月 5月8日
5月29日

A&G
A&G

九月 9月4日
9月25日

A&G
A&G

二月 2月6日
*2月25日

A&G
A&G 

六月 6月12日
6月19日

A&G
A&G

十月 9月10日
10月30日

仅限学术类
A&G

三月 3月13日
3月27日

A&G
A&G

七月 7月10日
7月24日

A&G
A&G

十一月 11月6日
11月20日
11月27日

仅限学术类
A&G
仅限学术类

四月 17月4日
4月24日

A&G
A&G

八月 7月8日
8月21日

仅限学术类
A&G

十二月 12月4日 A&G

A & G = 学术类和普通类

*考试日期是星期四

请注意： 雅思考试日期可能会有所变化， 请查看网站， 了解更多详情 ara.ac.nz/ie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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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造用英语

新西兰英语证书
(NZCEL)
新西兰英语证书是新西兰学历评估局认可的学历， 终生有效。 从初
级到高级分有七个级别。 这些课程可以用于深造、 工作， 或普通英语
进修之目的。 这些课程的目的是在所有英语沟通领域(听、 说、 读、 
写)增强您的能力， 帮助您为继续学习ESOL英语或专业课学习做好
准备； 并让您在一个新国家里增强能力、 信心和舒适感。 

NZCEL是一门为时18周的课程， 分为两段， 每段9周， 中间有两周假
期。 每周上课20小时。 

NZCEL可用于满足我们专业课学习的入学英语语言要求。 欲了解
进一步详情， 请参阅每门课程的入学标准以及下面的英语程度比较
表。 坎特伯雷大学和林肯大学也都接受在Ara坎特伯雷理工学院获得
的NZCEL证书。 Stephanie Dong | 中国

销售与市场营销学士后文凭

“�熟练掌握语言的能力是在海外
生存和学习的坚实基础。�”

英语程度比较表
等级 雅思 托福 托福 剑桥 新西兰英语证书 Pearson考试 城市与同业公会考试

总分 分项 pBT TWE iBT 写作 B2可交流 C1精通或 
C2熟练 (分数段) 得分

3 5.0 (5.0) 500 (4) 35 20 154 C级 3级(普通类) 36 (36) B1达标(43)

4 5.5 (5.0) 530 (4.5) 46 20 162 C级 3级(实用) 42 (36) B2可交流(42)

5 5.5 (5.0) 550 (5) 46 20 162 C级 4级(普通类) 42 (36) B2可交流(42)

6和7 6.0 (5.5) 550 (5) 60 20 169 C级 4级(学术类) 50 (42) B2可交流(66)

8和9 6.5 (6.0) 590 (5.5) 79 21 196 B级 5级 58 (50) C1精通(42)

请参阅英语熟练成绩表 ara.ac.nz/english-equivalence

如果您已经达到NCEA的3级大学入学要求， 您就读大部分课程都无须提供英语语言能力证明。 

http://ara.ac.nz/english-equival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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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造途径
下图显示了Ara所提供的从英语学习到学术深造的各种途径。 您可以根据您的程度从任何时候开始学业， 然后
我们的教员将一路提供帮助。 

专业课学习(入学要求雅思成绩6.5)*

专业课学习(入学要求雅思成绩6.0)*
强化英语

- 高级 
- 中高级 
- 中末级 

- 中级 

NZCEL入学前考试
如果已经身在 

基督城或蒂玛鲁

实验室技术

营养学

护理

卫生保健科学

广播

社会工作

表演艺术

应用科学

医学影像

体育科学

建筑学

设计

音乐

摄影 

信息和通讯技术

计算机辅助设计

可持续发展

户外教育

接待服务业

精神卫生健康

室内设计

商科

日语

网络

健身

时装

工程学 旅游业

建筑施工管理

专业课学习(入学要求雅思成绩5.5)*
仅证书级别

商科

管理

计算机辅助设计

烹饪

信息和通讯技术

旅游

初级产业

美发美容

幼教

日语

NZCEL 5级 
学术类

(入学要求雅思6.0，  
所有分项考试5.5或同等学分)

NZCEL 4级 
学术类/普通类
(入学要求雅思5.5，  

所有分项考试5.0或同等学分)

NZCEL 3级 
实用类

(入学要求雅思5.0，  
所有分项考试4.5)

NZCEL 3级 
普通类

(入学要求雅思4.5，  
所有分项考试4.0)

所有NZCEL课程都是全日制
学习18周， 每周20小时。 

NZCEL在线入学前考试
如果您在新西兰境外 

(入学录取有条件限制)

*请到第4-5页查阅可供选择的专业课， 在第34-35页的课程列表可以让你了解包括雅思分项分数要求的各项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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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表示例
英语加活动(蒂玛鲁校园)

周一 周二 周三 周四 周五 周六/日

第一周 
上午

欢迎/水平测试 英语课 到皮尔森林和 
杰拉尔丁 

课外实地旅行

自由参加的周末活动

下午 迎新情况介绍 蒂玛鲁地区观光导览 植物园 新西兰学习情况介绍

第二周 
上午

英语课
去奥玛鲁 

课外实地旅行
下午 新西兰学习情况介绍 到当地学校参观 艺术画廊 介绍毛利文化

第三周 
上午

英语课
去蒂卡普湖 

课外实地旅行
下午 新西兰学习情况介绍 蒂阿瑙毛利岩石艺术 奇异鸟天文台 蒂玛鲁历史步道

第四周 
上午

英语课 欢送会和 
下午自由活动

下午 新西兰学习情况介绍 南坎特伯雷博物馆 卡罗琳湾公共游泳池 参观牧场

总时数： 每周22小时(上午14小时+下午活动8小时)

总课时数： 周一 - 周四上午9点 - 12点。 周一 - 周四下午1点 - 3点

持续时间： 最短4周

开始日期： 灵活(请洽询)

在线咨询表： ara.ac.nz/study/priority-learner-groups/international/english-language-study-options/customised-groups/ 
customised-group-programme-enquiry-form

特别设计的团组课程
我们将充分利用Ara全体教员的专业知识来与您一起设计出一个 
符合您的学生或员工需要的课程。  

例如： 

• 英语 + 探险活动旅游
• 英语 + 艺术与设计
• 英语 + 商科学习
• 英语 + 接待服务业
• 英语 + 信息与通信技术
• 护理专业英语
• 英语 + 户外教育
• 英语 + 教师培训
• 提高教职员英语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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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培训
如果您有志于成为英语教师(不论是在新西兰还是在海外教
英语)， 那么您有几个选择。 培训的重点是交际性语言教学原理并
包括实践教学课和课堂观摩。 

课程 持续时间 入学程度要求

CELTA 全日制学习4周或非全日
制学习11周 

雅思7.0
(需经过额外 
筛选程序)

英语加教师培训
(特别设计的团组
课程)

最短4周 请洽询

教师团体培训 最短4周 请洽询

CELTA是剑桥大学提供的国际认可的教师资格证书。 这门课程的
毕业生可以在多种不同的情境下， 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向成年人
教授英语。 我们能够提供适合具体教育机构需要的特制的教师培
训课程。 

英语加教师培训
周一 周二 周三 周四 周五 周六/日

第一周
上午

欢迎/水平测试 英语课

自由参加的周末活动

下午 迎新情况介绍 课程介绍 教授词汇 交际口语 下午自由时间

自由参加的下午活动

第二周
上午

英语课

下午 热身准备活动 教授发音 技术辅助的语言学习 使用真实素材 下午自由时间

自由参加的下午活动

第三周
上午

英语课

下午 自习 教授接受技巧 教授写作(1) 下午自由时间(阅读) (听力)
自由参加的下午活动

第四周
上午

英语课

下午 教授写作(2) 到一所当地学校参观 示范课 欢送会(1) (2)

自由参加的下午活动

总时数： 每周22小时(上午英语课14小时+下午教师培训8小时)

总课时数： 周一至周四上午9点 - 12点， 周五上午9点 - 11点。 周一至周四下午1点 - 3点

持续时间： 最短4周

开始日期： 灵活(请洽询)

在线咨询表： ara.ac.nz/study/priority-learner-groups/international/english-language-study-options/customised-groups/ 
customised-group-programme-enquiry-form

Jake Turner-Steele | 新西兰
CELTA - 成人英语教学证书

“ 从第一天开始，  
所学的东西都很有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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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科学习

通向专业课学习的途径
预科课程是通向继续进修或一个新职业的阶
石。 它们可以使您获得进一步学习进修所需
要的入门级学历资格和学术技能。 

在以下情况下您可以学习预科课程： 
• 您不符合想要学习的课程的录取要求
• 在正规教育中断一个时期之后， 您要重新

开始学习
• 您在寻求转换方向
我们提供一些列预科课程， 包括有成绩测试
的和没有成绩测试的。 

Ara是经新西兰移民局认可的一所提供 
衔接课程签证的教育机构。 

Zoe Liu | 中国
新西兰学习与职业准备证书(卫生预科途径)

“ 课程非常出色 - 我已经完全 
为下一步做好了准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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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西兰学习和职业准备证书

通往证书和专科文凭的3级预科途径

新西兰学习与职业准备证书4级

锻炼证书

动物管理和兽医护理途径 

体育、 营养与健康促进途径

建筑学与建设施工途径

工程学途径 新西兰工程学文凭 
土木， 电气或机械

新西兰建筑技术文凭 

新西兰工程学文凭
建筑施工管理

建筑估算

新西兰动物管理证书 

新西兰动物技术证书 

通往本科学位的4级预科途径

应用科学学士
体育与锻炼科学

工程技术学士
土木， 电气或机械

应用管理和ICT途径

应用科学途径

建筑学与建设施工途径

工程学途径

卫生预科途径

应用管理学士 

信息与通信学士

建筑学学士

建筑施工学士 

护理学学士 

肌肉骨骼健康学士

应用科学学士
人体营养学

体育活动与健康促进

旅游和接待服务管理途径

国际旅游和接待服务管理学士

新西兰学习与 
职业准备证书3级

新西兰学习与 
职业准备证书4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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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科
Ara坎特伯雷理工学院的商科课程获得行业的认可， 其主要侧重点
就是帮助您掌握出色的组织和分析技能、 一个创新性的根本方法
和面向现实世界中的问题来设计与实施解决方案的能力。  

您的老师将是专业熟练的指导老师和备受尊敬的本地商业人士， 
他们将在校园内外与您分享他们的知识。 您还将有机会通过现实
世界中的研究项目以及利用实习机会来增长学识。 

Stephan Kolsbjerg Ragunathan | 丹麦
应用管理学士 

“ 指导老师棒极了。  
他们都十分友好，  
乐于提供帮助。 ”

合作性教育项目(攻读学位的学生)
在攻读学位的过程中， 您将需要在一个实际的商业环境中亲自工
作， 应用您所学到的知识， 至少200小时。 您将为您的实习单位完
成一项重要的研究项目， 要与您的专业相关。 其目的是为了把您在
整个课程中所学到的知识都调动起来， 应用在一个现实生活中的
挑战或机遇。 

从这些课程中毕业的学生受雇于 
以下领域： 
• 会计学 – 会计师助理、 办公室经理 
• 人力资源管理财务经理、 准注册会计师
• 市场营销
• 商业管理
• 项目管理
• 事件管理
• 销售和零售管理
• 物流 
• 创业学 
• 金融规划 
• 运营管理

ara.ac.nz/business

实习项目(攻读学士后文凭的学生)
您将完成200小时的实习， 同时在一个实际商业环境里完成一
项研究项目。 学士后文凭课程使此前成功完成学业的学生们有
机会在一个额外的科目领域中获得技能， 大大增加他们成功
就业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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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和通讯技术(ICT)
我们深入详尽的ICT课程是与产业界协同设计出来的， 以确保课程
内容最新、 最切合实际。 课程结合理论与实际技能， 由具有学术和
产业两方面经验的经验丰富的专家来授课。 您毕业时将会掌握雇
主们所需要的知识和实际技能， 有十分充分的准备， 有极高的能力
从您工作的第一天起就在工作中发挥作用。 

它是国际和基督城发展最快的行业之一。 坎特伯雷技术部门 
在该地区拥有15000名员工， 为我们的GDP贡献了24亿新西兰元。  
通过在Ara学习我们的一门ICT课程， 探索各种与技术相关的
职业机会。 

信息与通信技术学士学位
• 软件开发
• 网络与基础设施
• 信息系统

信息与通信技术学士后文凭
• 前端编程
• 网络
• 信息系统、 策略和解决方案
• 网络安全

从这些课程中毕业的学生受雇于 
以下领域： 
• IT服务台
• 软件开发
• 编程
• 项目管理
• 应用程序开发
• 数据库管理
• 软件工程
• 测试分析
• 其他的IT相关工作

• 网络管理
• 技术支持技师
• 系统分析
• 网络管理
• 支持专家
• 互动媒体开发
• 商业分析
• ICT管理

ara.ac.nz/ict

合作教育项目
如果您在Ara坎特伯雷理工学院就读ICT学位， 您将会在一个实际
商务环境中进行实习， 在那里您将能够学以致用， 为您的实习单
位完成一项450小时的实际项目。 ICT学士后学生可能也有这一实
习机会。 

Pornpitcha Worathongchai | 泰国
信息与通信技术学士

“ Ara提供更多实践经验，  
可以帮助学生的职业生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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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学
我们的工程学课程是在一个充满鼓励气氛的环境中进行的， 鼓励
提问， 支持理论与实践学识的均衡结合。 在我们令人赞叹的专用
设施中， 您将从具有丰富经验的专家那里学习， 他们在行业内结
交广泛。 

我们与一系列工程领域的企业、 机构院校和组织密切合作， 开发各
种实习机会以及前沿性的研究项目来进一步发展您的技能。 

从这些课程中毕业的学生受雇于 
以下领域： 
• 建筑学 - 3D建筑模型制作员、 建筑设计员
• 施工管理 - 施工现场经理
• 建筑估算 - 建筑估算师
• 室内设计 - 室内设计师、 戏剧布景设计师
• 土木工程学 - 工程技术和技术员、 设计人员、 施工监督员、 销售

或项目工程师、 以及与支持基础设施发展的设计和施工相关的
就业机会

• 电气工程 - 电力、 计算网络、 电子和电信领域的工程技术人员和
技术专家

• 机械工程学 - 工程技师和技术员、 设计工程师、 生产工程师、 维
护团队领导人、 销售工程师或质量保证工程师， 以及与高级工
业设施、 城市制造和农业加工厂相关的就业机会

• 电脑辅助设计 - CAD操作员、 CAD设计员、 产品设计师

ara.ac.nz/engineering

Dinh Van Nguyen | 越南
工程技术学士(机械)

“ Ara提供的知识要比从大学 
里学的更为实用。 ”

Ara的6级和7级工程学课程
已经被新西兰工程师协会认
证为符合都柏林协议和悉尼
协议要求的课程。 

建筑施工学士(建筑估算)和
建筑估算学士后文凭得到
新西兰建筑估算协会的会
员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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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健康
我们的卫生健康课程带给您培训、 知识、 经验和行业网络关系， 把
您的技能和个人品质应用到需要的地方。 

不论您选择通过什么途径， 我们备受推崇的学历都将让您的事业
有一个完美的开端。 为您授课的是富有经验的卫生健康专家， 他们
将满怀热情地分享他们的知识。 

我们崭新的、 专门设计的基督城卫生健康校园“Manawa”， 距离市
内主要医院步行只有两分钟。 “Manawa”于2018年7月启用， 它有
最新的模拟和培训工具， 其设计充分考虑了促进学生、 学者和卫生
健康专家们之间的协作和知识分享。 

Ara经常在新西兰护士中获得最高的毕业生就业率， 并在2018年取
得了近乎完美和前所未有的成绩， 99％的毕业生在参加州考试的
四个月内就业。 

从这些课程中毕业的学生受雇于 
以下领域： 
• 医疗保健 - 助产士、 放射线技师、 医疗放射技师、 注册护士、  

登记护士、 整骨医生
• 社会服务 - 社会福利工作者、 精神健康支持人员、 社区支持人员

ara.ac.nz/healthcare
www.ara.ac.nz/social-services

Manawa位置图

Rong Wang | 中国
护理学学士

“ 在这里的专业学习正在为 
我的护理事业做好准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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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
为那些注重实际和善于分析思考的人涌现的越来越多的职务，  
对个人甚至整个社区都带来了意义深远的变化。 

我们的科学学历是与雇主合作设计出来的， 以满足产业的需要。 
科学课程由资深和经验丰富的专家授课， 这些课程的设计是培养
学生从所选职业就业的第一天起， 就能够得心应手地应用所学知
识， 并胜任工作。 

从这些课程中毕业的学生受雇于 
以下领域： 
• 科学 - 实验室技术员、 兽医护士、 研究员、 动物园工作人员、  

动物繁殖员、 养狗场管理员
• 健康促进 - 健康科学研究员、 健康/生活方式咨询师、  

健康促进师
• 人类营养学 - 营养师、 营养产品开发员
• 体育科学 - 运动表现分析师、 力量和状态训练教练、  

体育治疗师、 团体健身教练、 个人教练、 健身房经理

ara.ac.nz/science
ara.ac.nz/sportscience

Glorimae Lerios | 菲律宾
实验室技术学士后文凭

“ 学院鼓励我们独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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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待服务业
不论您的志向是要成为一名厨师、 面包师、 接待服务专业人员、  
美容治疗师、 美发师、 旅行专家或旅游经营者， 我们的课程选项能
帮助您实现您的志向。 

向您授课的老师热爱他们所从事的行业， 将 与您分享他们的丰富
经验。 我们有非常出色的设施， 包括五个商业厨房、 一个面包房、 
两个培训餐馆(基督城的Visions和蒂玛鲁的Starz)、 一个培训咖啡
厅和酒吧、 咖啡师培训室、 美容美发沙龙和模拟预定和客房室。 

我们所有的烹饪和烘焙课程都得到了世界厨师协会联合会的认
证， 为新西兰首家。 

自“Nestle Toque d’Or”大奖于1991年开始颁布
以来， Ara坎特伯雷理工学院(包括其前身CPIT和
Aoraki理工学院)获得了28次大奖中的16次。 

从这些课程中毕业的学生受雇 
于以下领域： 
• 烹饪 - 厨师、 面包师、 餐饮承办商
• 接待服务业 - 餐厅服务员、 咖啡师、 大堂服务元、 宴会协调员、  

酒店接待员
• 旅行和旅游业 - 旅行咨询员、 航空公司或游轮员工、 导游
• 美容治疗 - 美容治疗师、 化妆师、 美甲师、 皮肤护理咨询师、  

销售代表、 沙龙/诊所经理或业主

ara.ac.nz/hospitality

Kumendra Dharmadasa | 斯里兰卡
国际旅游和接待服务管理学士

“ 学位确实涵盖了所有的 
基础知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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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意创造
我们的一系列创意创造学历将哺育您的才华、 创造力和灵感。  

我们的课程由产业专家主持授课， 侧重于鼓励您的独特创造力并
培养您在这些竞争激烈的行业里取得成功所需要的技能。 

在Ara坎特伯雷理工学院， 学习的实用性被放在第一位， 提供亲自
动手的工作场所培训。 这确保您将达到一个工作场所需要的能力
水平， 并使您在毕业时充满自信和能力。 

从这些课程中毕业的学生受雇于 
以下领域： 
• 艺术与设计 - 平面设计员、 多媒体设计师、 电影动画师、 珠宝设

计师、 艺术家
• 时装 - 时装设计师、 时装买家、 造型设计师
• 摄影 - 专业摄影师， 摄影艺术家
• 媒体与交流(广播) - 摄像、 编辑、 后期制作、 视觉效果、  

电视播音员、 电台播音员、 记者、 导演 
• 音乐与表演 - 演员、 歌手、 舞蹈演员、 伴奏音乐师、 剧院导演、 

歌曲作者、 作曲家、 艺术家经理

www.ara.ac.nz/art-and-design
www.ara.ac.nz/music-arts
ara.ac.nz/music-theatre
ara.ac.nz/broadcasting

Tsumuki Taniguchi | 日本
专业摄影文凭

“ 这个课程很注重实践，  
我很快就学到了很多技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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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 可持续发展和
户外教育
持有一个语言或教育学位， 您可以促进培养关系并帮助他人实现
他们的目标。 

我们提供的语言课程有毛利语和日语。 这两门课程的设计都是让
您沉浸在所学的语言中来培养您的流利程度， 同时使您对语言背
后的文化有充分的理解。 

我们的教育课程包括户外教育和教授成年人英语。 Ara坎特伯雷理
工学院的户外教育课程强调可持续性， 并最大化地利用各类户外
环境， 它们距离我们的基督城和蒂玛鲁校园都只有咫尺之遥。 

从这些课程中毕业的学生受雇于 
以下领域： 
• 可持续发展和户外教育 - 户外教育老师、 探险或生态旅游向

导、 休闲活动或环境保护导游、 滑雪/滑雪板教练
• 语言 - 口译员、 商务翻译、 企业家、 语言教师

ara.ac.nz/language-and-education
ara.ac.nz/outdoor-ed

Arthur Machado | 巴西
可持续发展与户外教育学士后文凭

“ 在整个学习过程中，  
一切都让我感到很有乐趣。 ”

http://ara.ac.nz/language-and-education
http://ara.ac.nz/outdoo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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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学生申请步骤

退款政策
我们理解有时候您的健康情况或环境的变化会影响您来我们这里求学的计划。 重要的是您要了解Ara坎特伯雷理工学院的退款政策以及
该政策的基础是学生的“学习途径”。 这指的是费用清单中所写明的、 已付费和注册的课程长度。 计算退款的图表显示如下。 

退款的考虑因素 退款数额(学费) 住宿家庭安排费 学生需要提供的文件

学生在“学习途径”开始日期之前退学 扣除NZ$500的管理费， 余款
全额退回

不退款
填好的退学申请(入学修改表) 

和

退学书面申请 
(用电子邮件或信件发送至 
intladmissions@ara.ac.nz)

学生在“学习途径”开始之后的头七个日历日之内 
退学。 

已付学费的80%(为行政管理目的
将扣除20%的学费) 

不退款

学生在“学习途径”开始的七个日历日之后退学。 不退款 不退款

新西兰移民局没有向学生签发或批准其学生签证。 
扣除NZ$500的管理费， 余款
全额退回

不退款
新西兰移民局的正式通知， 表示
该学生的签证申请被拒绝了。 

由于学生旷课、 学业表现不佳， 以及/或未及时申请签证 
(第61条)， 导致学生签证的续签申请被新西兰移民局
拒绝。  

已付学费的80%(将扣掉20%的学

费)或根据最后一次上课日期来
按比例退款。  

不退款 新西兰移民局的正式通知， 表示
该学生的签证申请被拒绝。 

入学注册被Ara取消 不退款 不退款 取消入学通知函。 

照顾性考虑(只有当退学原因是学生无法控制的， 并且符合“包括照顾性
考虑在内的收费和费用的退款考虑政策”的要求， 才能够给予考虑)

退款数额将根据每个学生的个
人情况来决定。 

退款决定将根据每
个学生的个人情况
来做出。 

为您的退款申请提供支持的文件
以及照顾性考虑申请表

ara.ac.nz/refund-policy

国际学生录取办公室将评估您的申请。 如果需要更多信息， 将会给您发电子邮件。 如果您
所选的学习途径不合适， 我们可能会建议一个其它的学习途径来代替。 然后我们将发出一
份接受就读通知。 

第一步
提交申请

填写在线、 电子或纸质申请表

检查确认您已填写了表格的 
各项内容并附上了全部所需文件

提交您的申请表 
(在线、 通过电邮或邮寄)

第三步
前往新西兰

收到住宿安排确认(如果提出了申请)

携带您的护照、 签证和 
成绩单向录取与注册处报到

抵达新西兰

参加新生情况介绍会

开始上课

向国际学生录取办公室提供您的抵
达信息

第二步
准备申请签证

在immigration.govt.nz申请签证

除非您的国家/地区需要新西兰移民局
原则上批准(AIP)， 否则需要支付 

费用。 这些国家的学生在获得AIP后立
即支付费用。 

收到费用收讫的录取通知书

收到无条件录取通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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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主要日期和费用
英语课程

课程 持续时间 开始日期： 费用

管理费 $250

学生服务税 $8每周

强化英语
雅思备考
(不包括雅思考试费)

四周(最短)

每逢星期一
1月11日开始
12月17日结束

$390
每周

英语加义工工作 8周 灵活 $3,120 

实习费 $275

NZCEL
(新西兰英语证书)

18周

3级: 2月15日， 7月
26日
3级(实用)： 2月15日，  
7月26日
4级(学术类)： 2月15
日， 7月26日， 9月6日
5级: 2月15日，  
7月26日， 9月6日

$8,225
每学期

CELTA 4周 5月28日-6月25日 请洽询

特别设计的团组课程 四周(最短) 请洽询 请洽询

考试费
雅思考试费 $385

皮尔逊英语考试费 $385

其它收费
学生服务费(专业课) $320

学生签证申请 $255

学生停车场 $5每天

注： 上述信息仅供参考； 费用可能有所变化， 恕不另行通知。 

公共假日
元旦 1月1日星期五 

元旦次日 1月2日星期六

怀唐伊日 2月8日星期一

耶稣受难日 4月2日星期五

复活节周一 4月5日星期一

澳新军团日(保留) 4月26日星期一

女王生日 6月7日星期一

南坎特伯雷周年纪念日 9月27日星期一

劳动节 10月25日星期一

坎特伯雷周年纪念日 11月12日星期五

圣诞节 12月25日星期六

节礼日 12月26日星期日

生活费用
我们建议您每个月为生活费用准备$1250的预算， 包括住宿和 
日常生活费用。 

家庭住宿 基督城 蒂玛鲁

安排费/介绍费
新西兰以外学生的所有住宿安排。 (包括接机、 学校
介绍和欢迎礼包) 
注： Ara 将收取安排费的 10% 作为行政费用 

$320 $320

接机和蒂玛鲁住宿接送(单程) – $60

住宿费(最短4周)
住宿家庭费(包括周一至周五两餐， 周末三餐)

$270 $270

住宿家庭费
(包括每日三餐)

$300 $280

交通 基督城 蒂玛鲁

公交车费(Metrocard公交卡) - 不限乘车次数 $106每月 $66每月

公交车费(Metrocard公交卡) – 每周最高费用 $26.50每周 $16.50每周

公交车费(Metrocard公交卡) $2.65每次乘车 $1.65每次乘车

公交车费(现金) $4每次乘车 $2.50每次乘车

医疗和旅行保险
国际留学生(包括团体学生)在新西兰逗留期间必须持有相应的有
效医疗保险。 全日制学习的学生的保险费用为$523.50。 

4周 $52.40 28周 $366.80

8周 $104.80 32周 $419.20

12周 $157.20 36周 $471.60

16周 $209.60 40周 $524.00

20周 $262.00 44周 $576.40

24周 $314.40 48周 $628.80

注： 上述信息仅供参考； 费用可能有所变化， 恕不另行通知。 

其它重要日期
Ara校园重新开学 1月11日星期一

蒂玛鲁毕业典礼 2月12日星期四

秋季毕业典礼 3月26日星期五

夏令时间结束 4月4日星期日

Ara闭校(复活节后的星期二) 4月6日星期二

春季毕业典礼 9月17日星期五

夏令时间开始 9月26日星期日

Ara校园关闭 12月23日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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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列表

学历 课程

也在 
蒂玛鲁
提供 等级 持续时间 开始

参考学费 
新西兰元/
一年 总分  听力  阅读  写作  口语

深造用英语(NZCEL)
新西兰英语证书(普通类) T 3 18周 二月*/七月* $8,225 雅思4.5 4.0 4.0 4.0 4.0
新西兰英语证书(应用类) T 3 18周 二月*/七月* $8,225 雅思5.0 4.5 4.5 4.5 4.5
新西兰英语证书 T 4 18周 二月*/七月*/九月 $8,225 雅思5.5 5.0 5.0 5.0 5.0
新西兰英语证书 5 18周 二月/七月/九月 $8,225 雅思6.0 5.5 5.5 5.5 5.5
预科
学习与职业准备 T 3 6个月 二月/七月 $10,595 雅思5.0 5.0 5.0 5.0 5.0
学习与职业准备 T 4 6个月 二月/七月 $10,595 雅思5.5 5.5 5.0 5.5 5.0
建筑学研究
建筑施工管理 7 1年 二月/七月 $23,260 雅思6.0 5.5 5.5 5.5 5.5
建筑估算 7 1年 二月/七月 $23,260 雅思6.0 5.5 5.5 5.5 5.5
建筑学设计 7 3年 二月 $23,260 雅思6.0 5.5 5.5 5.5 5.5

建筑施工(建筑施工管理或建筑估算， 两个主修二选一) 7 3年 二月/七月 $23,260 雅思6.0 5.5 5.5 5.5 5.5

建筑技术 6 2年 二月 $22,560 雅思6.0 5.5 5.5 5.5 5.5

建筑施工(建筑施工管理或建筑估算， 两个主修二选一) 6 2年 二月/七月 $22,560 雅思6.0 5.5 5.5 5.5 5.5

创意创造
创意实践硕士 9 1.5年 二月 $25,510 雅思6.5 6.0 6.0 6.0 6.0

创意实践研究生文凭 8 1年 二月 $25,510 雅思6.5 6.0 6.0 6.0 6.0

设计(应用视觉艺术、 时装、 动态图像设计、 摄影， 以及视觉传达专业) 7 3年 二月 $23,260 雅思6.0 5.5 5.5 5.5 5.5

数字媒体与设计 T  
(仅限) 5 1年 二月 $23,260 雅思5.5 5.0 5.0 5.0 5.0

创造力 T 4 6个月 二月/七月 $11,630 雅思5.5 5.0 5.0 5.0 5.0

数字媒体与设计 T 4 6个月 七月 $11,630 雅思5.5 5.0 5.0 5.0 5.0

时装 4 6个月 二月/七月 $11,630 雅思5.5 5.0 5.0 5.0 5.0
商科
会计 7 1年 二月/七月 $21,310 雅思6.0 5.5 5.5 5.5 5.5
应用管理 7 1年 二月/七月 $21,310 雅思6.0 5.5 5.5 5.5 5.5
商业信息系统 7 1年 二月 $21,310 雅思6.0 5.5 5.5 5.5 5.5
业务转型与变革 7 1年 二月/七月 $21,310 雅思6.0 5.5 5.5 5.5 5.5
活动管理 7 1年 二月 $21,310 雅思6.0 5.5 5.5 5.5 5.5
接待服务业管理 7 1年 二月/七月 $21,310 雅思6.0 5.5 5.5 5.5 5.5
人力资源管理 7 1年 七月 $21,310 雅思6.0 5.5 5.5 5.5 5.5
市场营销与销售 7 1年 二月/七月 $21,310 雅思6.0 5.5 5.5 5.5 5.5
运营和生产管理 7 1年 二月/七月/十月 $21,310 雅思6.0 5.5 5.5 5.5 5.5
项目管理 7 1年 二月/七月/十月 $21,310 雅思6.0 5.5 5.5 5.5 5.5
战略管理 7 1年 二月/七月 $21,310 雅思6.0 5.5 5.5 5.5 5.5
供应链与物流 7 1年 二月/七月/十月 $21,310 雅思6.0 5.5 5.5 5.5 5.5
应用管理(有专业) 7 3年 二月/七月 $20,520 雅思6.0 5.5 5.5 5.5 5.5
商科 5 1年 二月/七月 $20,520 雅思5.5 5.0 5.0 5.0 5.0
商业 (管理与技术) 4 6个月 二月/七月 $10,260 雅思5.5 5.0 5.0 5.0 5.0
商业 (管理与技术) 3 6个月 二月/七月 $10,260 雅思5.0 5.0 5.0 5.0 5.0
通讯与媒体
广播通讯 7 3年 二月 $25,100 雅思6.0 5.5 5.5 5.5 5.5
计算机与信息通讯技术
信息与通信技术 7 1年 二月/七月 $22,660 雅思6.0 5.5 5.5 5.5 5.5
信息与通信技术 7 3年 二月/七月 $21,880 雅思6.0 5.5 5.5 5.5 5.5
系统管理 6 1年 二月/七月 $21,880 雅思6.0 5.5 5.5 5.5 5.5
网站开发与设计 5 1年 二月/七月 $21,880 雅思5.5 5.0 5.0 5.0 5.0
信息科技技术支持 5 1年 二月/七月 $21,880 雅思5.5 5.0 5.0 5.0 5.0
信息技术基础* 4 6个月 二月/七月 $10,940 雅思5.5 5.0 5.0 5.0 5.0

雅思入学要求

图例：  证书  专科文凭  本科学士学位  学士后文凭  研究生文凭  硕士
**入学要求和费用可能会有所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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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历 课程

也在 
蒂玛鲁
提供 等级 持续时间 开始

参考学费 
新西兰元/
一年 总分  听力  阅读  写作  口语

工程学
计算机辅助设计 7 1年 二月/七月 $23,260 雅思6.0 5.5 5.5 5.5 5.5
工程技术 (电气) 7 3年 二月 $23,260 雅思6.0 5.5 5.5 6.0 6.0
工程技术 (土木) 7 3年 二月/七月 $23,260 雅思6.0 5.5 5.5 6.0 6.0
工程技术 (机械) 7 3年 二月/七月 $23,260 雅思6.0 5.5 5.5 6.0 6.0
工程 (电气) 6 2年 二月 $23,260 雅思6.0 5.5 5.5 5.5 5.5
工程(土木) 6 2年 二月/七月 $23,260 雅思6.0 5.5 5.5 5.5 5.5
工程 (机械) 6 2年 二月/七月 $23,260 雅思6.0 5.5 5.5 5.5 5.5
接待服务业
接待服务业管理 7 1年 二月/七月 $21,310 雅思6.0 5.5 5.5 5.5 5.5
国际旅游和接待服务管理 7 3年 二月/七月 $21,880 雅思6.0 5.5 5.5 5.5 5.5
接待服务业管理 5和6 2年 二月/七月 $21,880 雅思5.5 5.0 5.0 5.0 5.0
烹饪(高级) - 烹饪专业 T 4和5 2年 二月/七月 $21,880 雅思5.5 5.0 5.0 5.0 5.0
烹饪(高级) - 西式糕点专业 T 4和5 2年 二月 $21,880 雅思5.5 5.0 5.0 5.0 5.0
烘焙(通才)(职业面包师) T 4 1年 二月 $21,880 雅思5.5 5.0 5.0 5.0 5.0
食品与饮料服务 3和4 1年 二月 $21,880 雅思5.0 5.0 5.0 5.0 5.0
旅游业 3和4 1年 二月 $21,880 雅思5.0 5.0 5.0 5.0 5.0
美发美容
美容疗法 5 1年 二月 $21,880 雅思5.5 5.0 5.0 5.0 5.0
美容疗法 T 4 1年 二月 $21,880 雅思5.5 5.0 5.0 5.0 5.0
卫生健康
护理 9 2年 二月/七月 $26,040 雅思6.5 6.5 6.5 6.5 6.5
健康实践 8 1年 二月/七月 $26,040 雅思6.5 6.5 6.5 6.5 6.5
护理 7 1年 二月/七月 $23,730 雅思6.5 6.5 6.5 6.5 6.5
医学影像 7 3年 二月 $23,730 雅思6.5 6.5 6.5 6.5 6.5
助产学 7 3年 一月 $31,580 雅思7.0 7.0 6.5 6.5 7.0
肌肉骨骼健康 7 3年 二月 $23,730 雅思6.0 5.5 5.5 5.5 5.5
护理 T 7 3年 二月/七月 $23,730 雅思6.5 6.5 6.5 6.5 6.5
护理 (健康科学专业实践硕士) 7 2年 二月 请洽询 雅思6.5 6.5 6.5 6.5 6.5
社会工作 7 4年 二月 $23,730 雅思6.5 6.5 6.5 6.5 6.5
在编护士 5 1.5年 三月 $23,260 雅思6.5 6.5 6.5 6.5 6.5
健康与福祉 (社会和社区服务) 4 1年 二月/七月 $23,260 雅思5.5 5.0 5.0 5.0 5.0
锻炼 4 6个月 二月/七月 $11,610 雅思5.5 5.0 5.0 5.0 5.0
语言和教育
语言(日语) 7 3年 二月 $21,880 雅思6.0 5.5 5.5 5.5 5.5

其他语言使用者的英语教学(CELTA) 5 1个月 五月 $5,068 雅思7.0 7.0 7.0 7.0 7.0

日语 4 1年 二月 $21,880 雅思5.5 5.0 5.0 5.0 5.0
日语(预科) 3 6个月 二月 $10,940 雅思5.0 5.0 5.0 5.0 5.0
户外教育
可持续发展实践 9 1.5年 二月/七月 $25,510 雅思6.5 6.0 6.0 6.0 6.0
可持续发展实践 8 1年 二月/七月 $25,510 雅思6.5 6.0 6.0 6.0 6.0
可持续发展与户外教育 7 1年 二月/七月 $23,260 雅思6.0 5.5 5.5 5.5 5.5
可持续发展与户外教育 7 3年 二月/七月 $23,260 雅思6.0 5.5 5.5 5.5 5.5
户外与探险教育(多技能) 5 1年 二月/七月 $23,260 雅思5.5 5.0 5.0 5.0 5.0
表演
音乐艺术 7 3年 二月 $22,560 雅思6.0 5.5 5.5 5.5 5.5
表演艺术(现代音乐剧) 7 3年 二月 $22,560 雅思6.0 5.5 5.5 5.5 5.5
音乐 4 1年 二月 $22,560 雅思5.5 5.0 5.0 5.0 5.0
科学
实验室技术 7 1年 二月/七月 $23,720 雅思6.0 6.5 6.0 6.0 6.5
应用科学 7 3年 二月/七月 $23,720 雅思6.0 5.5 5.5 5.5 5.5
应用科学 6 1年 二月/七月 $21,190 雅思6.0 5.5 5.5 5.5 5.5
应用科学 5 1年 二月/七月 $21,190 雅思5.5 5.0 5.0 5.0 5.0
兽医护理 6 1年 二月 $21,310 雅思6.0 5.5 5.5 5.5 5.5
动物技术 (兽医护理助手专业) 5 1年 二月 $21,190 雅思5.5 5.0 5.0 5.0 5.0
动物管理宠物伴侣专业 4 1年 二月 $21,190 雅思5.5 5.0 5.0 5.0 5.0

雅思入学要求

ara.ac.nz/intl-programme-listing

http://ara.ac.nz/intl-programme-listing


业务守则要求
Ara已经同意遵守由新西兰学历认证局(NZQA)管理的“2016年教育(留学生
指导与照顾)行业规则”并受之约束。 该规则副本可以向本校索取， 也可以到
NZQA网站上查阅： 
nzqa.govt.nz/providers-partners/education-code-of-practice/

移民
签证及许可的详细要求、 有关学习期间在新西兰工作之权利的详情， 以及向
移民局报告的要求， 都可以从新西兰移民局获得， 也可以在网站上查阅：  
immigration.govt.nz

使用医疗服务的资格
大部分国际留学生在新西兰逗留期间都无资格免费使用公共资金投入的医
疗服务。 如果您在来访期间接受了治疗， 您可能需要支付该治疗的全部费
用。 关于免费使用公共资金投入的医疗服务的资格问题， 详情可以向卫生部
索取， 也可以在这里查阅：  
health.govt.nz

事故保险
意外事故伤害赔偿局(Accident Compensation Corporation)为所有新西
兰公民、 居民， 以及临时访客提供意外事故保险， 但是您可能仍需支付所有
其他的医疗及相关费用。 进一步信息可以在ACC网站上查阅：  
acc.co.nz 

医疗保险
Ara要求所有国际留学生都购买旅行和医疗保险全险。 这是在新西兰教育部
的“留学生指导与照顾行业规则”项下的法律要求。 Ara的首选保险公司是
Allianz StudentPlus， 该公司专门调整了保单以符合我们学生的需要。  
更多信息可在这里获得： 
ara.ac.nz/insur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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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 Box 540, Christchurch 8140, New Zealand
电话： +64 3 940 8389
电子邮件： international@ara.ac.nz
ara.ac.nz/international

http://ara.ac.nz/internationa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