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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城建职业学院 

Guangzhou City Construction College 
 
 
 
 
 
 
 
 
 
广州城建职业学院是经广东省政府批准、国家教育部备案的全日制普通高等职业院校，起源于 1960 年广州市建筑工程局主

办的“广州业余建筑工程学院”，2007 年在原广州大学城建学院的基础上独立设置，是一所公办转民办、晚起步、快发展的“年

轻的老学校”。作为广东省教育体制改革试点单位、深化自主办学综合改革试点高校，学校以优异成绩通过了广东省高职院

校人才培养工作评估，获批四年制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试点，获评“教育部第三批职业院校数字校园实验校”、“全国民办高

校创新创业教育示范校”、“广东省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示范校”、“广东省依法治校示范校”等称号。 
 

学校位于有“广州市后花园”之称的从化区，办学条件优越，基础设施完备，校园环境优美，占地面积约 1355 亩，建筑面积

约 45 万平方米，图书馆馆藏纸质图书 108 万余册，建有千兆主干带宽、10G 出口带宽网信息化校园系统以及室内体育馆、

400 米塑胶跑道标准运动场和大型文体广场。现有全日制在校生 18000 多人，拥有专任教师 1000 多人，高级职称教师占

26.47%、研究生以上教师占 47.26%，教师队伍中涌现出广东省教学名师、劳动模范和南粤优秀教师、优秀教育工作者等先

进代表。设有建筑工程、机电工程、信息工程、经济与管理、艺术与设计、外语外贸、人文、创业教育和继续教育 9 个二级

学院，开设了建筑工程技术、机电一体化技术、软件技术、市场营销与策划、环境艺术设计、商务英语、网络新闻与传播等

51 个专业。其中，建筑工程技术为广东省一类品牌专业和重点专业，机电一体化技术、市场营销与策划为广东省二类品牌

专业，工程造价、国际经济与贸易为广东省重点专业。形成了以建筑技术、建筑管理、先进制造、现代服务、电子信息和艺

术设计等六大专业群为主的办学格局。 
 

学校本着“以质量特色立校，以学生成才为本”的办学理念，坚持为城市建设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以实施创新强校“1177”
工程为抓手，紧扣产教融合创新人才培养，构建“制度激励、以人为本”的城建治理模式，以制度激励引导教师确立践行“知

识传授、能力提升、习惯养成”育人新理念，积极探索“理实一体、产学结合”实践育人模式。挂牌成立了以广州天马集团、

广州市建筑集团有限公司为主导的广东城建职教集团，深度开展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产学结合日渐深化。联合东方雨虹等

名优企业投资 3900 多万元、占地 120 多亩，打造“华南地区领先、国内一流”的现代建筑高技能人才培养产学研基地；与恒

盛建设合作共建绿色建筑学院，实施双院长负责制；与中铁一局合作开展地铁站场建设，协同进行项目服务、技术咨询、学

生顶岗、课题研究；与中建二局共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合作开展课题研究等项目合作；与扬海科技、华浔装饰等名优企业

探索现代学徒制，共同开发实训教材和设计项目；并与“走出去”的企业联合办学，启动建设中辰钢结构、东方雨虹等公司在

卢旺达等“一带一路”国家建筑工程技术专业实践教学基地，探索建立防水技术与材料实训基地。 
 

近年来，学校立项广东省现代学徒制试点专业 4 个，成为教育部第二批现代学徒制试点学校，实现全省民办高职院校一类品

牌专业、协同育人平台零的突破，央财支持实训基地和 3 个广东省重点专业建设成功验收；立项广东省精品在线开放课程、

精品资源共享课程 13 门，公共实训中心、高职教育实训基地、大学生校外实践教学基地等近 30 个；校企共建具有现代学徒

制特征的绿色建筑等特色专业学院 5 个。学生获国家、省、市级技能竞赛奖，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国家二等奖和省一、二、

三等奖，“挑战杯”创新创业大赛奖等荣誉近 400 项。学校连续 3 年录取超过 7 千人，新生报到率高达 90.16%，居全省前列；

毕业生就业率保持在 99%以上，荣获“广东省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先进集体”称号。 

 
 “十三五”期间，学校将按照省“创新强校工程”A 类规划，全力推进“2235”工程建设，继续以产教融合为载体，以学生成长

为根本，以教师受益为出发点，以学校发展为目标，为创建全国民办优质高职院校而努力开拓进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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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硕连读国际班--国际名校与东南亚 

工科与艺术及商科管理方向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Program 

 
 
 
 
 
 
 
 
 

根据国家教育部《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教外[2016]46 号）文件精神，我校先后与国（境）外多所知名大学

和机构建立合作关系，开展合作办学、联合培养、资源共建共享等多方位合作，共同培养具有国际视野、通晓国际惯例、掌

握国际知识、具有国际竞争能力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为广东区域经济转型升级和国家“一带一路”发展战略提供有力的人才支撑。 

我校开设“专本/专硕连读国际班”，供学生选择就读。 
 
一、项目介绍 

国际班采用 3+N 的升学模式，分国际名校方向与东南亚方向。 
广州城建职业学院学生在本校为期 3 年的专科学习过程中，同步修读国际教育课程，课程内容涵盖：雅思英语课程、海

外专业课程及综合提升课程，期间参加由学院统一组织的英语考试及学科课程考试。 

随后赴国外经过 1-2 年的专业课程学习，即可获得国外大学的学士或硕士学位。 
 
二、国际班优势 
 中外联合培养：城建学院与海外合作大学联合培养； 

 获颁发双文凭：完成国内与国外阶段课程，可获国内国外双文凭； 
 国家自由选择：可选择国际名校方向或东南亚方向继续完成学历提升； 

 学历自由选择：学生可自由选择升读本科或研究生课程； 
 节省留学费用：升读英澳本科，最短只需 1 年，升读研究生，最短只需 1.5 年，节约留学费用至少 30-60 万； 

 采用小班教学：学习环境优越，学习气氛浓厚，加上细致的教学管理，有利于全面提升学生的学习能力； 
 全程海外跟踪：从学习进度跟踪到个性化培养，从海外升学规划到留学签证办理，学校密切跟进，及时与家长保持沟

通。 
 
三、招生对象及招生人数 
招生对象：城建学院 2018 级新生及在校学生 

招生人数：100 人（工科与艺术方向 50 人，商科管理方向 5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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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招生计划 
分《国际名校方向》及《东南亚方向》，供我校学生选择报读。 

 国际名校方向 东南亚方向 

海外升学国家 英国、澳洲、新西兰、加拿大、新加坡等 马来西亚、泰国 

招生专业类别及人数 
工科与艺术：25 人 
商科管理：25 人 

工科与艺术：25 人 
商科管理：25 人 

学费标准 

第 1、2 学年：28,000 元/学年（不含大专学费） 
第 3 学年：免费 

第 3 年为查漏补缺期，学校将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为

学生制定个性化的补充提升计划。 

第 1、2、3 学年：28,000 元/学年（包含大专学费） 

 
五、招生专业类别及对应专业 

海外专业方向 对应国内专业 

工科与艺术 
适合：建筑工程技术、工程造价、建筑设计技术、机电一体化技术、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软件技术、
艺术设计等专业学生报读； 

商科管理 
适合：市场营销、国际经济与贸易、工商企业管理、电子商务、会计、商务英语、网络新闻与传播、
艺术设计等专业学生报读。 

 
六、海外专业解释 

专业分类 常规专业 

工科与艺术 

工科：农业与环境工程、生物工程、化学工程、土木和测绘工程、计算机硬件工程、计算机软件工程、

建设工程和技术、电子与通信工程、工程制图和设计、工业和工程管理、制造工程与技术、机械工程

与技术、汽车工程技术、机器人与自动化工程技术、矿产和石油工程、材料工程、纺织及塑料工程；

信息安全、数据库管理、网络管理、计算机编程、计算机科学、计算机系统、数据处理、计算机图形

学、信息技术；通信技术、电台和电视台广播技术、广播电视和数字通信；建筑学、建筑与环境设计、

室内建筑、景观设计、古迹保存于养护、土地规划、城市区域规划； 
艺术：动画及视频、美术、音乐、平面设计、工业及产品设计、室内设计、摄影集录像制作、电影、

戏剧、视觉艺术等。 

商科管理 
工商管理、电子商务、国际商务、物流与供应链管理、采购与合同管理、会计、银行与金融、投资与

证券、酒店管理、旅游管理、人力资源、组织行为学、市场营销； 

 
七、报名流程 
第 1 步，填写并提交国际班《报名表》； 
注：《报名表》索取，请联系李老师，13450403059（微信同号）。 

第 2 步，向学生发放《国际班录取》及《缴款通知》； 
第 3 步，家长按照《缴款通知》完成国际班学费的缴纳； 

第 4 步，按照《国际班》的授课表，参加国际班课程的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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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升学规划示意图（国际名校方向） 
 
 
 
 
 
 
 
 
 
 
 
 
 
 
 
 
 

▲专本连读 
英国：在合作大学加修 1 年，获学士学位。 

澳洲：在合作大学加修 1 年，获学士学位。 
新西兰：在合作大学加修 1 年，获学士学位。 
加拿大：在合作大学加修 1.5 年，获学士学位。 
 
▲专硕连读 
英国：在合作大学加修 1.5 年，获硕士学位。 

澳洲：在合作大学加修 2-2.5 年，获硕士学位。 
新西兰：在合作大学加修 1 年，获 GD 研究生文凭。 
 
注：海外修读本科（硕士）课程的时间长度，将根据学生实际情况，如英语能力、所

选院校及所读专业不同而有所不一。 
 
 
 
 
 
 
 
 
 
 
 
 
 
 
 
 

学生在我校完成 3 年大专及国
际班课程，获大专毕业证 

英国 
本科：加 1 年 

硕士：加 1.5 年 

澳洲 
本科：加 1 年 

硕士：加 2 年/2.4 年 

新西兰 
本科：加 1 年 

GD 研究生文凭：加 1 年 

加拿大 本科：加 1.5 年 

获学士学位 

获硕士学位 

获学士学位 

获硕士学位 

获学士学位 
 

获研究生文凭 

获学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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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教育课程.授课计划 

Teaching Plan 
 
 
 
 
 
 
 
 
 
一、国际教育课程 
课程由三部分组成，分别是：雅思英语课程、海外专业课程及综合提升课程。 

 
 授课时间：利用大专课程以外时间，同步修读。 

 授课教师：城建教师、雅思教师、特聘教师及特邀嘉宾 
 

课程类型 授课内容 教学目的 教学方式 

雅思英语课程 基础英语提升：主要是让学生提升

词汇量与学习语法； 
雅思英语提升：涵盖雅思听力、口

语、阅读与写作，课程目标是雅思

6-6.5 分； 

让学生接受系统的雅思英语学习，

积累词汇量，提升听、说、读、写

等各科的综合能力； 

以课堂讲解、学生口语、书面操练

和课后复习结合进行，注重提升学

生的词汇、语法、语音、听说读写

专项能力，能够理解有一定难度的

语法点并能较好应用；在口语中可

以进行自我表达，部分能进行深入

性讨论。 

海外专业课程 分工科艺术与商科管理方向，以学

习海外合作院校专业的公共类课

程为主； 

让学生开始接受国外大学的专业

课程（专业公共课程），了解国外

大学的教学文化与教学方法，逐渐

适应全英授课，顺利完成课程的学

习并通过课程的学科测试； 

以课堂讲解、学生课堂学习和课后

复习结合进行，采用如启发式、讨

论式等教学方法的多种教学方式，

让学生顺利完成专业公共课程的

学习及通过专业课程测试。 

综合提升课程 国外大学模拟课：让学生提前体验

国外大学课堂； 
社会实践课：培养学生创新精神、

团队协作能力和社会责任感； 
海外升学课：让学生了解海外大学

优势专业、学习方法、时间管理以

及课外生活经验指导。 

 

通过综合提升课程，让学生了解海

外的文化与习俗，掌握未来在海外

学习与生活所需了解的信息并为

将来做好准备。 

通过系列课程、专题讲座及邀请嘉

宾分享等形式，让学生对海外的生

活、文化、习俗与法律等有全面的

认知，使用多元化的课件进行课程

讲解，采用积极有趣的课堂形式，

让学生参与其中，得到启发，加深

理解。 

注：课程设置将根据实际教学计划及学生未来的升学需求作出适当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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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阶段.学习费用（仅供参考） 

Tuition Fees 
 
 
 
 
 
 
 
 
 
一、英国 United Kingdom 
总费用约：￥25-30 万/年 
1、学费 
研究生：约£12,000-18,000/年（约 10-15 万人民币） 

本科生：约£16,230-23,885/年（约 14-20 万人民币） 
住宿：约£3,500-9,000/年（约 3-8 万人民币） 

2、生活费 
约£15,180/年（约 13 万人民币） 

 
二、澳洲 Australia 
总费用约：￥20-25 万/年 
1、学费 
本科：约 25,000-40,000 澳元/年（约 12-20 万人民币） 
研究生：约 28,000-42,000 澳元/年（约 14-21 万人民币） 

2、生活费 
【一线城市】悉尼、墨尔本地区：约 20,000 澳元/年（约 10 万+人民币） 

【二线城市】布里斯班、珀斯地区：约 19,000 澳元/年（约 10 万人民币） 
【三线城市】阿德莱德、堪培拉地区：18,000 澳元/年（约 9 万人民币） 

 
三、加拿大 Canada 
总费用约：￥20-25 万/年 
1、学费 
（一）本科 

医学博士类大学课程学费 
BC 省 2-3 万加币/年； 
安大略省 1.5-3 万加币/年； 

沿海省份 1.2-2 万加币/年； 
草原三省 0.8-1.5 万加币/年； 

综合类大学课程学费 
BC 省 1.8-2.5 万加币/年； 
安大略省 1.8-2.5 万加币/年； 

沿海省份 1-1.8 万加币/年； 
草原三省 0.8-1.5 万加币/年； 

基础类大学课程学费 
BC 省 1.5-2 万加币/年； 
安大略省 1.5-2 万加币/年； 

沿海省份 1-1.5 万加币/年； 
草原三省 1-1.5 万加币/年。 

（二）研究生 

曼尼托巴省硕士学费：1.5-3 万加币/年； 

安大略省硕士学费：1.5-4.8 万加币/年；  
魁北克省硕士学费：2.0-4.8 万加币/年； 

新布伦瑞克省硕士学费：1.8-3.4 万加币/年 ； 
纽芬兰省硕士学费：1.9-3.8 万加币/年； 

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硕士学费：2.5-4.5 万加币/年； 

阿尔伯塔省硕士学费：2.0-4.3 万加币/年； 

萨斯喀彻温省硕士学费：1.5-3.6 万加币/年；  
新斯科舍省硕士学费：2.0-3.5 万加币/年； 

爱德华王子岛省硕士学费：约为 1-1.万加元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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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生活费 

 曼尼托巴省硕士学费：约 1 万加币/年；  

 安大略省硕士学费：约 1.2 万加币/年； 
 魁北克省硕士学费：约 1.2 万加币/年；  

 新布伦瑞克省硕士学费：约 1 万加币/年；  
 纽芬兰省硕士学费：约 1 万加币/年；  

 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硕士学费：约 1.5 万加币/年； 

 阿尔伯塔省硕士学费：约 1 万加币/年 ； 
 萨斯喀彻温省硕士学费：约 1 万加币/年；  

 新斯科舍省硕士学费：约 1 万加币/年；  
 爱德华王子岛省硕士学费：约 1 万加币/年。 

 
四、新西兰 New Zealand 
总费用约：￥15-20 万/年 
1、学费 

本科 研究生 

 商科/人文社科：25,000-33,000 纽币/年 

 工科/理科：31,000- 41,000 纽币/年 
 医学：31,000-35,000 纽币/年 

 商科/人文社科：26,000-33,000 纽币/年 

 工科/理科：33,000- 38,000 纽币/年 
 医学：36,000-42,000 纽币/年 

2、生活费 

 奥克兰 惠灵顿 基督城 其他城市平均 

饮食 80 纽币/周 60 纽币/周 60 纽币/周 50 纽币/周 

房租 140-250 纽币/周 100-220 纽币/周 100-220 纽币/周 100-200 纽币/周 

交通 40 纽币/周 20 纽币/周 20 纽币/周 20 纽币/周 

其他 40 纽币/周 30 纽币/周 30 纽币/周 30 纽币/周 

300-410 纽币/周 210-330 纽币/周 210-330 纽币/周 200-300 纽币/周 
总计 

15,600-21,320 纽币/年 10,920-17,160 纽币/年 10,920-17,160 纽币/年 10,400-17,160 纽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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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升学院校推荐 

Recommended Universities 
 
一、国际名校方向：英国 United Kingdom 
 
 
 
 
 
 谢菲尔德大学 Sheffield University 
英国排名第 13，世界排名第 104 
世界百强名校，英国顶尖名校。位于英国中部的谢菲尔德市，在英国一直享有美誉。其建校历史可追溯到 1828 年。作为英

国的百年老牌名校之一，谢菲尔德大学以其卓越的教学质量与科研水平而享誉全球，共培养出了六位诺贝尔奖获得者。 

 兰卡斯特大学 Lancaster University 
英国排名第 23，世界排名第 150 
始建于 1964 年，是英国著名的高等学府，世界一流研究型大学，享有着良好的学术声誉。学校的物理系在低温物理方面的

研究也是国际领先。另外，社会学系方面的教学和研究也非常出色。 

 纽卡斯尔大学 Newcastle University 
英国排名第 26，世界排名第 175 
世界一流研究型大学，是世界排名前 1%的著名大学，英国顶尖学府，英国著名的罗素大学集团，N8 大学联盟的成员，长

久以来被认为是英国最好的二十所大学之一，是英国著名老牌大学，该校在科学、工程、法学及人文等方面皆相当著名。 

 约克大学 York University 
世界百强名校，是一所位于英格兰约克郡的顶尖研究型大学。作为罗素集团，世界大学联盟，N8 大学联盟，白玫瑰大学联

盟，欧洲大学工会（EUA）的重要学术成员，约克大学不仅科研实力雄厚，教学质量也与剑桥大学并列教学联盟的首位。 
 中央兰开夏大学 University of Central Lancashire  
英国知名百年公立大学，设备一流，资金雄厚的现代化大学，同时也是英国最富有的大学之一。 
 桑德兰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Sunderland 
位于英国英格兰地区的国立综合性大学，始建于 1901 年，并以其高质量的教学而闻名全英，现为英国最大的大学之一。 
 伯恩茅斯大学 Bournemouth University 
英国知名的公立大学，2015TIMES 全球大学排名前 500，世界年轻大学排名前 150，英国毕业生就业率全英前 2。 
 普利茅斯大学 Plymouth University 
英国规模最大的一所知名百年公立大学，多次受到英国皇家嘉奖。在 QS 世界最权威大学综合排名中列居全球 1%地位，TIMES
现代型大学排名第 1 位。 

 诺森比亚大学 Northumbria University 
英国规模最大的大学之一， 其优异的教学质量可谓有口皆碑，英国的官方评估机构为该校的工商管理，英语，法律，社会

学现代语言，戏剧以及初级教育专业质量的评估极高。 
 考文垂大学 Coventry University 
在 2016 卫报英国大学排名中位居英国第 15 名，2016/2017QS 世界大学排名第 656 名。长久以来，艺术设计，尤其是在工业

产品设计方向，考文垂都是首屈一指的。 

 格林威治大学 University of Greenwich 
英国创办的第二所理工学院，英国规模最大的 10 所大学之一、英国获得研究收入和咨询收入最高的大学之一，也是教育部

推荐的出国留学大学之一。 
 金斯顿大学 Kingston University 
初建于 1899 年，前身是金斯顿技术学院，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壮大，以及与多所学院的合并，如今已经成为伦敦最大的

现代高等学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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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国际名校方向：澳洲 Australia 
 
 
 
 
 
 澳洲国立大学 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澳洲排名第 1，世界排名第 20 
一所世界著名的公立研究型大学，澳洲第一所研究型大学，也是国际研究型大学联盟、环太平洋大学联盟、澳洲八校联盟的

创始校之一。它是唯一由澳洲联邦议会创立，全澳唯一享有国立大学资格的最高学府。2018/19 年 QS 世界大学排名世界第

24 位，连续 14 年蝉联澳洲第一。 
 莫纳什大学 Monash University 
澳洲排名第 6，世界排名第 60 
世界百强名校，澳洲顶尖学府，澳洲常春藤名校联盟“八大名校”（Group of Eight）之一，澳洲五星级大学。大学以其卓越

的教学和精湛的科研而在国际享有声誉，莫纳什大学是澳洲规模最大的国立大学之一，其综合实力名列前茅，也是著名的密

集研究型大学。 

 阿德莱德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Adelaide 
澳洲排名第 8，世界排名第 109 
澳大利亚历史上的第三所大学，澳大利亚常春藤名校联盟“八大名校”之一，被评为澳洲五星级大学。 
 佛林德斯大学 Flinders University 
作为澳大利亚的顶级大学之一，全球大学排名进入前 2%的顶级行列，是一所充满活力、具有现代气息和进取精神的现代化

的大学，名列全澳大利亚最高八所研究大学之一，是澳大利亚创新大学联盟成员。 

 迪肯大学 Deakin University 
澳大利亚顶尖级大学，是澳大利亚学生规模最为庞大的大学之一。作为澳大利亚年轻但最具有活力的大学之一，在各大全球

大学排行榜中，稳居世界大学前 2%，并被享有声望的 Quacquarelli Symonds (QS) 评定为 5 星级大学。 
 南十字星大学 Southern Cross University 
澳大利亚的公立大学，为世界各地政府和专业机构所认可，大学声誉卓著，教学创新，技术先进，向学生提供高质量的教育

机会和一流的设备。 

 邦德大学 Bond University 
邦德大学是一所充满生气和创新精神的学府，以其优质的教学质量被誉为“南半球的哈佛”。 

 拉筹伯大学 La Trobe University 
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最大的，发展最快的公立大学之一。在 2017 年最新的 ARWU“世界大学学术排名“中列 301 位，等同于

中国的南开大学、厦门大学等。 
 格里菲斯大学 Griffith University  
澳大利亚联邦政府投资承建的一所高等学府，是昆士兰州首府布里斯班市内的第 3 所综合大学，创立于 1971 年，是澳洲排

名前十五名的大学。大学除传统的环境科学、亚洲研究等教学研究强项，大学的音乐课程、酒店管理课程和商科课程也被公

认是澳大利亚首屈一指的。近 
 西悉尼大学 West Sydney University 
位于澳大利亚的新南威尔士州。成立于 1989 年，是澳大利亚首家联合市大学，拥有全澳最大的学校网络。在全世界所有大

学中，西悉尼大学属于最优秀的 3%之列；在以科研为先导、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方式方面国际声望不断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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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际名校方向：加拿大 Canada 
 
 
 
 
 
 西三一大学 Trinity Western University 
西三一大学是一所综合性大学，大学成立于 1962 年，以教学质量高，校风严谨著称，是加拿大最为安全的学校之一，院系

中 85%以上的全职教师获得博士学位。 
 蒙特利尔大学 University de Montryale 
名列前茅的综合性大学，该校建立于 1878 年，如今已有 130 年的历史。近几年来，学校各种学术研究成果在全加拿大综合

排名第二。现有人数 52631 人，它是世界上最大的法语授课学校。 

 西蒙菲莎大学 Simon Fraser University 
北美顶尖的综合性公立研究型大学，其人机交互 HCI、计算机科学、和商科位居世界前列。位列 QS 世界大学排名第 179 位，

建校 50 年以下 QS 世界大学排名第 16 位 ，2017 年排名麦克林杂志（Maclean's Magazine）加拿大综合类大学第 1 位。 
 
四、国际名校方向：新西兰 New Zealand 
 
 
 
 
 
 梅西大学 Massey University 
梅西大学成立于 1927 年，是新西兰最大的一所教育和研究学府，也是新西兰唯一一所真正的全国性大学。梅西大学在商学、

兽医、农业科学、工程、航空和艺术等学术研究方面极为出色，以综合学术研究水平位居亚太地区百强名校之列。 
 奥克兰理工大学 Auckland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始建于 1895 年，新西兰八所公立大学之一，也是新西兰最具有活力的大学。大学开设的专业有商业、应用艺术、理学和工

程学、健康研究等，可以为学生提供范围广泛的证书、文凭课程，方便学生就业。 

 马努卡理工学院 Manukau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新西兰最大的理工学院之一，坐落在奥克兰市的南区。学校有很高的教学质量，尤其注重实际经验与知识的应用能力。 

 
五、国际名校方向：新加坡 Singapore 
 
 

 
 

 
 新加坡管理发展学院 Management Development Institute of Singapore 
新加坡历史最悠久的非营利性终身学习专业机构。MDIS 拥有两个主要附属机构：新加坡管理发展学院私人有限公司 
( MDIS Pte Ltd )，监督新加坡的学术业务；以及 MDIS 国际私人有限公司，推动全球化战略。学院开设工商管理、工程、

时装设计、信息技术、生命科学、大众传播、心理学、旅游与酒店管理等深受认可的学术课程，并与澳大利亚、法国、英国

以及美国的著名大学合作，为学生提供完善的个人发展机会。 

 澳洲科廷科技大学新加坡校区 Curti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澳洲科廷科技大学是澳洲西部最大的大学，在澳洲大学 2006 年度研究总收入排行中排名第 11 位。科廷新加坡校区建于 2008

年，提供众多本科和研究生课程，科廷新加坡校区使学生有机会在作为全球最具大都会色彩的城市之一的新加坡接受卓越的

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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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东南亚方向：马来西亚 Malaysia 
 
 
 
 
 
 吉隆坡建设大学 Infrastructure University Kuala Lumpur 
大学隶属于富达集团（富达集团是名列吉隆坡证券交易所主板的上市公司之一），原名马来西亚吉隆坡基建大学，是马来西

亚公共工程部于 1981 年创立的研究和培训学院的延续和发展。秉持着高素质的教学与研究理念，于 2013 年被马来西亚国家

学术鉴定机构（MQA）评定为马来西亚五星级大学，这项荣誉不仅肯定了建大的课程品质，也高度认可了建大多年来的积

极发展成果。 
 拉曼大学学院 Tunku Abdul Rahman University College 
一所位于马来西亚的非盈利大学学院，成立于 1969 年 2 月 24 日。该大学学院其中一半的开支是由政府津贴，因此学费较其

他私立大专院校低廉。在 2013 年 5 月 2 日，正式升级为大学学院。马来西亚 60%的会计师是拉曼大学学院毕业生，吉隆坡

超过 40%的高薪经理都是拉曼大学学院生，尤其从 70 年代到 2004 年的吉隆坡就业几乎都是拉曼大学学院毕业生。学生质

量跟马来亚大学完全同等。拉曼大学学院的创校宗旨主要是成为一间卓越的大学，在提升学术的同时，也注重学识的传达、

专业人才的培养及推动个人身心发展的工作，以作育英才、建设国家。 
 伯乐大学 KDU University College 
伯乐大学学院建于 1983 年，是马来西亚私立高等教育史上数一数二的大专院校。学校具体专业有：电子工程、国际酒店与

旅游管理、经营管理和财务、商务管理、人力资源管理、经营管理和营销、商务信息、商业会计、商务营销和管理、大众传

播沟通、技术和政策、大众传播（公共关系）、媒体（媒体研究）、计算机科学和游戏技术、计算机科学和网际网路及安全、

商业管理、电气电子工程、计算研究、临床护理、经济学、管理学等。 

 马来亚大学 University of Malaya 
一所文理学科和医学兼有的综合性世界名校，是马来西亚规模最大和最著名的大学之一，也是一所全马历史最悠久的学府。

它的前身是 1905 年成立的爱德华七世王学院（Kolej King Edward VII）和 1929 年成立的莱佛士学院（Kolej Raffles）。爱德

华七世王学院主要是培养医学人才，莱佛士学院是培养教育方面人才的。资格及学术水平广受世界承认，是马来西亚公认首

屈一指的名校。为 QS 五星大学，在 2018/2019 年 QS 世界大学排名 87，2017/2018QS 年亚洲排名 24，是东南亚地区仅次于

新加坡国立大学和南洋理工大学排名的大学。 

 
七、东南亚方向：泰国 Thailand 
 
 
 
 
 
 西拉瓦大学 Sripatum University 
一所著名的大学，也是一座在泰国享誉盛名的顶尖国际学府，在泰国私立大学中排名前三。作为泰国首屈一指的国际性大学，

泰国西那瓦大学在企业管理、电子计算机科技、建筑环境与科技、信息及通讯技术、医学护理以及英语国际教学等学科领域

具有领先优势。 
 斯巴顿大学 Sripatum University 
泰国历史最悠久、威望最高的全日制、综合性私立大学之一，目前排名泰国前五位。它成立于 1970 年，泰国现任第九世皇

母亲将其命名为“Sripatum”，意为：“知识的源泉，犹如一朵盛开的莲花”。斯巴顿大学设有经济管理学院、艺术学院、会计

学院、信息技术学院、建筑学院、国际学院等十个学院，开设有 70 多个本科、硕士、博士专业。本校的宗旨是培养学生全

面的学习能力，让学生能掌握所学专业领域进行探索，研究及自我提升学习的技巧，成为适应社会发展所需的综合实用型人

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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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升学国家简介 

Country Profile 
 
一、国际名校方向：英国 United Kingdom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United Kingdom of Great Britain and Northern Ireland），简称“英国”（United Kingdom），本土

位于欧洲大陆西北面的不列颠群岛，被北海、英吉利海峡、凯尔特海、爱尔兰海和大西洋包围。英国是由大不列颠岛上的英

格兰、威尔士和苏格兰以及爱尔兰岛东北部的北爱尔兰以及一系列附属岛屿共同组成的一个西欧岛国。除本土之外，其还拥

有十四个海外领地，总人口超过 6500 万，其中以英格兰人（盎格鲁-撒克逊人）为主体民族，占全国总人口的占 83.9%。 英

国是一个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欧洲四大经济体之一，其国民拥有较高的生活水平和良好的社会保障制度。作为英联邦

元首国、八国集团成员国、北约创始会员国、英国同时也是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北京时间 2018 年 3 月

19 日，欧盟与英国就 2019 年 3 月英国脱离欧盟后为期两年的过渡期条款达成广泛协议。 
教育 Education 
英国是世界上高等教育发达的国家，拥有世界较好的高等教育水平，是近现代高等教育体制的发源地。英国有世界上最古老

的高等学府，一大批较好的高等学府，为英国和世界培养出许多杰出科学家和政治家等。 

截至 2014 年 8 月，英国有大学 138 所，包括世界著名的英国最顶尖大学联盟“罗素大学集团”（The Russell Group），其中最

闻名于世的两所大学是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此外还有帝国理工学院、爱丁堡大学、谢菲尔德大学、布里斯托大学、伯明翰

大学、诺丁汉大学、伦敦大学国王学院、伦敦大学学院、华威大学、英国约克大学、南安普顿大学、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纽

卡斯尔大学、格拉斯哥大学、曼彻斯特大学、利物浦大学、埃克塞特大学、伦敦大学玛丽皇后学院、杜伦大学。另外还有其

他诸多著名大学，如伦敦卫生与热带医学院。 
 

留学优势 
 社会环境稳定、生活条件优越：英国是全世界治安最好的国家之一，英国大学的设施一应俱全，在英国留学，生活条

件优越。 
 院校众多、专业丰富且高等教育学制短：英国的公立大学有一百多所，其中不乏世界级名校，英国的高等学府在世界

首屈一指，大学专业齐全、中国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特长、兴趣进行众多选择。在英国最短只需完成一年的授课式硕

士课程，即可获得硕士文凭。 

 文凭含金量高，世界认可：在英国，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个人的潜力不断被挖掘，从学习的密度和深度，知识掌握

的弹性和角度分析，在世界教育群体中，英国的文凭含金量高，很具有竞争力。 

 签证政策宽松、材料准备简便：留学签证通过率极高，资金担保存款期只要求 28 天，无需提供资金来源证明，中国留

学生的签证通过率是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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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国际名校方向：澳洲 Australia 
 
 
 
 
 
 
 
 
 
澳大利亚联邦（英语：Commonwealth of Australia），简称“澳大利亚”（Australia）。其领土面积 7692024 平方公里，四面环海，

是世界上唯一国土覆盖一整个大陆的国家，因此也称“澳洲”。拥有很多独特的动植物和自然景观的澳大利亚，是一个奉行多

元文化的移民国家。澳大利亚是一个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首都为堪培拉。作为南半球经济最发达的国家和全球第 12
大经济体、全球第四大农产品出口国，其也是多种矿产出口量全球第一的国家， 因此被称作“坐在矿车上的国家”。同时，

澳大利亚也是世界上放养绵羊数量和出口羊毛最多的国家，也被称为“骑在羊背的国家”。澳大利亚人口高度都市化，近一半

国民居住在悉尼和墨尔本两大城市，全国多个城市曾被评为世界上最适宜居住的地方之一。其也是一个体育强国，常年举办

全球多项体育盛事。澳大利亚积极参与国际事务，是亚太经合组织的创始成员，也是联合国、20 国集团、英联邦、太平洋

安全保障条约、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及太平洋岛国论坛的成员。 

教育 Education 
澳大利亚中小学及职业学院由各州或领地的教育部负责管理，联邦政府拨款资助，大学则由联邦政府统一管理。凡澳大利亚

的公民和永久居民，均享受免费的中小学教育。澳大利亚全国有 42 所大学及 230 多所专科技术学院。各学校的学历文凭各

州相互认可，澳大利亚的学历资格被世界各国广泛承认。 

澳大利亚的教育具有世界一流的水准。这个人口前几年才突破 2000 万的国家，已先后有十三位科学家获得过诺贝尔奖。所

有的澳大利亚学校教育都是根据个体的需要、能力与兴趣而设，使得每个学生都得以发挥其个人各方面的潜能，并能运用于

各行各业。澳大利亚的大学水准极高，被英国泰晤士报评为全世界第三。著名高等院校有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悉尼大学、墨

尔本大学、新南威尔士大学、昆士兰大学、莫那什大学、阿德莱德大学、西澳大学、卧龙岗大学、悉尼科技大学、皇家墨尔

本理工大学等。 
 
留学优势 
 经济发达，社会稳定：澳洲是一个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南半球经济最发达的国家，被称作“坐在矿车上的国家”

和“骑在羊背的国家”，全国多个城市曾被评为世界上最适宜居住的地方之一。 
 优质的教育：澳洲是全球公认的拥有世界上最先进、最创新的教育和培训体系的国家之一，在最新一期的 QS 世界大

学排名中，澳洲八大名校均在世界百强名校之列，进入 500 强的澳洲大学共有 23 所，有一半以上的澳洲大学全部跻身

进入了世界 500 强的行列。 

 舒适安全的留学环境：作为国际教育大国，澳洲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早制定海外学生保护法的国家。在全球宜居城市排

行榜中，澳洲墨尔本连续 5 年夺得最宜居城市冠军，排在前 5 名的就有 2 个城市位于澳洲。 

 录取容易，签证成功率高：澳洲的名校很多，录取条件非常人性化，学术考核方面主要看重在校成绩。澳洲学生签证

无需面试，澳洲移民局更是简化留学签证审理流程，电子签证更是加快签证获批速度和签证成功率。 

 合理的留学费用：澳洲留学费用是比较合理的，在澳洲就读本科生、研究生每年学费 10-20 万人民币。在澳洲留学的

学生，每两周可以兼职工作 40 小时，假期可以全职工作。 

 更多的工作与移民机会：澳洲政府推出工作签证政策，只要在澳洲读书就有机会获得 2-3 年的无条件工作签证。学生

毕业之后，可以利用这两年找工作、深造，为今后的移民做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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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际名校方向：加拿大 Canada 
 
 
 
 
 
 
 
 
 
加拿大（英语/法语：Canada），位于北美洲最北端，英联邦国家之一，素有“枫叶之国”的美誉，首都是渥太华。 领土面积

为 998.467 万平方公里，位居世界第二，人口主要集中在南部五大湖沿岸。著名城市有多伦多、温哥华等。官方语言有英语

和法语两种，是典型的双语国家。 加拿大是一个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得益于丰富的自然资源和高度发达的科技，使

其成为世界上拥有最高生活水准、社会最富裕、经济最发达的国家之一。加拿大也是世界上最大最重要的钻石生产国之一。

加拿大在教育、政府的透明度、社会自由度、生活品质及经济自由的国际排名都名列前茅。同时，加拿大也是八国集团、20
国集团、北约、联合国、法语国家组织、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组织的成员国。 

教育 Education 
加拿大的公共教育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 5.4%，高于美国的 5.2%；25-64 岁年龄段人口中，40%的加拿大人完成了高等教

育，美国为 36%；高等教育入学率为 46%，居世界首位。在办学质量上，一个仅为 2600 多万人口的国家，其多伦多大学在

2001 年的世界公立性大学排名中位居第 10，它的藏书量超过 1000 万册。 

世界著名的顶尖一流高等学府有：多伦多大学（University of Toronto，2014QS 世界大学排名第 20 位）、麦吉尔大学（McGill 
University，2014QS 世界大学排名第 21 位）、英属哥伦比亚大学（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2014QS 世界大学排名第 43

位）、蒙特利尔大学（Université de Montréal，2014QS 世界大学排名第 83 位）、阿尔伯塔大学（University of Alberta，2014QS
世界大学排名第 84 位 ）、麦克玛斯特大学（McMaster University，2014 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第 94 位 ）、女王大学 

（Queen's University）、北美 MBA 巨擘西安大略大学（University of Western Ontario）、电脑工业的宠儿滑铁卢大学（University 
of Waterloo）、渥太华大学（University of Ottawa）、圭尔夫大学（University of Guelph）、维多利亚大学（University of Victoria）、

西蒙菲莎大学（Simon Fraser University）等。 
 
留学优势 
 多元文化的社会环境，高质量的教育：加拿大是一个移民国家，加拿大人的生活水平属世上最高，加拿大鼓励多元文

化的传统及政策。加拿大极度重视教育，平均每人对于教育的投资最多，因此造就许多一流的学府。加拿大的大学学

位在全世界均获得承认，因此，毕业的学生不论在国内外皆能顺利就业。 

 科技发展先进，学习成本低：加拿大在高技术工业方面迅速发展，在电讯、运输及工程等领域，特别是航天工业、城

市交通、微电子设备、医疗设备、先进软件、水力发电及核能发电、雷射与光电子设备、生物技术、食品与饮料加工、

地球数学以及海洋与环境等行业，享有国际声誉。大学向国际学生收的学费比其他国家同类学校要低，同时又能保持

优异的教育质量。 

 双语国家，学习环境安全：加拿大的犯罪率很低，校园内采取一切措施来确保学生的安全。大多数大学每天二十四小

时都有校园保全人员。有些大学备有学生夜间的导护措施，帮助学生在深夜安全地走到车站。加拿大是双语国家，有

两种官方语言，即英语及法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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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国际名校方向：新西兰 New Zealand 
 
 
 
 
 
 
 
 
 
新西兰（英语：New Zealand），又译纽西兰，是南太平洋的一个国家，政治体制实行君主立宪制混合英国式议会民主制，现

为英联邦成员国之一。新西兰位于太平洋西南部，领土由南岛、北岛两大岛屿组成，以库克海峡分隔，南岛邻近南极洲，北

岛与斐济及汤加相望。首都惠灵顿以及最大城市奥克兰均位于北岛。新西兰是一个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也是全球最美

丽的国家之一。世界银行将新西兰列为世界上最方便营商的国家之一 ，其经济成功地从以农业为主，转型为具有国际竞争

力的工业化自由市场经济。鹿茸、羊肉、奶制品和粗羊毛的出口值皆为世界第一。新西兰也是大洋洲最美丽的国家之一，总

计约有 30%的国土为保护区。拥有 3 项世界遗产、14 个国家公园、3 座海洋公园、数百座自然保护区和生态区。 

2018 年，新西兰被联合国评为全球最清廉的国家。 
教育 Education 
新西兰国立中小学实行免费教育，入学年龄为 5 岁；对 6～15 岁青少年进行义务教育。2002 年政府发布《儿童早期教育战

略》，加强儿童早期教育，提高教育质量。主要大学包括：奥克兰大学、奥克兰理工大学、怀卡托大学、维多利亚大学、坎

特伯雷大学、梅西大学、奥塔哥大学、林肯大学。主要赴新西兰留学生来源国有中国（包括香港）、韩国、日本、印度等。 
新西兰共有八所国立大学，19 所国立理工学院。 

 
留学优势 
 高质量教育，学习费用性价比极高：新西兰承袭了英国教育制度的传统，拥有全球最好的教育体制，教学作风严谨，

注重学生综合能力的培养，教育质量达到国际一流水平。新西兰共有 8 所综合性大学，都是政府统筹管理下的公立大

学，75%的大学进入世界五百强大学。在五大英语系留学国家中，新西兰的留学花费是这几个国家中最低的，读大学

的花费大约人民币 15 万左右。 

 最安全的国度，高福利国家，移民政策宽松，就业率高：新西兰是全球公认的世界最安全的国家之一，风景秀丽、气

候温和，被世人誉为“世界上最后一片净土” 。同时，新西兰是高福利的移民国家，其政府欢迎在新西兰有学习经历的

外国人移民，因此相对于其他国家，其移民政策宽松。根据新西兰政府的最新政策，在新西兰留学的学生毕业后可以

享受两次为期一年的工作签证的机会。任何专业的毕业生只要在毕业后找到工作，都有机会获得移民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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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国际名校方向：新加坡 Singapore 
 
 
 
 
 
 
 
 
 
新加坡共和国（英语：Republic of Singapore），简称新加坡，旧称新嘉坡、星洲或星岛，别称为狮城，是东南亚的一个岛国，

政治体制实行议会制共和制。新加坡北隔柔佛海峡与马来西亚为邻，南隔新加坡海峡与印度尼西亚相望，毗邻马六甲海峡南

口，国土除新加坡岛（占全国面积的 88.5%）之外，还包括周围 63 个小岛。 新加坡是一个多元文化的移民国家，促进种族

和谐是政府治国的核心政策，新加坡以稳定的政局、廉洁高效的政府而著称，是全球最国际化的国家之一。新加坡是一个较

为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被誉为“亚洲四小龙”之一，其经济模式被称作为“国家资本主义”。根据 2018 年的全球金融中心指

数（GFCI）排名报告，新加坡是继纽约、伦敦、香港之后的第四大国际金融中心，也是亚洲重要的服务和航运中心之一。

新加坡是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成员国之一，也是世界贸易组织（WTO）、英联邦（The Commonwealth）以及亚洲太

平洋经济合作组织（APEC）成员经济体之一。 

教育 Education 
新加坡的社会背景、人口结构、语言环境以及教育制度都有其独特性。新加坡的华文教育从开创华侨私塾崇文阁算起，至今

已有 150 余年的历史。但从 20 世纪 80 年代起，政府逐步统一了语文源流学校，所有学生不分种族都以英语为第一语文，英

语也是主要的教学媒介语。 新加坡中小学校一般采用半天制，而初级学院、大学专科和理工学院则沿用开放全日制。现有

350 多所中小学、十多所初级学院、一所高中、3 所工艺教育学院、9 所公立高等院校有：新加坡理工学院、义安理工学院、

淡马锡理工学院、新加坡南洋理工学院、共和理工学院、新加坡国立大学、南洋理工大学（2014QS 亚洲大学最新排名为国

大第 1 位以及南大第 7 位） 、新加坡科技设计大学、新加坡管理大学。 
 
留学优势 
 经济发达，失业率低：新加坡经济高度发达，就业机会高，发展空间广阔，新加坡 600 家跨国公司都选择在新加坡设

立亚洲总部，为毕业生提供了大量的工作机会。 
 华人执政，社会安定，犯罪率低：新加坡是一个法制国家，有严格完善的各项法制制度，多年来持续保持世界犯罪率

最低国家之一的记录。被誉为“世界最安全国家”，留学安全指数高。 
 教育一流，文凭获得世界认可：新加坡沿用英联邦教育体制，并结合本地特色，制定了一套受国际高度认可的优质教

育体系。无论是中小学的基础教育，还是本科研究生的大学教育，每年都频频在世界性各类学术比赛中获奖。尤其是

三所政府大学，一直名列世界 TOP100。 

 学校众多，教育课程选择广泛：新加坡除了政府学校以外，还有众多的私立院校，这些私立院校受新加坡政府监管，

通过一系列认证制度选拔出来，招收国际学生，并为国际学生提供英文课程，没有雅思和托福也可以申请。学校众多

的另一优势是开办的课程类型广泛，横跨不同的学科与专业，不论是学术研究、体育、商科、管理、或是艺术课程，

所有学生都有机会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适合的课程，且学位丰富。 

 签证周期短，签证通过率高：申请新加坡学生签证，材料相对简单，周期为 2-4 周，且签证率高。 
 移民政策宽松：留学生毕业后，可留新工作，继而申请绿卡。新加坡政府鼓励移民政策，在 2007 年到 2012 年间增加

20 万绿卡和 4 万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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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东南亚方向：马来西亚 Malaysia 
 
 
 
 
 
 
 
 
 
马来西亚（英语：Malaysia），简称大马，国境被南中国海分为两部分：位于马来半岛的马来西亚半岛（北接泰国，南部与

新加坡隔着柔佛海峡）及位于加里曼丹岛北部的沙巴砂拉越（南接印度尼西亚，文莱国夹在沙巴州和砂拉越州之间）。首都

为吉隆坡，联邦政府则位于布城。马来西亚是一个多民族、多元文化的国家。宪法规定伊斯兰教为国教，保护宗教信仰自由。

政府系统密切仿照威斯敏斯特的议会制度和法律制度是基于普通法。国家对内外的最高代表被称为元首， 而政府首脑是首

相。马来西亚是一个新兴的多元化经济国家。经济在 1990 年代突飞猛进，为 “ 亚洲四小虎” 国家之一，是资本主义国家。

马来西亚已成为亚洲地区引人注目的多元化新兴工业国家和世界新兴市场经济体。旅游业是马来西亚的第三大外汇收入来

源，知识经济服务业也在同步扩张。此外，马来西亚是东南亚国家联盟的创始国之一，环印度洋区域合作联盟、亚洲太平洋

经济合作组织、英联邦、不结盟运动和伊斯兰会议组织的成员国。 

教育 Education 
高等教育体系方面分公立（包括公立大学、公立学院和技术职业学院）和私立（包括私立大学、私立大学学院、私立学院和

外国大学分校）。公立的大学和部分学院、私立的大学和大学学院具有颁发本校大专或以上文凭资格。马高校所开设课程需

经教育部以及国家学术鉴定局双重核准，后者还负责对课程质量的监督审查。现有公立大学 20 所、私立大学 43 所、大学学

院 10 所、私立院校 3 所。 
 
留学优势 
 健全的教育监督机制：马来西亚有着严格的教育标准，有专门的部门（马来西亚学术鉴定局）定期进行教育质量评估，

并采用质量标准管理体系，以确保优质的教学质量，毕业证书为国际普遍认可。 
 课程设计达到国际水准：在马来西亚学生除了可以获得学士学位及硕士学位外，还可以获得国际认可的资格证书或专

业文凭作为就业的有力砝码。 
 签证政策宽松、签证率高：马来西亚从 1996 年开始招收中国学生，目前对中国学生的签证政策较为宽松——无需经

济担保。马来西亚的很多院校采用“快速”签证申请程序，即学校在接收留学生并核发录取通知书的同时，已为其向移民

局申请了入境批准信。马来西亚的留学签证程序通常不超过三个月，而且签证申请成功率几乎是 100%。 
 语言环境优良：马来西亚是英联邦国家，其英语普及率非常高，英语是正式的生活语言和工作语言。马来西亚 99%的

院校采用全英文授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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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东南亚方向：泰国 Thailand 
 
 
 
 
 
 
 
 
 
泰王国（泰语：ราชอาณาจักรไทย，英语：Kingdom of Thailand），简称“泰国”（Thailand）。是一个位于东南亚的君主立宪制

国家。泰国位于中南半岛中部，其西部与北部和缅甸、安达曼海接壤，东北边是老挝，东南是柬埔寨，南边狭长的半岛与马

来西亚相连。泰国实行自由经济政策，在 20 世纪 90 年代经济发展较快，跻身成为“亚洲四小虎”之一，但于“九八经济危机”
中受重大挫折，之后陷入衰退和停滞。是世界的新兴工业国家和世界新兴市场经济体之一。制造业、农业和旅游业是经济的

主要部门。泰国是亚洲唯一的粮食净出口国，世界五大农产品出口国之一。电子工业等制造业发展迅速，产业结构变化明显，

汽车业是支柱产业，是东南亚汽车制造中心和东盟最大的汽车市场。 泰国是世界最闻名的旅游胜地之一，佛教之国，大多

数泰国人信奉四面佛。佛教徒占全国人口的九成以上。泰国是东南亚国家联盟成员国和创始国之一，同时也是亚太经济合作

组织、亚欧会议和世界贸易组织成员。 

教育 Education 
实行 12 年制义务教育。中小学教育为 12 年制，即小学 6 年、初中 3 年、高中 3 年。中等专科职业学校为 3 年制，大学一般

为 4 年制，医科大学为 5 年制。著名高等院校有：朱拉隆功大学、法政大学、农业大学、清迈大学、孔敬大学、宋卡纳卡琳

大学、玛希敦大学、诗纳卡琳威洛大学、易三仓大学和曼谷大学等。此外，还有兰甘亨大学和素可泰大学等开放大学。 

 
留学优势 
 教育质量与师资水平较高：泰国的高等院校大部分集中在首都曼谷及曼谷周边地区，学校资金雄厚、教师队伍庞大，

平均每所大学都有 70％以上的外籍教师执教。 

 文化与生活环境与中国相似：泰国是一个佛教国家，文化传统与生活习惯于中国有很多相似之处。泰国当地人民热情

友善、和睦相处。中国人在泰国的社会地位比较好，学生适应留学生活会比较快，生活环境也会比较宽松。  

 国际化的教育、学历和就业前景：泰国的高等教育经过 30 年的发展，在课程设置，教育方法和教育体制上都采用了欧

美模式，其高等教育质量水平已被国际教育界和考试机构所认可。 

 所设课程的教学及作业全部采用英文：国际课程的原版教材和教程直接从欧美引进，在教学体系和课程设置上与国际

接轨。 
 签证率高，周期短：泰国已有接受邻国留学生近一百年的历史，特别是农业、农业加工业、旅游业、珠宝业等专业。

总体来讲，泰国和中国的关系一直友好，因此中国留学生申请泰国签证的成功率相对较高，申请周期也相对较短。签

证申请材料简单，无需经济担保，无须托福、雅思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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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院校录取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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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1： 

城建国际班·报名表 
 

学生姓名 

Full Name 

 出生日期 

Date of Birth 

 

性别 

Gender 

 联系电话 

Telephone 

 

微信号 

Wechat 

 录取专业 

Major 

 

 

国际班方向 

单选 

海外升学国家 

可多选 

海外学历选择 

可多选 
对应专科专业 

商科管理 工科与艺术 

□ 专本连读 [商科管理 工科与艺术] 
工科与艺术：建筑工程技术、工程造价、建
筑设计技术、机电一体化技术、汽车检测与
维修技术、软件技术、艺术设计等 

□ 国际名校方向 

□ 英国 

□ 澳洲 

□ 加拿大 

□ 新西兰 
□ 专硕连读 [商科管理 工科与艺术] 

商科管理：市场营销、国际经济与贸易、工
商企业管理、电子商务、会计、商务英语、
网络新闻与传播、艺术设计等 

□ 专本连读 [商科管理 工科与艺术] 
工科与艺术：建筑工程技术、工程造价、建
筑设计技术、机电一体化技术、汽车检测与
维修技术、软件技术、艺术设计等 

□ 东南亚方向 
□ 泰国 

□ 马来西亚 □ 专硕连读 [商科管理 工科与艺术] 
商科管理：市场营销、国际经济与贸易、工
商企业管理、电子商务、会计、商务英语、
网络新闻与传播、艺术设计等 

   
 

 
海外升学院校推荐 Recommended Universities 
国际班学生在城建完成 3 年大专及国际课程后，直接升读海外院校本科或研究生课程。 
 英国：谢菲尔德大学、兰卡斯特大学、纽卡斯尔大学、约克大学、中央兰开夏大学、桑德兰大学、伯恩茅斯大学、普利茅斯大学、诺

森比亚大学、考文垂大学、格林威治大学、金斯顿大学、北安普顿大学等； 

 澳洲：澳洲国立大学、莫纳什大学、阿德莱德大学、佛林德斯大学、迪肯大学、南十字星大学、邦德大学、拉筹伯大学、格里菲斯大

学、西悉尼大学等； 

 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西蒙菲莎大学、西三一大学等； 

 新西兰：梅西大学、奥克兰理工大学、马努考理工学院等； 

 马来西亚：吉隆坡建设大学、拉曼大学学院、伯乐大学、马来亚大学等； 

 泰国：西拉瓦大学、斯巴顿大学等。 
 

 

 
学生签名：                         
 
签字日期：2018 年       月       日 
 

 
家长签名：                         
 
签字日期：2018 年       月       日 
未满 18 岁的学生需至少一位家长签名同意 

 
国际班咨询与报名： 
国际名校方向：李老师 13450403059（微信同号）、张老师 18688452925 
东南亚方向：邝老师 13922722834 、高老师 15918574536 
报名表提交方式，可选择其中一种： 
方式 1：将填好的《报名表》，交到人文艺术楼 218 办公室高主任收； 
方式 2：将填好的《报名表》拍照，通过微信发送给李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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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2： 
常见问答 

Question and Answer 
 
问：城建国际班是一个怎样的项目？ 
答：广州城建职业学院高度重视对外合作与交流，为了全面提升学生的综合能力、学历文凭及职场竞争力，学校先后与国（境）外多所大

学和机构建立合作关系，开展国际合作办学、学生联合培养、师资培养、教学模式改革等多方位合作。 
城建国际班采用 3+N 的升学模式：我校学生在本校为期 3 年的专科学习过程中，同步修读国际教育课程。随后赴国外合作院校继续加修 1-2
年，即可获得国外大学颁发的学士或硕士学位。 
 
问：海外的学历能被认可吗？ 
答：学生将来赴海外学习的院校，均属于中国教育部认可的学校，名单可在中国教育部的官方网站上查询，学位获中国教育部认可。 

 
问：国际教育课程包括什么内容？ 
答：国际教育课程由雅思英语课程（6 分段课程）、海外专业课程及综合提升课程三部分组成，学生利用课余时间完成课程。通过课程的学

习，让学生快速提升自身的英语能力，同时修读海外院校学分（节省未来海外学习所需要的时间与费用）。最重要一点，学习过程中，学校

将为学生做全面的规划，提升学生的“软件”素质，让学生成为世界名校欢迎的学生。 
 
问：国际教育课程的授课计划是怎样的呢？ 
答：国际名校方向，国际班规划如下：第 1-2 年（即大一大二）同步修读国际教育课程，第 3 年（即大三）是查漏补缺期，学校将根据学

生的实际情况为学生制定个性化的补充提升计划。同时，学生也可根据需要，跟读下一期国际班的课程，此阶段跟读国际课程为免费。 
 
问：如果我要报名，整个报名流程是怎样的？ 
答：1、我校学生确认参加国际班并提交《报名表》；2、学生按要求缴纳国际班学费；3、学生完成学费缴纳后，按学校通知参加国际班课

程学习。 
 
问：我孩子的英语比较差，学习能力也不高，担心学不好？ 
答：国际班采用小班教学，教师会给学生提供个性化的指导，英语课程则先开展基础英语教学，让学生的基础打扎实了，之后才会安排雅

思英语的教学，给孩子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此外，学术方面，我们的老师也会给不同的学生以课外辅导，以保证学生能最终完成课程的

学习并通过考试。 

 
问：未来出国深造，我可以选择的国家和专业有哪些呢？ 
答：国家方面，学生可选择国际名校方向或者东南亚方向。 
国际名校方向的国家有英国、澳洲、加拿大、新西兰和新加坡等；东南亚方向的国家有泰国、马来西亚。 
专业方面，学生可根据自身的需要，自由的选择，定向培养的专业方向为工科与艺术、商科管理。 
 
问：国际教育课程的收费是怎样的呢？ 
答：国际班分国际名校方向与东南亚方向。国际班课程费在学生每年开学前随同大专学费一起缴纳。 

国际名校方向： 东南亚方向： 

第 1、2 学年学费标准为 28,000 元/学年（不含大专学费）， 
第 3 学年免费； 

第 1、2、3 学年学费标准均为 28,000 元/学年（包含大专学费）。 

 
问：大专毕业后，去国外读书，要读多长时间呢？费用贵吗？ 
答：我校学生大专毕业后，可自由选择国家及升读的课程（本科/研究生），升读的课程与费用如下： 
 英国：升读本科，需要加 1 年 或 直接升读研究生，需要加 1.5 年（学费+生活费：约￥25-30 万/年）； 
 澳洲：升读本科，需要加 1 年 或 直接升读研究生，需要加 2 年 / 2.4 年（学费+生活费：约￥20-25 万/年）； 
 加拿大：升读本科，需要加 1.5 年（学费+生活费：约 20-25 万/年）； 

 新西兰：升读本科，需要加 1 年 或 直接升读 GD 研究生文凭，需要加 1 年（学费+生活费：约￥15-20 万/年）； 
 新加坡：升读本科，需要加 1 年 或 直接升读研究生，需要加 1.5 年（学费+生活费：约￥8-15 万/年）。 
 
问：到了海外之后，学校还会继续跟进我们在海外的学习吗？ 
答：是的，学生到海外之后，如果有什么需要协助，可直接跟主管老师联系沟通，主管老师将协助学生解决海外学习与生活过程中遇到的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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