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西兰名校直通

新西兰商学院：新西兰商学院（New Zealand College of Business）是于2004 年经

新西兰教育部注册（注册号码：1327）以及新西兰学历评估认证署（NZQA）评估认证（登

记号码：7653）的高等教育机构。2014年度I-graduate 全球范围内国际学生教育调查结果显

示，新西兰商学院的排名优异，多项指标达到 100%的满意度。学校校区坐落在风景秀丽， 环境

宜人，有红砖围墙的基督城林肯大学里语言校区位于基督城市中心 BISHOPDALE 区域，交通便

利，附近商店及食肆林立，生活极其便利。

作为亚太地区培养商务管理高级人才的高等院校，以及中国驻新西兰大使馆推荐和认证

的商学院，NZCB 目前提供从 4 级大专至 7 级本科工商管理课程、NZCEL、IESOL 英语强化

课程。

NZCB 的课程为学生今后在工作、移民和进一步深造铺平了道路；5 级以上的课程毕业后不但可

以获得移民分以及一年的开放式工签，还可以获得本科学位的学分转移。

林肯大学：林肯大学（Lincoln University）始建于 1878 年，QS 世界排名 319 名，

为新西兰历史最悠久的学府之一。大学现屹立于新西兰八所公立大学之中，也是世界闻

名的综合性学府。720 名来自58 个国家的国际留学生就读于林肯大学的 31 个专业。20%的

海外学生在林肯大学就读研究生，海外学生可在自己的国家完成部分研究课程，还可以

申请奖学金。



林肯大学距离基督城市中心约 20 公里，是南半球最著名的农业大学，在《泰晤士报》

副刊全球大学排行榜中属全球前 500 强名校。学校以农业、园艺和商科课程为主，有学

士、硕士、和博士不同层次的课程，并能为学生提供国际认可的各种学位证书和毕业文

凭。林肯大学被誉为新西兰最国际化的大学，拥有最高的国际留学生比例；学校拥有近 50

公顷的校区和周围的 730 公顷农场、花园，还有其他约1000 公顷的农地在坎特布雷省，土地资源

相当丰富。

梅西大学:梅西大学（Massey Universit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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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S 世界排名316 名，梅西大学在商学、兽医、

工程、航空和艺术等学术研究方面极为出色，在 2014 年的 QS 榜单上，梅西大学的农林业全球排

名 19，会计与金融学、教育与培训均位列世界百强，梅西大学以综合学术研究水平位居亚太

地区百强名校之列。梅西大学是许多商业、农业、食品公司和政府研发方面的 合作伙伴。其

研究中心与国内外多家著名企业长期保持着良好而密切的联系，其毕业生广泛活跃15%的速

度增长。学校的硕士和博士生教育实力雄厚，每年培养的博士生数量居全新西兰之首。建校80

多年以来，梅西大学在世界排名中，始终位于新西兰全国大学前三位。在亚洲、欧洲、北美、南美



等国家的政府和商业机构中。

科研项目每年以梅西大学拥有全新西兰最大的商学院，由全球最具权威的商学院与会计的非政

府认证机构——美国 管理商学院联合会 AACSB 正式认证。梅西大学在研究生层次的教学方面尤

为突出，每年毕业的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的人数均位于新西兰国立大学之首。真正让梅西大学

走进中国民 众视线的，是 2014 年国家主席习近平携夫人彭丽媛女士到新西兰访问期间，梅西

大学在彭妈妈 52 岁生日这天向彭丽媛女士授予了荣誉博士学位，以表彰她在表演艺术等领域所

作出的贡献。之所以由梅西大学授予彭丽媛女士这样一个荣誉学位，正是缘于梅西大学与 中国的

联系源远流长。

坎特伯雷大学：坎特伯雷大学在 QS 世界排名第 214 位，是新西兰第一所被评为五星

的大学。坎大于 1873 年由剑桥和牛津的学者创建，是新西兰最优秀的科研型大学之一，是

新西兰最早授予商业学士学位的大学。其土木结构工程专业在新西兰排名第一，全球排名第

49；会计与金融、教育、法学全球排名前 100；商业与管理、计量经济学与经济学排名前200。

坎大的校园占地面积在新西兰所有高等院校中是最大的，其地理位置优越，校园环境优美，为

学生的学生和生活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创造了极好的条件。坎特伯雷大学的知名校 友包括现

任总理约翰·基、国际著名物理学家、原子核物理学之父欧内斯特·卢瑟福；数学家罗伊·克

尔、出演《侏罗纪公园》及《钢琴别恋》的著名演员山姆·尼尔等。

项目说明：“3.5+0.5+1”本硕连读项目

“2.5+1.5+1”专硕连读项目



“3.5+0.5+1”本硕连读项目：

“3.5”表示项目针对的是在国内协议大学完成本科前七个学期课程并达到该项目入学要

求的学生，第八学期前往新西兰商学院交流学习。

“0.5”是指该项目学生学习 16 周共 60 学分的硕士预备课程，包括十二门课程：行

为学（文字结构）、可持续性（陈述和辩论）、创造力（总结文章）、信息学（比较、 对比、评

估）、模式（引用）、社会责任概要（从来源中选择和总结）、数据学（描述、解释和姿态）、逻

辑（因果和关联）、评估（评估和关键反应）、全球化（问题解决和评估）、分析（年表）、研究

学（研究和报告）。课程除课堂授课学习外，还包括实地研习、商业运作考察、讲座、文化交

流。该课程平均每八周一次开课，方便学生在不同时段入学。学习达标后获得新西兰学历评估

局（NZQA）颁发的证书（该证书永久有效）。国内大学教务处将根据新西兰商学院提供的成绩

单认定学分，学生在完成毕业论文和答辩并通过后获得国内大学毕业证，符合颁发学位证条件

的获得学位证。

“1”是指项目学生在新西兰商学院学完新西兰国家英语证书五级课程获得证书，国内大

学毕业获得毕业证、学位证，可以赴新西兰林肯大学、梅西大学或坎特伯雷大学攻读硕士学位。

“2.5+1.5+1”专硕连读项目：

“2.5”表示项目针对的是在国内协议大学完成本科前五个学期课程并达到该项目入学要

求的学生，第六学期前往新西兰商学院交流学习。

“1.5”是指该项目学生抵达新西兰后，可在新西兰商学院参加为期十六周的英文培训课

程，随后进入 ARA 坎特伯雷理工学院 GD 本科课程就读。根据学分互认原则，学生毕业可获

得国内大学的专科毕业证，以及 ARA 坎特伯雷理工学院 GD 本科文凭。

“1”是指该项目学生在新西兰商学院学完新西兰国家英语证书五级课程获得证书，国内

大学的专科毕业证，以及 ARA 坎特伯雷理工学院 GD 本科文凭后，免试进入林肯大学、梅西

大学或坎特伯雷大学攻读硕士学位。



“3.5+0.5+1”本硕连读项目专业及入学时间：

坎特伯雷大学硕士专业：

 Master of Applied Finance and Economics 应用金融和经济（12-13 个月） 入学时间：

2 月 NZD $34,200

 Master of Professional Accounting 职业会计（15-17 个月） 入学时间：1 月或 10 月

 Master of Business Management 商业管理（12-15 个月） 入学时间：1 月或 10 月 NZD

$34,200

 Master of Business Information Systems 商业信息系统（12-14 个月） 入学时间：1 月

或 10 月 NZD $34,200

林肯大学硕士专业：（学费 4 万纽币/人）

 Master of Business(Finance)商科硕士（金融）（12 个月） 入学时间：2 月底、3 月

初、7 月初、11 月

 Master of Professional Accounting(CPA) 入学时间：2 月初、7 月

 要求入学时雅思总分 6.5，单项不低于 6

 注：除学费外，学生还要缴纳澳洲 CPA 课程注册和 CPA 澳洲协会会员费

 Mater of Business (Global management and Marketing) 商科硕士（全球管理和营

销）（12 个月）入学时间：2 月底、3 月初、7 月初、11 月

 Master of Tourism Management 旅游管理（18 个月）入学时间：2 月底、3 月初、7

月初、11 月（如果想在 12 个月内学完可以选这个时间入学）

 Master of International Rural Development 国际乡村发展（12 个月） 入学时间：

建议 11 月入学；准备特别好的学生可选择其它时间

梅西大学硕士专业：（学费是每 120 个学分 28980 新西兰元/人）

 Master of Management(Accountancy)管理硕士（会计）（18 个月 ）入学时间：2 月

 Master of Management (Communication Management) 管理硕士（传媒管理） 惠

灵顿校区（18 个月）入学时间：2 月

 Financial Economics 金融经济（18 个月） 入学时间：2 月或 7 月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and Employment Relations 人力资源管理和雇佣

关系（18 个月）入学时间：2 月或 7 月



 International Business 国际商务 (18 个月) 入学时间：2 月或 7 月

 Management 管理（18 个月）入学时间：2 月或 7 月奥克兰校区；2 月北帕莫斯顿

校区

 Marketing（18 个月） 入学时间：2 月或 8 月

“2.5+1.5+1”专硕连读项目专业及入学时间：

新西兰商学院语言课程每八周一次入学，方便学生就读。

林肯大学： 12-18 个月硕士专业：商业（会计和金融）、商业（全球管理和营销）、国

际乡村发展、管理（农商）、旅游管理。

梅西大学 ：12-18 个月硕士专业：商业分析、金融和专业会计、金融、经济学、市场营

销、人力资源、传媒

坎特伯雷大学： 12-17 个月硕士专业：应用金融和经济（12-13 个月）、职业会计

（15-17 个月）、商业管理（12-15 个月）、商业信息系统（12-15 个月）

项目特点:

 不需要雅思成绩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国内成绩平均分 75 分以上学生可凭成绩申请林肯大学提供 10000 新西

兰元奖学金，坎特伯雷大学提供 5000 新西兰元奖学金。

 新西兰签证不需要去大使馆面签，可以网签，办理签证时会有移民顾问免费指导并且出签

率高。

 该项目学生硕士在就读期间，每周有二十小时合法兼职工作时间，国家规定每小时兼职不

低于 80RMB。打工的收入就可以支付自己的生活费用，也就是说额外支付的只是自己的学

费就可以，院校也会为学生推荐兼职工作机会，增加工作经验，减轻家庭负担。

 学生毕业后，本科毕业证会在基督城会有 2年的工作签证或者在奥克兰一年工作签证，硕

士毕业后会在整个新西兰会有 3年的工作签证。

 配备专职老师对项目学生进行全程管理和帮助,管理十分完善、细致周到。



申请条件：

“3.5+0.5+1”本硕连读项目

 国内大学本科大四生。诚实守信、学风端正、能遵守学校各项规章制度，无任何违法

违纪处分记录。

 学术成绩：本科前七学期课程成绩平均分 70 分以上；无硬性雅思成绩要求；雅思学

术类总分 6 分或大学英语四级（CET4）大学英语（CET6）425 分以上，如提供四级成

绩需要通过新西兰商学院口语测试。

“2.5+1.5+1”专硕连读项目

 大专专业课全部学完，就读最后一学期的学生，或者已获得大学专科文凭的往届毕业生。

 申请学生在校平均成绩达到 70 分以上；

 学生英语成绩良好，雅思学术类 5 分（单项不低于 4.5），项目没有硬性雅思要求，学生

入学前通过新西兰商学院内部英文测试即可。

报名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刘老师：13305315212（微信同号），牛老师：18615598817（微信同号）



新西兰短期冬令营游学项目介绍

天数 行程 交通 用餐 住宿

第一天(周五) 抵达新西兰

广州—基督城 CZ617 00：50 16：10
集合，经广州飞往新西兰。

傍晚抵达花园城市基督城

接机后逐一送往当地寄宿家庭，熟悉在新西兰的家。

飞机

旅游巴

士

晚餐 基督城

第二天（周六） 基督城

模拟体验南极风暴，漫步基督城

新西兰是离南极最近的国家之一，基督城是进入南极

的门户。我们首先去到国际南极中心，这里提供有关

南极日常生活与历史的多媒体视听经历，中心内有南

极海洋鱼类馆、南极风暴仿真馆，可以体验南极极寒

的气候。随后前往植物园、坎特伯雷博物馆。

旅游巴

士

早餐

午餐

晚餐

基督城

http://baike.baidu.com/view/1015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52824.htm


第三天（周日） 基督城

乘车前往 Spencer海滨公园，海边骑马，松树林爬树

等多种活动。欢声笑语，集体比拼。

旅游巴

士

早餐

午餐

晚餐

基督城

第四天（周一） 基督城

新西兰商学院开班仪式

开始 IESOL课程的学习

旅游巴

士

早餐

午餐

晚餐

基督城

第五天（周二） 基督城

09:00-15:00 上课

下午访问基督城林肯大学

旅游巴

士

早餐

午餐

晚餐

基督城

第六天（周三） 基督城

09:00-12:00 上课

13:00-15:00 赴 Rehua Marae
在这里学生们可以穿毛利服饰，画图腾脸谱，吃传统

美食。这是一个全面了解毛利文化的地方，看看大家

和毛利文化能碰撞出什么样的火花呢。还可以一同学

习毛利舞蹈噢，比比看哪一组跳得更好

旅游巴

士

早餐

午餐

晚餐

基督城

第七天（周四） 基督城 旅游巴 早餐 基督城



09:00-15:00 上课

下午参观坎特伯雷大学

士 午餐

晚餐

第八天（周五） 基督城

09:00-15:00 上课

下午 举行结业典礼。与老师、当地同学合留念。

旅游巴

士

早餐

午餐

晚餐

基督城

第九天（周六） 基督城(Christchurch)/普卡基湖（Lake Pukaki）/蒂卡

波湖(Lake Tekapo)
TEKAPO湖观星

早上出发游览普卡基湖，参观电影魔戒和霍比特人的

取景地。在蒂卡波湖畔品尝由碧绿湖水孕育而成的全

世界最高海拔鲑鱼及新西兰香浓葡萄酒。夜宿

TEKAPO湖，半夜赏星。

旅游巴

士

早餐

午餐

晚餐

第十天（周日） 蒂卡波湖/库克山/皇后镇

皇后镇天空缆车

前往南岛著名的旅游圣地皇后镇。

下午乘坐坐缆车(Gondola Queenstown)，在鲍勃峰观赏

优美景色,欣赏到美的令人窒息的 Coronet Peak山脉,
The Remarkables mountain range山脉群, 穿越 Lake
Wakatipu湖泊到达 Cecil和Walter Peaks盐湖. 壮观天

然的风光。并在山顶享用自助晚餐。

旅游巴

士

早餐

午餐

晚餐



第十一天

（周一）

皇后镇(Queenstown)/箭镇（Arrow Town）/ 蒂阿瑙（Te
Anau）

淘金时代，夜观萤火虫

前往箭镇(Arrow Town)，在中国村内见证淘金时代首

批华人登陆新西兰工作，生活的历史。随后前往美丽

的冰湖镇蒂阿瑙。

晚上坐游船进入萤火虫洞洞穴，看萤火虫如新西兰纯

净天空的满天繁星。

旅游巴

士

早餐

午餐

晚餐

第十二天（周

二）

蒂阿瑙(Te Anau)/ 米尔福峡湾(Milford Sound)/ 蒂阿

瑙(Te Anau)
自然秘境探险

搭乘米佛峡湾游轮，畅游堪称世界八大奇景之一的米

佛峡湾。

沿途欣赏壮丽的纽西兰第一大国家公园，镜湖，峡谷，

洞中瀑布，温带雨林，峰峦和花岗石的悬岩及壮丽的

瀑布飞流直泻之气势。

如果运气好，可以欣赏到海狮，企鹅，海豚等。

旅游巴

士

早餐

午餐

晚餐

第十三天（周

三）

蒂阿瑙(Te Anau)/但尼丁(Dunedin)
淘金之城，观赏企鹅

出发前往充满苏格兰气息的但尼丁(Dunedin)，但尼丁

是南岛第二大城和奥塔哥地区的商业中心，这个城市

以淘金热带来的财富而建立。观光奥塔哥大学

(University of Otago)，古老火车站，世界最陡峭的街

道，第一大教堂。

旅游巴

士

早餐

午餐

晚餐



报名截止时间：2018年 11月 30日

活动时间：2019年 1月 18日，为期 15天，济南集合

人数：15人

项目费用：19800RMB

傍晚观赏小企鹅。

第十四天（周

四）

但尼丁(Dunedin)/奥玛鲁(Oamaru)/基督城

(Christchurch)
返回基督城

从但尼丁出发，经奥玛鲁稍作停留游览。中午享用午

餐后由艾士伯顿（Ashburton）前往抵达基督城。

旅游巴

士

早餐

午餐

晚餐

第十五天（周

五）

基督城—广州

准备手信，收拾行囊，前往机场，告别新西兰

由基督城乘坐南航航班返回国内

基督城-广州 CZ618 21：30-05：30（加一天）

旅游巴

士

飞机

早餐

午餐

自理

晚餐



包含：NZCB 培训费, 住宿费, 早午晚餐费用，接机费, 新西兰境内交通费。

不包含：境外保险费, 签证费，往返国际机票及中国境内交通费。

报名咨询方式：

刘老师：17753188665（微信同号）

牛老师：18615598817（微信同号）

★ 各位同学大家好，宣讲会后已经收到很多访问学校学生的报名表和报名材料，我校已经在处理录取通

知书等事宜。还没有报名的同学也请抓紧时间在十一月三十号以前扫码报名，以便享受 2018 年学杂

费标准，否则 19 年费用会上调。请把握最后这段时间的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