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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一直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计划的基石。对于全世界数以
百万计的家庭，尤其是在发展中经济体，教育被视为改善

他们生活的一种可靠途径。

过去二十年来，寻求出国留学的中国学生数量急剧上升。吸引力
是很明显的。无论是从名校获得专业学位，还是获得广阔的全球
视野，都是千千万万的学生渴望获得的。

作为全球变化的有效推动者，国际教育帮助学生跨越地理和文
化障碍。它促进了不同经历和背景的人之间的理解。信息技术促
进了知识和技能的共享。

截至 2019 年，全球预计有 550 万国际学生，其中相当一部分来自
中国。随着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中产阶级的不断扩大，越来越多
的父母为他们的孩子寻求国际教育。

与此同时，技术进步增加了接受优质教育的机会。因特网使远程
学习成为可能。今年，随着 COVID-19 全球疫情的继续，互联网使
学校得以继续开设课程，从而产生了一种新的教育理念：混合学
习（Blended Learning）。

在许多地方，传统的现场授课可能暂时被搁置。但 2020 年向世
界展示了一件事：学校具备了很好的设备，能够迅速适应一场大
型的、混乱事件的发生。如果不是有一种创新的思维，以及几十
年来由世界各地大学的学生和科学家开发和改进的技术，所有
这些都对教育有着共同的承诺，对教育的目标有着明确的认识，
那么这一切就不可能发生。

GMI Post 希望通过这本指南为中国的家长和学生提供参考信息，
帮助他们决定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和英国的哪些教育机构
最适合他们的学习目标，并热烈欢迎他们。

2020年的教育：
在不确定中
厘清思路

教育是用来改变世界的最有力的武器。
——纳尔逊·曼德拉 澳大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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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

科廷大学

简介：教育
部部长Dan 
Tehan 

塔斯马尼亚
大学

在新南威尔
士求学 

加拿大

简介：加拿大
大学校长Paul 
Davidson

纽约理工
学院

西三一
大学

英国

威尔士大学

简介：英国
国际教育
大使Steve 
Smith爵士 

新西兰

概况：向世
界展示其
魅力 

澳大利亚以其宽阔、开放的空间和干净的海滩而闻名
于世，是世界上城市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在过去
的几年里，澳大利亚最大的城市悉尼、墨尔本、布里斯
班和珀斯一直在世界最佳城市的各种排名中出现。

因此，许多人可能会感到惊讶的是，旅游业并不是澳大利亚
最大的出口产品之一。

澳大利亚国际教育协会（International education Association of 
Australia）2019 年的数据显示，国际教育是澳大利亚最大的服
务出口行业，也是仅次于铁、煤和天然气的第四大出口行业，
支持约 25 万个就业岗位，创造约 292 亿美元的收入。

作为世界第三受欢迎的教育目的地，澳大利亚四分之一以上
的留学生来自中国。由于地理位置接近，26 万多中国学生来
到这个国家，其中约 16 万人接受高等教育。

澳大利亚受欢迎的部分原因还在于它的方便和安全。事实上，
在去年对留学生的一项调查中，95% 的人说他们在澳大利亚
感到安全。

这一声誉反映在最近的 QS 最佳学生城市排名中，悉尼和墨
尔本名列前十。另外四个澳大利亚城市跻身前 50 名最佳学
生城市之列。

澳大利亚教育部长 Dan Tehan 表示：“澳大利亚对 COVID-19 的
反应是世界上最好的。我们努力抑制病毒，以非常安全的方
式继续我们的生活方式。”

“澳大利亚的大学和其他高等教育机构迅速作出反应，为国
内和国际学生提供继续学习的安全选择。这些措施包括调整
物理学习环境，以满足社会距离准则，保护教职员工和学生，
评估是否需要修改或重新安排实践课和实验室会议，并调整
学术日程，如重新安排毕业典礼，考试和评估，” Tehan 补充说。

这一水平支持了澳大利亚成为中国学生国际教育的首选。在
全球继续遏制 COVID-19 的同时，政府也承诺要确保学生的安
全并接收新的国际学生。

“澳大利亚热烈欢迎中国学生来到我们的国家和社区。每个
学生都代表着澳大利亚和中国之间的一种新关系，我们希望
在一个学生留在我国之后继续保持这种关系。” Tehan 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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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
格里菲斯大学
地点：布里斯班
学生人数：10,000（外籍）
最受欢迎课程：商学，健康学，和
科学
网址：www.griffith.edu.au

阿德莱德大学
地点：阿德莱德
学生人数：7,148（外籍）/4,110（中文）
最受欢迎课程：工程学，商学和
计算机科学
网址：www.adelaide.edu.au

悉尼大学商学院
地点：悉尼
学生人数：11,421（外籍）/9,955（中国）
最受欢迎课程：商学和专业会计
网址： www.sydney.edu.au/
business

澳大利亚

留学昆士兰 ――在这里学
习，去往世界各地
从这里扬帆起航，去往世界各地。昆士
兰州有来自 160 多个国家的留学生，正
在成为文化和人才的大熔炉。澳大利
亚州拥有 200 多所全球认可的学校和
教育机构，分布在 11 个城镇，使之成为
开创成功事业的完美平台。

学生数量：72,000（外籍）/24,000（中国）
最受欢迎课程：工程学，生物医学，物
理学，环境科学，机器人
URL: www.studyqueensland.qld.gov.au

澳大利亚

塔斯马尼亚大学
塔斯马尼亚大学创造了
一个令人振奋的学术环
境和校园生活，使所有
学生都能在世界上最美
丽的地方之一的所选课程中脱颖而出。它保持着塔斯马尼亚人的独特
身份，提供国际化的课程、广泛的学位、各种学生交流和多样化的学习
经验，将塑造未来的全球领导者。

地点：霍巴特
学生数量：7,920（外籍）/2,735（中国）
最受欢迎课程：海洋和南极科学、海洋工程、地球和海洋科学、环境研究、
医学、法律、农业 
联系人：Candy Han 女士
电话：+61 3 6226 6200 / 邮箱：Candy.Han@utas.edu.au /
URL: www.utaschina.cn

新南威尔士州
（NSW）政府

成立了新南威
尔士州学习部，
作为一个专门
的单位，以支
持和增加悉尼
和澳大利亚新
南威尔士州的
国际学生人数。研究新南威尔士州的优先事项是提高国际学生的经验，
促进新南威尔士州在国际教育中的领导地位，启动全球职业生涯。

地点：悉尼
学生数：287,362（外籍）/82,111（中国）
最受欢迎课程：英语语言课程、商业管理、工程及相关技术
联系人：国际贸易部主任 Peter Mackey
E-mail: study.nsw@treasury.nsw.gov.au/ 
URL: www.study.sydney

把中国学生
放在首位的倡议

澳大利亚

科廷大学商学院管理总部的学生。

西澳大利亚大学
地点：珀斯
学生人数：5000+（外籍）
顶尖课程：地球科学，工程学和
美术学
网址： www.au.uw

墨尔本大学：数学与统计学院
地点：墨尔本
学生人数：23,760（外国）
热门课程：理学学士、理学硕士

（数学与统计学），数据科学硕士、
理学硕士（生物信息学）
网址：www.unimelb.edu.au

昆士兰大学
地点：布里斯班
学生人数：20,381（外籍）
/12,000（中国）
顶尖课程：博士、商学硕士、商学
硕士、工商管理学士
网址：网址：www.uq.edu.au

中学和教育机构
菲班克文法学校
地点：墨尔本
学生人数：35（外籍）/31（中国）
热门课程：数学、科学、IT
网址：www.firbank.vic.edu.au

圣奥古斯丁学院
地点：悉尼
学生人数：60（外籍）/60（中国）
最受欢迎课程：初级和高级课程
网址：www.saintaug.nsw.edu.au

哈钦斯学校
地点：霍巴特
学生人数：19（外籍）/10（中国）
最受欢迎课程：优秀学术课程、
九项全能、户外教育、表演艺术
网址：www.hutchins.tas.edu.au

政府机构
南澳大利亚教育部
地点：阿德莱德
学生人数：2,207（外籍）/836（中国）
网址：www.education.sa.gov.au

学习阿德莱德（STUDY ADELAIDE）
地点：阿德莱德
学生人数：40,518（外籍）
/12,452（中国）
网址：www.studyadelaide.com

科廷大学
据《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排名，位于珀斯的
柯廷大学在澳大利亚排名第 10，在世界排名
第 174 位，柯廷大学在马来西亚、新加坡、毛里
求斯和迪拜也有校区。柯廷大学的学生成为
一个广泛的学术网络的一部分，该网络提供
国际认可的学位，使他们为竞争激烈的全球
市场做好准备。

地点：珀斯
学生数量：13,000（外籍）/1,900（中国）
最受欢迎课程：商学与工程学 
联系人：区域招聘经理 Lily Xu
电话：+86 1 39 1850 8366 / 邮箱：lily.xu@curtin.
edu.au / URL: www.curtinuni.cn

圣玛格丽特圣公会私立女子学校
圣玛格丽特圣公会私立女子学校是一所独立的日托寄
宿学校。作为女子教育的领导者，学校有着引以为傲的
寄宿历史，有 185 名寄宿生住在校园里。圣玛格丽特圣
公会私立女子学校被评为 2019 年和 2020 年澳大利亚
年度寄宿学校，提供全球机会和课程，并以专注于学术
卓越而闻名。

地点：布里斯班 学生数量：51（外籍）/34（中国）
最受欢迎课程：全球交流项目、STEM focus、普通话和
法语、广泛的艺术、体育和音乐课外项目、一系列高等
教育和其他职业途径。 
联系人：Angelin Achari 女士  电话：+61 7 3862 0777 / 邮
箱：admissions@stmargarets.qld.edu.au/  URL: www.
stmargarets.qld.edu.auedu.au / URL: www.curtinuni.cn

全球的新南威尔士州――留学新南
威尔士州，创意、活力、生命力

科廷大学作为一所跻身世界排名前 1%的名校，有着一系
列举措确保中国学生能够受益于其备受尊崇的全球教育。

应对全球疫情
在新冠疫情全球蔓延之前，中国学生是珀斯科廷的第二大非澳
裔学生群体。大家在珀斯安全、阳光的环境下，享受着学校提供
的一系列国际认可的课程，及注重实践的学习。

随着新冠疫情的加剧，科廷大学将超过 150 门课程转变为在线授
课，允许中国和世界各地的学生在旅行受到限制的情况下获得
澳大利亚学位。

该大学还推出了几项新的奖学金，包括 5000 澳元的启动支持奖
学金，以支持不能前往澳大利亚的学生。

科廷副校长国际学院教授 Seth Kunin 表示：“这些举措对于在这
些不确定时期支持我们的学生来说是不可或缺的。”

学生交流
科廷正在加强现有的学生交流项目，并开发新的机会，以便在国
际旅行恢复时实施。

科廷已经与南京审计大学、华南师范大学、燕山大学等高校建立
了合作关系。

根据这些安排，中国本科生可以开始在自己的母校学习，并可能

有资格从科廷获得价值 6295 澳元的在线英语学费，然后在安全
的情况下前往科廷。

毕业生可从科廷获得本科学位，或根据安排，从科廷和他们家乡
的大学获得。

南京审计大学副校长余安平教授说，900 多名学生已经从他们的
发音课程毕业，并帮助他们在两国之间架起了一座文化桥梁。

他说：“我们的校友活跃在经济社会的各个领域，他们一直是中
澳合作、交流和文化交流的媒介。”。

科廷还与厦门国家会计学院和燕山大学合作开发了课程路径选
项，帮助中国学生在澳大利亚攻读研究生。

研究活动
科廷参与了与中国大学的合作，为博士生和研究人员提供了创
造持久积极变化的机会。

这包括与复旦大学结盟，以提高对澳大利亚和中国写作的跨文
化理解，并与中山大学结盟，以更好地支持自闭症患者。

科廷还与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同济大学、华中理工大学、哈
尔滨工业大学联手，在大型项目管理实践中解决行业难题。

Kunin 教授说：“我们很高兴能与这些排名靠前的大学合作，以应
对中国和澳大利亚行业和社区面临的挑战。”

www.curtinuni.cn 

聚焦

教育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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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斯马尼亚：
一个与众不同的地方

澳大利亚

塔斯马尼亚大学副校长Rufus Black

澳大利亚教育部长Dan Tehan

澳大利亚一直
处于领先地位

澳大利亚

你可以在世界上最特别的地方学习优秀的课程。

作为亚太地区两个母语为英语的国
家之一，澳大利亚一直是最受成千上
万的学生欢迎的留学目的地。他们希
望在海外接受顶级的教育，并获得世
界公认的一流学历。

在国际学生中，澳大利亚的吸引力在于其
多元文化的人口，多样的自然环境和城市
中心，以及它轻松的生活方式。由于地理
位置的接近，澳大利亚一直是中国学生的
最爱。

因此，当去年新冠疫情爆发时，政府面临
着一项艰巨的任务，大学、学校和其他教
育机构作为政府最大的财政收入之一，既
要保持其教育部门的吸引力，又要使其更
具弹性。

去年 Tehan 部长与 GMI Post 进行了交谈，
并概述了联邦政府应对新冠疫情所采取
的各种措施。部长强调了确保教育系统下
每个人的健康和安全的重要性，提供学生
继续学习的灵活选择，并进一步加强该行
业，以保持其对国际学生的吸引力。

GMI Post：澳大利亚大学是如何适应全
球教育环境最近的变化的？
Tehan：澳大利亚重点压制了新冠病毒，确
保这个国家每一个居民的安全。与世界上
大多数国家相比，澳大利亚在卫生和经济
方面都做得很好。

澳大利亚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与培训（VET）
服务商得到了澳大利亚政府的赞助，包括
我们的监管机构，为本土和国际学生实行
临时在线授课选项。这一努力既维持了教
育的连续性 ，又兼顾了学生及更广泛的群
体的健康和利益。

GMI Post：澳洲大学对国际学生有哪些
竞争优势？
Tehan：澳大利亚是优质国际教育和培训的
领导者。我们的成功是建立在我们提供世
界一流的教育和培育安全舒适的学习、生
活和工作环境的声誉之上的。

在 2021 年的 QS 世界大学排名中，有 5 所
澳大利亚大学进入全球前 50，另外 11 所进
入前 200。澳大利亚有 8 所大学的毕业生
就业能力排名世界前 100。此外，在 2019 年，
三个澳大利亚城市入选了世界十大最宜
居城市（墨尔本第二，悉尼第三，阿德莱德
第十）。

澳大利亚的教育以强有力的监管体系为
基础，不仅保证质量，而且支持国际学生，
使他们能够适应校园内外的生活。他们为
有挂科风险的学生制定了策略。他们还必
须有支持教员来满足国际学生的需求，包
括那些在线学习或远程学习的学生。

我们还拥有一个世界领先的立法框架，为
国际学生提供高质量的教学，它保证国际
学生的费用将得到退还，或者如果某个机
构停止运营，学生可以选择转校。

GMI Post：留学生如何为澳大利亚做出
积极贡献？
Tehan：留学生是我们的朋友、同学，同事以
及我们的社区成员。国际教育深化了我们
的学校、职业机构、大学、工作场所和社区
的文化和语言，帮助全体学生获得技能，
并在日益全球化和技术互联化的今天创
造机会。

澳大利亚是一个开放、友好、多元化的国家。
我们欢迎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共享我们
的社区。澳大利亚人欣然接受不同的文化
和我们的国际学生。

GMI Post：中国学生对澳大利亚有多重要？
Tehan：澳大利亚热烈欢迎中国学生融入我
们的国家和社区。中国也是参与澳大利亚
政府的新科伦坡计划资助的学生流动项目
的澳大利亚学生最受欢迎的目的地之一。

中国一直是澳大利亚最大的留学生来源
国，2019 年在澳留学的中国学生超过 21.2
万人。当中国学生回国后，他们是澳大利
亚教育体系质量和价值的代表，同时也是
两国人民互通的重要纽带。

这种强有力的学生交流基础一直是我们两

国之间极其丰富多样的教育关系的基础。

GMI Post：在针对中国学生的国际教育
体验方面，澳大利亚与其他英联邦国
家有什么不同？
Tehan：澳大利亚的学校实行小班制，有着
受过大学教育的合格教师、世界一流的课
程和高品质的设施，因此跻身世界最优质
大学之列。我们的实用、能力为本的职业
教育和培训体系与行业相结合，由经验丰
富的行业专业人士进行教学，以确保学生
获得本世纪工作所需的实际技能。 我们的
高等教育体系有着强劲的历史记录，这些
在世界排名中得以体现，同时拥有创作引
领世界科研的悠久历史。

澳大利亚是世界上最受欢迎的旅游目的
地之一。我们多样化的自然资源环境提供
了一系列的经验，从黄金海滩到国家公园
和我们独特的植物和动物。

澳大利亚也为那些持有学生签证的人提
供了大量的工作权利。他们在一个学期内
每两周最多工作 40 个小时，在学期休息
期间可以全职工作。这是找到与学习相关
的工作的一个很好的方法，它使学生能够
在结交朋友的同时与课堂以外的社区建
立联系，并且对许多国际学生来说，提供
了一个很好的机会来提高他们的英语语
言技能。研究生可以继续在澳大利亚生活
和工作两年。

GMI Post：澳大利亚正在采取哪些措施
来吸引更多的国际学生？
Tehan：我们的本土及海外工作人员不遗余
力地与各国政府建立联系，共享政策，来
推进澳大利亚成为引领世界的教育目的
地。我们的监管机构也认识到在这个时候
需要灵活性，并提供了更大需求的支持，
以确保国际学生能够与澳大利亚的机构
及其同学互动。

澳大利亚政府和大学正在努力把学生带回
来，最初是通过试点项目，以确保我们作出
了正确的安排，保护公众健康和支持学生。

塔斯马尼亚是一个充满反差的地方，拥有
充满活力的城市和宁静的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世界遗产自然遗址。是澳大利亚最南
端的一个州，面积大约相当于斯里兰卡，
拥有其独特的岛屿特征，一直是世界上保
密性最好的国家之一。

直到现在。

作为岛上最大的教育机构，塔斯马尼亚大学
致力于提供实践学习一次难忘的冒险。它提
供超过 150 门课程，包括医学、法律、工程、
建筑、商业和艺术的传统学位。它也是开发
备受尊敬的非传统项目的先驱，如海洋和
南极科学、海洋工程和环境保护研究。

学生可以通过多种双学位的选择，在舒适
和友好的环境中，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符
合自己职业期望的课程。

塔斯马尼亚大学的在学术研究和教学方
面的卓越表现是得到国际公认的。在 QS
世界大学排名中，其在英语、生物科学、化
学、教育、环境科学、法律、医药、社会学和
经济学的排名均名列前茅。同时在土地与
海洋科学及农业和林业方面亦跻身世界
百强院校之列。

大学具备最先进的教学设施，包括世界一
流的健康科学区，在霍巴特充满活力的萨
拉曼卡区的传媒学院，豪放大胆的艺术中
心，海洋与南极科学研究学院以及澳大利
亚海事学院。

塔斯马尼亚大学以小班制、强有力的支持
和随时与讲师和导师沟通而自豪，所有这
一切都促进了个性化的学习体验。该校的
课程采用英语授课，提高了该校约 7000 名

外国学生的语言水平，并增强了他们的
职场人脉。

大学同时为国际学生提供一系列的丰厚
的奖学金，包括减免 25% 学费的塔斯马
尼亚国际奖学金。

作为一个宜居之地，塔斯马尼亚州是澳
大利亚最安全的州之一。远离大城市生
活的喧嚣，学生们享受一个有利于思考
和学习的环境。这种学习远远超出了课堂，
学生有机会参观闻名全球的国家公园和
荒野景点，无论是在塔斯马尼亚州或是
澳大利亚其他地方。

每一个加入塔斯马尼亚大学的学生都将
成为其多元化、富有创造力和热情的社
区的一部分。学校保证毕业生的专业技
能和实践经验能在其职业选择的时候发
挥作用。

www.utaschina.cn / CRICOS Provider Code: 
00586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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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标志性位置提供
世界一流的教育

“IRCC（加拿大移民、难民和公
民）的“允许国际学生在线学习”
的指南非常有帮助。我认为他
们有必要迅速作出反应，并将
指令说明放到网上。他们确实
在快速提高教职员工的技能
方面做得很好。

他们同时实施技术培训，如何
将指令说明搬移到网上。现在
还有很多项目需要迁移到网
上，这些项目都是相对更注重
实践的职业项目，需要面对面
的学习交流。

Randall Martin博士
执行董事
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国际教育
委员会
https://bccie.bc.ca

“保持安全剑桥是一个公共
卫生运动，提供信息和保证，
我们正在尽我们所能让剑桥
尽可能安全。我们建立了一
个网站所有关于剑桥教育的
信息，面罩和 COVID-19 测试，
包括我们的学生有症状和无
症状的人。

这项活动不仅是关于我们将
如何教学生，而且是关于他
们如何能从剑桥的生活中得
到最大的收获，比如社会、体
育和文化活动。我们确保这
些活动以一种安全的方式进
行，并确保它们遵循、甚至超
过健康协议和预防措施，通
过将允许我们所有人互相照
顾和照顾自己的因素落实到
位。”

Graham Virgo教授
高级名誉副校长
剑桥大学教育
www.cam.ac.uk

我们几乎一夜之间成了网络
专家。我们通过迅速调整技
术专长和能力来提高服务水
准，使之能够服务于学生，同
时展示从事创意产业的人们
在做什么。

积极的一面是我们意识到我
们能在网上获得成功。我们
发现了用来扩展部分课程以
满足学生需求的方法。这打
开了我们的世界，让我们产
生推行更广泛和成功的在线
课程的想法，并在全球范围
内接触到更多的学生。

也有其它的中国团队找到我
们来设立在线中文课程，让
我们的节目直接面向华人社
区。这充分展示了更大的潜
在机遇在等待我们。

James Griffin先生
主席
温哥华电影学院
https://vfs.edu

英国大学采取了更大范围的
一系列措施，例如加强保洁和
改善通风，调整作息时间来限
制团体之间的接触，改变大学
布局来遵守社交距离准则，以
便在提供高质量的教育和学
习的同时，最大限度地减少工
作人员和学生的风险。

预计所有大学都将制定全面
的疫情管理计划，这些计划已
得到当地公共卫生团队的批
准。去年夏天，他们与国家和
地方政府密切合作，制定计划，
预防新冠疫情在校园中爆发，
以此确保学生的安全。

现在，英国所有的大学都做好
了应对本地疫情的准备。具体
方案可以在大学网站上浏览，
同时国际学生可以向学校了
解更多细节。

Matt Burney先生
董事
中国英国文化协会
www.brithishcouncil.cn/en

全球视野：
与新常态共存
一些大学是如何应对新冠病毒全球疫情的？ 创新、活力、多样的新南威尔士州（NSW），每年吸引了超

过 25万的国际学生来到这里。从充满生气的城市生活的
悉尼、纽卡斯尔和伍伦贡到拥有令人惊叹的风景的北部、
中部和南部海岸，以及新南威尔士州的乡村和内陆，给予
各种类型的学生独特的体验。

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

新南威尔士州的留学生人数约占澳大利
亚留学生总人数的 40%，拥有澳大利亚顶
尖大学、中学、英语学院和职业教育服务。
新威尔士州极富魅力，在提供学生接受优
质教育的机会的同时，亦拥有澳洲著名的
优美的生活方式和创业文化。

新南威尔士州拥有比澳大利亚其他州更
多的大学，其中包括 QS 世界大学排名中
名列前茅的悉尼大学、新南威尔斯大学、
悉尼科技大学、纽卡斯尔大学和伍伦贡大
学。悉尼是创新、创意和文化的温床，吸引
着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并蝉联世界五大
最受学生欢迎的城市。悉尼 40% 的居民出
生在其它国家，孕育了不同于世界其他地
方的多元文化。

悉尼主要吸引寻求城市的喧嚣声的年轻
学生，而新南威尔士州其他地区适合喜欢
丛林或海滩探索冒险的学生。

“根据一项国际学生调查，超过 90% 的学
生对新南威尔士州有着很高的满意度。在
一些不拥挤的较小地区，这个比例甚至更

高。在这些地区，学生有更好的工作机会，
因为企业非常重视这些国际学生带来的
经验和技能，”Peter Mackey 先生说道。他是
新南威尔士州政府国际教育总监，也是“留
学新南威尔士州”的负责人。

新南威尔士州研究组织于 2014 年成立，是
新南威尔士州政府的一个专门单位来支
持、增强和提高国家留学生的学习经验。
国际教育作为新南威尔士州最大的服务
出口，在国家经济发展中起着不可或缺的
作用，贡献数十亿美元的价值，并支持数
千个当地就业岗位。

在 2019 年，新南威尔士州接待了来自 160
个不同国家的近 30 万名国际学生，中国
学生约占该群体的 29%。除了其经济贡献
外，新南威尔士州政府还重视国际学生在
培养强大的社区方面影响，同时架起该州
与世界各地之间的桥梁。

“国际教育是新南威尔士州政府国际战略
的核心，帮助我们在世界的定位。国际学生
是建立长期双边关系的关键。每一位有着
积极体验的学生回国后，都会感觉到自己
与新南威尔士州的联系更紧密，更愿意来
这里投资或购买我们的商品和服务。“Mackey
说。

84% 的国际学生留学回国后，许多人在商
业、科研、政府等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深
化了澳大利亚与其他国家的联系。这些个
人是贸易、外交和创新网络中强大的集体
力量。国际学生是当地社区的重要成员，
为州政府的文化资本做出贡献。当 2020 年
新冠肺炎疫情时，国际教育的影响变得更
加明显。“留学新南威尔士州”加倍努力，
在其澳洲境内和海外的国际学生中保持
在线。

“当新冠疫情来袭时，我们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在我们的网站上创建一个国际学生
中心，因为我们知道学生需要一个可靠的
信息来源。网站支持多种语言，包括中文，
这样学生及其家长，无论是在世界何处，
都能获悉他们可以得到哪些服务。“麦基说。

“留学新南威尔士州“通过这个平台继续
为国际学生提供帮助。在疫情初期，州政
府还宣布了一项重要的国际学生福利计
划。这项 2,000 多万澳元的援助计划包括
临时住房计划和学生支助服务，例如法律
和转介支助。

”我们正在解决留学生食品不安全的问题。
我们已经与一个叫做食品银行（Foodbank）
的组织合作，我们正在分发超过 62000 个
紧急食物篮给有困难的学生。我们尽力让
国际学生感受到他们是我们家庭和社区
的一部分，他们没有被遗忘“Mackey 说。

Mackey 的团队正在为 2021 年国际学生的
安全返校做准备。根据澳大利亚总理的指
导方针，他们正在制定一项计划，为国际
学生的安全和保障设定黄金准则。”

“新南威尔士州是一个非常安全、友好、多
元文化的社会。我想向滞留在海外的中国
学生强调的信息是，我们想念他们，我们
期待着迎接他们回来。我们真的在尽一切
努力尽快开放边境。“Mackey 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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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墨尔本大学

2. 悉尼大学

3.澳洲国立大学

4. 昆士兰大学

5. 莫纳什大学

6. 新南威尔士大学

7. 阿德莱德大学

8. 西澳大利亚大学

9. 悉尼科技大学

10. 堪培拉大学

排名前10大学

安全指数：

第13名 

最受中国学生青睐的
课程：贸易、商业、自然
科学与工程学 

中国学生数为国际学
生数中最多。

截至2020年8月，超过 

180,000中国学
生在澳洲求学。

中国学生的细分：
本科VS.研究生

160,000 学生被高等
院校录取

约 70% 中国学生
追求大学教育，其中一半
选择获得研究生学位

中国学生数占全部国际学
生数的比例超 27% 

国际学生平均学费：

学校-7800澳元到3万澳元

英语语言学习-依据课程长短，每周约
300澳元。

职业教育和培训（I级证书- IV级证书，文
凭及高级文凭）-4千澳元至2万2澳元

本科学士学位-2万澳元至4万5澳元

研究生硕士学位-2万2澳元至5万澳元

博士学位-1万8澳元至4万2澳元

来源：2021世界大学排名

生活支出

最低预算：每周的生活支出约
311 澳元（约 224 美金）。
悉尼：每月 1900 澳元起
阿德莱德：每月 1300 澳元起
布里斯班：每月 1400 澳元起
墨尔本：每月 1500 澳元起
堪培拉：每月 1400 澳元起

食物费用
当地超市可采购日常用品，通
常每月花费在 500 澳元 -1000

澳元。
普通餐馆平均每顿消费在 18

澳元，通常一份两人食的三道
菜的收费为 80 澳元。

住宿费用
家庭寄宿：每月 450 澳元 -1200

澳元
学生宿舍：每月 440 澳元 -1100

澳元
公寓租赁：每月 750 澳元 -1700

澳元
合租公寓 /住宅：每月 380 澳
元 -850 澳元
水电费：每月约 200 澳元
网络：每月 70 澳元 -120 澳元

交通费用
在各个不同城市，学生在公共
交通上的花费在每月 30 澳元
至 70 澳元之间。
自行车租赁：大约每天 40 澳元。

加拿大
⸺向世界开放

最佳体验爱国澳大利亚国庆日：堪
培拉
没有比堪培拉更适合参加庆祝活动
的地方了，堪培拉是澳大利亚的政
治中心。除了烟火表演外，还有美食
节、音乐会和其他表演。

最佳城市旅游地：墨尔本
由于其悠久的移民历史，墨尔本可
以说是澳大利亚最国际化的城市，
它孕育了多样化的烹饪场景和充满
活力的艺术环境。

最佳乡村游目的地：塔斯马尼亚岛
由于在当地拥有稀缺的野生动物，
以及独特的自然景观，在澳大利亚，
探索内陆地区是一项受欢迎的旅游
活动。为了获得更难忘的经历，许多
人会离开大陆，参观塔斯马尼亚岛。

最适合在夏日阳光下度假目的地：
汉密尔顿岛
由于拥有丰富的海滩，澳大利亚人
是著名的“太阳崇拜者”。虽然澳大
利亚以邦迪海滩和曼利海滩闻名，
但汉密尔顿岛提供了更多的选择，
比如潜水、高尔夫、徒步旅行和海边
沐浴阳光。

周末热门活动：

澳大利亚

加拿大的移民历史悠久而丰富。作为世界上面积
最大的国家之一，加拿大得益于早期移民，直到现
在，仍旧欢迎追求更好生活或希望为国家建设做
出贡献的移民。     

开放性体现在加拿大教育机构的持续增加，越来越多的
来自不同国家的学生申请来加拿大读书。 
 “加拿大继续重视国际学生在我们社区内的重要贡献。
我们认识到，人与人的关系是建立可持续全球合作的基
础。推进国际化对加拿大的全球参与至关重要，当然也
是我们组织任务的核心，”加拿大国际教育局总裁兼首
席执行官拉 Larissa Bezo 说。          

中加建交 50 周年之际，加拿大大学协会和政府机构强
调了来自世界最大经济体的学生对加国的重要贡献，中
国学生目前是加拿大最大的国际学生群体。

“国际学生带来的多样性、顶级人才、高端技能和动力，
为马尼托巴省带来长期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利益。”该省
经济发展和培训部长 Ralph Eichler 说。                  

萨 斯 喀 彻 温 省 高 等 教 育 部 国 际 教 育 执 行 主 管 Livia 
Castellanos 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并强调了该省正努力加
强与中国学校和大学的联系：”我们与中学后教育机构
以及我们的中国同事进行了多次对话，因为中国是萨斯
喀彻温省和加拿大教育的合作伙伴。”

由于全球新冠疫情对数千名国际学生的计划造成了巨
大的干扰和不确定性，加拿大不得不迅速采取措施，确
保他们的安全，并保持教育的连贯性。这一疫情病影响
到来自加拿大和世界其他地方的 65 万多名学生。

“早些时候，当我们看到一些国家和社区背弃国际学生时，
我们拥抱了他们。这是疫情前我们在加拿大看到的反应

之一。这种方法在疫情后仍将继续。”加拿大大学总裁兼
首席执行官 Paul Davidson 说。

在疫情期间，10 个省和 3 个地区为国际学生提供住宿的
额外努力是清晰可见的。

“加拿大是一个非常欢迎国际学生的国家，我们给学生
家长足够信心，他们的孩子将是安全的。” BC 省国际教
育委员会的执行董事 Randall Martin 说。

在加拿大的东端的新斯科舍省需要加强与其学校、学院
和大学网络的合作，为国际学生，尤其是来自中国的学
生提供各种服务和支持。

“我们提前完成了这一任务。学生们得到了充分的帮助，
同时感受到新斯科舍省政府对他们的长期心理健康、治
安和安全的关心。这是我们协同合作的成果。”EduNova 公
司主席兼首席执行官 Nicole Johnson-Morrison 说，该公司
是新斯科舍省合作行业协会的学校和专业培训的提供商。

鉴于每个地区的人口情况的差异性，需求也各有不同，
每个省政府都能够通过各自的部委向渥太华联邦政府
提出自己的担忧，来获得必要的支持。

由于对中国学生持续投入的帮助，以及健康和安全措施
的成功鼓励，政府非常有信心，整个教育领域的合作精
神将一如既往的强大。

“各国留学生于新不伦瑞克省都是重要的，我们欢迎他
们的到来，因为他们为我们省的多元文化做出了贡献。
也就是说，中国一直是我们的第一大留学生来源地。许
多大学与中国大学有学术研究关系和其他联系，促进
了学生和思想的宝贵交流。“新不伦瑞克省政府发言人
Leigh Watson 说。

澳大利亚生活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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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多伦多大学
2. 英属哥伦比亚大学
3. 麦吉尔大学
4. 麦克马斯特大学 
5. 蒙特利尔大学

6. 阿尔伯塔大学 
7. 渥太华大学
8. 卡尔加里大学 
9. 滑铁卢大学 
10. 西安大略大学

排名前10大学

安全指数：

第12名 

2019年有141,400中国学
生在加拿大

中国学生细分：
本科生VS.研究生

12,065
2019年在加拿大的642,000外国
学生中，中国学生占比22%

来源：世界大学排名2021

国际学生平均学费：
加拿大本科学费
2019/20年度国际学生本科平均学费为29,714加
元（22,500美元）/年
人文课程平均学费为5,542加元
口腔医学平均学费为21,717加元（16,446美元）
医学平均学费为14,162加元（10,724美元）
工商管理平均学费为6,827加元（5,170美元）/年

加拿大研究生学费
2019/20年度平均学费17,744
加元（约13,437美元）
EMBA课程平均学费约56,328
加元（约42,657美元），普通
MBA课程平均费用为27,397
加元（约20,747美元）

141,400 

22%的入境学生来自中国，在加拿
大的中学或大学学习

专上教育的中国学生人数：学院
16,670人，大学81,135人。

中小学的中国学生人数：小学3,795
人，中学24,700人

加拿大游14万中
国学生

2019年共12065名
中国公民获得学
习签证

皇家山大学
阿尔伯塔省皇家山大学拥有多彩丰富的多元
文化环境，本土和外国学生及教师在这个大社
区扮演同等重要的角色，重视他们为学习体验
所做的贡献。

“我认为皇家山是个隐藏的瑰宝。我们真心希
望在中国建立我们的声誉，”MRU 主席兼副校长
Tim Rahilly 说。

地点：艾伯塔省，卡尔加里
学生数：316（外国）/45（中国）
最受欢迎课程：商业管理、护理
Phone: +1 877 440 5001 / Email: aro@mtroya.ca / 
URL: www.mru.ca/StudyHere

西三一大学
西三一大学提供高质量的教育培养毕业生能力
和品质，依旧是受学生追捧的学校之一。“学生
们来此求学，取得学位，毕业后从事满意的职业，
成为能适应当今全球经济技术变革的领导型人
才。“副主席 Philip Laird 说。

地点：卑诗省，兰利镇
学生数：2234（外国）/1340（中国）
最受欢迎课程：商业和领导、科学和技术、教育
联系人：Geoffrey Feng 先生
Phone: 1 (604) 307 1537 (Canada) | 1 58 2257 6060 
(China) / Email: Geoffrey.Feng@twu.ca /URL: www.
twu.ca

加拿大西部大学
成立于 2004 年，加拿大西部大学提供学生具
备真实世界的经验和重要技能的课程，为他们
的成功做好准备。我们是一所坐落于温哥华市
中心，以商业和科技为重点的大学，有着美丽
的全新的校园。温哥华，我们欢迎来自中国的
学生。校长兼副校长 Brock Dykeman 说。

地点 : 温哥华市，卑诗省
学生数：3,229 ( 外籍 ) / 73 ( 中国 )
最受欢迎课程： 工商管理硕士，副学士，商业
学士
联系人 : Yueming Wu
电话 : +1 877 431 6887 / 邮箱 : yueming.wu@
ucanwest.ca / URL: www.ucanwest.ca

纽约理工学院
纽约理工学院温哥华校区让中国学生受益于
美式教育，并享受加拿大政府为外国访客提供
的优势。学校以其面向未来的技术注入式的教
育为傲，帮助学生在其选择的领域取得成功。

地点：卑诗省，温哥华市
学生数：693（外国）/102（中国）
最受欢迎课程：网络安全、能源管理、MBA、教
学技术
联系人：Irene Young 执行董事及校长
Phone: +1 778.783.5905 /Email: irene.young@nyit.
edu. / URL: www.nyit.edu/vancouver

加拿大

劳伦特大学
劳伦特大学有着商业，环境工程，
采矿和建筑学这些世界领先的课

程，是学生探索纯正的加拿大体验的首选之地。
值此 60 周年之际，劳伦特欢庆其在毕业后就业
和研究资金的里程碑式的纪录，这反映了它追
求卓越的承诺。

“劳伦特是一所创新的、充满活力的中等规模的
大学，其双语，多元文化的环境孕育了学生的成
功。“ 罗伯特·哈谢博士主席说。

路德学院
一个多世纪以来，路德学院在基督教背景下提
供高质量的教育。它以多样性为基础，欢迎不同
文化、信仰和观点的学生。高中和大学校园是小
型的，紧密联系的社区，给予学生学术，社会和
精神上的关注和支持，引领他们取得成功。

地点：萨斯喀彻温省，里贾纳市
高中学生数：412（总人数）/25（中国）/37（外国）
大学人数：700
最受欢迎课程：高中 - ESL 辅助课程、国际文凭
课程（IB）大学 - 文理科学位、一对一学术咨询
Phone: +1(306) 791-9150 (HS); +1(306) 206-2096 (U)
Email: admissions@luthercollege.edu (HS); 
luther. recruitment@uregina.ca (U) URL: www.
luthercollege.edu

加拿大大学：
迎接挑战，开启成就

加拿大

加拿大大学校长Paul Davidson
地点：安大略省，萨德伯里市
学生数：650（外国）/130（中国）
最受欢迎课程：工程学（采矿、化学和机械），环
境学（修复、淡水），商业
联系人 : Justin Lemieux / Phone: +1 705 675 1151 
/ Email: jglemieux@laurentian.ca / URL: www. 
laurentian.ca

聚焦

谁也不能预测 2020年会如何展开。对
加拿大大学协会主席保罗·戴维森而言，
去年的开端简直糟透了。2020年 1月
8日，乌克兰国际航空公司 852航班
在德黑兰坠毁，176名乘客和机组人
员全部遇难，其中包括 63名大学生和
研究生，以及 18所加拿大大学的教职
员工。

还在从悲剧中挣扎，才几周后，加拿大在
报告了本土第一例新冠病毒。由于加拿大
的大学与中国等地有着密切的联系，它们
是最先了解到新冠病毒影响的大学之一。
他们很早就看到了病毒的影响，以及中国
是如何处理病毒的，同时签证申请中心和
语言测试中心也关闭里。

在 去 年 接 受 GMI Post 采 访 时，Davidson 总
结了过去的一年，以及加拿大的学校和大
学是如何应对全球新冠疫情带来的重大
挑战的。展望未来，Davidson 还阐述了本国
教育行业的新常态。加拿大大学协会是一
个非政府的实行会员制度的非营利性的
私营和公立联盟。

GMI Post：考虑到你在政府和私营部门
的教育工作，你看到今年出现了什么
趋势？
Davidson：加拿大的大学反应非常好，而且
非常迅速，仅用十天的时间就将所有的本
科生教学都搬到了网上。我们成功地完成
了冬季学期。考虑到学生和教职员工的安
全，迅速减少在校人数。大学宿舍重新设计，
以容纳前线医护人员，来保护他们的家人。

我还想强调一下，在最初的几天和几周里，
加拿大给予国际学生的特别关注。大学继
续为国际学生提供食宿，并帮助他们找到
暑期工作。他们与移民官员合作延长学习
许可。这是加拿大引以为豪的事情。

加拿大的生活环境融合了多种文化，是一
个多元化的实验。我们有大量的来自世界

各地的国际学生。因为社会的多元性，有
时候我们甚至分不清国际学生和加拿大
学生的区别，这让留学生感觉很自在。

或许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学校允许国际学
生在边境重新开放之前，可以在线登记入
学。除此之外，网课学习时间将被考虑在
国际学生申请研究生工作签证中。    

这是我们系统的另一项功能。我们认为国
际学生是加拿大经济的实质资产。同时，
国际学生重视在这里学习的机会，也重视
获得直接工作经验。我们的移民规则允许
国际学生在学习期间工作，并在毕业后留
下来。这是一个不可抗拒的机会。     

GMI Post：大学是如何适应这种新常态
的？     
Davidson：过去一年对于每个人而言都是
动荡的。我能体谅国际学生和他们的父母
犹豫下一步可能做什么，以及可能去哪里
的心情。然而，加拿大教育的历久弥坚的
价值观坚持：高质量教育、安全保障，活力、
进步和舒适的环境。我们的多元文化确实
容纳多样性，眷顾年轻人。加拿大是年轻
人的乐园。    

随着新冠疫情爆发，大学改变了他们的教
育方式，保持其高质量，并给予多种选择。
一些小文科本科院校实行现场授课。部分
地区没受疫情影响而中断活动。      

同时，全国的每所大学都提供网络授课。
根据健康和安全条件是否允许，一些大学
提供了更多的混合体验，给出了同步和非
同步学习的选择。我们理解这对每天离开
课堂 12-14 小时的学习的学生来说是一项
挑战。因此，大学调整政策，允许学生在自
己选择的时间学习。有些学校已经投入了
虚拟现实等技术，尽可能创造一种沉浸式
体验。

许多学校也意识到教育不仅仅是课程或
者你花费在电脑前上网课的时间。教育还

包括建立社区。因此，我们看到加拿大大
学组织在线课外俱乐部和体验活动，如工
作实习和合作。

另一个被低估的方面是校友会的参与，这
涉及到本土学生和国际学生。关于中国，
很多在政府、商业和社会方面非常成功的
领导人士，都有着美好的旅加经历 , 并与
加拿大大学有着紧密联系。一些校友会还
提供奖学金和紧急助学金支持。这证明了
加拿大大学所建立的社区的友好，以及校
友会给予终身的归属感。

GMI Post：在未来的 2到 3年中，你优
先考虑的是什么？
Davidson：展望未来，我们的目标是增加国
际学生的数量，因为我们有能力为更多的
学生提供服务。这也是为了鼓励加拿大学
生出国旅游，让他们获得更多的国际交流
机会。

我们希望成为人才的合作伙伴，而不是人
才的狩猎者。我们希望与之一起培养人才。

另一个快速增长的领域是合作学习和实
习，这是我们国际发展战略的一部分。我
们正在制定策略，旨在为每一位学生提供
合作实习机会，作为其本科学习中的一份
体验。这是加拿大教育系统的一个新特点。
我们相信，本科学习中的这部分亲身实践
的经验于学生而言是非常有吸引力的。

我们将继续推进国际研究合作。通过这场
疫情，我们看到科学和科学投资是至关重
要的。世界已经将疫苗的研制从几十年缩
短到几个月。但其它各个领域也需要研究，
无论是气候变化还是社会不平等，或者看
看各国如何有效地合作。我们生活在同一
个星球，因此，未来我们会推动更多的国
际研究。

我们必将继续寄希望于年轻一代，并不断
提高我们的知识水平和拓宽知识面，来面
对和解决极具挑战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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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理工学院：
与中国建立联系的纽带
纽约理工学院 (New York Tech) 的校园分布在美国、加拿
大和中国。尽管 COVID-19全球疫情带来了挑战，但它仍致
力于为所有学生提供一流的教育。

在纽约理工学院温哥华校区学
习，让中国学生在加拿大政府培
养的好客环境中享受美国教育的
益处。这所大学以为年轻人提供
在所选领域取得成功所需的战略

性教育而感到自豪。

纽约理工大学校长兼首席执行官Henry C. “Hank” Foley

纽约理工学院的学生可以从丰富的教育经验中获益，包括学术支持、学生俱乐部和
组织，以及在令人兴奋的温哥华市开展课外和文化活动。

加拿大

在受灾严重的加拿大，温哥华的纽约理工大学为确保学生和教
师的身心健康做出了重大努力。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这家非盈利
机构创建了新的远程教学平台，只允许 5% 的教职工在现场工作
和举办虚拟课程。

在过去的三年里，成立于 1955 年的纽约理工大学被美国独立技
术大学协会（AITU）收录。在《华尔街日报》/《泰晤士报》高等教育
学院排名中上升了 132 位。

“我们为这一成就感到非常自豪。纽约理工大学校长兼首席执行
官 Henry C. “Hank” Foley 于 2017 年加入该校，他表示：“我们确保
了我们的业绩持续增长，我认为明年我们将再次走高。”

除了提供高质量的教育，纽约理工学院还为其所有校区提供了
可观的收益。在纽约的总部，该大学为当地经济贡献了 6.341 亿美
元，并在 2019 年进行了价值 2,330 万美元的研究投资。它致力于
到 2025 年将其研究影响扩大到 4,030 万美元，使该大学能够继
续大大提高其声誉和地位。

纽约州的人才库还受益于每年从纽约理工大学毕业的 1,500 多
名学生。由于纽约理工大学的排名不断提高，在美国有着丰富的
工作机会，许多纽约理工大学的学生能够在自己选择的领域从
事职业，赚取高薪，甚至以最小的难度攻读研究生。

截至 2020 年，该校已招收了来自近 90 个国家的近 9,000 名学生，
这表明该校认识到培养一个多元文化的学生群体和教员以加强
其课程的益处。

加拿大仍然是留学生的首选目的地，许多留学生选择留在加拿大，
后来申请成为入籍公民。温哥华校区大约 15% 的外国学生是华裔。

“我们非常欢迎这里的中国学生。我们也非常高兴的是越来越多
的中国学生现在开始在温哥华定居，并在温哥华的纽约理工学
院深造。” Foley 说。

中国一直是大学的战略市场。事实上，它与一家招聘公司合作，
这家公司是由一位中国的校友创办的，该校友为该校的学术项
目寻找并确定合适的候选人。

“中国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而且它仍在蓬勃发展，” Foley 在谈
到与一所中国大学的联合 MBA 项目时说，该项目已经进行了 20 年。

“如果学生正在寻找一个有针对性的专业教育和一所与中国学
生有着长期合作传统的大学，那么纽约理工学院是理想的选择。
我们为自己的职业生涯做好准备而感到自豪，我们很想告诉他
们更多关于我们的事情，”他补充道。

www.nyit.edu/vancou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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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1962年以来，西三一大学
一直是学生和家长们的首
选，他们希望在这个传统和
创新的社区中，享受加拿大
西海岸提供的一切。TWU紧
邻温哥华，是加拿大最大的
私立大学，以其高质量的教
育和模范生参与安全多样
性的社区而享有盛誉。

TWU 始终坚守最初的使命：为
学生提供高质量的教育，培养
具备基督教价值观的领袖和全
球公民。

“西三一大学继续扩大与中国
的关系。我们与中国顶尖大学
建立了深远而有意义的合作。
截至今年，我们在兰利和里士
满校区有超过 1200 名中国学生，”
西三一大学负责创新，全球与
学术伙伴关系事务副主席 Phil 
Laird 博士说。

TWU 在规划和适应新冠病毒方
面彰显了其领导力和远见。在
校 长 Mark Husbands 博 士 的 领
导下，TWU 花了三天时间即完
成在线学习的转变。学校还邀
请教师提供新的在线课程来支
持学生，使开设课程的数量增
加 10%。此外，2020 年秋季入学
人数比前一年增长了 6%，表明
了 TWU 面 对 疫 情 的 压 力 的 管
理能力。

在疫情期间，TWU 实施了许多
创新的方法来支持学生。提出的

“ 红 桥”（Red Bridge）方 案 旨 在
使中国学生的申请过程更容易、
更快，他们会在 24 小时内收到
申请结果。同时推出了“96 小时
马拉松”，工作人员、主要项目
负责人和外国认证专家可以与
学生或国际代理预约单独的一
小时的课程。新方案运行非常
成功，现在学校每两个月举办
一次 96 小时马拉松。

加拿大
安全可靠的教育

加拿大

TWU创新、全球和学术伙伴关系副总裁
Phil Laird博士

“你可以得到学术和社交支持，
以及帮助和建议。你所处社区
的成员是具备创新精神的，来
满 足 学 生 的 需 求。无 论 在 西
三一大学的校园内外，都会有
来 自 他 人 的 照 顾 关 怀。”Laird
说道，同时强调了回顾过去学
校排名的重要性，并更多考虑
大 学 所 在 的 社 区 和 国 家。”当
你在大学学习时，同时也是也
进入了一个国家和社区。当你
选 择 大 学 时，考 虑 生 活 方 式、
就业和移民机会是很重要的。
加 拿 大 是 一 个 安 全、美 丽、多
元文化的国家。温哥华以堪称
典范的美丽而闻名，及其安全，
地方多样性和世界一流的生
活水平。“他补充道。”

“学生们必须考虑在哪里获得
学位，以及毕业后在哪里开始
他们的生活。”Laird 指出，温哥
华一直是世界最宜居城市排
名前五的城市，与中国主要城
市都有航班，享有高就业率以
及世界级的医疗的一个多样
性社区。

“兰卡斯特大学的战略和社区
的核心是我们的国际学生和
伙伴关系。我们与中国的联系
是我们创造一个教学、研究和
参与的全球生态系统的伟大
志向的关键，这对于兰卡斯特、
我们的合作伙伴、教职人员及
学生都是互惠互利的。

我们致力于为兰卡斯特大学
的学生创造一个跨国的教育
体验，带给毕业生全球化的视
野。”

Simon Guy教授
国际部副校长 负责数字、国际、
可持续发展
兰卡斯特大学
www.lancaster.ac.uk

“鉴于中国市场的规模，其教
育市场的潜力将是惊人的。
通过教育将中国和加拿大关
联，这对于阿萨巴斯卡大学
是一个巨大的机遇。

“现在，我们借助科技来调整
学习，学习环境和平台本身
的来契合学生的习惯。”

Neil Fassina博士
主席
阿萨巴斯卡大学
www.athabascau.ca

“阿德莱德大学是一所国际
化的大学，我们并为之自豪。
我们有将近 200 年的历史，
是澳大利亚第三古老的大学。
中国学生是我们大学国际化
和多元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近 30% 的学生是国际学生，
他们来自全球 107 个国家。

“中国学生是多元文化的校
园生活的一部分，增添了活
力、生命、激情和巨大的智慧
资本，同时是阿德莱德大学
成为一所令人兴奋的大学的
关键部分。他们同时为这座
城市注入了同样的激情和文
化多样性。阿德莱德也是最
古老的多元文化城市之一。
我们的中国学生为这个社区
增添了丰富性。“

Jacqueline Lo 教授
国际部副校长
阿德莱德大学
www.adelaide.edu.au

“国际学生带来多样性，顶级
人才，高水平技能以及促使该
省经济、社会和文化长期利益
的动力。在新冠疫情之前，国
际学生为马尼托巴省的生产
总值贡献了 4 亿多加元，并在
马尼托巴省提供了 4250 多个
就业机会。国际学生为高等教
育学院贡献了很大一部分财
政收入。

2018 年，中国学生是马尼托巴
省所有类型的学习签证持有
人数最多的，占该省学习签证
所有持有人总数的 22%。

中国学生在加拿大各地社区
学习的经济影响是仅次于大
宗商品的最大单一收入来源。”

Ralph Elchler 先生
经济发展和培训部部长
加拿大马尼托巴省政府
WWW.gov.mb.ca/jec

全球视野：
中国学生对全球的贡献
大学如何评价中国学生数量的增长

加拿大 推广专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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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方式：周末首选活动

北极熊探险：尝试苔原两栖
车冒险。

加拿大皮划艇：在西北地区，
穿越纳哈尼峡谷和崎岖的巴
伦兰。最受欢迎的路线是南
纳哈尼河。

蹦极：渥太华附近的“岩石”，
也是美国最高的蹦极。

北极光：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
育空省、萨斯喀彻温省北部、
纽芬兰省、西北地区和新斯
科舍省。

尼亚加拉瀑布：有很多旅行
社可以带你去瀑布，也可以
乘坐雾之少女号游船。

加拿大多伦多电视塔：可享
受学生优惠 9 折成人费。

多伦多 Yonge-Dundas广场：
社区庆祝活动、戏剧活动、户
外电影（6 月 /8 月）和音乐会 -
活动

多伦多国际电影节：如果你
有学生证，可以享受折扣优惠。

冰球比赛：NHL 比赛

●    国家每月人均生活花费约为 2730加元，一个四口之家的花费约为 5158加元。
●    温尼伯比 82%的北美城市要便宜。

全球第一

加拿大的生活支出 

英国

加拿大 教育名录

大学和学院：
皇后大学
地点：安大略省，金士顿
学生人数：3000+（外国）/
2200+（中国）
最受欢迎课程：保健科学、贸
易、工程学、经济 / 政治社会
/ 心理学 / 历史学
URL: www.queensu.ca

温哥华电影学院
地点：卑诗省，温哥华
学生人数：899（外国）/
109（中国）
最受欢迎课程：3D 动画和视
觉效果、游戏设计、电影制作
URL www.vfs.edu

阿萨巴斯卡大学
地点：阿尔伯塔省，阿萨巴斯卡
学生人数：2835（外国）/179（中国）
最受欢迎课程：贸易、艺术专业
URL: www.athabascau.ca

卡尔顿大学
地点：安大略省，渥太华
学生人数：4575（外国）/

1837（中国）
最受欢迎课程：工程学、经济
学、MBA（上海）
URL: www.caleton.ca

荷兰学院
地点：爱德华王子岛，夏洛特敦
学生人数：814（外国）/42（中国）
最受欢迎课程：生物科学技术、
喷饪技术、风力技术
URL: www.hollandcollege.com

滑铁卢大学瑞尼森学院
地点：安大略省，滑铁卢
学生人数：4200（外国）/
1850（中国）
最受欢迎课程：社会发展研究、
社会工作、学术成功英语
URL:www.uwaterloo.ca/
renison

费尔雷迪克森大学
地点：卑诗省，温哥华
学生人数：950（外国）/57（中国）
最受欢迎课程：酒店旅游管理、
商业管理、信息技术
URL: www.fdu.edu/campuses/
vancouver-campus

特伦特大学
地点：安大略省，彼得伯勒市
学生人数：1200（外国）
/200（中国）
最受欢迎课程：商业管理、计
算机科学、生物学 / 生物化学
/ 生物医学科学
URL: www.trentuchina.online

皇后大学
地点：安大略省，金士顿
学生人数：3000+（外国）/
2200+（中国）
最受欢迎课程：保健科学、贸
易、工程学、经济 / 政治社会
/ 心理学 / 历史学
URL: www.queensu.ca

阿卡迪亚大学
地点：新斯科舍省，沃尔夫维尔
学生人数：700（外国）/80（中国）
最受欢迎课程：商业、工程学、
计算机科学
URL: www.acadiau.ca/home.
html

中学
哈利法克斯圣心学校
地点：新斯科舍省，哈利法克斯
学生人数：35-40（外国）/12（中国）
最受欢迎课程：给予专业内容的 EAL 课程、大
学预修课程、SHSH 寄宿家庭课程、男女同校
校区单一性别课程
URL: www.shsh.ca

政府机构
卑诗省国际教育委员会
地址：卑诗省，温哥华
知名活动：2021 夏季会议，2022 教育展
联系人：对外关系部主任 Colin Doerr
电话：+1 804 637 6760/Email:cdoerr@bccie.
bc.ca/URL:www.bccie.bc.ca

高等教育部、国际教育部及司法倡议部
地点：萨斯喀彻温省，里贾纳
联系人：执行领导 Livia castellanos
电话：+1 604 637 6760 / Email: cdoerr@bccie. 
bc.ca / URL: www.bccie.bc.ca

加拿大大学协会
地点：安大略省，渥太华
电话：613 563-1236 / Email: info@univcan.ca / 
URL: univcan.ca / universitystudy.ca

2020年加拿大十大最实惠城市：

郡 人均生活
支出

四口之家
生活支出

桑德贝，安大略省 $2,015 $4,158

蒙克顿，新不伦瑞克省 $1,962 $4,4140

魁北克，魁北克省 $1,973 $4,218

圭尔夫，安大略省 $2,296 $4,484

基奇纳 - 滑铁卢，安大略省 $2,218 $4,419

金士顿，安大略省 $2,368 $4,631

伦敦，安大略省 $2,138 $4,476

阿伯茨福德，卑诗省 $2,462 $4,4766

蒙特利尔，安大略省 $2,328 $4,653

夏洛特敦，爱德华王子岛 $2,089 $4,484

餐厅 USD

普通餐厅 12.91 $

二人食三道菜，中档餐厅 53.16 $

麦当劳（或同类餐饮） 7.59 $

本地啤酒（0.5 升生啤） 4.56 $

进口啤酒（0.33 升瓶装） 5.70 $

卡布奇诺（普通杯型） 3.24 $

可乐 / 百事（0.33 升瓶装） 1.69 $

水（0.33 升瓶装） 1.39 $

每月房租 USD

市中心一卧室公寓 1,020.11 $

非市中心一卧室公寓 837.30 $

市中心三卧室公寓 1,623.34 $

非市中心三卧室公寓 1,342.10 $

水电费用（月度） USD

85 平米的公寓的基本费用（电费，取暖费，空调费，水费，垃圾处理费） 120.75 $

预付费当地通话费每分钟（无折扣或未加入计划） 0.27 $

网络（60 兆或以上，无流量限制，有线 /ADSL） 58.74 $

服饰和鞋类 USD

一条牛仔裤
（Levis 501 或类似） 48.73 $

连锁店（Zara,H&M,�）的
一条夏季连衣裙 34.30 $

一双 Nike 跑鞋（中档） 76.77 $

一对男士商务皮鞋 95.94 $

坐拥世界上最古老和久负盛名的几所
大学，英国以其高质量的教育而享誉全
球，同时作为近代改变生活的几项发现
和发明的发源地，加大努力来提升英国
教育品牌的力度，以便在脱欧后开辟新
的增长路径。

幸运的是，除了声誉，英国已经是一个融合
了数十种文化的大熔炉，有一些竞争优势，
其中之一就是英语，作为教学语言和世界通
用语。

英国第一位国际教育大使 Steve Smith 爵士
指出了留学带给学生的其他好处：“首先是
安全和可靠的，以及友好的环境。其次，我们
使学生签证和工作签证变得相当具有竞争
力。”

英国有着各种类型的大学，给予成千上万的
申请者多种选择。他们可以像在家一样的环
境中生活和学习，毕业后有机会在这里找到
工作，获得经验。

“我们的政府承诺确保大学继续成为受国
际学生欢迎的目的地，这包括我们最近对
签证制度做出的改变”英国大学协会总监
Vivienne Stern 说。

新冠疫情突显了英国的大学战胜严峻挑战
的能力。仅用数周时间，并在保证教学质量
的前提下，学校推出各项措施和计划，来减
少对学生生活的干扰。

“英国各地大学都为国际学生提供了灵活的
选择，如开始在线学习或推迟开学日期。”英
国文化协会中国部主任 Matt Burney 说。

英国和中国一样，有着同样悠久的历史，所以
对中国文化有着深深的喜爱和清楚的认识。

随着中国学生的不断输入，英国政府非常重
视他们对大学和现有社区的积极贡献。“他
们丰富了每一个他们加入的机构，增添了多
样性。学生、教职员工张开双臂欢迎他们的
到来。我们是一个包容的社会，我们欢迎他们。
我们向他们保证，如果他们来到这里，他们
将获得最高质量的教育和丰富的学生体验。”
苏格兰大学协会的一位发言人说。

苏格兰的大学也希望消除中国学生对生活
在千里之外的担忧。“安全。苏格兰是个安全，
友好的地方。苏格兰大学协会提供广泛的服
务，旨在支持学生的安全和福祉。许多中国
学生称赞苏格兰人民的热情，让他们觉得随
时都可以寻求帮助。”该发言人还表示。

在威尔士，教育部门希望通过与中国学生更
多的接触，来拓展当地社区的全球视野。与
此同时，中国学生也将从独特的威尔士文化
中受益。

“我们希望国际学生来到威尔士。我们的政府
希望国际学生加入威尔士的集体，因为我们
看到他们为我们的校园和社区创造的价值，
同时也为所有学生带来了国际化的经验，这
一点同样重要。”威尔士大学国际部负责人
Gwen Williams 说。

作为英国的四个原籍国，信息是很明确的。
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将尽可
能灵活地容纳中国学生，确保他们的安全，
感觉其在社区中的价值。

“教育界作为一个整体，共同承诺所有院校
都能为学生提供一个安全的学习环境。大家
一直在分享各自的知识和最佳实践经验来
互相帮助，以适应不同类型的机构。” 英国教
育中心战略业务发展经理 Tom Pinder 说。

推广专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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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国家中国学生
的数量 / 

英国

1. 牛津大学

2. 剑桥大学

3. 伦敦皇家学院

4. 伦敦大学学院

5.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

6. 爱丁堡大学

7. 伦敦国王学院 

8. 曼切斯特大学

9. 华威大学 

10. 布里斯托大学

排名前10大学

安全指数排名：

第68位 

中国学生本科生
和研究生的分类

国际学生平均学费

来源：2021世界大学排名

英国生活指南
•租金：如果你在城里，一居室平均每月 758 英镑（约合 1000 美元）；如果你在城
外，每月 614 英镑（约合 810 美元）。

•市政税：取决于和你住在一起的人是多少（每星期 25 美元）。

•水电费：每月约 155 英镑 /204 美元。

•差旅费用：大多数服务的月票为 55 英镑，学生可以获得折扣

•伙食费：在餐厅，一顿饭的价格在 5 英镑到 10 英镑之间。

•便宜的餐厅价格为 15 英镑，从 10 英镑到 30 英镑不等。在一家昂贵的餐厅，两
个人一顿饭的价格从 44 英镑到 100 英镑不等，平均为 60 英镑。

* 这些价格以伦敦及周边地区为准。
* 该表显示了英国不同城市每人每月建议的食品杂货费用。

% 中国学生占国际人口的百分比

2018/19年度：35%的非欧盟国家学生来自中国

2018/19年度比2014/15年度增长34%，从89,540人增加到
120,385人

中国学生占所有申请人数的3%，包括
来自英国的申请者，占英国所有录取
人数的2.3%

35% 的
非欧盟学生来自中国

11.540 
名亚洲学生

86,485 名来自
中国的非英国户籍学生
（2018/19学年）

32% 

中国学生占非英籍学
生数的15.3%，为
21,505名。

1 2 0 , 3 8 5
名学生

授课形式本科学位每年学费10,000英镑
至26,000英镑

医学本科学位：每年58,600英镑。

英国硕士学位平均学费：每年17,500
英镑

苏格兰硕士学位平均学费：每年17,000英镑

威尔士硕士学位平均学费：每年13,000
英镑

北爱尔兰硕士学位平均学费：每年12,000
英镑

城市 每月平均食品成本

伦敦 200 英镑

卡迪夫 194 英镑

伯明翰 189 英镑

爱丁堡 189 英镑

曼彻斯特 186 英镑

贝尔法斯特 178 英镑

格拉斯哥 174 英镑

利物浦 167 英镑

留学威尔士

在龙的土地上学习！
如果你让某人说出一个与中国同义的符号，我猜他们首先想到
的是中国的龙。

威尔士也同样如此。红龙常被看作是威尔士一切的象征——它装
饰着我们的国家足球队的徽章，我们的政府和我们独一无二的
国旗。

但龙并不是两国的唯一共同点。我们在经济、文化和学术方面增
进了联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大。

学术卓越
威尔士是一个重视学习的国家。作为英国高等教育体系的一部分，
我们的大学所提供的资格证书在全世界都受到尊重。

共有约 12.9 万名学生在威尔士就读大学，其中包括约 22 万名
国际学生，他们被卓越的学术文化所吸引。在英国最新的“研究
卓越框架”中，我们有超过四分之三的大学被评为“世界领先的”
或“国际重要的”。

多样性和支持
威尔士以其热情好客和强烈的社区意识而闻名，在这里，来自不
同背景的人都有机会茁壮成长。

在威尔士的大学里，学生可以得到各种各样的支持，从幸福感和
心理健康支持到额外的学术帮助，如英语语言。在威尔士，每个
学生都有一个“私人导师”，在学习期间提供帮助。

威尔士是一个开放、包容、友好、欢迎国际学生的社区。我们以我

们多元化的学生、教职员和研究基地而自豪，同时高度重视他们
对校园和社区生活的贡献。

学生满意度
最新的“Whatuni Student Choice Awards”的奖项，其中英国前十名
的大学中有四所入围——包括排名第一的大学——最终被威尔士
的大学摘得，这一点或许不足为奇。在最新的全国学生调查中，
威尔士的学生满意率高于英国的平均水平。

威尔士还提供负担得起和性价比高的生活标准，学生有机会体
验不同的生活方式，并融入当地文化。

综上所述，更不用说我们独特的历史和文化，我们美丽的风景和
古老的城堡，威尔士早已是是中国学生心目中向往的求学目的地。

想了解更多，规划你在威尔士的时间，请浏览“Study in Wales”网站：
www.studyinwales.ac.uk

Kirsty Williams- 威尔士教育部长（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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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家罗素中学
皇家罗素中学是一所友好的、充满关怀的和多
元文化的男女同校寄宿学校，为 3 至 18 岁的
学生提供完整的教学。建校 167 年，学校已经
拥有接收国际学生超过四十年的历史。我们建
立了一个全球化的社区，完善了学习标准，加
强了与中国的关系。

地点：素里，克里登
学生人数：170（外籍）/112（中国）
最受欢迎课程：数学、物理、经济学
联系人：国际关系部主任  Graham Moseley
电话 : +4475 7242 1424 / Email: gmoseley@ 
royalrussell.co.uk / URL: www.royalrussell.co.uk

爱丁堡大学
爱丁堡大学欢迎来自世界各地的学校，因为
我们重视不同的文化、经验和视角。“我们拥
有 5290 名中国学生，提供高质量的教育是我
们的使命，因为这关系到我们的声誉。多元化
的组成对学校和学生同等重要。”代理副校长
Alan Mackay 说。

地点：爱丁堡
学生人数：16,375（外籍）/6,311（中国）
最受欢迎课程：人工智能、法学、生物医学科
学
联系人：Edinburgh Global
电话 : +44 (0) 131 650 4296 / Email: global. 
enquiries@ed.ac.uk / URL: www.ed.ac.uk

威尔士大学协会
威尔士大学协会代表了威尔士的大学。作为一份子，我们负责管理威尔
士的国际项目，支持这些大学的国际活动。这包括促进国际研究机会，
鼓励学生流动，并倡导威尔士高等教育部门加入“留学威尔士”计划。

地点：卡迪夫
联系人：国际部主管 Gwen Williams
Email: g.williams@uniswales.ac.uk / URL: www. studyinwales.ac.uk

英国大学的
额外付出

国际教育大使Steve Smith爵士

在脱欧和新冠全球疫情的双重打击下，英国必须认清其
竞争优势。近些年，国家一直都有从教育中获益。拥有世
界上最古老和久负盛名的大学，英国一直是全球成千上
万学子追求高等教育的热门选择。

周末热门活动

公园生活音乐节（Parklife）：
位于曼切斯特西顿公园，票
价为 95 英镑。

恋爱盒子音乐节（Lovebox）：
位于伦敦根拿斯贝利公园，
票价为 49.5 英镑。

最佳音乐节（Bestival）票价为
190 英镑。

荒野音乐节（Wilderness）：普
通野营票价为 164 英镑。

英国夏季音乐节（British 
Summer Time）：位于伦敦海
德公园，单日票价为 59.5 英镑。

城堡音乐节 (Citadel)：票价为
49.5 英镑。

大逃亡音乐节（The Great 
Escape）在布莱顿市举行，三
日票价仅为 65.5 英镑。

纬度音乐节（Latitude）：周末
露营票价为 197.5 英镑，于萨
福克郡亨汉姆公园举行。

SW4：在伦敦克拉彭举行，票
价为 55 英镑。

草莓和牛奶音乐节
（Strawberries and Cream）：

于剑桥举行，票价为 40 英镑。

音乐节

参加体育活动：足球、橄榄球或网球。大学有
业余足球队或橄榄球队。

城堡之旅：英国各地都有各种各样的城堡，在
各大城市和海岸都能看到它们。

泡吧：酒吧数量有 47000 个，仍然是英国人最
受欢迎的聚会场所，可以品尝到深受喜爱的
当地菜肴。

周末的露天市场 : 英国几乎所有的城镇都有
露天市场。他们仍然是品尝手工食品和发现
独特的当地工艺品的最佳场所。

华威学校
华威学校成立于 914 年，是英国最古老的学校
之一。学校坐拥 50 英亩美丽的场地，是一所领
先的独立日校和寄宿学校，为 7-18 岁的男孩提
供教育。高端的学术成就，杰出的牧师关怀和
卓越的课外活动，使华威学校成为教育目的地
的理想之选。

地点：华威郡，华威
学生人数：57（外籍）/49（中国）
最受欢迎课程：A-level 和 GCSE 课程
联系人：招生团队
电话 : +4419 2677 6414/ Email: admissions@war- 
wickschool.org / URL: www.warwickschool.org

伦敦拉文斯
伯恩大学
伦敦拉文斯伯恩
大学坐落于伦敦
格林威治半岛最新创意社区的中心是一所创新的，以工业为重点的大学。
创意和协作的拥护者，学校致力于为学生提供专业技能和在数字媒体和
设计领域的出色职业机会。

地点：伦敦
学生人数：200（外籍）/20（中国）
最受欢迎课程：动画与插画、建筑与室内设计、计算机、电子科技、时尚、
平面设计、管理、营销与广告、音乐、电视电影
联系人：国际发展经理 Tolani Jaiyeola
电话 : +44 7803 625 409/ Email: international@ rave.ac.uk / URL: www.
ravensbourne.ac.uk

英国 聚焦

莎士比亚之旅：在埃文河畔的斯特拉福浏览
他的出生地和墓地。可以在伦敦的环球剧院
观看经典剧目，也可以通过皇家莎士比亚剧
团观看各种活动。

教育部门对于经济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由鲍里斯·约翰逊
首相领导的政府任命 Steve Smith 爵士为第一位国际教育大使。
Steve 教授是埃克塞特大学的前副校长，身兼“引领海外活动、开
放国际机遇，在新的和已经建立的市场发展强大的国际伙伴关系，
帮助应对挑战和障碍”的任务。

去年，GMI Post 采访了 Smith 教授，获取更多关于该新政府立场的
详细信息，并向其了解英国如何计划成为外国学生和研究人员
的首选目的地。

GMI Post：英国国际教育大使的角色和任务是什么？
Smith 先生：该角色由英国政府于 2019 年 3 月创设。这项工作范
围包括整个英国——苏格兰、威尔士、北爱尔兰和威尔士——同时
考虑到各地不同的优先事项。这项工作同时涉及整个教育部门。

我的培训是关于高等教育，我将参与推广英国学校、英国技能和
教育资格、英国教育用品和设备，以及技术教育。因此，我们关注
教育的各个领域。我认为，最重要的一点是增长英国的教育出口。

我负责将留学生人数从现在的约 48.5 万到 2030 年增加至 60 万，
同期国际教育输出总值从 200 亿英镑增至约 350 亿英镑。

这是一项极具野心的计划，同时表达了英国政府的观点，即英国
政府相当重视教育。英国政府希望在选择高质量教育的时候，英
国可以在世界众多大学的选择中脱颖而出。由于英国已经脱离
了欧盟，我的使命非常重要，因为我们需要向全世界人民展示我
们英国的教育、教学和研究是世界一流的，这是一个非常有吸引
力的目的地。

GMI Post：英国的大学对国际学生有哪些竞争优势？
Smith 先生：我们的大学在一个安全的环境中运作，并且给予国
际学生深切的关怀。在学生中进行的所有调查都反映了这一点。
英国政府还为学生获得签证提供了便利，取消了对来英国留学
的国际学生人数的限制，并增加了毕业后留在英国工作年限：本
科生和研究生为两年，博士生为三年。此外，如果国际学生想搬
到新的学校，他们也不必再离开英国。

无论你怎么看，英国教育部门的实力都是强大的。我们排在一些
世界教育排名前十的榜单中位居第四位。此外，83% 的国际学生
表示，他们的英国学位帮助他们找到了工作。虽然许多其他国家
有非常强大的机构，英国恰好有几所高质量的大学，涵盖各方面

教育，从小型专科学院到音乐学院和大型科技学院。

GMI Post：有没有专门针对中国或亚洲地区的学生的项目？
首先，中国是英国非常重要的生源地，在英国，三分之一的国际
学生是中国人。中国是我们最大的单一市场。作为国际教育大使，
我收到的第一封信来自英国驻北京大使，他说我们的合作非常
重要，我应该尽快去到中国访问。

我担任英国大学协会国际部副校长的五年，中国一直是我们首
先关注的国家。与此同时我最近几年也数次到访过中国。

如果我们要实现到 2030 年将学生人数增加 11 万 5 千人的目标，
那这里面很大一部分必须来自中国。英国的大学也和中国建立
了非常牢固的关系。

在新冠疫情危机期间，清华大学运送 5 台呼吸机来支持我们当地
的医院。这显然是中英两国大学的友谊的体现。

GMI Post：在此困难时期，你们如何支持和振兴教育部门？
Smith：我在世界各地的同事都担心这一点，同时我们都在努力应
对危机。但我最引以为豪的是英国的大学对学生的照顾。

在我曾经担任副校长的埃克塞特大学，每个国际学生每周都会
接到两次教职员工的电话，询问他们的近况。如果他们不敢离开
自己的房间，或者如果他们想家和孤独，学校会给他们派送食物
包裹。

我们所有的大学都在人的层面上努力。当疫情发生时，离家数千
英里的学生，他们中的一些选择离开学校。大学退还了春季学期
最后两周至夏季学期的所有住宿费。

我们看到，全国各地的大学都投入大量资金到远程和在线学习中，
同时也让他们的校园更加安全。政府已经通知我们要增加混合
式学习，采取线上课程和现场课程结合的方式。

最近，贝尔法斯特皇后大学为中国学生安排了航班。曼彻斯特大
学、布里斯托尔大学和埃克塞特大学为新生安排了航班。他们有
工作人员在中国的机场迎接学生，同时在到达机场组织了接收方，
安排到住宿地点的交通或自我隔离设施，如有必要。

许多大学，比如汉普顿，在校园里为所有人提供测试与跟踪系统。
利物浦大学提供免费新冠病毒测试。显然，学生的福利是优先考
虑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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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4

向世界展示其魅力

新西兰

新西兰教育部长Chris Hipkins

教育名录英国

高校
剑桥大学
地点：剑桥   
学生人数：10,000（外籍）
/1,500（中国）   
最受欢迎课程：工程学、
自然科学、人文、社会与
政治科学      
URL:ww.cam.ac.uk

苏塞克斯大学
地点：布莱顿和东苏塞克
斯霍夫   
学生人数：5,555（外籍）
/1,956（中国）   
最受欢迎课程：发展研究、
商业与经济、法学      
 URL:www.sussex.ac.uk

阿伯丁大学
地点：阿伯丁  
学生人数：3,500（外籍）
/1,250（中国）   
最受欢迎课程：医学、经
济学、大数据和人工智能      
URL:www.abdn.ac.uk

罗伯特戈登大学
地点：阿伯丁   
学生人数：1,500（外籍）
/130（中国）   
最受欢迎课程：会计和金
融硕士、高级建筑设计硕
士、国际商业管理硕士
URL: UK: www.rgu.ac.uk / 
China: www.rguchina.com

兰卡斯特大学
地点：兰卡夏郡  
学生人数：5,600（外籍）
/2,250（中国）   
最受欢迎课程：会计与金
融、商业分析、数据科学
与网络安全       
URL:www.lancaster.ac.uk

谢菲尔德大学
地点：谢菲尔德 , 南约克  
学生人数：9,505（外籍）
/5,874（中国）   
最受欢迎课程：工程学、
生物科学、数据科学       
URL:www.sheffield.ac.uk

格林威治大学
地点：伦敦 
学生人数：4,000   
URL:www.gre.ac.uk

博尔顿大学
地点：博尔顿  
学生人数：800（外籍）
/80（中国）   
最受欢迎课程：商业、系
统工程 / 机械电子学、汽
车性能工程     
 URL:www.bolton.ac.uk

伦敦布鲁内尔大学
地点：伦敦  
学生人数：6,200（外籍）
/700（中国）   
最受欢迎课程：教育、集
成产品设计、数据科学和
分析     
URL:www.brunel.ac.uk

法尔茅斯大学
地点：彭林   
学生人数：381   
最受欢迎课程：创意
思考与创新设计、视
觉艺术、电影与电视          
URL:www.falmouth.ac.uk

白金汉大学
地点：白金汉郡  
学生人数：900（外籍）
/60（中国）   
最受欢迎课程：会计与金
融、商业与管理、医学      
URL:www.buckingham.
ac.uk

兰卡斯特大学
地点：兰卡夏郡  
学生人数：5,600（外籍）
/2250（中国）   
最受欢迎课程：会计
与金融、商业分析、
数据科学与网络安全        
URL:www.lancaster.ac.uk

伦敦商学院
地点：伦敦    
最受欢迎课程：MiM、MBA、
EMBA      
URL:www.london.edu

阿伯泰大学
地点：邓迪  
学生人数：653（外籍）
/50（中国）   
最受欢迎课程：游戏发展、
计算机游戏科技、游戏设
计及制作
URL:www.abertay.ac.uk

利物浦表演艺术学院
地点：利物浦  
学生人数：200（外籍）
/3（中国）   
最受欢迎课程：表演、电
影表演与数字媒体、化妆、
舞蹈、应用戏剧与社区戏
剧、电影制作、管理、音乐、
声音技术、技术剧院、技
术设计        
URL:www.lipa.ac.uk

伦敦电影学院
地点：伦敦  
学生人数：78（外籍）
/7（中国）   
最受欢迎课程：电影制作
与剧本创作、电影制作、
行业短视频制作课程
URL:www.
londonfilmacademy.ac.uk

巴斯恩斯托克理工学院
地点：汉普郡  
学生人数：10（外籍）/1（中国）   
最受欢迎课程：工程学、
汽车、建筑        
URL:www.bcot.ac.uk

阿伯里斯特维斯大学
地点：阿伯里斯特维斯  
学生人数：1360（外籍）
/60（中国）   
最受欢迎课程：生物
学、会计与金融、商业
与管理 / 计算机科学        
URL:www.aber.ac.uk/en/
undergrad/discover

班戈大学
地点：班戈  
学生人数：1965（外籍）/565

（中国）   
最受欢迎课程：银行与
金融学士及硕士、音乐、
运动科学和运动康复       
URL:www.bangor.ac.uk/
international

卡迪夫城市大学
地点：卡迪夫  
学生人数：1340（外籍）/435

（中国）   
最受欢迎课程：会计与金
融、物流与管理、数据科
学和分析
URL:www.cardiffmet.
ac.uk/international

卡迪夫大学
地点：卡迪夫  
学生人数：8620（外籍）
/4150（中国）   
最受欢迎课程：全球商
业管理、国际会计与
金融、国际商业管理       
URL:www.cardiff.ac.uk

维斯格林多大学
地点：雷克瑟姆
学生人数：870（外籍）
/10（中国）
最受欢迎课程：会计
与金融、商业与营销     
URL:www.glyndwr.ac.uk/
en/international

斯旺西大学
地点：斯旺西
学生人数：3555（外籍）
/1280（中国）
最受欢迎课程：商业管
理、会计与金融、媒体      
URL:www.swansea.ac.uk

南威尔士大学
地点：卡迪夫
学生人数：2630（外籍）
/305（中国）  
最受欢迎课程：国际
商业、银行、金融与投
资、商业与供应链管理       
URL:www.southwales.
ac.uk/international

威尔士三一圣大卫大学
地点：喀麦登
学生人数：625（外籍）
/145（中国）
最受欢迎课程：平面
图案学士、MBA\ DBA        
URL:www.ustsd.ac.uk/
international

中学学校
伊普斯维奇学校
地点：萨福克，伊普斯维
奇  学生人数：68（外籍）
/53（中国）  最受欢迎课程：
A Level、GCSE 艺术展览   
URL:www.ipswich.school

伯克穆斯特德学校集团
地点：和特福德郡  学生
人数：127（外籍）/41（中国）   
最受欢迎课程：GCSE/A 
level 
URL:www.berkhamsted.
com

百肖普斯托学院
地点：沃明斯特  学生人
数：100（外籍）/25（中国）   
最受欢迎课程：初级 / 中
级 / 高级学院课程、一年
IGCSE 课程、学术夏令营
 URL:www.
londonfilmacademy.ac.uk

政府机构
苏格兰大学协会
地点：爱丁堡  联系人：
Alastair Sim 主席     电话：
0131/226 1111/Email:info@
universities-scotland.
ac.uk
URL:www.universities-
scotland.ac.uk

英国国际学生事务委员
会 (UKCISA)
地点：伦敦    知名活动：
UKCISA 年度会议  联
系人：UKCISA 联络小
组     电话：7288 4330/
Email:communication@
ukcisa.org.uk        
URL:www.ukcisa.org.uk

英国教育中心
地点：曼彻斯特  知名活动：
招生博览会（九月 / 十
月）法律博览会（十一月 /
十二月）额外的博览会（三
月 / 四月）  联系人：Tom 
Pinder     电话：+4416 1236 
0660/+4475 3912 5205/
Email:partner@ukec.com        
URL:www.en.ukec.com

尽管全球新冠疫情已持续近一年时间，
但在新西兰，人们的生活还是一如往
常。令世界上许多国家羡慕的是，由于
政府迅速果断的行动，新西兰阻止了疾
病的传播。

这并不是说新西兰没有为保证其公民的健康
而付出高昂的代价。新西兰关闭了和多数国
家的边境，对旅行实行非常严格的限制，这些
措施抑制了经济发展，包括教育界，这是这个
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的主要贡献者。

“政府非常清楚教育界目前面临的挑战。我们
对国际教育机构收入的意外损失非常警觉，
并已对其进行了投资，帮助减轻冲击。”教育
部长 Chris Hipkins 说。

“在解决新冠病毒危机中的出色表现，为新西
兰赢得了更高的全球声誉，我们的国家教育
界也将因此受益。”他补充道。

政府宣布的复苏计划旨在稳定国际教育界，
通过新的监管制度、政策和实践，强化教育系
统，并加快整个领域的转型。”

“最终，我们希望建立一个对学生、教育提供
者都有利的国际教育体系，同时为新西兰的
经济和社会都带来利益。这与新西兰政府的
五点经济复苏计划的最后一环节不谋而合，
该计划的目标是将新西兰定位为全球贸易、
投资和再度造访之地。”Hipkins 说。

“了解到复苏很大部分取决于新西兰将何时

再次向国际学生开放边境。教育提供者迫切
关注边境关闭时间表上的任何变动。一旦安全，
政府将允许国际学生返回。”他还说。

去年 11 月，新西兰政府取消了对国际学生的
全面禁令，首先允许在海外的必须返回新西
兰的博士生和硕士生入境，完成他们的工作。
将优先考虑那些必须在该国从事实际研究和
学习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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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奥克兰大学

2. 奥塔哥大学

3. 奥克兰理工大学

4. 坎特伯雷大学

排名前8大学

根据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

新西兰

新西兰

新西兰

2018年来自世界100多个国家的

12,768名国际学生，
中国占学生总数的

34.6%

数据显示，多数获得新西兰
签证的国际学生都是中国学
生。截至2020年4月，共有

13 , 101 名
中国学生。

安全指数
排名：

中国学生细分：
本科生VS. 研究生

本科生学费
根据新西兰官方网站研究，国际本科生每年学费预计在新西兰元
22,000-32,000之间（约美金14,900-21,700），如医学及受医学的学费
会更高一些。大多数本科学位是三年制。

研究生学费
如果你是一位国际研究生，你每年的学费大概在新西兰元26,000-
37,000之间（约美金17,660-25,100），本土学生学费为每年新西兰元
5,000-10,000。然而，国际博士学生和本土学生的学费一样，大多数
领域在新西兰元6,500-9,000之间（约美金4,400-6,100）。

国际学生的平均学费

%中国学生占国际人口的百分比
人口统计学。在2018年的新西兰人口普查中，有247,770来
自华人群体，占新西兰人口的5.3% 。比2013年时的人口普查增
加了76,359人（44.5%），相比2006年人口普查增加了100,200
人（67.9%）。

第2名

“我们希望继续吸引来自中
国的优秀、有抱负、有灵感、
有国际视野的学生。悉尼大
学在中国享有很高的声誉，
尤其是因为 40 年前，我们是
最早接触中国学者的西方大
学之一。”

“我们为中国设定了相当高
的入学标准，尤其鼓励来自
C9、985 和其他 211 大学的毕
业生加入我们的商业和管理
硕士课程。”

“十年前，大多数中国学生并
非是 211 大学的毕业生。现在，
我 们 正 在 吸 引 更 多 来 自 211
大学、英国、北美大学和其他
澳大利亚大学的中国本科生。
这是我们在未来几年的战略
重点。”

John Shield教授  
悉尼大学商学院国际部教务
处主任    
www.sydney.edu.au/business

“我们希望中国学生在参加
工作后，和我们仍然是朋友
和盟友。我们希望彼此保持
清晰的了解，这是非常重要的。
因此，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对
我们很重要。”

“此外，中国学生占英国所有
国际学生的五分之一，是我
们大学社区非常重要的一部
分，我们也为此感到骄傲。大
学的配备很好地迎合了中国
人的需求。这意味着在大多
数大学里，会有很棒的中国
餐馆和超市，有着中国学生
想念的食物和其他东西。因
此，无论你选择去哪里，都是
极好的机会去融入其他文化，
与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交流，
同时感受到家乡的味道。”

Vivienne Stern 
英国大学协会主席  
www.universitiesuk.ac.uk

所有加拿大研究型大学，比
如皇后大学，必须把自身看
作国际机构，与全球合作伙
伴共同解决全球最紧迫的问
题。在皇后大学，我们将国际
化融入课程，跨文化学习融
入学生体验。我们重视学生
的交流和流动性，并支持他
们在学术和个人的成功，同
时我们热烈欢迎国际学生来
到我们美丽的安大略湖畔校
园。

“中国和中国学生是皇后大
学历史的重要组。我们为与
中国学生、他们的原就读学
校以及被他们称之为家的社
区建立的关系而自豪。”

Patrick Deane  
皇后大学金士顿校区校长、
副校长  
 www.queensu.ca

“英国有许多一流的大学提
供高质量的教育，令人愉快
的学生体验，为国际学生提
供良好的就业前景，并为毕
业生提供有竞争力的研究后
工作。我们为学生提供真正
全球化的学习体验，英国大
学接待过近 5 亿来自世界各
地的国际学生，其中五分之
一的教职员工来自海外。”

“我们校园的中国学生真的
很重要，他们为我们的研究
带来技能，为校园带来多样性，
并刺激当地的经济发展。在
2019 年 的 一 项 调 查 中，93%
的中国受访者表示，他们的
工资是中国平均水平的三倍。
这些受访者还表示，基于他
们的海外经历，他们更愿意
从事国际生意。”

Ben Moore 
策略分析师 
罗素大学集团   
https://russellgroup.ac.uk

全球视野
未来与中国同在
为何大学始终效力于中国学生

教育名录

5. 惠灵顿维多利亚大学

6. 怀卡多大学

7. 林肯大学

8. 梅希大学

高校
新西兰 itc
地点：奥克兰   
最受欢迎课程：国际旅游与旅游管理  
URL:www.itc.co.nz/chinese 

惠灵顿建筑与设计创新学院
地点：惠灵顿   
学生人数：2147（外籍）/728（中国）  
最受欢迎课程：美术（创作实践）、室内建筑、
风景园林   
URL:www.wgtn.nz/architecture

梅希大学
地点：奥克兰，北帕默斯顿，惠灵顿以及线上
和远程  
学生人数：4836（外籍）/2800（中国）  
最受欢迎课程：商业学士、信息技术学士及
博士     
 URL:www.wgtn.nz/architecture

中学和教育服务商
潘赫斯特学校
地点：奥克兰   
学生人数：70（外籍）
最受欢迎课程：剑桥国际评    
URL: www.pinehurst.school.nz

林肯大学
地点：克赖斯特彻奇 / 基督城   
学生人数：1500（外籍）/750（中国）  
最受欢迎课程：农业企业与食品营销、食品
科学、葡萄栽培与酿酒学、应用计算、MBA、职
业会计   
URL:www.lincoln.ac.nz

克里斯汀学校
地点：奥尔巴尼   
学生人数：70（外籍）/40（中国）  
最受欢迎课程：国际学士学位、PYP\MYP 和 IB
学位课程   
URL:www.kristin..school.nz  

政府机构
新西兰大学学会
地点：奥克兰   
学生人数：21000（外籍）/11000（中国）  
最受欢迎课程：商业与管理研究、法律和法
律研究、环境研究与农业     
URL: www.universitiesnz.ac.n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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