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悉尼科技大学拥有创新的学习和教学模式，
充满活力的研究文化、与行业的紧密联系以
及对社会公正的坚定承诺。我们立志成为具
有全球影响力的一流公立科技大学。悉尼科
技大学拥有取得卓越成功的合作伙伴、毕业
生和员工，我们致力于为毕业生在未来的工
作岗位上取得成功做好准备并提供支持，推
动创新和企业家精神；支持开放和严谨的公
开辩论；提供杰出和有影响力的研究。悉尼
科技大学不仅为毕业生步入职场做准备，我
们以卓越的学习和教学、具有影响力的研究、
与行业的紧密联系为基础，支持你贯穿整个
职业生涯和一生的学习。”

Attila Brungs教授  
悉尼科技大学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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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尼科技大学，追求与众不同：
放眼全球，以创新为核心。

联系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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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虚拟现实技术 
感受悉尼科技大学！
在app store中搜索  
“UTS VR”，或访问 
www.vr.uts.edu.au

关注我们
 UTSInternationalstudents

 UTSint #utsint

 UTSchannel

 悉尼科技大学UTS

    UTSinternational

 悉尼科大UTS

悉尼科技大学还倡导合作——大
学与全球的行业和学术伙伴紧密
合作，推动实现富有实际意义的
变革，为世界各地造福。

悉尼科技大学的研究项目集中在
以下五个方面：

- 健康

- 数据科学

- 可持续发展

- 未来的工作和产业

- 未来社会

这些重点研究领域与悉尼科技大
学的愿景一致，即致力于实践创
新，努力开发实际效果显著且颇
具影响力的研究项目，为行业和
广大社区造福，让我们生活的世
界变得更好。

荣获澳大利亚政府评选的2015
年澳大利亚优秀科研奖

在澳大利亚联邦政府优秀研究奖
励报告中，悉尼科技大学94%的
科研项目被评为具有 “世界级或
超世界级水准”。

悉尼科技大学的课程领域包括：

- 商业

- 传播

- 设计、建筑设计和建筑

- 教育

- 工程

- 健康

- 信息技术

- 国际研究

- 法律

- 理学和数学

- 跨学科创新

我校还设有各种研究和海外学习
项目。

意义深远的研究项目
悉尼科技大学的研究项目以发展
未来为导向，且在这方面声誉越
来越高。从技术中断问题到未来
的医疗福利，从大数据到新的工
作方式，我们的研究项目正在解
决困扰当今社会和未来世界的种
种难题。

支持性服务
来到一座新的城市学习充满了挑
战——但我校会提供各种支持，
帮助学生顺利度过大学路程。学
生服务项目包括:

- 英语语言支持

- 学习支持

- 职业发展指导

- 保密的医疗和咨询服务

- 体育组织和活动设施

- 朋辈社交活动和朋辈互助机会

- 住宿服务

课程 

我校的宗旨是培养应用型人才。
课程均富有创新性，且与行业密
切相关，为学生未来的职业生涯
做好准备。

悉尼科技大学设有130多个本科
课程和180个研究生课程，涵盖
新兴和传统学科，能满足不同学
生的各种兴趣爱好。 

注重实践讲求合作 

我校的教学十分注重实践操
作——理论虽然重要，但能学
以致用才是成功的关键。我们以
实践为主的教学模式包括大型项
目，小组工作和实际案例研究
等，学生通过这些实践，掌握未
来雇主青睐的技能。

行业联系
我们怎么知道雇主想要什么？因
为我们直接咨询雇主。我们努力
建立了广泛的行业联系——最近
的一次统计表明我们与超过150
家企业建有联系，且涵盖各种专
业领域。

我们的课程编写充分参考行业伙
伴的建议。他们还提供客座讲
座，实习机会，奖学金和奖励
等。因此，学生所学的一切都反
映了实际工作的要求。

放眼全球 

悉尼科技大学为学生提供了大量
去海外完成部分学位课程的机
会。

- 悉尼科技大学提供的学生交
流项目是澳大利亚规模最大
的之一

- 悉尼科技大学与全球超过40
个国家和地区的250多所大学
有合作协议

- 每年有超过1300名交换学生
来到悉尼科技大学学习

- 每年有超过1500名悉尼科技
大学的学生通过海外交换或短
期课程去海外学习

奖学金
在未来的5年内，我校专门拨款
3000万澳元，为成绩优异的海
外留学生提供奖学金和研究经
费。详情请访问： 

int-scholarships.uts.edu.au

世界一流的校园 
悉尼科技大学斥资13亿澳元修建
了一座充满活力，以网络连接未
来的校园，其中有屡获建筑殊荣
的教学楼，先进高端的设备设施
和可持续发展的设计导向。学校
的学习场所为各种专业学习而设
计，利用各种先进技术，充分激
发学生学习的灵感。此外还设有
适合行业实践合作的场所。

课余时间，学生可以利用学校提
供的多处活动空间，可以在校友
草坪 (Alumni Green) 上休闲放
松，也可以去附近的悉尼市中心
逛逛。另外，从校园步行就可以
到达悉尼的主要交通枢纽——中
央火车站。

悉尼的城市大学 
悉尼科技大学是悉尼的城市大
学。位于世界上最具魅力且最适
合居住的城市之一，地处市中
心，这里也是悉尼的创意和数码
产业中心。

悉尼科技大学的校区的地理位置
便利：

- 步行5分钟到达悉尼的中央火
车站——悉尼的主要交通枢
纽

- 搭乘轨道交通10分钟到达悉尼
歌剧院和悉尼海港大桥

- 步行10分钟到电影院、剧院、
咖啡厅、集市，以及现场音乐
演出场所

- 搭乘公交车30分钟到达邦迪
海滩

- 搭乘轨道交通90分钟到达蓝
山

*2018《经济学人》全球最佳

宜居城市排名

悉尼科技大学简介
- 大学创建于：1988年

- 海内外在校学生总
数：45,930

- 15,134名国际留学生

- 33,070名本科生

- 10,720名授课型 
研究生

- 2140名科研型研究生

- 3896名全职员工

- 219,692名校友 
(不包括毕业于大学前 
身学院的毕业生）

学生多元化 
- 49%的学生母语为非英语

- 50%的学生出生在澳大利 
亚境外

- 124个学生来源国家和地区

- 超过145种语言为学生所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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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科学和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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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学

遥感技术

5星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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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LOE LIU  
中国 
市场营销硕士
“在悉尼科技大学，我学到了从不同角
度思考问题。同时，我也了解到平衡
的重要性，在学习之余也尽情体验在
澳大利亚的生活。课堂上，积极提问
也很重要，同学和老师都会热情地帮
助我，我也很喜欢团队合作！而且我
意识到，当你越来越有自信，英语水
平也会得到很多提高。”

RAVIRO CHINEKA 
津巴布韦 
教育和科学博士

“在悉尼居住，在悉尼科技大学学
习，都让我有一种家的感觉。悉尼
的基础设施齐全，娱乐场所多样，
并设有许多为有小孩的家庭设置的
服务设施，而且我觉得这里的人非
常友好，尤其是在学校里面。”

ANDREW KHOO  
马来西亚 
商科学士

“悉尼科技大学的作业实践性非常
强。我们学到的不仅仅是公式，也
是将理论运用到解决实际问题中去
的过程。我们的老师总是会让我们
针对一个问题作出解决方案，而且
所有的作业都与现实世界的案例联
系在一起。悉尼科技大学的小组作
业让我有机会与澳大利亚本土学生
和海外的留学生交流，我觉得这一
点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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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和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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