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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ngs grow  
when the  
conditions  
are right. 
It’s true for industry, agriculture 
and it’s most certainly true for people. 
At Lincoln University, helping you 
grow is what we are all about. 

And we encourage you to do it your 
way, with diverse learning that fits 
your ambitions in an environment 
that allows you to flourish. 

We partner you with industry to 
prepare you for the real world and to 
plant the seeds of a rewarding future. 

So when the time comes, you’re 
ready to go out there and grow the 
future for yourself and others. 

Welcome to Lincoln University. 
A place to grow.



欢迎大家来到新西兰林肯大学

我们期待着帮助同学们成才和发展。

尽管世界正在快速地发生变化，但有一件事仍然是确定的: 在林肯

大学的学习将帮助同学们发挥自身的潜力，参与塑造一个受益于与

土地更密切关系的世界：

作为南半球第一所基于“土地”为核心的大学，我们有经验指导同学

们实现自己的目标，而我们未来的重点确保大家的学历是完全能立

足于今天的世界。

林肯是一个安全的避风港，同学们通过我们一流的教育设施，强大

的科研活动，与行业的密切合作，和全球的广泛联系，以及世界一流

的学习环境，充分享受丰富的成长发展的机会和学习乐趣。

同样重要的是，你会成为一个蓬勃发展、包容万象的学生社区的一

员，你也会结交到一生的友谊。

作为一名林肯大学的毕业生， 你将开启具有全世界联系的职业生涯

丶具备前瞻性的思考， 创造美好的明天。

我们真诚地希望能帮助成长

Grant Edwards教授 

林肯大学校长

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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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西兰位于南纬42度， 虽然人口只有500万， 却因其洁净绿

色环境、 风景如画的景观、 丰盛的食物、 香醇的美酒以及丰富

多彩的户外活动， 和热情友好的人民令人刮目相看。

长白云之乡， 吸引着世界各地的人们来探索、 成长。   

新西兰是世界上最宜居、 最安全和最友好的留学生活的目的地之一。

新西兰：
独特的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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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位于南太平洋， 新西兰与日本
和英国的国土面积相似。

04.
 
多样性和多元文化。

07.
 
新西兰在世界 
最安全国家榜单中排名第二。

(World Population Review 2020)

10.
 
130万生活在新西兰的人 
出生在海外。

02.
 
大约500万人口。

05.
 
2020列格坦全球繁荣指数中 
排名第七。

08.
 
新西兰经济蓬勃发展。

06.
 
2018年第五个 
最佳旅游国家（ 孤独星球）。

09.
 
新西兰是世界上 
最清廉的国家。 

03.
 
新西兰有一些世界上最令人惊叹
的风景， 是世界上最好的探险目
的地之一。

新西兰
主要信息

Learn more at  
newzealand.com

林肯大学 
LINCOLN UNIVERSITY  
TE WAIHORA CAMPUS

北岛
NORTH ISLAND

南岛
SOUTH ISLAND

基督城 
CHRISTCHURCH

惠灵顿 
WELLINGTON

奥克兰
AUCKLAND

但尼丁
DUNEDIN

新西兰
NEW ZEA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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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尽在
基督城 

欢迎来到一个正快速成为世界上最现代化

和可持续发展之一的城市。 基督城是南岛最

具活力的城市， 这里有着丰富的文化， 充满

着活力和贯穿全年的各项活动， 对学生来

说， 是非常棒的体验。 

想去户外探险？ 可以去波特山， 那里有自

行车道。 或者你可以在努力学习之后， 值得

通过购物来犒赏自己。 基督城到处都有精

品店。

如果你晚上想出去， 到处都是新的酒吧， 俱

乐部和餐馆。

欢迎同学们参与到基督城日新月异的发展

中。

1

3

2

4

1

2

3

4

5

Kaikoura（基督城以北2小时）有一些新西
兰最令人难以置信的观鲸之旅，是一次很
棒的周末旅行 

在林肯附近的一些的滑雪场滑雪

 

基督城市中心的雅芳河畔的露台是一个
很好的享受美食美酒的地方。 

在波特山上的山顶缆车俯瞰令人惊叹
的城市景观，也是一个绝好的聚会吃饭
的地方。 

班克斯半岛上到处都是山地自行车和
步行道

Photo credits to ChristchurchN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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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Largest.
新西兰南岛最大的城市。

350,000.
大约35万人口。

1st.
新西兰第一个官方意义上的城市。

555,000.
2018年有55.5万名 

短期国际游客通过我们的机场。

Friendliest
基督城被评为新西兰最友好的城市，

在世界上最友好城市榜单中排名第7。

(Big 7 Travel 2019)

Region.
坎特伯雷是新西兰最大的地区。

基督城
主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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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肯大学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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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肯大学位于新西兰南岛的中心 - 基督城的

郊外， 拥有着58公顷的绿色和宜人的公园式

的校园。 来自80多个国家的约3000名学生， 

在既悠久历史又现代化的校园， 正在逐梦发

展他们的未来。

设施齐全， 拥有先进的教学空间、 综合图书

馆、 24小时开放的前沿研究实验室、 餐厅、 

世界一流的板球训练设施、 设备齐全的健

身中心，。

林肯是世界知名的小规模大学， 也是新西

兰最擅长利用土地资源， 创造价值的大学。 

就像我们的学生一样， 林肯也一直在变化

和成长。

Welcoming 
international 

students 
since 1880

www.lincoln.ac.nz 07



选择一个适合自己的海外大学学习成长，   

对于今后的学术深造和职业生涯都是相当重要的第一步。  

以下是国际学生选择林肯大学最常见的12个原因 。

欢迎来到
林肯大学逐梦成长

01.
 
历史悠久，前景光明

林肯大学是南半球历史最古老的农业

大学。 随着新西兰和全球经济多样性

的发展， 林肯大学也不断与时俱进。 

如今， 林肯大学是一所非常独特的高

校， 立足传统， 展望未来， 提供特色

化的学习。

02.
 
QS世界大学排名Top1.2%

林肯大学在近几年的QS全球排名中， 稳

居Top1.2%,  是新西兰大学中， 排名上

升最快的高校。

03.
 
世界公认的优秀的小规模大学

林肯大学一直秉持“小而精”的传统， 虽然规模

不大， 但教学和科研质量很高。 在QS的排名

中， 位居最优秀的小规模大学前17位。

07.
 
注重产业实践

林肯大学的教学和科研非常注重产

业实践， 深受行业认可； 一直受到政

府重视、 具有重要的影响力。

08.
 
94%课程完成率

得益于林肯的小规模， 大学能更好地

提供帮助， 使得学生能获得知识和技

能， 不断取得学业上的成功。 攻读林

肯本科学位的同学有超过94%的课程

完成率。

09.
 
高于其他新西兰高校6%的毕业生
就业率

新西兰国内外的行业都知道林肯大学能培

养出优秀的毕业生， 林肯大学的学历能帮助

学生成功开启职业生涯， 并在职业发展中快

速的成长。

08 Lincoln University 



04.
 
世界一流农业学科

林肯大学在农业学科领域的教学和科研， 

有着极高的声誉。 在QS学科排名中， 林肯

大学一直位于全球前100。

05.
 
师生比最优

小规模大学的一大优势就在于， 林肯能提

供给学生更多的师生交流的机会； 根据新

西兰高校委员会的研究， 林肯大学的学生

在所有新西兰高校中是具有最多机会得到

世界水平的专家学者的高质量的指导。

06.
 
术业专攻

自1878年建校起， 林肯大学的教学和

科研就最紧密地联系着新西兰国家支

柱产业的发展， 并一直担负着智力支

持和人才培养的重任。 林肯大学的专

攻领域紧密围绕着土地资源、 农业和

食品、 生态系统这些方面。 

10.
 
QS世界大学排名: 就业成果 
全新西兰排名第1位

QS世界大学排名2023中， 就业成果位

居全新西兰排名第1位，全球排名第48

位。

11.
 
澳亚地区最优秀的景观建筑设
计学院

林肯大学是培养新西兰景观设计师的摇

篮， 是最早开设景观设计学历和课程的

新西兰高校。 在澳亚地区， 林肯大学是唯

一能提供最完整的受世界景观设计师协

会认证的学历课程的高校。

12.
 
近100%的就业率的房地产
领域的本科学位课程

林肯大学开设澳亚地区最完善的房地

产领域的本科学位课程， 涉及了城乡

房地产不同方向。 林肯大学学历受包

括皇家特许测量师协会在内的全球和

新西兰业界认证。

www.lincoln.ac.nz 09



Nicola Wei
科学学士 (食品科学) 

Nicola来到攻读食品科学学士学位。 

“我来这里是因为我想从事与食品

工业相关的研究， 林肯在这方面享

有盛名。 另一个原因是班级规模小， 

这让我较为容易适应新的学习环境。 

其后Nicola在植物和食品研究

所(Plant & FoodResearch）担

任食品微生物技术员。 她说：“在

林肯大学学习期间， 我喜欢待

在实验室里工作。 我不仅有机

会学习制作不同种类的食物， 比

如啤酒、泡菜和面包， 而且我还

设计并完成了一个科学项目。” 

“我从所学的课程中获得了实用和

有用的技能， 我认为， 这对我开

始从事科学事业来说非常重要。”

在Nicola看来，林肯的讲师和工作

人员都非常友好、 耐心和乐于助人。

“他们很愿意回答问题。” Nicola也喜

欢大学里的住宿。“我喜欢它在校园

里的位置， 而且价格还可以承受。我

还在那里交到了一个很好的朋友。”

然而， 她最难忘的时刻是她从校

长手中接过学位证书的时候。 “我

感觉到这是一个新篇章的开始。”

量小质精

在学生人数上， 林肯是新西兰高校中最小

的。 但在学生成绩方面， 林肯有着卓越的

表现。

• 新西兰硕士和博士生比例最高：15%

• 新西兰留学生比例最高（48%）， 来自

80多个国家的约1500名留学生。

• 新西兰最佳师生比例 - 13.5:1

• 新西兰最成功的研究型大学*

*每名全职学术人员的研究收入。

受到政府和行业的高度认可

林肯大学一直与新西兰产业和国家发展有

着密切的关系。 今天尤其如此。

我们一半以上的学士学位都有实际工作和

实地考察的组成部分， 包括与工业相关的讲

座和研究项目。

林肯的就业率一直林肯在新西兰和世界各

地都得到了专业机构的认可， 我们的毕业

生总是很受欢迎。 是新西兰任何一所大学

中最高的。

QS世界大学排名2023中， 就业成果位居全

新西兰排名第1位，全球排名第48位。

国际联系 

世界一流的研究

林肯大学也以科研而闻名， 保持着与世界上

最好的研究机构和大学的密切合作。 

伊利研发中心

作为亚洲最大的乳制品公司， 伊利乳业于

2015年在林肯大学建立了研发中心。 林肯

与伊利密切合作， 在从生产到最终消费品的

奶制品的各个方面开展科学研究。

Blinc

由五个创始合作伙伴AgResearch、 

Landcare Research、 Plant&Food 

Research（新西兰农业科学院、 土地科学院、  

植物和食品科学院）、 Dairynz（新西兰乳制

品产业协会）和林肯大学共同创建。Blinc专

注于新西兰初级产业面临的最重要的机遇

和挑战，具有巨大的经济、 社会和环境影响。

日益增长的解决方案

林肯大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土地、食品和生

态系统，我们的研究人员致力于为了人类、

地球和繁荣，寻求应对全球性挑战的解决方

案。更多关于林肯的研究，请查询

research.lincoln.ac.nz

良好的本地职业前景

坎特伯雷的经济发展和就业率远高于新西

兰其他地区， 潜力巨大， 前景广阔

专业特色

林肯专注于农业、 食品和整个产业链、 价值

链（包括环境、可持续发展、 生产、 加工、 供

应链、营销、贸易和最终消费者）。

林肯另外一个专注点是土地规划和可持续

发展——景观建筑设计、 环境规划、 土地和

不动产管理、 旅游和体育休闲管理。

林肯以在这些领域培养专业能力的毕业生

而出名。

10 Lincoln University 



离开祖国到国外上大学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当你到达新地方时， 很容易感到有点困惑或迷茫。  

在林肯， 我们了解同学们经历的一切， 所以我们对校园

里的国际学生有很多特别的服务和支持。  

我们友好的工作人员会帮助您安顿下来。

国际办公室

国际办公室致力于向国际学生全面介绍林

肯大学，并与全球教育代理合作，提供高质量

的客户服务。他们还为学生提供课程建议，

帮助学生完成大学的申请和入学程序。在林

肯大学学习期间，团队为国际学生提供必要

的关怀。

国际学生顾问

友好和乐于助人的团队，可以帮助您处理任

何问题，无论是涉及到个人，法律，社会，文化

还是财务，或者是学术问题，国际学生顾问可

以提供学生们正确的建议和指导。

学生教务管理

我们的团队随时准备协助您申请入学，医疗

保险，毕业，实际工作和考试。

LUSA 学生会

林肯大学学生会（LUSA）是学生的代表，并

提供支持。学生会组织活动，协调俱乐部和

体育团体。

学生健康与支持

我们知道有时候事情看起来很可怕，或者生

活会遇到一两个障碍。我们真诚地希望同学

们知道林肯在关心大家，你不必独自处理事

情。因此，我们在校园内提供全方位的健康

和支持服务，以确保学生们在林肯度过愉快

的时光。

牧师

许多国际学生来自不同宗教背景，如基督教，

穆斯林，印度教，佛教等等。林肯的团队是为

所有人，包括那些没有信仰或宗教背景的同

学们，随时提供牧师和精神支持。

学习支持

图书馆，教学和学习团队位于林肯大学地标

性的图书馆大厅内，帮助同学们培养学习能

力，指导如何使用大学大量的书籍和数据库，

学习空间等。

职业规划和就业建议

有时候选择正确的职业道路很容易。但如

果不是这样，我们经验丰富的顾问老师和

充裕的资源信息可以帮助您做出明智的决 

定。林肯的学生和毕业生可以访问Lincoln 

CareerHub网站，该网站提供有关毕业生就

业市场，实习，研究生课程，奖学金，短期岗位

空缺和企业招聘活动的信息。此外，我们 还

举办了一系列贯穿全年的招聘活动，吸引企

业在校园内举办面试，公布岗位信息和拓展

交流网络。

学生服务

Xi Gong
科学硕士（食品创新） 

林肯大学食品科学系土生 Xi Gong

表示他高兴当初听从了朋友的建

议， 选择了林肯大学。 “曾经有位

住在基督城的好朋友告诉我林肯

大学的食品科学系是最好的。 我

做了一些信息收集， 发现林肯大

学的确很优秀， 所以现 Xi Gong

对考虑在新西兰留学的中国学生

的在我在林肯大学学习。”他说。

“林肯大学是我见过最美的学校之

一， 图书馆美丽优雅。 同学和教授们

都很友善， 而且， 林肯大学的教授

们更多的与学生讨论问题， 而不是

单一的授课， 我喜欢课堂上每个人

都可以尽情发问的教学方式。”他说。

同时他表示十分喜欢多元文化的

学生和老师们，并从中获益良多， “

学生们会合作开发的新食品， 让

我们熟悉多元文化下的实验室环

境， 这对我未来的职业生涯来说

无疑是十分宝贵的经历。 ” 他说。

Xi Gong十分热衷于食物科学

研究，在完成项目后也信息倍

增。  Xi Gong对考虑在新西兰留

学的中国学生的建议是:在面对挑

战时，始终保持积极和热情的态

度。  他表示十分享受在基督城的

生活时光，希望毕业后留在新西

兰工作，同时他已有为来自中国

的留学生建立商业投资的计划。

www.lincoln.ac.nz 11



国际学生信息 

Code of Practice   

留学生指导与照顾的行业规则

林肯大学同意遵守 《留学生指导与照顾的

行业规则 The Education (Pastoral Care 

of Tertiary and International Learners) 

Code of Practice 2021》 并受其约束。 该规

则可从NZQA网站 获取， 网址是  

nzqa.govt.nz 

移民和学生签证

关于移民要求的全部详细信息， 在新西兰学

习期间的工作权利建议及报告要求可向新

西兰移民局获取， 也可查阅其网站， 网址是:  

immigration.govt.nz 

享受医疗服务的资格 

在新西兰期间， 大部分留学生都无权享受

公费医疗服务。 如果您在留学期间接受了

医疗， 您可能需要负担该医疗的全部费用。

关于享受公费医疗服务资格条件的全部详

细信息， 您可向卫生部索取， 也可查阅卫

生部网站，网址是:  
www.health.govt.nz

事故保险

事故赔偿公司（Accident Compensation 

Corporation，缩写ACC）向所有新西兰市民， 

居民和临时访问者提供事故保险， 但您仍需

支付所有其他医疗及相关费用。 如需进一步

信息， 请查阅ACC网站， 网址是:  
acc.co.nz 

医疗和旅行保险 

在新西兰期间， 国际学生（包括团体学

生）必须拥有适当的现行医疗和旅行保

险。 包括林肯大学在内的所有新西兰大

学都支持名为StudentSafe University

的保险计划。 您可以通过: www.
lincoln.ac.nz/study/apply-and-
enrol/insurance-requirements  
险费和索赔联系方式的更多信息。 这个

保险在可以在学生进行入学注册的时

候在林肯大学购买。

林肯全球校友社区

一旦你在林肯大学成功完成学业，你就

成为了林肯大学的校友。

你将成为全球校友社区的一员，能够与林

肯大学的朋友和其他人建立联系。

所有完成课程的学生都是免费成为林肯

大学校友会的会员。

Find out more at  
alumnilinc.lincoln.ac.nz 

林肯有一个全方位的支持国际学生的网络，  

使您向新西兰的过渡成为真正改变生活的体验。

我们还利用其他一些机构征求意见—见下文。

Judy Zhang
农商和食品营销学士 

Judy选择就读林肯大学的 “农

商和食品营销” 的学士学位， 这

个专业包含了产品从农场走

出直至餐盘中的整个过程。 她

现工作于农业部门， 负责与出

口有关的销售及供应链管理。

Judy认为她课程中的实践内

容对于她现在的工作有很大帮

助。 “课程中的范例学习通过透

视供应链及销售和市场运行， 帮

助我理解了我的行业。 这使得

我在工作中能够快速的跟进重

点并找到和解决潜在的问题。”

林肯大学会邀请农业公司的领军人

物作为客座讲师进行授课， 并且愿

意帮助学生建立自己的业内关系

网并做好开始工作的准备。 Judy

说在几门课程中提供了辅导员，“辅

导员对于帮助学生理解讲师的授

课有非常高的价值， 尤其对于把

英语作为第二语言的留学生们。”

Judy的毕业典礼也十分特别。 “

我的家人从中国赶来参加我的

毕业典礼， 我们拍照留念， 家人

看着我走上舞台领取我的学位

证书， 和最亲密的家人及多年

同学共同经历这一刻， 是一段

非常美好的记忆， 为我在林肯大

学的学习画上了完美的句号。”

Judy说，那些她在学校中结交的

朋友都是一辈子的朋友，她将永

远记住她在林肯大学的时光。

12 Lincoln University 



多种选择的
住宿方式

Welcome home

在国外求学期间， 找到一个让你感觉像

在家一样舒适的地方， 会有助于留学

生涯。 

这正是林肯校内住宿所能提供的环境。 

学生们可以在这样一个友好的氛围中茁

壮成长， 建立终身友谊。

我们的校园是大约600名学生在大学期

间的家，你可以选择包餐或者不包餐的

宿舍。

学生通过住校， 可以结交朋友， 参加不

同社团的文化娱乐和体育活动。 课堂， 

健身房， 商店， 咖啡馆仅几步之遥。

如果学生喜欢住在校外， 那么定期往返

基督城中心的巴士服务也会让你的生活

变得轻松。 Lincoln Village， Riccarton

和Rolleston这几个街区因其便利性而

成为学生公寓的热门选择。

我们也可以透过林肯大学签约独立的

第三方寄宿家庭机构（International 

Student Care Ltd）安排寄宿家庭。

寄宿家庭费用： 

$290（每周）+ $330 （ 一次性Placement 

Fee ）

学生也可以选择在校外租房的住宿方

式。

Find out more at  
www.lincoln.ac.nz/accommodation

学期 包餐宿舍
不包餐宿舍: 

The Junction
不包餐宿舍: 

Farm Road/The Crescent
不包餐宿舍: 

Ensuited Farm Road

两个学期（39周） $13,056.00 - $17,865.00 $9,360.00 $8,580.00 $10,140.00

Prices as at print date.

www.lincoln.ac.nz 13



学期和学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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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制本科学位大纲

课程有不同的层次水平。 学生从100水平

基础课程开始。 这些课程有时被称为 “

第一年课程”， 但可以在其他年份学习。 

它们通常是为学生进阶到第二年200水

平中级和第三年300水平高级课程做准

备的。

学期简介

一学年分为两个学期， 中间休息两周。 每学

期末有一周的休息， 接着是两周的考试时

间。 每个学期都是这样。

 
一个学年

作为一名全日制学生， 你通常每学期学习

四门课程。 每门课程通常等于15学分， 三

年制本科学位总共需要360学分。 研究生通

常一学期学习三门课程， 每门课20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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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期学期从11月开始， 开设一些课程。  
Visit  
www.lincoln.ac.nz/summer-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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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肯大学评分标准

学期工作量

每门课程（包括课程，实验室和教程）要求

学生每周花费4到5个小时， 总计每周16

到20个小时。 学生每周还应该花4到5个

小时自学。 因此， 每周至少需要学习40

小时。

一个学分 = 10小时。

农业科学， 景观建筑， 土地和财产管理， 

环境政策和规划学士学位包括480学分。 

林肯大学其余的学士学位由360学分组成

Lincoln grading system

A+ 90-100 B+ 75-79 C+ 60-64 D 40-49 (Fail)

A 85-89 B 70-74 C 55-59 E 0-39 (Fail)

A- 80-84 B- 65-69 C- 50-54

在线和远程学习

林肯大学提供在线模式和远程学习模式。

我们的在线模式选项是完全基于互联网的。

学生可以在自己的时间里安排学习，在家

或在自己选择的地点学习，全职或兼职都

可以。

远程学习模式的特点是一系列的远程教育

项目，旨在允许学生在校外进行学习，直到

可以选择在林肯大学校园内进行学习。同

样，学生也可以兼职或全职学习，所有的课

程视频、笔记和材料都可以在网上找到。

这些模式允许学生在海外就开始自己的学

习和林肯之旅，所以当同学们能够在新西兰

加入林肯大学的时候，实际上已经开始了自

己的课程。

同学们仍然可以通过我们的网络支持服务，

享受在林肯的学习体验，我们致力于帮助同

学们发掘和培养自己的潜力。

在线学习学历：

•  快捷证书 

Certificate in University Studies 

•  园艺商业文凭 

Diploma in Horticultural Business 

•  商业研究生证书 

Postgraduate Certificate  

in Commerce 

•  环境管理研究生证书 

Postgraduate Certificate in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  环境管理研究生文凭 

Postgraduate Diploma in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  商业硕士（全球管理和市场营销） 

Master of Business in Global 

Management and Marketing 

•  环境政策和管理硕士 

Master of Environmental Policy  

and Management 

•  葡萄栽培和酿酒硕士 

Master of Wine and Viticulture.

www.lincoln.ac.nz 15



本科途径

林肯大学提供快捷和灵活的Pathway课程。 

•  新西兰大学大一文凭（2学期）(DUS2)

•  新西兰大学大一文凭（3学期）(DUS3)

•  快捷证书 (CUS)

特点和优势

• 新西兰大学大一文凭 (DUS）由两个或三

个学期组成。 每年三次开学—2月， 7月， 

11月。

• 新西兰大学大一文凭2学期（DUS2）， 是获

得新西兰大学校长委员会批准的， 唯一的

直接可以修读新西兰大学8门100水平课

程的Pathway文凭，通过后进入大学本科

第二年学习。

• 新西兰大学大一文凭的学生和普通本科学

生一起同堂修读100水平基础课程。

• 新西兰大学大一文凭3学期（DUS3）需要三

个学期， 完成9门100水平课程和3门基础

课程。 通过后， 进入大学本科第二年学习。

• 完成快捷证书（CUS）， 所有四门课程成绩

全A的学生, 可以直接进入DUS2， 节省一

个学期。

• DUS2和DUS3的通过率均超过90%。

• 如果学生没有通过一门100水平的课程，

仍然有可能进入本科学位第二年。

成功技能辅导 - Skills for Success 

Programme

• 学生在CUS和DUS课程期间， 必须参加每

周4-5个小时的免费的课后学习辅导， 形

式为通过选定课程的导师辅导、 个别和集

体的课程辅助以及网上自学。 目的是锻炼

学生独立学习能力的同时， 增加更多同指

导老师进行学术交流的机会与时间， 打

下良好的基础， 顺利进入今后的学习。  内

容包括：

• 大一100水平课程的学习辅导 - 预习、 课

堂/实验笔记的整理、自我复习和实践测

试。

• 大一100水平课程的评估辅导 - 作业的规

划和准备、 起草和编辑； 获知和理解反馈

意见和建议。

• 语言、 文字和计算能力的辅导 - 技能发展

的练习和重复训练。

• 大一学习经验的辅导 - 学术文化和期望、

时间管理、反思和回顾。

快捷证书（CUS）课程內容

• 大学英语和写作

• 大学数学和统计学1

• 交流和信息技术

• 环境科学、经济学和计算

新西兰大学大一文凭3学期(DUS3)  

第一学期课程內容

• 学术交流和研究技能

• 大一Level 100水平课程

• 附加2门选修课（以下4选2）

• 大学数学和统计学2

• 商业和经济学

• 科学（大学水平）

• 土地和环境

远程学习模式

CUS提供线上学习模式，而部分的DUS课程

能够进行远程学习模式。 具体详情请联系

我们。

林肯大学快速学位路径示例

CUS DUS3 DUS2 Bachelor Year 2 Bachelor Year 3

16 Lincoln University 



DUS2 Diploma in University Studies 2 新西兰大学大一文凭（2学期）

CUS & DUS3 Certificate in University Studies 快捷证书 & Diploma in University Studies 3

DUS3 Diploma in University Studies 3 新西兰大学大一文凭（3学期）

Programme DUS 2 Bachelor Degree 
Year 2

Bachelor Degree 
Year 3

Course of Study 8 x 100 level courses 8 x courses 8 x courses

Period of Study 1st Semester 
2nd Semester

3rd Semester 
4th Semester

5th Semester 
6th Semester

入学要求

• 中国高中毕业文凭3年至少4门学术课

程平均成绩80%以上（不含语文、英语

和政治）或;

• 高考成绩总分65%-69% 或;

• CUS快捷证书全A 或;

入学要求

• 完成中国高二课程，2年平均成绩70%以

上 （不含语文、英语和政治）或;

• 中国高中毕业文凭，3年平均成绩65%（

不含语文、英语和政治）或;

入学要求

• 中国高中毕业文凭3年至少4门学术课

程平均成绩70%以上（不含语文、英语

和政治）或;

• 高考成绩总分60%-64% 或;

入学日期和完成学士学位的时间

• 2月/7月开学 - 3年

• 11月开学 - 2.5年*

*只有在报读农业与食品营销学士学位，商业学士学位，

体育与娱乐管理学士学位或旅游管理学士学位的情况

下才有可能。

入学日期和完成学士学位的时间

• 2月/7月开学 - 3.5年

• 11月开学 - 3年*

入学日期和完成学士学位的时间

• 2月/7月开学 - 4年

• 7月开学 - 3.5年 (包括暑假学期)

• 11月开学 - 3.5年*

Programme DUS 3 Bachelor Degree 
Year 2

Bachelor Degree 
Year 3

Course of Study 3 x pre-degree courses
1 x 100 level course 8 x 100 level courses 8 x courses 8 x courses

Period of Study 1st Semester 2nd Semester 
3rd Semester

4th Semester 
5th Semester

6th Semester 
7th Semester

Programme CUS DUS 3 Bachelor Degree 
Year 2

Bachelor Degree 
Year 3

Course 
of Study

4 x pre-degree  
courses

3 x pre-degree  
courses

1 x 100 level course

8 x 100 level 
courses 8 x courses 8 x courses

Period 
of Study 1st Semester 2nd Semester 3rd Semester 

4th Semester
5th Semester
6th Semester

7th Semester
8th Semester

• 新西兰高中 38 NCEA credits at 

Level 3 or higher (including three 

approved subjects with a minimum 

of 10 credits in each subject, plus UE 

literacy and numeracy) 

• IELTS5.5 (单项不低于5.5) 

• 新西兰高中 32 NCEA credits at 

Level 3 or higher (including 20 

credits over two approved subjects 

with a minimum of 10 credits in 

each subject, plus UE literacy and 

numeracy)

• IELTS 5.5 (读写至少 5.5, 其他不低于5.0) 

• 新西兰高中 58 NCEA credits at Level 
2 or higher (including 30 credits over 
three approved subjects plus UE 
literacy and numeracy) (需完成新西
兰高中十三年级课程) 

• IELTS 5.0 (单项不低于5.0)

* Refer to website for full entry requirements:  

www.lincoln.ac.nz/cuspathw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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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vel 7 Level 8 Level 9 Level 10

PhD 
(Three years)

Research Master
(Two years)

Master by Thesis
(One year)

Taught Master
(Three semesters)

Postgraduate Diploma
(Two semesters)  

Graduate Diploma
(Two semesters)  

* Some programmes require a relevant academic background. 
For more up-to-date entry requirements, refer to www.lincoln.ac.nz

Entry into this qualification 
Possible entry into this qualification

研究生途径

林肯大学的研究生学历为学生提供了一个更深入或

更专业领域学习的机会。 从研究生文凭直到博士学位， 

我们拥有完善的升学途径帮助学生进一步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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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类英语课程

如果学生需要提高英语水平， 我们

设有专门的英语学习中心， 帮助学

生达到入读学历所需要的水平：

学术英语 English for Academic 
Purpose (EAP)
· 大学直属的英语学习中心，小班教学

· 达到后续专业课程的语言要求后，不需要

额外考雅思，直升进入林肯任何学历课程

的学习

·  通过每4周结束后的水平考核， 最短12周

学习周期的评估， 达到相应要求可直接升

入后续任何专业课程

· 最灵活的新西兰大学直升学术英语课程

根据学生不同的语言水平， 以及后续课程的

衔接计划， 学生可以选择相应12周， 16周， 

20周， 24周 （以每4周类推） 等不同时间长

度的学习。 如果提前达到要求， 多余学费转

入后续专业课程

学生必须具备至少相当于雅思4.0的英语

水平

我们的EAP课程为您提供本科或研究生水平

的大学学习所需的语言和技能。 您可以选择

准备学习的组件， 包括

• 学术课本和期刊阅读

• 正式报告和研究论文写作

• 学术词汇研习

• 图书馆资源应用

• 学术讨论会的演讲， 表达， 交流和笔记

专业阶段深造奖

学习EAP的学生，通过考核达到要求，进入

后续专业课程学习的时候，林肯给予一次性

的最多12周前期EAP语言学费的减免，以资

鼓励。

研究生阶段学术英语证书
Graduate Certificate in 
Academic English (GCAE)
新西兰大学专业课程委员会CUAP批准的，

具备NZQA认证的7级水平的研究生学术英

语证 书。 这一证书课程的目的不仅提供了

一个不同于雅思考试的英语语言达标途径， 

最重要的是旨在加强学生在研究生阶段专

业英语和学术能力的准备和真实水平的提

高，为学生今后的专业学习， 甚至职业发展

打下坚实的 英语能力基础。

学生成功取得这一证书后， 不需要再考雅

思， 符合入读林肯大学所有研究生阶段学历

的英语要求 – 即相当于

IELTS6.5 (单项不低于6)的水平， 这些研究

生阶段课程包括Bachelor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 (Graduate Entry), Graduate 

Diploma/Certificate, Postgraduate 

Diploma/Certificate, Master Degrees  

(research/taught), PhD

同时， 这个证书也符合新西兰其他大学研究

生阶段学历英语水平为雅思6.5（单项不低于

6.0）的语言要求。

这一阶段学生在语言中心老师的支持帮

助下，提前接触研究生阶段学习的各学

院、科系和导师，学习Literature Review; 

Research Proposal等文献评论、研究计划

的基本研究技能训练。 这个部分的内容是新

西兰其他所有英语学习课程中所不具备的，

体现了林肯独特的优势。 

GCAE共计16周的学习，学生有可能12周提

前达到要求，剩余4周学费转入后续课程。

入学要求

1. 本科学士学位、毕业证书、大学四年成绩

2. IELTS6.0 (没有单项低于5.5) 

3. 如果学生暂时没有达到IELTS6.0的要 求，

根据不同的水平，可以先学习本科阶段专

业学术英语EAP课程的学习，达到相当于

IELTS6.0 (单项不低于5.5)的水平 再进入

GCAE课程内容学习

小班教学

林肯大学的英语学习班通常有12名学生。小

班授课意味着学生有更多机会进行交谈和

提问。这也意味着我们的老师有机会花更多

的时间来帮助学生。

全职学习

学生需要完成每周20个小时的上课时间。 此

外， 还需要完成作业和报告。 所有这些都是

为了帮助学生为将来的大学阶段的学习做

好准备。 同学们将学习如何在学术环境中阅

读， 写作和进行交流。

远程模式

林肯大学为在新西兰境外的国际学生，提供

远程模式的学术英语，帮助学生顺利进入

2023-2024年度的本科和研究生阶段学习。

学生将进行三个版块的学习，包括学术写

作、学术阅读和报告撰写。这将使学生能够

满足入读林肯大学本科和研究生阶段学历

的英语语言要求，并为在大学环境中成功

学习做好充分的准备。每周共有15堂通过

Zoom进行的现场直播课。每个版块(学术写

作、学术阅读和报告写作)每周有3-5堂现场

直播课。除此之外，还有学习支持课程。

本课程将使用以下在线工具:

• Zoom 视频会议系统

• 微信

• Learn: 学习管理系统

在线课程出勤率100%，按时完成所有的测

验、作业、测试和报告，诚实地完成所有测试

和自己的作业

课程学习时间为 

中国时间早上9点到下午1点

GCAE（16周）课程内容

Module 1:
Weeks 

1–12

ACEN301 (3个Module共12周); 

每个Module之后有考核 

学生有可能在第2个Module后

达到要求，提前进入Module 4的

ACEN303的学习；研究生阶段学

术英语阅读、写作、演讲和听力的

技能准备和学术研究的初步介绍

Module 4:
Weeks 
13–16

ACEN303 (1个Module共4周)；结

合学生后续专业课程的研究生阶

段高级水平学术技能的训练

2022年开学日期 :

5 Sept, 10 Oct, 14 Nov
2023年开学日期 :

9 Jan, 7 Feb, 13 Mar, 17 Apr, 22 May, 3 Jul, 31 Jul, 4 Sept, 9 Oct, 13 N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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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领域

术业专攻是林肯大学的最大特色。 这些专业领域的学历是为了帮助学生

最好地确定自己的学习规划， 实现自己的目标。  

这些专业领域的学历将为学生提供未来发展的知识和技能。

农业，园艺和葡萄栽培

初级生产是新西兰国民经济的基础, 这一点

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更加真实。对大

学毕业生的需求远远超过了供应，我们的学

生在该行业的所有领域都备受推崇。作为新

西兰领 先的农业大学，我们长期以来一直研

究土地生产力的提高和可持续发展。 

到2050年，全球粮食产量将需要增长70%，

粮食增量需要再供养额外的30亿人口，而且

在全球范围内，这一趋势还将继续。

随着国际市场对新西兰出口产品的需求，比

如肉类、牛奶和羊毛，数以千计额外的工作

机会将会不断出现。

现在是进入这个行业的最佳时机。

林肯大学的农业和园艺课程涵盖了广泛的

学科，包括生物学、化学、植物、动物和土壤

科学以及管理技能。我们提供的实践经验使

林肯与其他大学不同，并使学生能够立即进

入职场。就业机会广泛， 从农业和园艺 咨询

到乡村银行和估价职业， 农业企业角色， 以

及为化肥， 种子和畜牧业工作。

商业

我们的商业学历课程为学生在农业食品、旅

游业、房地产、农场和全球价值链等众多行

业提供了广阔的职业发展机会。

我们根据商业领域量身定制林肯大学的学

位，使得同学们对概念和行业有较强的理解

能力和被雇主看重的知识。

我们的课程培养准备工作的毕业生，因为通

过在林肯的学习，毕业生将拥有独特的技能

组合，使他们能够轻松找到工作或经营自己

的企业。

我们教授现实世界的案例和实践经验，培养

学生在商场上立竿见影的技能。

学生将受教于在该领域最优秀的研究人员

和学者，并获得最新的行业知识。林肯的许

多学历被行业协会权威认证，例如被澳洲

注册会计师公会权威认证的专业会计硕士

学位。

更多选择在林肯攻读商科的原因，包括

CFA权威认证的商业（金融）硕士学位

林肯大学主持新西兰第一个尤努斯社会商

业中心，该中心旨在造福社会中的贫困或弱

势群体。

我们的彭博室让学生体验真实的市场交易。

环境

与我们一起研究环境意味着了解可持续

发展的大局，同时关注当今世界面临的

一些最复杂的问题。社会对于林肯的环

境专业的毕业生需求旺盛，在政策制定，

规划和影响评估等领域有许多高薪就业

机会。越来越多的公司选择可持续经营，

尽量减少对环境的影响，同时提高环境

意识和对绿色生产的需求增加了非环保

行业的就业机会。

此外，公众和政治对环境问题的兴趣，如

对水资源分配和气候变化的关注，正在

为环境管理工作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在林肯，学生将从该领域的一些最好的

研究人员和讲师那里学习，并获得最新

的行业知识，这对广泛的雇主非常有吸

引力。在世界各地，人们面临着越来越广

泛的严重关切，如资源枯竭，空气和水污

染以及全球变暖。现在所做的决定将对

自然环境的可持续性以及经济，社会和

文化发展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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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葡萄酒和啤酒

我们的食品， 葡萄酒和啤酒课程将帮助学生 

在世界各地的发展职业生涯做好准备。食品

科学和创新课程帮助学生探索最新的理 念

和知识，从配料，营养，加工和工程到新 食品

的开发，包括配方和商业化。 与此同时，农业

企业和食品营销教授如何应用一种精明的

注重平衡有限的资源的食品生产方法， 和不

断增长的全球人口与消费者对高质量产品日

益增长的需求。或者学生也可以进入葡萄酒

行业制定有助于发展新西兰葡萄酒行业的计

划。我们也是新西兰唯一的一个开设一学期

啤酒酿造课程的大学。 这为进入一个不断增

长的 精酿啤酒行业并获得职业成功所需的

高深知识提供了宝贵的机会。

我们提供大量的实践工作机会，从实验室的

小组项目到私人公司的个人任务。我们的学

位在业界享有很高的评价，因为林肯培养出

的毕业生具备雇主正在寻找的实用技能。

我们在葡萄栽培方面也处于领先地位，在英

语世界，是第一个建立了在凉爽气候条件下，

葡萄栽培和酿酒的大学和研究生学历的高

校。我们的葡萄栽培和酿酒中心是一个顶级

的研究机构，旨在帮助提高新西兰葡萄酒产

业的经济价值。

我们的许多葡萄栽培和酿酒专业的毕业生都

在全球领先的葡萄酒产区工作，从奥克兰到

亚洲到美国。我们和很多行业企业比如恒天

然，新西兰乳品协会有着广泛密切的联系。

英语学习和本科Pathway

如果学生需要提高英语水平， 我们设有专门

的英语学习中心， 帮助学生达到入读学历所

需要的水平。 这是大学直属的英语学习中

心， 提供小班教学。 达到后续专业课程的语

言要求后，不需要额外考雅思，直升进入林

肯任何学历课程的学习

研究生阶段学术英语证书 Graduate 

Certificate in Academic English 具备

NZQA认证的7级水平的研究生学术英语证 

书。 这一证书课程的目的不仅提供了一个不

同于雅思考试的英语语言达标途径， 最重要

的是旨在加强学生在研究生阶段专业英语

和学术能力的准备和真实水平的提高，为学

生今后的专业学习， 甚至职业发展打下坚实

的 英语能力基础。

林肯大学提供快捷和灵活的Pathway课程。 

提供高中学生直接和快速的学位路径。

大一文凭2学期 Diploma in University 

Studies 2，是获得新西兰大学校长委员会批

准的，唯一的直接可以修读新西兰大学8门

100水平课程的Pathway文凭，通过后进入

大学本科第二年学习。

大一文凭3学期 Diploma in University 

Studies 3 需要三个学期，完成9门100水平

课程和3门基础课程。通过后，进入大学本科

第二年学习。

景观建筑设计

景观建筑设计利用科学和艺术的结合来创

造户外空间，促进更好的生活方式。对景观

设计师有着巨大的行业需求。随着越来越

多的企业认识到景观建筑原则可以为项目

带来的宝贵品质，新西兰市场正在迅速增

长。1969年，我们建立了新西兰在该领域的

第一个专业景观建筑学历。

当学生进入我们国际公认的景观建筑学院

时，你将与一些世界领先的实践者合作，共

同完成设计，生态，规划，实地考察和真实世

界项目的广泛组合。你将在校园内享受一

个专用的空间，拥有设计精美的工作室，安

装设备的空间，以及设计工作和模型构建计

划的空间，以便充分发挥你的创造力。我们

的景观建筑设计专业毕业生因在学习中获

得的经验而受到世界各地的追捧。他们被业

界视为最优秀的人才，能够在毕业后立即开

始成功的职业生涯。我们可以向学生推荐广

泛的人脉机会，帮助他们培养强大的专业

精神。

更多在林肯大学学习景观建筑设计的原因

林肯大学的景观建筑设计的本科和硕士学

位被新西兰景观建筑设计师协会和国际景

观建筑设计师协会权威认证。这意味着我们

的毕业生具备职业资格成为国际公认的注

册专业人士，从而在新西兰、亚洲和世界各

地从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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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管理和评估

我们的房地产领域的学历受到业界的

高度重视，并获得专业机构的广泛认

可，突出了其在新西兰的领先地位。我

们教授房地产管理已有80年历史，受

到业界的高度重视。学生将受教于该领

域中一些最有经验的专家，并从行业专

业人士那里获得最新的知识，这些专业

人士也会教授部分课程。

该部门雇用了大量的林肯大学毕业生。

事实上，我们的土地和房地产管理学士

该课程的就业率为100%，因为这些课

程与该行业高度相关，并帮助学生在所

需的实际工作期间获得应用技能。此

外，我们与众多企业和专业人士（其中

许多是林肯大学毕业生）保持着密切联

系，这意味着你可以在学习过程中形成

宝贵的职业人脉。

我们将为您提供在城乡房地产领域做

出有利于企业，消费者，社会和环境的

重要决策的能力。最重要的是，房地产

在每个国家和地区都极其重要，因此这

样一个房地产学位可以帮助学生在世

界各地寻求职业发展。

科学  

我们的科学方面的学历将使学生为土

地，水，空气和国家丰富的自然资源的可

持续管理做出贡献。在许多行业，尤其是

农业，食品科学，环境和保护等领域，对

林肯科学领域毕业生的需求很大。在所

有科学学科中，我们使用现实世界的案

例和实践经验，为学生提供在所选领域

中立竿见影的技能。

与具有领先水平的科学家和行业专业人

士一起实践学习的机会将使你在职业选

择方面有一个立足之地，我们传授的技

能对许多雇主都很有吸引力。我们强大

的研究能力为科学如何用于解决实际

问题提供了广阔的世界视野，同时我们

的课程内容高度集中，提供了理论和实

践知识。

随着世界的变化，我们需要能够解决重

大问题的高技能人才。我们如何从满足

消费者可持续性期望的新原料中创造健

康食品？我们如何保护我们的环境免受

生物威胁？我们如何保持良好的环境质

量？我们正在努力解决这些问题，作为

林肯理学学士毕业生，你可以加入我们

的使命。

体育和休闲

你想把你对运动和休闲娱乐的热爱变成职

业吗？由于我们实用的课程内容，友好的讲

师以及与各种组织的联系，我们在其他大学

中脱颖而出，在您完成学业之前，这将为您

提供一个机会。

这个领域的学位可以在一个令人激动，快速

发展的行业中打开一个充满就业机会的世

界。该行业迫切需要更多的本科毕业生，林

肯提供比新西兰任何其他大学更广泛的体

育和休闲课程。职业机会多种多样，从在非

营利或专业体育组织工作到在户外娱乐，公

共卫生或管理体育赛事和设施方面打造职

业生涯。该部门对新西兰经济的市场价值估

计超过50亿美元，生产力和健康效益的收益

超过10亿美元。

我们将以体育和社会，治理，活动和人员管

理的理论知识以及与管理社区公园和体育

娱乐服务相关的问题来补充您的实践经验。

我们的行业合作伙伴非常了解我们学历课

程的价值。许多组织已经雇佣了我们的毕业

生，并发现他们立即做好了工作准备，这种

素质对雇主非常有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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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

林肯有着深厚的旅游领域的教学和科研传

统，是新西兰开设旅游学位历史最悠久的高

校。我们使学生对旅游行业有一个透彻的了

解，旅游是新西兰最大的出口行业，对新西

兰经济和人民的福祉起着重要作用。

我们的课程是在与行业协商的基础上设计

的，将为学生提供各个层次的行业知识。我

们的核心是，为学生在旅游业的职业生涯传

授必要的知识和技能。一系列方案选项提供

了对计划，活动和业务管理的详细见解。行

业对于受过大学教育的旅游专业人士需求

量很大，因此获得专业学位有助于你在求职

时脱颖而出。

我们的毕业生尤其受到业界的高度重视，因

为他们以全面的旅游经验进入就业市场，并

对整个行业有很强的了解，从洞察力到实

际应用。我们与该行业有着密切的关系，特

别是在研究项目方面，因此在你完成学业之

前，你将有许多机会建立有价值的联系。当

你开始你的职业生涯时，你将完全准备好踏

上征程，给你足够应对挑战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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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学要求

学历 学历学术背景 英语语言

快捷证书 (CUS)

• 中国高中毕业文凭，3年平均成绩65%（不含语文、英语和政治） 或;

• 完成高二课程，2年平均成绩70%以上（不含语文、英语和政治） 或;

• 新西兰高中 58 NCEA credits at Level 2 or higher (including 
30 credits over three approved subjects plus UE literacy and 
numeracy) (需完成新西兰高中十三年级课程)

• IELTS(A) 5.0 (单项不低于5.0)

• TOFEL iBT35 (writing score 14)

• LU EAP 55%

• NZCEL Level 3 (General, Workplace or Academic 
Endorsement)

• PTE 36 overall score with no communicative score of less than 
36

• Language Cert: B1 Achiever IESOL (LRWS) with PASS and

• no less than Pass in each skill

新西兰大学大一文凭（3学期） 

(DUS3)

• 中国高中毕业文凭3年至少4门学术课程平均成绩70%以上（不含语
文、英语和政治） 或;

• 中国高考成绩总分60%-64% 或;

• 新西兰高中 32 NCEA credits at Level 3 or higher (including 
20 credits over two approved subjects with a minimum of 10 
credits in each subject, plus UE literacy and numeracy)

• IELTS(A) 5.5 (写作和阅读5.5，其他单项不低于5.0)

• TOFEL iBT46 (writing score 18)

• LU EAP 60%

• NZCEL Level 4 (General, Workplace or Academic 
Endorsement)

• PTE 42 overall score, with at least 42 in Reading and Writing 
and at least 36 in other communicative skills

• Language Cert: B2 Communicator IESOL (LRWS) with PASS 
and no less than Pass in each skill

新西兰大学大一文凭（2学期） 

(DUS2)

• 中国高中毕业文凭3年至少4门学术课程平均成绩80%以上（不含语
文、英语和政治） 或;

• 中国高考成绩总分65%-69% 或;

• 中国高中毕业，完成大一课程 或;

• 新西兰高中 38 NCEA credits at Level 3 or higher (including three 
approved subjects with a minimum of 10 credits in each subject, 
plus UE literacy and numeracy)

• IELTS(A) 5.5 (单项不低于5.5)

• TOFEL iBT53 (writing score 18)

• LU EAP 60% with no individual component less than 60%

• NZCEL Level 4 (General, Workplace or Academic 
Endorsement)

• PTE 42 overall score - with no communicative skill less than 42

• Language Cert: B2 Communicator IESOL (LRWS) with HIGH

• PASS and no less than Pass in each skill

专科文凭（职业技术类）
• 中国高中毕业文凭3年至少4门学术课程平均成绩70%以上（不含语
文、英语和政治）

• IELTS(A) 6.0 (单项不低于5.5)

• TOFEL iBT60 (writing score 18)

• LU EAP 65%

• NZCEL Level 4 (Academic Endorsement)

• PTE 50 overall score - with no communicative skill less than 42

• Language Cert: C1 Expert IESOL (LRWS) with PASS and no less 
than Pass in each skill

本科学士学位

• 中国高中毕业，完成本科大一，或者专科二年，平均成绩70%以上 或;

• 中国高考成绩总分70%以上 或;

• 新西兰 University Entrance qualification

大学学士后文凭
• 认可的3年全日制中国大专相关学术平均成绩 75%以上 或;

• 本科学士学位

大学学士后文凭 - 商业

• IELTS(A) 6.0 (单项不低于5.5)

• TOFEL iBT60 (writing score 18)

• LU EAP 65%

• NZCEL Level 4 (Academic Endorsement)

• PTE 50 overall score - with no communicative skill less than 42 

• Language Cert: C1 Expert IESOL (LRWS) with PASS and no less 
than Pass in each skill

其他大学学士后文凭，研究生， 硕士， 博士课程

• IELTS(A) 6.5 (单项不低于6.0)

• TOFEL iBT80 (writing score 21) and speaking score 18

• GCAE or LU EAP 70%

• NZCEL Level 5 (Academic or Professional Endorsement)

• PTE 58 overall score - with no communicative skill less than 50

• Language Cert: C1 Expert IESOL (LRWS) with HIGH PASS and 
no less than Pass in each skill or C2 Mastery IESOL (LRWS) with 
PASS and no less than Pass in each skill

研究生文凭 相关专业学士学位（最后1年平均成绩65%以上）

授课型硕士

• 相关专业学士学位（最后1年平均成绩70%以上） 或;

• 林肯大学学士后文凭 (Graduate Diploma) 平均成绩B以上 或;

• 林肯研究生证书 (Postgraduate Certificate) 平均成绩B以上* 

• 简历

• 以下3个硕士无需专业背景要求：

商业（会计和金融）

商业（全球管理和营销）

应用电脑

研究型硕士
• 相关专业学士学位，成绩优秀（最后1年平均成绩70%以上），

• 2个教授推荐表格；专业兴趣陈述; 简历等

博士学位

• 相关专业学士和研究型硕士学位 (硕士成绩优秀75%以上)

• 2个教授推荐表格

• 博士研究计划；硕士论文概要；简历等

具体信息请详见林肯大学网站：www.lincoln.ac.nz 以英文为准。

^ If supplying a TOEFL test score, please request an original 
copy to be sent to our institution, code number 9479.
Please note the University may request additional evidence  
of meeting English Language requirements.

* 研究生证书 (Postgraduate Certificate) 平均成绩B以上，

可继续攻读余下2个学期（120个学分）获得180学分授课型硕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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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学时间和学费
2023

学历 开学时间 学费 (新西兰元) 长度

本科阶段专业学术英语 EAP 1年10次 $5,400 ($450/每周) 12周

本科阶段专业学术英语 EAP (网课) 1年10次 $4,320 ($360/每周) 12周

研究生阶段专业学术英语 GCAE 1年10次 $7,200 ($450/每周) 16周

快捷证书 (1学期) CUS 2月 或 7月 或 11月 $11,000 1学期

新西兰大学大一文凭 (3学期) DUS 3 2月 或 7月 或 11月 $37,300 3学期

新西兰大学大一文凭 (2学期) DUS 2 2月 或 7月 或 11月 $27,300 2学期

专科文凭 园艺* 2月 或 7月 $23,500 1年

专科文凭 园艺管理* 2月 或 7月 $23,500 1年

专科文凭 农业* 2月 $23,500 1年

专科文凭 农场管理* 2月 $23,500 1年

职业会计硕士桥梁课程 2月, 4月, 7月, 9月 $15,550 1学期

本科学士（360/480学分）- Level7 / 荣誉学士 Level 8

学历 开学时间 学费 (新西兰元) 长度

农商和食品营销* 2月 或 7月 或 11月 $31,100 （每年） 3 年

农业科学* $34,500 （每年） 4 年

农业* $34,500 （每年） 3 年

商业 – 会计和财务 / 食品和资源经济学 / 全球商务 / 酒店和旅游管理* / 市场营销 / 供应
链管理和全球商务 / 个人定制专业

$31,100 （每年） 3 年

商业（农业）* $31,100 （每年） 3 年

商业（农业和专业会计）* $31,100 （每年） 4 年

商业（园艺）* $31,100 （每年） 3 年

环境管理 $34,500 （每年） 3 年

环境政策和规划（荣誉） $34,500 （每年） 4 年

土地和不动产管理* $31,100 （每年） 4 年

景观建筑* $35,900 （每年） 4 年

景观建筑 (Graduate Entry)* $43,125 （每年） 2-2.5 年

科学 – 生态和保护 / 环境科学 / 食品科学*/ 精酿啤酒 $34,500 （每年） 3 年

体育和娱乐管理* $31,100 （每年） 3 年

旅游管理 $31,100 （每年） 3 年

葡萄栽培和酿酒* $34,500 （每年） 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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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学士后文凭 (120学分) - Level 7

学历 开学时间 学费 (新西兰元) 长度

应用科学 2月 或 7月 $34,500 1 年

葡萄栽培和酿酒 2月 $34,500 1 年

酿酒和发酵 2月 $34,500 1 年

商业 / 旅游管理 / 体育和休闲管理 / 评估 / 不动产管理 / 资源研究 2月 或 7月 $31,100 1 年

研究生证书 (60学分) - Level 8

学历 开学时间 学费 (新西兰元) 长度

应用科学 2月 或 7月 $17,033 1学期

商业 / 土地和社会 / 公园、娱乐和旅游 / 环境管理 2月 或 7月 $15,666 1学期

研究生文凭 (120学分) - Level 8

学历 开学时间 学费 (新西兰元) 长度

农业科学 / 应用科学 / 园艺科学 2月 或 7月 $34,066 1 年

商业 / 土地和社会 / 公园、娱乐和旅游 / 环境管理 2月 或 7月 $31,333 1 年

授课型硕士 (180学分) - Level 9

学历 开学时间 学费 (新西兰元) 长度

应用电脑*
2月 或 7月 (18 个月完成)

11月 (12 个月完成)
$51,100 12 - 18 个月

商业（金融）
2月 或 7月 (18 个月完成)

11月 (12 个月完成)
$47,000 12 - 18 个月

商业（全球管理和营销）
2月 或 7月 (18 个月完成)

11月 (12 个月完成)
$47,000 12 - 18 个月

环境政策和规划 2月 或 7月 $51,100 18 个月

金融科技和投资管理
2月 或 7月 (18 个月完成)

11月 (12 个月完成)
$47,000 12 - 18 个月

管理（农商） 2月 $47,000 18 个月

管理（农业系统） 2月 $47,000 18 个月

虫害管理硕士（植物虫害治理 / 脊椎动物虫害管理） 2月 $51,100 18 个月

专业会计硕士学位 (澳洲注册会计师公会CPA认证) 2月 或 7月 $47,000 18 个月

精准农业** 2月 或 7月 $51,100 12 个月

科学（食品创新） 2月 或 7月 $51,100 12 个月

体育和休闲管理
2月 或 7月 (18 个月完成)

11月 (12 个月完成)
$47,000 12 - 18 个月

旅游管理
2月 或 7月 (18 个月完成)

11月 (12 个月完成)
$47,000 12 - 18 个月

葡萄酒和栽培 2月 $51,100 12 - 18 个月

大学学士后证书 (60学分) - Level 7

学历 开学时间 学费 (新西兰元) 长度

应用科学 2月 或 7月 $17,250 1学期

商业 / 旅游管理 / 体育和休闲管理 / 企业和可持续 / 资源研究 2月 或 7月 $15,550 1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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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课型硕士 (240学分) - Level 9

学历 开学时间 学费 (新西兰元) 长度

规划 (240学分, 包括40学分论文) 2月 或 7月 $28,800 （每年） 2年

景观建筑 2月 $34,200 （每年） 2年

研究型硕士 (240学分) - Level 9

学历 开学时间 学费 (新西兰元) 长度

商业管理 2月 或 7月 $31,100 （每年） 2 年

商业（农业） 2月 或 7月 $36,210 （每年） 2 年

农业科学 2月 或 7月 $36,210 （每年） 2 年

应用科学 2月 或 7月 $36,210 （每年） 2 年

园艺科学 2月 或 7月 $36,210 （每年） 2 年

景观建筑 2月 或 7月 $36,210 （每年） 2 年

科学 2月 或 7月 $36,210 （每年） 2 年

“双联学位” 授课型硕士 (240学分) - Level 9

国际自然保护 2月 或 7月 $36,210 （每年） 2 年

自然资源管理和生态工程 2月 或 7月 $36,210 （每年） 2 年

博士 - Level 10

学历 开学时间 学费 (新西兰元) 长度

所有专业 任何时间 $7,595 （每年） 3 年

Study Abroad
学历 开学时间 学费 (新西兰元) 长度

1 学期 (60学分) 2月 或 7月 $12,700 1 学期

2 学期 (120学分) 2月 或 7月 $25,400 2 学期

*必须完成实践工作才可以获得学历

**Pending approval

学生服务费（含GST)

Semester 1, 2 or Full Summer school (30 credits or more) $440.00 (每学期)

Semester 1, 2 or Full Summer School (less than 30 credits) $220.00 (每学期)

November or January Summer School only $130.00

Research (full year) $880.00

Off-Campus (30 credits or more) $335.00 (每年)

Off-Campus (less than 30 credits) $167.00 (每年)

English language $17.50 (每周)

Off Campus English language $10.00 (每周)

其他费用

医疗保险 $375 (每学期) 

$750 (每年)

开学日期

November intake: 14 November 2022 – 14 February 2023 (Summer School)
February intake: 20 February 2023 – 16 June 2023 (Semester One)
July intake: 3 July 2023 – 27 October 2023 (Semester Two)

November intake: 13 November 2023 – early February 2024 (Summer School)

远程学习模式

有些学历课程同时有远程学习模式，具体详情请联系我们。

Goods and Services Tax (GST)
GST is charged at 15% on goods and services in New Zealand, which includes study fees. However, it is not charged to a non-resident who is outside New Zealand 
at the time the services are delivered. Please visit www.lincoln.ac.nz/study/fees/ for more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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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学金

林肯大学旨在吸引全球最优秀的学生前来留学。  

为此， 林肯大学在不同的学习阶段设立不 

同的奖学金， 旨在为有才华和上进心的 

学生提供在林肯大学学习的机会。 

专业阶段深造奖

学习本科阶段专业学术英语EAP的学生， 

通过考核， 进入后续专业课程的时候， 林

肯给予一次性的最多12周前期EAP语言

学费的减免， 以资鼓励。

Lincoln University International 

Pathway Merit Scholarship

提供给同时满足学术和英语语言要求，直

接入读CUS或DUS的新生：奖学金2500

新元

申请截止日期: 

2月入学，

截至日期：1月31日

7月入学，

截至日期：6月30日

11月入学，

截至日期：10月31日

Lincoln University International 

Undergraduate Vice-Chancellor’s 

Scholarship

提供给同时满足学术和英语语言要求，直

接入读本科学位的新生：奖学金5000新元

申请截止日期: 

2月入学，

截至日期：1月31日

7月入学，

截至日期：6月30日

11月入学，

截至日期：10月31日

Lincoln University International 

Undergraduate Scholarship

提供给同时满足学术和英语语言要求，直

接入读本科或大学学士后文凭水平学历

的新生：奖学金3000新元

申请截止日期: 

2月入学，

截至日期：1月31日

7月入学，

截至日期：6月30日

11月入学，

截至日期：10月31日

Lincoln University International 

School Leaver Scholarship

提供给同时满足学术和英语语言要求，直接

入读本科学位的高中应届毕业的新生：奖学

金10000新元

申请截止日期: 

2月入学，

截至日期：1月31日

7月入学，

截至日期：6月30日

11月入学，

截至日期：10月31日

180学分授课型硕士奖学金

申请者大学本科最后一年成绩优秀或林

肯大学学士后文凭平均成绩B+以上， 经

林肯大学审核通过， 给予学费最多$7,000 

- $10,000新西兰元的奖学金。

提供$10,000奖学金的硕士课程

• 商业硕士（金融）

• 商业硕士（全球管理和营销）

• 金融科技和投资管理

• 体育和休闲管理硕士

• 旅游管理硕士

• 专业会计硕士学位（澳洲注册会计师公会

CPA认证）

• 管理硕士（农商）

• 管理硕士（农业系统）

提供$7,000奖学金的硕士课程

• 应用电脑  

• 环境政策和管理硕士

• 科学硕士（食品创新）

• 虫害管理硕士

• 葡萄酒和栽培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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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aimer Every effort is made to ensure that information in this publication is correct at the time of printing, 
but the content may be subject to change. Lincoln University reserves the right to make changes, amendments or 
deletions – including the withdrawal of courses – should circumstances change. Lincoln University does not assume, 
and hereby disclaims, any express or implied liability whatsoever to any party for any loss or damage caused by errors 
or omissions, whether these errors or omissions result from negligence, accident or any other cause. August 2022.

Patrick Yeung
International Operations Manager
E: patrick.yeung@lincoln.ac.nz
P: +64 3 423 0018

Jeff Sun
Director of Greater China
E: jeff.sun@lincoln.ac.nz
P: +64 3 423 0041

联络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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