歡迎
來到澳洲查爾斯特大學

CSU 是被認可的澳洲國立大學之一
查爾斯特大學(CSU)在澳洲是針對培養專業才能並為遠距教育上的領導者。
查爾斯特大學超越了國家與國際間的界限，提供了不同的專業課程選項，學生可以選擇在校園中上課、遠距教學及持續專業科目
進修等方式來學習。CSU是公立大學而且是大英國協大學協會的會員。
CSU提供了近400 種多元課程給35,000 名的學生在校園
及遠距學習，專業課程種類有：
● 農業及葡萄酒科學
● 醫療保健
● 動物及獸醫學
● 商業
● 傳播及創意產業
● 運動科學
● 環境科學
● 人文及社會科學
● 資訊科技，電腦及數學
● 圖書館及資訊研究
● 醫學
● 護理
● 治安，保全及緊急管理
● 心理學
● 科學
● 教學及教育
● 神學及宗教學
更多課程資訊請參考：www.csu.edu.au/courses

我們的畢業生都做好進入職場的準備
大部分的CSU學位都有多重官方及業界的認可，合作的產
業都與大學密切的配合來確保CSU的畢業生都做好進入職場的準
備。CSU的畢業生受到不同領域的業界的歡迎，因為學生都是具
有高度專業訓練且高工作效率的就業者。
產業實習或工作安排已併入為學生學位課程的一部份，許多
學生在畢業前就已獲得業界的聘書。

盡心教學的專業教授
CSU以有優秀的師資聞名，我們的的教授們在國內是各研
究領域或產業服務中的佼佼者，他們皆具有實務及相關產業的
經驗。我們學術教學方法是依照按部就班的研究方式及密集而
有序的教學步驟。從您在CSU大一就讀到畢業，教授們會鼓勵
及協助學生達成自己的學業目標。在2010年有4位CSU的教授被
Australian Learning and Teaching Council (ALTC)表揚，因
為他們在各自專業的戲劇/媒體、社會正義、專業實習及商業電
台等領域上之教學貢獻。

針對您的需求來調整
CSU支持學生的個別學習需求，學校提供彈性的課程及教
學。大部分的CSU課程提供學生多樣的選擇來配合學生的生活方
式，包括全天在CSU的各分校校園學習或是在雪梨及墨爾本的市

Research that matters

區學習中心(城區部)就學，或是遠距教學的自主學習。CSU 都會

CSU is committed to excellence in research, identifying and supporting
areas and projects that provide for the undertaking of internationally
competitive research and research training.
CSU has been ranked as above world standard in several categories,
including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management, analytical
chemistry, and crop and pasture systems. World class ranking has
also been achieved in the areas of plant biology, education systems,
curriculum and pedagogy, tourism, applied ethics and philosophy.

與您一同找出最適合您的學習方式。

最實用的專業學習
CSU的學生有各種不同的學習路徑，透過各項設備來確保學
生能發展出符合職場要求的實用技巧及專業。我們校園內的設
備包括了專業標準的電台、電視廣播工作室、媒體中心、保健
中心、運動生理學實驗室、獸醫診所、640公頃的農場、商業酒
莊、網路化圖書館及電腦中心。 大部分的CSU大學課程都包含了
職場學習這個選項。

Ne w Sou t h Wa le s
Orange
Bathurst

查爾斯特大學的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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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學生可選擇在新南威爾斯州任一校園中就讀如AlburyWodonga 、Bathurst、Orange 或Wagga Wagga。或特殊神學校園
在North Parramatta 或 Canberra校區。或是在CSU位在雪梨或墨
爾本商業區的市區學習中心(城區部)。

CSU的國際連結
CSU在超過25個國家中有超過60個學術合作夥伴，合作關係
有研究促進、課程教學、文化交流、學生及教職員交流及其他多
樣的教育活動交流。

CSU 學習選項：
在CSU的澳洲校園就讀(各澳洲分校或CSU市區學習中心)。

●

利用遠距教學在您的家中參加CSU的課程。

●

在澳洲、中國、柬埔寨及香港透過CSU認可的學術機構進修課
程。

CSU的澳洲分校
在CSU澳洲分校就讀的優點：
●
●

●
●

CSU分校都座落在新南威爾斯安全友善的新內陸城市。
居住在新興內陸城市能享有郷間的悠閒生活，如: 充足的生
活活動空間、清新的空氣及優雅的休閒生活方式等。

V ict or 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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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跨越五大洲的 國際教育及職訓的領導者。Study Group 一同與
查爾斯特大學致力於提供給學生優等的教育機會。
在CSU的市區學習中心，我們提供大學學位及碩士學位課程
(coursework)，課程範圍有會計、商業及資訊科技。

●

最棒的大城市地點

●

良好的學生國籍分佈比率(學生來自56個不同的國家)

●

細心照料及適合學生學習的環境

●

專業教授群

●

小班制，每班人數比其他在大城市開設的大學少

●

現代且明亮的教學設備

●

一年有多次入學(二月、七月、十一月)

●

可透過Embassy CES、Martin College、Taylors UniLink，做
學術英語或學術銜接的條件式入學。

CSU- 是澳洲最大的遠距教育教學機構

提供校園內的學生宿舍。
能充分與當地小型友善的澳洲社區交流，提升學生的英語及
溝通技巧，更可以結交當地的朋友。

●

小班教學。

●

合理的生活消費並接近澳洲的大城市。

CSU獨特的校園地點提供學生傑出的學習環境，讓學生能充
分的與學術人員交流並享受優秀的教學及學習設備。.

我們市區

學習中心優勢有：

CSU提供國際學生以下的學習選項：
●

SYDNEY

CSU提供多樣的遠距教學科目及學位課程，讓學生可以在
家、在職場、在世界的各角落都可以學習。CSU是澳洲第一所大
學提供線上教學系統，我們的專業是提供國內外認可的遠距教學
課程。在2010年我們有將近24000名學生利用我們的遠距教學修
課。
我們的優點包括：
●

遠距教學的學生與在校園內上課程學生所接受的教學品質一
樣好。

CSU海外學習

CSU 利用先進的線上交流科技來幫助學生可直接與教授溝通、

CSU海外學習是提供給在澳洲以外的國家就讀大學的學生或
尚未進入大學的學生。這種課程是提供學生了解澳洲大學的學習
方式及求學經驗，但不需修完整個大學學位課程。

●

您可以在任一分校就讀一至二學期，以獲得您需要的國際學
習經驗並且同時獲得學分認證。

●

學生可以隨時在任何時間及地點繼續進修未完成的課程。

●

遠距教學的方式適合在職的學生及因為家庭因素而不能遠行

並能收到學生服務支援團隊的回覆、繳交作業及連結到我們
圖書館的系統。

的學生。

CSU雪梨及墨爾本 市區學習中心 (城區部)
CSU的市區學習中心是與Study Group機構合作。Study Group

●

您的學位證書將不會列明您的學習方法是遠距教學。

成功的本校畢業生
●

●
●

84.7%CSU的本地學生在完成他們的大學學位課程後4個月
內就找到工作，比澳洲的畢業生平均就業率高出8個百分
比。(2010 澳洲畢業生市調)
在2011年CSU有1,969名國際學生從本校畢業
在針對畢業生評比中，CSU獲得5分的高分(最高為5分加星
號)

CSU 與其他學院合作提供認可課程
CSU與在澳洲及海外的學院有正式的合約，這些學院在他們的學校提供CSU的課
程，學生在完成課業後可獲得CSU的證書。
請參考最新的合作名單：
网址：www.csu.edu.au/international/options/international-partners

我們的專業強項
農業、獸醫、環境科學、幼兒
教育及資訊科技研究所課程，是CSU
學術上的強項，以上科目也是在澳
洲最大的學術研究大學之一。CSU是
在澳洲大學課程中針對治安及保全
相關課程的主要學術教學機構，在
海外我們也與印度、印尼、中國、
加拿大、英國及阿布逹比等國家的
法律及政府機構有密切的合作關
係。

CSU 聯絡方式
您可以從以下的聯絡方式找到更多關於我們課程的資料及申請方式:
電話：+61 2 6338 6077 (海外)
網站：www.csu.edu.au/international
諮詢：www.csu.edu.au/contacts/enquiry
關於CSU市區學習中心(城區部)的課程及申請資料請聯絡：
電話：+61 2 9291 9300 (海外)
Email: studycentre@csu.edu.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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