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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奖学金 墨尔本大学
全球排名 

第32位

2017-2018年
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排名

2018年设计学学士

感受建筑学、计算机、工程建造、土木工程体系、 
数码科技、平面设计、景观建筑、机械体系、表演设计、 

房地产、空间体系和城市规划多学科的交汇与碰撞

bdes.unimelb.edu.au

— 校园开放日
Parkville校区和Southbank校区2017年
8月20日星期日早上10点至下午4点 

— 课程信息发布日
Parkville校区 
2017年12月18日星期三 

—  点击以下链接， 
查询您附近的活动
futurestudents.unimelb.edu.au/
events 

— 联系我们
Stop 1

757 Swanston Street, Parkville 
(主校门位于Grattan Street)

The University of Melbourne 
Victoria 3010 Australia 

13 MELB (13 6352)

+61 3 9035 5511

ask.unimelb.edu.au/app/ask 

— 关注我们 
coursesearch.unimelb.edu.au 

facebook.com/unimelb 

twitter.com/unimelb 

youtube.com/unimelb 

instagram.com/unimelb

unimelb.tumblr.com

– 国际学生奖学金

如果您是一名成绩优秀的国际学生，您
将被考虑授予墨尔本大学国际本科奖学
金。提供的奖学金包括100％的学费减
免，50％的学费减免和一次性的$10,000
的学费减免。墨尔本大学国际本科奖学
金的获得者还有资格获得寄宿学院及其
本科院系的额外奖学金。

– 校长学者项目
设计学学士(校长学者项目)为澳大利亚
成绩优异的高中毕业生提供各种优厚待
遇。

– 寄宿学院奖学金

墨尔本大学的寄宿学院也为学生提供住 
宿开支方面的经济资助。奖学金通常根
据学术成绩和/或经济需要而予颁发。
colleges.unimelb.edu.au

– 游学奖学金
海外留学经历能对您的生活产生重大影
响，因此我们也希望能让尽可能多的学
生获得这种体验。我们提供各种游学奖
学金、拨款和奖项，来资助您出国学习。

– 研究生奖学金

墨尔本大学还为国内和国际研究生和研
究人员提供一系列奖学金、助学金和其
他 资助机会。

scholarships.unimelb.edu.au

免责声明 
墨尔本大学已尽其全力确保本出版物在付印
时，所含信息准确无误。但是，墨尔本大学可
能会不定期地对其课程的相关细节（例如开
设科目、学费或教职人员等）进行修订。在您
申请就读本大学，或接受本大学的录取通书
时，您不应该仅仅依赖本手册提供的信息。
在做出以上决定前，您应该直接联系相关院
系，确认信息的有效性和准确性。这并不影响
《澳大利亚消费者权益法》赋予您的相关权
益。

摄影：James Rafferty,  
Paul Philipson 

授权出版人：建筑、建造与规划学院院长

海外学生院校及课程注册联邦登记系统
(CRIOCOS) 教育机构代码：090744C

2017年8月

2018 年设计学学士

知识产权 

本出版物的版权由墨尔本大学所有，未经墨
尔本大学的允许不得对本出版物的任何部
分进行复制。

详情请参见：  
unimelb.edu.au/Statutes 

隐私政策声明  
在处理私人信息或个人健 康 信息时，墨尔
本大学有责任遵守《2000年信息隐私法》
(Information Privacy Act 2000) 和《2001
年健康档案法》(Health Records Act 2001)
。

详情请参见：  
unimelb.edu.au/unisec/priv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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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申请
本地学生
(澳洲国籍，澳洲PR, 新西兰国籍）

申请本科课程的澳洲国内学生必须通过
维多利亚高等教育招生中心 (Vic to r i an 
Tertiary Admissions Centre，简称VTAC) 递
交申请。在海外学习的澳大利亚学生也必
须通过维多利亚高等教育招生中心申请。 
vtac.edu.au

国际学生

在 澳 大 利亚修 读 维多利亚州教 育证书
(VCE）、澳洲12年级或国际文凭(IB)课程

的学生，都必须通过维多利亚高等教育
招生中心申请。所有其他国际学生——包
括在澳洲进行预科学习的学生，都必须
直接向大学或通过大学的海外代表递交
申请。
futurestudents.unimelb.edu.au/
admissions/applications

学费
本地学生 

所 有 澳 洲 国 内 本 科 生 都 在 澳 大 利 亚
政 府联 邦资助名额（Commonweal th 
Supported Place，简称CSP）范围内。满

足HECS-HELP条件的学生，可以通过该
项目递延支付所应承担的学费。 

国际学生 

国际学生必须按每年公布的学费额度缴
纳学费。具体数额根据每学期注册的课程
而定。在您被大学录取时，会收到关于学
费和注册学习期间学费政策的详细信息。
futurestudents.unimelb.edu.au/admis-
sions/fees

设计学学士 主修课程 录取信息

入学要求

学历 设计学学士 设计学学士 
(校长学者项目)

国际文凭 (IB)

2018年IB分数线 E 31 99.90 (换算ATAR)  W

作为专业录取先决条件的IB科目R T 英语达到4级（标准水平或高级水平)

英国普通教育高级程度证书(GCE A Levels)与新加坡A Levels 

2018年分数线E BCC 不接收A Level学生

作为专业录取先决条件的A Level科目 R Y 可接受的AS级英语科目分数达到C

圣三一学院预科课程 

2018年保证录取分数 E 80 不接收圣三一学院学生

作为专业录取先决条件的科目(TCFS)R English和EAP均达到50% 

澳大利亚12年级

2018年国内学生ATAR最低录取线  Q 85.00 99.90  W

2018年国际学生ATAR保证录取线E 85.00 99.90

作为专业录取先决条件的VCE(第3和第4单元)科目 R English/English Language/Literature分数达到25分，或EAL分数达到30分 R

Q 澳洲 本地 学生：取决于课程的申请人数和录取名额，最终录取分数线(Clearly-in Rank)可能会提高。如果申请人未达到澳大利亚高等教育录取级别(ATAR)最低录取线，只有符合特别入学条
件时才能被录取。

W ATAR或换算ATAR达到99.90或99.90以上，且满足课程先决条件的学生，保证会被院长学者项目录取。在入学前一年，学生必须在澳大利亚完成澳大利亚12年级或国际文凭(IB)课程的学习 
(学生必须立即登记入学，或被批准推迟至12年级完成之后的一年内入学)。

E 国际学生：墨尔本大学保证，如果国际学生达到了要求的分数、进行了作为先决条件的学习、符合英语语言要求，而且在录取时该课程还有名额，就一定可以就读该课程。

  未达到保证录取分数线的申请将不予以考虑。只有在完成了该课程后未进行深造学习，保证录取分数线才适用。 
完成国外学习的澳洲国内学生：所列分数应被视为该课程录取分数的最低要求。根据课程的报名人数和联邦资助名额的数目，实际标准可能会更高。

R 以下专业对数学知识的要求为VCE Mathematical Methods第3和第4单元达到25分或同等水平：土木工程体系、计算、工程建造、机械体系、房地产和空间体系。有意向学习以上专业的学生
应该选择VCE Mathematical Methods第3和第4单元或同等科目。对于完成了VCE Mathematical Methods第1和第2单元但未完成第3和第4单元的学生，或VCE Mathematical Methods第
3和第4单元的分数低于25分的学生，可以就读一个过渡科目。一些双主修专业要求学生必须完成一些特定的VCE科目或同等科目，才能考虑录取。更多信息请参见网站。.

T 英语为第二语言的学生，在语言方面的录取先决条件为：英语B科目合格。除非另有说明，IB课程科目必须在4级水平（标准水平或高级水平)达到合格。

Y 接受的英国普通教育程度证书(GCE)AS和A Levels英语科目为：General Paper、General Studies、English Language and Literature、English Literature和English Language。新加坡A 
Level科目Knowledge and Enquiry(H2)科目也可接受。

第19位
建筑学/建筑 
环境学领域 

全球排名

2017年QS全球大学分学科排名

可申请

20多个
硕士学位

学生将掌握支持设计工作的技术技能，学
习如何将概念性思维运用于设计策略和
流程中，以及如何有效地运用视觉效果
来表现和传达设计理念。学生将在各种
设计情境下锻炼其处理问题的能力，包
括现场表演、电影电视、游戏设计、数码
和在线媒体表演节目，并通过一个大型设
计项目充分锻炼所学技能。

房地产R

房地 产的专业 重 点在于产权、开发、管
理、可行性、资金与投资，以及土地和建
筑物占有方面的知识。学生将了解当代规
划领域关注的议题、房地产市场的发展
趋势，以及如何运用施工操作和结构设
计为开发项目增值。  

空间系统 R

空间体系学习3D测量、制图和可视化领
域的科学与技术，涉及空间信息的采集、
分析、管理和展示，从而对人们的决策、
规划和设计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城市
数据分析、智慧城市、灾害管理、全球定
位系统、在线地图和手机定位服务技术的
背后，都蕴含了空间信息专家所开发的技
术。这些技术也有大量的设计含量。 

城市规划
城市规划师正积极参与解决当今时代所
面临的一些紧迫问题，包括城市化加速
所带来的压力、气候变化的影响，以及寻
找可持续发展能源等。城市规划重点关
注如何在建筑环境和公共利益之间取得
交集。

数码科技
数码 科 技专业 提 供 的实 用性 技 能 和 知
识，能够运用于与设计相关的各个领域，
其中重点包括网站媒体、移动媒体等数字
产品的开发以及互动技术。 

平面设计
通过本专业的学习，学生将掌握进行专业
平面设计工作所需要的实践技术和概念
知识。本专业秉承维州艺术学院(VCA)传
统，注重基于工作室的视觉艺术实践，并
在此基础上结合设计理论、数字和模拟
方法以及现代工业实践。学生将全面掌握
设计领域的知识技能，为开展以平面设计
为主的职业生涯创立基础，或为深造进修
做好准备 

景观建筑
景观建筑利用设计技巧和生态知识规划
我们的外部环境。该领域在人们生活的
方方面面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从住宅街
区、城市广场到都市森林、公园、马路、花
园、绿色基础设施，不一而足。学生将培
养创造可持续发展设计方案的能力，来解
决本地和全球所面临的生态、文化和社
会问题。 

机械系统 R

机械系统专业传授学生在机器设计、建
设，运营和维护方面的知识，包括新产品
及其制造机器的开发和设计，以及对产品
制造和服务供给所需要的系统、人员和技
术设备的管理。 

表演设计
本专业将为学生打下表演设计方面知识基
础；学习领域包括声音和灯光、布景、服
装，布景和道具等。

可以进行主修或辅修 
的学习领域为U:

建筑学
建筑师综合运用创造构想、创新方法、技
术知识和建筑理论，在人们的建筑环境中
打造生活、工作和娱乐的场所。成为一个
建筑师后，您将直接应对当今世界所面临
各种复杂挑战，并处于变革的最前沿。 

土木工程系统 R 

土木工程系统专业为学生学习如何进行
关键服务和基础设施的规划、设计和建
造打下坚实的基础。所涉基础设施包括
楼房、桥梁和隧道，以及运输系统、供水
与排水系统、港口和码头等。您将了解到
规划设计和施工建设如何与自然和社会
环境互相影响，从而为满足社会需要创造
解决方案。 

计算机专业R

计算机专业专业专为擅长科技的学生而
设计，培养其在编程和数字产品开发方面
过硬的专业技术。学生将在媒体计算、数
据处理与可视化，互动设计和可用性方面
发展技术能力。

工程建造 R

工程建造专业关注于建造行业中对人员、
流程和材料的管理，以及如何将这些知
识运用于具体的建造项目中。您将通过现
场参观和业界专业人士的专题演讲，加深
对实际操作的认识。

主修专业
主修专业是指所攻读学位的主要学习领
域。主修专业课程在第三个学年占50个学
分(3-4门科目)，这些科目需要以第一和第
二学年的所学科目为基础。

双主修专业
在设计学学士课程的某些领域中可攻读
双主修专业。双主修专业能为您提供更
广阔的职业发展道路，而且能让您的研
究生课程选择范围更加灵活。

辅修专业和专攻方向 

辅修专业课程和专攻方向课程在第三学
年占25个学分(2门科目)。辅修专业是浓
缩版的专业课程，对您主要兴趣领域提
供补充。专攻方向是关注您的专业领域
之外特定跨学科主题的短期课程。 

拓展课程
您可以在自己的核心学习领域之外选课，
为您的学位提供“拓展”。所选的课程由
您自己决定，可广可专。

并行文凭
并行文凭是您追求梦想的另一途径，在攻
读主学位的同时获取一个不同领域的学
历。您被设计学学士课程录取后，可以申
请学习以下文凭课程：
— 信息学文凭
— 语言文凭
— 数学文凭
— 音乐文凭
students.unimelb.edu.au/achieve/  
concurrent-diplomas

— 设计学学士
新开设的设计学学士课程，让您使用创
新流程，用全新的视角解决问题，为构建
美好生活寻求解决方案。
您将学习如何在各个领域运用设计知识：
从宏观层面上的城市规划，到楼房、桥梁
及景观的建筑施工，再到小规模体系及
微观结构等，范围十分之广。
您将与国际知名学者和业界专业人士并
肩工作。我们的设计工作室、现场参观和
实地考察活动以及与业内人士的交流，
都能让您参与到实际工作中，了解行业资
讯。

您的职业方向
您所选择的主修专业、辅修专业和专攻方
向将决定您的职业方向。完成设计学学
士课程后的职业去向包括：
— 初级估算师
— 建筑分析与设计师
— 城市数据分析师
— 数字与视觉设计师
完成设计学学士课程后，您还能选择进
入墨尔本大学研究生课程继续深造。对
于建筑、施工、工程、规划和房地产等职
业，如想满足职业认证的教育要求，您需
要攻读硕士学位。 

— 课程结构
全新的设计学学士课程，设计独特灵活，
可以选择作为主修专业、辅修专业、双主
修专业和专攻方向来攻读。您可以在设计
学的范围之内，将深入学习某一领域与广
泛摄取各学科知识相结合。本学位没有规
定必修课程。

学制
全日制3年
可进行非全日制学习 
(仅限于澳洲国内学生)

校区
Parkville校区和Southbank校区

入学时间
第一、第二学期均可

授课时长 
(第一学年全日制)

每周授课时间约16个小时
每周每门课大约需要
6小时的自学时间

— 更多信息请见
  bdes.unimelb.edu.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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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申请
本地学生
(澳洲国籍，澳洲PR, 新西兰国籍）

申请本科课程的澳洲国内学生必须通过
维多利亚高等教育招生中心 (Vic to r i an 
Tertiary Admissions Centre，简称VTAC) 递
交申请。在海外学习的澳大利亚学生也必
须通过维多利亚高等教育招生中心申请。 
vtac.edu.au

国际学生

在 澳 大 利亚修 读 维多利亚州教 育证书
(VCE）、澳洲12年级或国际文凭(IB)课程

的学生，都必须通过维多利亚高等教育
招生中心申请。所有其他国际学生——包
括在澳洲进行预科学习的学生，都必须
直接向大学或通过大学的海外代表递交
申请。
futurestudents.unimelb.edu.au/
admissions/applications

学费
本地学生 

所 有 澳 洲 国 内 本 科 生 都 在 澳 大 利 亚
政 府联 邦资助名额（Commonweal th 
Supported Place，简称CSP）范围内。满

足HECS-HELP条件的学生，可以通过该
项目递延支付所应承担的学费。 

国际学生 

国际学生必须按每年公布的学费额度缴
纳学费。具体数额根据每学期注册的课程
而定。在您被大学录取时，会收到关于学
费和注册学习期间学费政策的详细信息。
futurestudents.unimelb.edu.au/admis-
sions/fees

设计学学士 主修课程 录取信息

入学要求

学历 设计学学士 设计学学士 
(校长学者项目)

国际文凭 (IB)

2018年IB分数线 E 31 99.90 (换算ATAR)  W

作为专业录取先决条件的IB科目R T 英语达到4级（标准水平或高级水平)

英国普通教育高级程度证书(GCE A Levels)与新加坡A Levels 

2018年分数线E BCC 不接收A Level学生

作为专业录取先决条件的A Level科目 R Y 可接受的AS级英语科目分数达到C

圣三一学院预科课程 

2018年保证录取分数 E 80 不接收圣三一学院学生

作为专业录取先决条件的科目(TCFS)R English和EAP均达到50% 

澳大利亚12年级

2018年国内学生ATAR最低录取线  Q 85.00 99.90  W

2018年国际学生ATAR保证录取线E 85.00 99.90

作为专业录取先决条件的VCE(第3和第4单元)科目 R English/English Language/Literature分数达到25分，或EAL分数达到30分 R

Q 澳洲 本地 学生：取决于课程的申请人数和录取名额，最终录取分数线(Clearly-in Rank)可能会提高。如果申请人未达到澳大利亚高等教育录取级别(ATAR)最低录取线，只有符合特别入学条
件时才能被录取。

W ATAR或换算ATAR达到99.90或99.90以上，且满足课程先决条件的学生，保证会被院长学者项目录取。在入学前一年，学生必须在澳大利亚完成澳大利亚12年级或国际文凭(IB)课程的学习 
(学生必须立即登记入学，或被批准推迟至12年级完成之后的一年内入学)。

E 国际学生：墨尔本大学保证，如果国际学生达到了要求的分数、进行了作为先决条件的学习、符合英语语言要求，而且在录取时该课程还有名额，就一定可以就读该课程。

  未达到保证录取分数线的申请将不予以考虑。只有在完成了该课程后未进行深造学习，保证录取分数线才适用。 
完成国外学习的澳洲国内学生：所列分数应被视为该课程录取分数的最低要求。根据课程的报名人数和联邦资助名额的数目，实际标准可能会更高。

R 以下专业对数学知识的要求为VCE Mathematical Methods第3和第4单元达到25分或同等水平：土木工程体系、计算、工程建造、机械体系、房地产和空间体系。有意向学习以上专业的学生
应该选择VCE Mathematical Methods第3和第4单元或同等科目。对于完成了VCE Mathematical Methods第1和第2单元但未完成第3和第4单元的学生，或VCE Mathematical Methods第
3和第4单元的分数低于25分的学生，可以就读一个过渡科目。一些双主修专业要求学生必须完成一些特定的VCE科目或同等科目，才能考虑录取。更多信息请参见网站。.

T 英语为第二语言的学生，在语言方面的录取先决条件为：英语B科目合格。除非另有说明，IB课程科目必须在4级水平（标准水平或高级水平)达到合格。

Y 接受的英国普通教育程度证书(GCE)AS和A Levels英语科目为：General Paper、General Studies、English Language and Literature、English Literature和English Language。新加坡A 
Level科目Knowledge and Enquiry(H2)科目也可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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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将掌握支持设计工作的技术技能，学
习如何将概念性思维运用于设计策略和
流程中，以及如何有效地运用视觉效果
来表现和传达设计理念。学生将在各种
设计情境下锻炼其处理问题的能力，包
括现场表演、电影电视、游戏设计、数码
和在线媒体表演节目，并通过一个大型设
计项目充分锻炼所学技能。

房地产R

房地 产的专业 重 点在于产权、开发、管
理、可行性、资金与投资，以及土地和建
筑物占有方面的知识。学生将了解当代规
划领域关注的议题、房地产市场的发展
趋势，以及如何运用施工操作和结构设
计为开发项目增值。  

空间系统 R

空间体系学习3D测量、制图和可视化领
域的科学与技术，涉及空间信息的采集、
分析、管理和展示，从而对人们的决策、
规划和设计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城市
数据分析、智慧城市、灾害管理、全球定
位系统、在线地图和手机定位服务技术的
背后，都蕴含了空间信息专家所开发的技
术。这些技术也有大量的设计含量。 

城市规划
城市规划师正积极参与解决当今时代所
面临的一些紧迫问题，包括城市化加速
所带来的压力、气候变化的影响，以及寻
找可持续发展能源等。城市规划重点关
注如何在建筑环境和公共利益之间取得
交集。

数码科技
数码 科 技专业 提 供 的实 用性 技 能 和 知
识，能够运用于与设计相关的各个领域，
其中重点包括网站媒体、移动媒体等数字
产品的开发以及互动技术。 

平面设计
通过本专业的学习，学生将掌握进行专业
平面设计工作所需要的实践技术和概念
知识。本专业秉承维州艺术学院(VCA)传
统，注重基于工作室的视觉艺术实践，并
在此基础上结合设计理论、数字和模拟
方法以及现代工业实践。学生将全面掌握
设计领域的知识技能，为开展以平面设计
为主的职业生涯创立基础，或为深造进修
做好准备 

景观建筑
景观建筑利用设计技巧和生态知识规划
我们的外部环境。该领域在人们生活的
方方面面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从住宅街
区、城市广场到都市森林、公园、马路、花
园、绿色基础设施，不一而足。学生将培
养创造可持续发展设计方案的能力，来解
决本地和全球所面临的生态、文化和社
会问题。 

机械系统 R

机械系统专业传授学生在机器设计、建
设，运营和维护方面的知识，包括新产品
及其制造机器的开发和设计，以及对产品
制造和服务供给所需要的系统、人员和技
术设备的管理。 

表演设计
本专业将为学生打下表演设计方面知识基
础；学习领域包括声音和灯光、布景、服
装，布景和道具等。

可以进行主修或辅修 
的学习领域为U:

建筑学
建筑师综合运用创造构想、创新方法、技
术知识和建筑理论，在人们的建筑环境中
打造生活、工作和娱乐的场所。成为一个
建筑师后，您将直接应对当今世界所面临
各种复杂挑战，并处于变革的最前沿。 

土木工程系统 R 

土木工程系统专业为学生学习如何进行
关键服务和基础设施的规划、设计和建
造打下坚实的基础。所涉基础设施包括
楼房、桥梁和隧道，以及运输系统、供水
与排水系统、港口和码头等。您将了解到
规划设计和施工建设如何与自然和社会
环境互相影响，从而为满足社会需要创造
解决方案。 

计算机专业R

计算机专业专业专为擅长科技的学生而
设计，培养其在编程和数字产品开发方面
过硬的专业技术。学生将在媒体计算、数
据处理与可视化，互动设计和可用性方面
发展技术能力。

工程建造 R

工程建造专业关注于建造行业中对人员、
流程和材料的管理，以及如何将这些知
识运用于具体的建造项目中。您将通过现
场参观和业界专业人士的专题演讲，加深
对实际操作的认识。

主修专业
主修专业是指所攻读学位的主要学习领
域。主修专业课程在第三个学年占50个学
分(3-4门科目)，这些科目需要以第一和第
二学年的所学科目为基础。

双主修专业
在设计学学士课程的某些领域中可攻读
双主修专业。双主修专业能为您提供更
广阔的职业发展道路，而且能让您的研
究生课程选择范围更加灵活。

辅修专业和专攻方向 

辅修专业课程和专攻方向课程在第三学
年占25个学分(2门科目)。辅修专业是浓
缩版的专业课程，对您主要兴趣领域提
供补充。专攻方向是关注您的专业领域
之外特定跨学科主题的短期课程。 

拓展课程
您可以在自己的核心学习领域之外选课，
为您的学位提供“拓展”。所选的课程由
您自己决定，可广可专。

并行文凭
并行文凭是您追求梦想的另一途径，在攻
读主学位的同时获取一个不同领域的学
历。您被设计学学士课程录取后，可以申
请学习以下文凭课程：
— 信息学文凭
— 语言文凭
— 数学文凭
— 音乐文凭
students.unimelb.edu.au/achieve/  
concurrent-diplomas

— 设计学学士
新开设的设计学学士课程，让您使用创
新流程，用全新的视角解决问题，为构建
美好生活寻求解决方案。
您将学习如何在各个领域运用设计知识：
从宏观层面上的城市规划，到楼房、桥梁
及景观的建筑施工，再到小规模体系及
微观结构等，范围十分之广。
您将与国际知名学者和业界专业人士并
肩工作。我们的设计工作室、现场参观和
实地考察活动以及与业内人士的交流，
都能让您参与到实际工作中，了解行业资
讯。

您的职业方向
您所选择的主修专业、辅修专业和专攻方
向将决定您的职业方向。完成设计学学
士课程后的职业去向包括：
— 初级估算师
— 建筑分析与设计师
— 城市数据分析师
— 数字与视觉设计师
完成设计学学士课程后，您还能选择进
入墨尔本大学研究生课程继续深造。对
于建筑、施工、工程、规划和房地产等职
业，如想满足职业认证的教育要求，您需
要攻读硕士学位。 

— 课程结构
全新的设计学学士课程，设计独特灵活，
可以选择作为主修专业、辅修专业、双主
修专业和专攻方向来攻读。您可以在设计
学的范围之内，将深入学习某一领域与广
泛摄取各学科知识相结合。本学位没有规
定必修课程。

学制
全日制3年
可进行非全日制学习 
(仅限于澳洲国内学生)

校区
Parkville校区和Southbank校区

入学时间
第一、第二学期均可

授课时长 
(第一学年全日制)

每周授课时间约16个小时
每周每门课大约需要
6小时的自学时间

— 更多信息请见
  bdes.unimelb.edu.au



209mm 208mm

如何申请
本地学生
(澳洲国籍，澳洲PR, 新西兰国籍）

申请本科课程的澳洲国内学生必须通过
维多利亚高等教育招生中心 (Vic to r i an 
Tertiary Admissions Centre，简称VTAC) 递
交申请。在海外学习的澳大利亚学生也必
须通过维多利亚高等教育招生中心申请。 
vtac.edu.au

国际学生

在 澳 大 利亚修 读 维多利亚州教 育证书
(VCE）、澳洲12年级或国际文凭(IB)课程

的学生，都必须通过维多利亚高等教育
招生中心申请。所有其他国际学生——包
括在澳洲进行预科学习的学生，都必须
直接向大学或通过大学的海外代表递交
申请。
futurestudents.unimelb.edu.au/
admissions/applications

学费
本地学生 

所 有 澳 洲 国 内 本 科 生 都 在 澳 大 利 亚
政 府联 邦资助名额（Commonweal th 
Supported Place，简称CSP）范围内。满

足HECS-HELP条件的学生，可以通过该
项目递延支付所应承担的学费。 

国际学生 

国际学生必须按每年公布的学费额度缴
纳学费。具体数额根据每学期注册的课程
而定。在您被大学录取时，会收到关于学
费和注册学习期间学费政策的详细信息。
futurestudents.unimelb.edu.au/admis-
sions/fees

设计学学士 主修课程 录取信息

入学要求

学历 设计学学士 设计学学士 
(校长学者项目)

国际文凭 (IB)

2018年IB分数线 E 31 99.90 (换算ATAR)  W

作为专业录取先决条件的IB科目R T 英语达到4级（标准水平或高级水平)

英国普通教育高级程度证书(GCE A Levels)与新加坡A Levels 

2018年分数线E BCC 不接收A Level学生

作为专业录取先决条件的A Level科目 R Y 可接受的AS级英语科目分数达到C

圣三一学院预科课程 

2018年保证录取分数 E 80 不接收圣三一学院学生

作为专业录取先决条件的科目(TCFS)R English和EAP均达到50% 

澳大利亚12年级

2018年国内学生ATAR最低录取线  Q 85.00 99.90  W

2018年国际学生ATAR保证录取线E 85.00 99.90

作为专业录取先决条件的VCE(第3和第4单元)科目 R English/English Language/Literature分数达到25分，或EAL分数达到30分 R

Q 澳洲 本地 学生：取决于课程的申请人数和录取名额，最终录取分数线(Clearly-in Rank)可能会提高。如果申请人未达到澳大利亚高等教育录取级别(ATAR)最低录取线，只有符合特别入学条
件时才能被录取。

W ATAR或换算ATAR达到99.90或99.90以上，且满足课程先决条件的学生，保证会被院长学者项目录取。在入学前一年，学生必须在澳大利亚完成澳大利亚12年级或国际文凭(IB)课程的学习 
(学生必须立即登记入学，或被批准推迟至12年级完成之后的一年内入学)。

E 国际学生：墨尔本大学保证，如果国际学生达到了要求的分数、进行了作为先决条件的学习、符合英语语言要求，而且在录取时该课程还有名额，就一定可以就读该课程。

  未达到保证录取分数线的申请将不予以考虑。只有在完成了该课程后未进行深造学习，保证录取分数线才适用。 
完成国外学习的澳洲国内学生：所列分数应被视为该课程录取分数的最低要求。根据课程的报名人数和联邦资助名额的数目，实际标准可能会更高。

R 以下专业对数学知识的要求为VCE Mathematical Methods第3和第4单元达到25分或同等水平：土木工程体系、计算、工程建造、机械体系、房地产和空间体系。有意向学习以上专业的学生
应该选择VCE Mathematical Methods第3和第4单元或同等科目。对于完成了VCE Mathematical Methods第1和第2单元但未完成第3和第4单元的学生，或VCE Mathematical Methods第
3和第4单元的分数低于25分的学生，可以就读一个过渡科目。一些双主修专业要求学生必须完成一些特定的VCE科目或同等科目，才能考虑录取。更多信息请参见网站。.

T 英语为第二语言的学生，在语言方面的录取先决条件为：英语B科目合格。除非另有说明，IB课程科目必须在4级水平（标准水平或高级水平)达到合格。

Y 接受的英国普通教育程度证书(GCE)AS和A Levels英语科目为：General Paper、General Studies、English Language and Literature、English Literature和English Language。新加坡A 
Level科目Knowledge and Enquiry(H2)科目也可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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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将掌握支持设计工作的技术技能，学
习如何将概念性思维运用于设计策略和
流程中，以及如何有效地运用视觉效果
来表现和传达设计理念。学生将在各种
设计情境下锻炼其处理问题的能力，包
括现场表演、电影电视、游戏设计、数码
和在线媒体表演节目，并通过一个大型设
计项目充分锻炼所学技能。

房地产R

房地 产的专业 重 点在于产权、开发、管
理、可行性、资金与投资，以及土地和建
筑物占有方面的知识。学生将了解当代规
划领域关注的议题、房地产市场的发展
趋势，以及如何运用施工操作和结构设
计为开发项目增值。  

空间系统 R

空间体系学习3D测量、制图和可视化领
域的科学与技术，涉及空间信息的采集、
分析、管理和展示，从而对人们的决策、
规划和设计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城市
数据分析、智慧城市、灾害管理、全球定
位系统、在线地图和手机定位服务技术的
背后，都蕴含了空间信息专家所开发的技
术。这些技术也有大量的设计含量。 

城市规划
城市规划师正积极参与解决当今时代所
面临的一些紧迫问题，包括城市化加速
所带来的压力、气候变化的影响，以及寻
找可持续发展能源等。城市规划重点关
注如何在建筑环境和公共利益之间取得
交集。

数码科技
数码 科 技专业 提 供 的实 用性 技 能 和 知
识，能够运用于与设计相关的各个领域，
其中重点包括网站媒体、移动媒体等数字
产品的开发以及互动技术。 

平面设计
通过本专业的学习，学生将掌握进行专业
平面设计工作所需要的实践技术和概念
知识。本专业秉承维州艺术学院(VCA)传
统，注重基于工作室的视觉艺术实践，并
在此基础上结合设计理论、数字和模拟
方法以及现代工业实践。学生将全面掌握
设计领域的知识技能，为开展以平面设计
为主的职业生涯创立基础，或为深造进修
做好准备 

景观建筑
景观建筑利用设计技巧和生态知识规划
我们的外部环境。该领域在人们生活的
方方面面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从住宅街
区、城市广场到都市森林、公园、马路、花
园、绿色基础设施，不一而足。学生将培
养创造可持续发展设计方案的能力，来解
决本地和全球所面临的生态、文化和社
会问题。 

机械系统 R

机械系统专业传授学生在机器设计、建
设，运营和维护方面的知识，包括新产品
及其制造机器的开发和设计，以及对产品
制造和服务供给所需要的系统、人员和技
术设备的管理。 

表演设计
本专业将为学生打下表演设计方面知识基
础；学习领域包括声音和灯光、布景、服
装，布景和道具等。

可以进行主修或辅修 
的学习领域为U:

建筑学
建筑师综合运用创造构想、创新方法、技
术知识和建筑理论，在人们的建筑环境中
打造生活、工作和娱乐的场所。成为一个
建筑师后，您将直接应对当今世界所面临
各种复杂挑战，并处于变革的最前沿。 

土木工程系统 R 

土木工程系统专业为学生学习如何进行
关键服务和基础设施的规划、设计和建
造打下坚实的基础。所涉基础设施包括
楼房、桥梁和隧道，以及运输系统、供水
与排水系统、港口和码头等。您将了解到
规划设计和施工建设如何与自然和社会
环境互相影响，从而为满足社会需要创造
解决方案。 

计算机专业R

计算机专业专业专为擅长科技的学生而
设计，培养其在编程和数字产品开发方面
过硬的专业技术。学生将在媒体计算、数
据处理与可视化，互动设计和可用性方面
发展技术能力。

工程建造 R

工程建造专业关注于建造行业中对人员、
流程和材料的管理，以及如何将这些知
识运用于具体的建造项目中。您将通过现
场参观和业界专业人士的专题演讲，加深
对实际操作的认识。

主修专业
主修专业是指所攻读学位的主要学习领
域。主修专业课程在第三个学年占50个学
分(3-4门科目)，这些科目需要以第一和第
二学年的所学科目为基础。

双主修专业
在设计学学士课程的某些领域中可攻读
双主修专业。双主修专业能为您提供更
广阔的职业发展道路，而且能让您的研
究生课程选择范围更加灵活。

辅修专业和专攻方向 

辅修专业课程和专攻方向课程在第三学
年占25个学分(2门科目)。辅修专业是浓
缩版的专业课程，对您主要兴趣领域提
供补充。专攻方向是关注您的专业领域
之外特定跨学科主题的短期课程。 

拓展课程
您可以在自己的核心学习领域之外选课，
为您的学位提供“拓展”。所选的课程由
您自己决定，可广可专。

并行文凭
并行文凭是您追求梦想的另一途径，在攻
读主学位的同时获取一个不同领域的学
历。您被设计学学士课程录取后，可以申
请学习以下文凭课程：
— 信息学文凭
— 语言文凭
— 数学文凭
— 音乐文凭
students.unimelb.edu.au/achieve/  
concurrent-diplomas

— 设计学学士
新开设的设计学学士课程，让您使用创
新流程，用全新的视角解决问题，为构建
美好生活寻求解决方案。
您将学习如何在各个领域运用设计知识：
从宏观层面上的城市规划，到楼房、桥梁
及景观的建筑施工，再到小规模体系及
微观结构等，范围十分之广。
您将与国际知名学者和业界专业人士并
肩工作。我们的设计工作室、现场参观和
实地考察活动以及与业内人士的交流，
都能让您参与到实际工作中，了解行业资
讯。

您的职业方向
您所选择的主修专业、辅修专业和专攻方
向将决定您的职业方向。完成设计学学
士课程后的职业去向包括：
— 初级估算师
— 建筑分析与设计师
— 城市数据分析师
— 数字与视觉设计师
完成设计学学士课程后，您还能选择进
入墨尔本大学研究生课程继续深造。对
于建筑、施工、工程、规划和房地产等职
业，如想满足职业认证的教育要求，您需
要攻读硕士学位。 

— 课程结构
全新的设计学学士课程，设计独特灵活，
可以选择作为主修专业、辅修专业、双主
修专业和专攻方向来攻读。您可以在设计
学的范围之内，将深入学习某一领域与广
泛摄取各学科知识相结合。本学位没有规
定必修课程。

学制
全日制3年
可进行非全日制学习 
(仅限于澳洲国内学生)

校区
Parkville校区和Southbank校区

入学时间
第一、第二学期均可

授课时长 
(第一学年全日制)

每周授课时间约16个小时
每周每门课大约需要
6小时的自学时间

— 更多信息请见
  bdes.unimelb.edu.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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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园开放日
Parkville校区和Southbank校区2017年
8月20日星期日早上10点至下午4点 

— 课程信息发布日
Parkville校区 
2017年12月18日星期三 

—  点击以下链接， 
查询您附近的活动
futurestudents.unimelb.edu.au/
events 

— 联系我们
Stop 1

757 Swanston Street, Parkville 
(主校门位于Grattan Street)

The University of Melbourne 
Victoria 3010 Australia 

13 MELB (13 6352)

+61 3 9035 5511

ask.unimelb.edu.au/app/ask 

— 关注我们 
coursesearch.unimelb.edu.au 

facebook.com/unimelb 

twitter.com/unimelb 

youtube.com/unimelb 

instagram.com/unimelb

unimelb.tumblr.com

– 国际学生奖学金

如果您是一名成绩优秀的国际学生，您
将被考虑授予墨尔本大学国际本科奖学
金。提供的奖学金包括100％的学费减
免，50％的学费减免和一次性的$10,000
的学费减免。墨尔本大学国际本科奖学
金的获得者还有资格获得寄宿学院及其
本科院系的额外奖学金。

– 校长学者项目
设计学学士(校长学者项目)为澳大利亚
成绩优异的高中毕业生提供各种优厚待
遇。

– 寄宿学院奖学金

墨尔本大学的寄宿学院也为学生提供住 
宿开支方面的经济资助。奖学金通常根
据学术成绩和/或经济需要而予颁发。
colleges.unimelb.edu.au

– 游学奖学金
海外留学经历能对您的生活产生重大影
响，因此我们也希望能让尽可能多的学
生获得这种体验。我们提供各种游学奖
学金、拨款和奖项，来资助您出国学习。

– 研究生奖学金

墨尔本大学还为国内和国际研究生和研
究人员提供一系列奖学金、助学金和其
他 资助机会。

scholarships.unimelb.edu.au

免责声明 
墨尔本大学已尽其全力确保本出版物在付印
时，所含信息准确无误。但是，墨尔本大学可
能会不定期地对其课程的相关细节（例如开
设科目、学费或教职人员等）进行修订。在您
申请就读本大学，或接受本大学的录取通书
时，您不应该仅仅依赖本手册提供的信息。
在做出以上决定前，您应该直接联系相关院
系，确认信息的有效性和准确性。这并不影响
《澳大利亚消费者权益法》赋予您的相关权
益。

摄影：James Rafferty,  
Paul Philipson 

授权出版人：建筑、建造与规划学院院长

海外学生院校及课程注册联邦登记系统
(CRIOCOS) 教育机构代码：090744C

2017年8月

2018 年设计学学士

知识产权 

本出版物的版权由墨尔本大学所有，未经墨
尔本大学的允许不得对本出版物的任何部
分进行复制。

详情请参见：  
unimelb.edu.au/Statutes 

隐私政策声明  
在处理私人信息或个人健 康 信息时，墨尔
本大学有责任遵守《2000年信息隐私法》
(Information Privacy Act 2000) 和《2001
年健康档案法》(Health Records Act 2001)
。

详情请参见：  
unimelb.edu.au/unisec/priv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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