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的11月入学模式帮你加快学习进度

2020年11月开始攻读学位课程，并在2021年3月学年开始之前完成4个科目单元。

蒙纳士大学始终致力于为学生们提供灵活的课程选择，帮助学

生们在如今不断变化和充满挑战的全球环境下规划学习和保持

进步。

我们知道，很多学生担心针对新冠肺炎疫情实施的各项封锁和限

制措施会耽误他们的学业。为此我们全新推出11月入学模式，让

学生可以更早开始攻读学位课程，并在2021年3月直接过渡到第

2学期。

这意味着学生可以加快学位课程的进度，并在2021学年开始时提

前1个学期开始学习。

我们将为在中国的学生提供线上和到校上课两种学习选择。

11月入学模式如何操作？

蒙纳士大学的第1学期通常从每年3月开始。如果选择新的11月入

学模式，学生现在能在2020年11月开始第1学期。

这个新学期将从2020年11月持续至2021年2月，目的在于加快 

第1学期的学习进度，让学生能在2021年3月开始第2学期。

可选择的课程
以下课程均可申请新的入学模式：

本科课程 研究生课程

会计学学士学位课程
Bachelor of Accounting

商科研究生证书课程
Graduate Certificate of Business

人文学学士学位课程
Bachelor of Arts

银行与金融学硕士学位课程
Master of Banking and Finance

商科学士学位课程
Bachelor of Business

商科硕士学位课程
Master of Business

工商管理学士学位课程
Bachelo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传播与媒体研究硕士学位课程
Master of Communications and Media 
Studies

马来西亚 - 商科和商务学学士学位课程
Malaysia - Bachelor of Business and Commerce

网络安全硕士学位课程 
Master of Cybersecurity

商务学学士学位课程
Bachelor of Commerce

数据科学硕士学位课程
Master of Data Science

计算机科学学士学位课程
Bachelor of Computer Science

IT信息技术硕士学位课程
Master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工程学学士学位课程（荣誉学位）*
Bachelor of Engineering (Honours)*

职业会计硕士学位课程
Master of Professional Accounting

工程学学士学位课程（荣誉学位）/商务
学士学位课程* 
Bachelor of Engineering (Honours)/Bachelor of 
Commerce*

战略沟通传播管理硕士学位课程
Master of Strategic Communications 
Management

工程学学士学位课程（荣誉学位）/计算
机科学学士学位课程*
Bachelor of Engineering (Honours)/Bachelor of 
Computer Science*

工程学学士学位课程（荣誉学位）/IT信息
技术学士学位课程*
Bachelor of Engineering (Honours)/Bachelor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T信息技术学士学位课程
Bachelor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市场营销学士学位课程
Bachelor of Marketing

媒体与传播学学士学位课程
Bachelor of Media Communication

*请注意，仅国际学生才能开始修读此课程

Natalie（Qianhe）Tian， 

本科生

“我不想耽误学习。我发现这种新的在线学习方式不仅有趣，

而且很实用。老师在网上给我们上课，教学和反馈都和以前一

样。”

https://www.monash.edu/study/courses/find-a-course/2020/accounting-b2029?international=true
https://www.monash.edu/study/courses/find-a-course/2020/accounting-b2029?international=true
https://www.monash.edu/study/courses/find-a-course/2020/business-b4001?international=true
https://www.monash.edu/study/courses/find-a-course/2020/business-b4001?international=true
https://www.monash.edu/study/courses/find-a-course/2020/arts-a2000?international=true
https://www.monash.edu/study/courses/find-a-course/2020/arts-a2000?international=true
https://www.monash.edu/study/courses/find-a-course/2020/banking-and-finance-b6004?international=true
https://www.monash.edu/study/courses/find-a-course/2020/banking-and-finance-b6004?international=true
https://www.monash.edu/study/courses/find-a-course/2020/business-b2000?international=true
https://www.monash.edu/study/courses/find-a-course/2020/business-b2000?international=true
https://www.monash.edu/study/courses/find-a-course/2020/business-b6005?international=true
https://www.monash.edu/study/courses/find-a-course/2020/business-b6005?international=true
https://www.monash.edu/study/courses/find-a-course/2020/business-administration-b2007?international=true
https://www.monash.edu/study/courses/find-a-course/2020/business-administration-b2007?international=true
https://www.monash.edu/study/courses/find-a-course/2020/communications-and-media-studies-a6003?international=true
https://www.monash.edu/study/courses/find-a-course/2020/communications-and-media-studies-a6003?international=true
https://www.monash.edu/study/courses/find-a-course/2020/communications-and-media-studies-a6003?international=true
https://www.monash.edu.my/study/undergraduate/business/bachelor-business-commerce
https://www.monash.edu.my/study/undergraduate/business/bachelor-business-commerce
https://www.monash.edu/study/courses/find-a-course/2020/cybersecurity-c6002?international=true
https://www.monash.edu/study/courses/find-a-course/2020/cybersecurity-c6002?international=true
https://www.monash.edu/study/courses/find-a-course/2020/commerce-b2001?international=true
https://www.monash.edu/study/courses/find-a-course/2020/commerce-b2001?international=true
https://www.monash.edu/study/courses/find-a-course/2020/data-science-c6004?international=true
https://www.monash.edu/study/courses/find-a-course/2020/data-science-c6004?international=true
https://www.monash.edu/study/courses/find-a-course/2020/computer-science-c2001?international=true
https://www.monash.edu/study/courses/find-a-course/2020/computer-science-c2001?international=true
https://www.monash.edu/study/courses/find-a-course/2020/information-technology-c6001?international=true
https://www.monash.edu/study/courses/find-a-course/2020/information-technology-c6001?international=true
https://www.monash.edu/study/courses/find-a-course/2020/engineering-e3001?international=true
https://www.monash.edu/study/courses/find-a-course/2020/engineering-e3001?international=true
https://www.monash.edu/study/courses/find-a-course/2020/professional-accounting-b6011?international=true
https://www.monash.edu/study/courses/find-a-course/2020/professional-accounting-b6011?international=true
https://www.monash.edu/study/courses/find-a-course/2021/engineering-and-commerce-e3005?international=true
https://www.monash.edu/study/courses/find-a-course/2021/engineering-and-commerce-e3005?international=true
https://www.monash.edu/study/courses/find-a-course/2021/engineering-and-commerce-e3005?international=true
https://www.monash.edu/study/courses/find-a-course/2021/engineering-and-commerce-e3005?international=true
https://www.monash.edu/study/courses/find-a-course/2020/strategic-communications-management-a6030?international=true
https://www.monash.edu/study/courses/find-a-course/2020/strategic-communications-management-a6030?international=true
https://www.monash.edu/study/courses/find-a-course/2020/strategic-communications-management-a6030?international=true
https://www.monash.edu/study/courses/find-a-course/2021/engineering-and-computer-science-e3010?international=true
https://www.monash.edu/study/courses/find-a-course/2021/engineering-and-computer-science-e3010?international=true
https://www.monash.edu/study/courses/find-a-course/2021/engineering-and-computer-science-e3010?international=true
https://www.monash.edu/study/courses/find-a-course/2021/engineering-and-computer-science-e3010?international=true
https://www.monash.edu/study/courses/find-a-course/2021/engineering-and-information-technology-e3011?international=true
https://www.monash.edu/study/courses/find-a-course/2021/engineering-and-information-technology-e3011?international=true
https://www.monash.edu/study/courses/find-a-course/2021/engineering-and-information-technology-e3011?international=true
https://www.monash.edu/study/courses/find-a-course/2021/engineering-and-information-technology-e3011?international=true
https://www.monash.edu/study/courses/find-a-course/2020/information-technology-c2000?international=true
https://www.monash.edu/study/courses/find-a-course/2020/information-technology-c2000?international=true
https://www.monash.edu/study/courses/find-a-course/2020/marketing-b2036?international=true
https://www.monash.edu/study/courses/find-a-course/2020/marketing-b2036?international=true
https://www.monash.edu/study/courses/find-a-course/2020/media-communication-a2002?international=true
https://www.monash.edu/study/courses/find-a-course/2020/media-communication-a2002?international=true


我将如何学习呢？

线上模式

这个新学期将采用线上授课的形式。学生将使用蒙纳士大学的

在线学习系统，其中包括我们开发的一系列可确保学生在学习

过程中得到持续支持的工具。

这包括1对1学习辅导支持、学生福利工具，以及进入仅限学生

访问的社交网络。这个由志同道合的学生组成的社区将帮助大

家在重返校园之前，把握这段特殊时期，加快学位课程的学习

进度。

学生以线上形式完成第1学期的学习后，就能在2021年3月时

回归校园，开启第2学期含面对面授课方式的混合学习模式。

返校时间具体取决于澳大利亚和海外旅行限制规定的放宽情

况。

混合模式：蒙纳士–苏州校区

11月入学的两门课程将采用混合授课模式（面对面授课和线上

授课相结合）

 • 商科硕士学位课程

 • 银行与金融学硕士学位课程

这两门课程将以混合模式在江苏苏州的东南大学–蒙纳士大学

联合研究生院开设。

蒙纳士–苏州校区的校内学习

作为蒙纳士大学和东南大学全球愿景的一部分，蒙纳士–苏州

合作项目开设研究生课程，为澳大利亚、中国和世界各地的开

创性研究铺平道路。

蒙纳士大学是第一所在中国取得研究生院办学许可，与东南大

学合作办学的外国大学。

在混合模式下，你将在蒙纳士–苏州校区，通过面对面授课和来

自澳大利亚的Zoom讲座相结合的方式来学习。你将使用苏州

校区的校园设施并获得当地导师的支持。

在苏州校区上课的学生所学习的科目和澳大利亚蒙纳士大学

的学生完全相同。

讲座将由澳大利亚的讲师在线进行。面对面授课地点则会安排

在蒙纳士–苏州校区内，由派驻当地的蒙纳士大学教师负责授

课。

预计所有学生都将在苏州校区完成这个学期（即使旅行限制被

取消）。在苏州校区完成第1学期的学习后，学生可以选择在条

件允许时，前往澳大利亚的蒙纳士大学各校区学习。

如果旅行限制未被取消，学生可以继续在中国学习，直至可以

前往澳大利亚为止。

我们会通过东南大学–蒙纳士大学联合研究生院在苏州校区安

排付费住宿。

该学习模式的名额上限为300人。混合模式的课程费用将参照

在澳大利亚上课的全额学费标准。

如果学生因现有学分限制和/或科目单元的可选性而无法在蒙

纳士–苏州校区进行全负荷学习，蒙纳士大学商科与经济学院

的学生服务工作人员可以同学生一起确定相关选择。工作人员

将对学生的学习方案进行深入评估并与学生及时保持联系。评

估时间可能比正常流程稍长。学生可以预计在提交学习方案后

10日内收到回应。感谢大家的耐心和理解。

新的11月入学模式帮你加快学习进度

https://www.monashuniversity.cn/why-choose-monash/our-campuses/international-campuses/suzhou-campus-china
https://www.monashuniversity.cn/why-choose-monash/our-campuses/international-campuses/suzhou-campus-china


为什么选择在线与蒙纳士大学学习？

蒙纳士成功开展世界一流的线上教育已有十多年的历史。我们

的悠久历史和专业知识帮助我们迅速应对新冠肺炎大流行。

我们已将所有科目单元的面对面授课转为线上方式，并与我们

的学生和学者紧密合作确保保持我们的教学质量水准。

我们知道线上学习与在校学习有所不同，但就在蒙纳士的学习

成果以及学生在毕业时将获得的学历资质来说，二者没有区

别。

学位证书和成绩单是一样的，获得的知识和技能以及未来雇主

对你学历的认可度也将是相同的。你获得的学历资质也同样是

这所排名前100*的研究密集型大学和澳大利亚著名的“八校

联盟”成员颁发的。

受雇主青睐的素养包括独立学习、独自进入工作角色的能力，

以及能够适应未知情况并卓有成效地开展工作——当下的形

势证明了这些技能将在未来变得更加有价值。选择11月入学模

式，你将可以体验两种学习方式。

这是蒙纳士大学新推出的入学时间点，这样在过渡到2021年 

3月的学期时，你的课程进度就能赶上澳大利亚的校历安排。 

这就意味着你能够与澳大利亚学生一起继续按每年两个主要

学期来学习课程。

* 2021年QS世界大学排名

申请资格

本科课程

如果你最近完成了高中最后一年的学习，并达到了蒙纳士大学

的入学要求，现在你可以在11月开始部分课程的学习，并在可

行时转为到校上课。

如果你最近完成了符合资格的衔接课程（比如蒙纳士学院快捷

课程或蒙纳士大学预科课程），现在你可以在11月开始部分课

程的学习，并在可行时转为到校上课。

研究生课程

如果你符合入读蒙纳士大学的资格，现在你可以在11月开始部

分课程的在线学习，并在可行时转为到校上课。

英语语言要求

要想攻读蒙纳士大学本科或研究生课程，你必须满足英语语言

要求。有些课程可能要求在开课截止日期前达到较其它课程更

高的英语语言要求。

蒙纳士大学会根据你最近的测试成绩评估你的英语语言水

平。如果你在近年参加了多次测试或评估，我们将只考虑最后

一次测试的成绩。

Steven (Canwei) Pang
工程学学士学位课程（土木工程）

商务学士学位课程（营销学）

“我很高兴这个学期我还能继续学习，与同学们一起学习让我

觉得充满干劲。学生和教职员工对于网课平台都很积极，大家

共同努力是为了安排好我们的学习，取得最好的成绩。”

新的11月入学模式帮你加快学习进度



申请方法

申请11月入学的程序与其它蒙纳士课程入学申请方式相同，没

有任何改变。

如果你是申请11月入学的新生，可以通过My.App或蒙纳士认可

的留学中介在合作伙伴门户提交入学申请。

如果你已经申请了蒙纳士的课程并正在等待录取，或者已经收

到了录取通知书，则可以向我们发送一份声明，注明你希望在 

11月入学。只需发送一封简短电子邮件至 

MU.Documents@monash.edu。 

重要日期

日期 活动

11月2日 授课第1周

11月9日 授课第2周

11月16日 授课第3周

11月23日 授课第4周

11月30日 授课第5周

12月7日 授课第6周

12月14日 授课第7周

12月21日 假期

12月28日 授课第8周

1月4日 授课第9周

1月11日 授课第10周

1月18日 授课第11周

1月25日 授课第12周

2月1日 SWOTVAC考试复习周

2月5–10日 考试

2月12日 春节

蒙纳士大学CRICOS代码：00008C； 
蒙纳士学院CRICOS代码：01857J
如需查询最新信息，请访问蒙纳士大学网站（monash.edu）。
所有信息均遵循出版时的现行规定、政策和惯例。2020年7月。 
MON_7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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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monashpartner.force.com/admissions/s/login/
https://www.monash.edu/study/how-to-apply/international-student-applications/agents-database
https://www.monash.edu/study/how-to-apply/international-student-applications/agents-database
mailto:MU.Documents%40monash.edu?subjec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