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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西兰信息技术支持(NZDITTS)5级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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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系统支持本科文凭 7级课程

电气工程本科文凭7级课程



学校简介

奥克兰国际学院成立于2002年，是经新西兰教育部批准（批准号为7488）新西兰教育质量监管局核准，新西兰

高等教育部认可的高等教育院校。学校拥有两大校区；奥克兰主校区（Auckland）和汉密尔顿校区（Hamilton）。

是新西兰唯一的私立高等工程学院，也是唯一被澳洲格里菲斯大学认可的可以做学分转换的私立高等院校。

学院设有英语系，计算机系，和工程系。

奥克兰(Auckland)  新西兰北部的滨海城市，最大城市，面积1086平方公里，人口146万，是南半球主要的交通航运

枢纽，也是南半球最大的港口之一，世界著名的国际大都市。在2015年的全球最宜居城市评选中，奥克兰高居全球

第三位，这也是奥克兰连续三年蝉联全球最适宜城市前三名。2019年12月26日，位列2019年全球城市500强榜单第

180名。

汉密尔顿(Hamilton) 位于新西兰北岛内陆的一座美丽城市，距离奥克兰以南120公里。是新西兰第四大城市，人口

数量约16万，其中超过两万人是在这座城市中学习的学生。



选择ICA的理由

在汉密尔顿校区完成两年以上的专业课，可以获得2年开放式工签。

奥克兰国际学院（ICA）可以帮助毕业生申请转学分进入八所国立大学和理工学院。

奥克兰国际学院（ICA）拥有雄厚的师资力量。为学生提供全方位教育，为广大学子提供了一个充满

挑战和机遇的学习环境。

奥克兰国际学院重视国际交流，和世界一流大学签订转学分协议。

在ICA有细心认真的学生服务团队，帮助学生解决生活和学习中的困难。

越来越多留学生已将新西兰列为留学首选地，这里曾是大片《指环王》、《霍比特人》的拍摄地，被世人誉为“地

球上最后一块净土”。

新西兰是世界第二和平的国家（根据2018年全球和平指数）新西兰爱好和平、政治稳定，腐败率也是世界上最低，

是留学的理想之选。

新西兰的学历全球认可。读专业课期间可以兼职工作，既可获得一定的报酬，又支持自己的学业，兼职工作为你提

供新西兰职场的宝贵经验。



Address
Level 3, 520 Queen St, Auckland CBD, New Zealand

奥克兰国际学院（ICA）英语系开设： 

移民生活英文（Migrant English）

新西兰证书英语课程（NZCEL）基础级别

新西兰证书英语课程（NZCEL）1级，2级，3级（普通类）4级 (学术类)

完成NZCEL 不同等级可以免雅思直接入读我校专业课程或大学里的专业课程

NZCEL (基础级别)

24周

20小时

$9842NZD

奥克兰校区

每月开课

学制

每周学时

学费

上课地点

开学时间

NZCEL (4级学术类)

18周

23小时

$8062NZD

奥克兰校区

每月开课

学制

每周学时

学费

上课地点

开学时间

NZCEL (1级 2级 3级普通类)

16周

23小时

$6964 NZD

奥克兰校区

每月开课

学制

每周学时

学费

上课地点

开学时间

“我真的很喜欢奥克兰国际学院！”

大家好，我来自西班牙。新西兰是一个
很美的国家，这里的居民很友善。来到
新西兰我最大的障碍就是英文不够好。
所以我来到ICA学习英文。学校的英语
班都是小班教学，学生来自五湖四海。
我在这里结交了很多朋友。学校里的
KIWI老师很耐心的辅导每一个学生，
纠正学生每个单词的发音。在短短的几
个月中，我就有很大的进步，交流自如
，读当地的报纸也基本没有问题。学校
的老师还经常组织我们去郊游，亲近大
自然，了解当地文化。我真的很喜欢奥
克兰国际学院！

“选择ICA就等于迈出了成功的第一步”

我来自韩国，很幸运能来到奥克兰国
际学院学习英文。之前，我的英文基
础很差，经过一年的学习，我已经顺
利考入大学。我很感谢老师对我的耐
心辅导。选择ICA就等于迈出了成功的
第一步。



New Zealand Diploma i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echnical Support (Level 5)

新西兰信息技术支持课程（5级）一年制

学习目标
教授学生基本的计算机网络知识，使学生掌握计算机网络的基本理论，服务器系统和网络安

全方面的技能。 这些技能适用于网络的设计，实施和维护。

课程内容
计算机硬件和操作系统 

数据通信和计算机网络

系统管理

数据库设计与管理

网页设计

编程原理

信息安全和专业实践

信息技术项目

入学要求
16岁以上

学术类雅思5.5分，单科不低于5分

NCEA Level 2 修满48个学分，包括12分英语或毛利语

完成了新西兰信息技术四级证书或同等英语水平

中国高中毕业生或完成高中会考的高三在读学生

课程优势 本科直通车
完成5级课程后可转学分入读澳洲格里菲斯大学（2019年QS世界大学排名位于329名）

第一学年，节省50%左右的学费，且不需英语达到雅思6.5分水平。

Address
Level 3, 11 Garden Place, Hamilton, New Zealand



New Zealand Diploma I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echnical Support (Level 6)

新西兰信息技术支持课程（6级）一年制

学习目标
本课程旨在培养学生在系统管理方面的专业知识和技术技能。学生将能够分析客户需求，以

及计划和应用系统和网络服务的相关技术。学生将能够管理和应用自动化系统和应用程序软

件的相关技术，同时应用IT服务管理和变更管理流程及程序来满足客户要求。学生还将利用

IT相关项目的学习以展示专业知识以及沟通，信息设计，个人，人际关系和项目管理技能，

以分析和解决问题。

毕业后，学生将能够使用国际标准的技能进行系统管理并提供相关的建议和支持。他们也将

能够以合适的专业标准和实践在公司内独立工作，或作为团队的一部分进行工作。

课程内容
身份识别管理和目录服

服务器虚拟化的基础架构服务

企业存储解决方案和信息服务管理

信息传递系统管理

网络访问和安全

应用程序虚拟化和虚拟桌面基础架构

专业实践 

项目设计

入学要求
学生必须具有新西兰IT五级证书或同等IT专业的学历

或者在IT领域中有相匹配的工作经验

申请人的英语水平需达到雅思（学术类）6分（单科不低于5.5分）； 或新西兰英语四级证书

（学术）；或PTE（学术）总分不低于50，且单项不低于42； 或同等学历

课程优势
本科直通：  完成5级和6级课程后全部学分转入澳洲格里菲斯大学（2020年QS世界大学排  

名位于320名），并且只需雅思6.0，单项5.5的水平。

工作签证优势：在奥克兰以外的学校学习4-6级课程（两年制），可以获得2年开放工签。

Address
Level 3, 11 Garden Place, Hamilton, New Zealand



Diploma in Networks and Systems Administration 
Advanced (Level 7)

网络和系统管理高级文凭（7级课程）

学习目标
本课程培养学生从事IT行业高级技术支持岗位所必须的技能和理论知识，内容涉及服务器，

计算机网络，云技术和行业标准。

课程内容
本课程由两篇核心论文和六篇选修论文组成，学生需要从中选择四篇论文来完成120学分

的资格考试。

服务器基础设施管理

公共和私有云技术

信息传递和协作系统

IT服务管理

高级计算机网络

网络和系统安全

入学要求
完成信息技术或类似学科的6级或同等资格；或者完成了信息技术相关领域的学士学位；

或者具备同等水平的实践、专业或教育经验，例如三年或以上全职工作经验(与信息及通讯

科技有关)

年龄超过20岁而不符合入学条件，但其技能、教育或工作经验具备同等知识和技能的申请

人，可由系主任或推荐人酌情决定，获特别录取

国际学生和非英语为第一语言的学生，雅思学术成绩必须达到6.0且单项不低于5.5；或新

西兰英语四级证书(学术);或PTE(学术)总分为50分且单项不低于42分；或同等学历

课程优势
时长一年，学制较短。

汉密尔顿校区毕业后可获得两年开放式工作签证。

新西兰教育部批准的课程，文凭受国际认可。

完成该课程后，可入读更高级别的课程，如研究生课程。

Address
Level 3, 11 Garden Place, Hamilton, New Zealand



“通过在奥克兰国际学院的学习，我在IT领域的技能得到了显著的提高”

我来自马来西亚吉隆坡，我在马来西亚的IT公司工作了5年多，直到我决定来新西

兰开拓国际视野并丰富学术知识。

我在马来西亚获得了IT管理文凭。2014年1月我入读奥克兰国际学院。我在奥克

兰国际学院获得了以体验方式学习IT的机会。奥克兰国际学院有丰富的资源让学

生通过在IT行业内实践的方式获得IT知识和技能。

通过在奥克兰国际学院的学习，我在IT领域的技能得到了显著的提高。感谢奥克

兰国际学院给我在这里学习的机会。我现在已经在动画制作学院（Animation 

College）获得了一个IT职位，我很开心和同事们一起工作，解决技术问题。

“我的目标是成为一名网络领域的IT专业人士以及优秀的系统管理员”

2012年，我在印度取得了IT领域的学士学位。大学期间主修了信息系统、数

据库管理系统、JAVA和.NET等课程。目前，我在新西兰奥克兰国际学院修读

计算机系统支持7级文凭。

大学期间，我曾在印度信实通信实习，做了6个月的服务技术员。毕业后，我

在印度巴拉吉软件技术公司做JAVA程序员，参与完成了很多软件项目。2013

年，为了继续深造，同时体验一下多元文化和发达国家的生活，我来到新西

兰。在修读计算机7级课程期间，我在奥克兰PB Tech公司做IT支持。之后，

我作为一名IT支持人员加入了奥克兰国际学院。我擅长解决电脑系统、设备、

软件及移动设备的技术问题。在安装硬件、软件，建立网络和应用远程服务

方面都有丰富经验。此外，我在活动目录、远程桌面操作、分布式文件服务

和管理以及虚拟化等领域也有相关经验。

我的目标是成为一名网络领域的IT专业人士。目前，我在奥克兰国际学院的学

习使我具备了服务器领域的专业知识。



与格里菲斯大学签订的转学分合约



格里菲斯大学签订的转学分流程

新西兰信息技术支持课程5级

格里菲斯大学第二年

格里菲斯大学第三年

转80学分免雅思

新西兰信息技术支持课程5级

新西兰系统管理技术6级

格里菲斯大学第三年

转140学分免雅思



Diploma in Electrical Engineering (Level 7)

电气工程本科文凭 (7级课程)

学习目标
本课程是传授电气、电子工程核心知识和技能的高级课程，涵盖两个专业方向：电信与网络；

电子与嵌入式系统。

课程内容

入学要求 申请人须持有电气工程5级文凭， 或具备同等专业知识和技能。

申请人的英语水平需达到雅思（学术类）6分（单科不低于5.5分）或同等水平：或者小学

的全部课程和至少3年的中学课程为全英语授课；或至少5年的中学课程为全英语授课；或

在新西兰、加拿大、爱尔兰、南非、英国或美国等英语为官方语言的国家获得过全英语授

课的三年以上的文凭。

课程优势
时长两年，可以通过转学分缩短实际学习时间。

汉密尔顿校区毕业后可获得2年开放式工作签证。

新西兰教育部批准的课程，文凭受国际认可。

完成该课程后，可入读更高级别的课程，如研究生课程。

学习期间可每周工作20小时，学校假期期间，可全职工作。

新西兰移民局认定的长期短缺课程，享有各种移民优惠政策。夫妻一方读书，另一方可直接

拿工作签证，子女享受免费中小学教育。

Address
Level 3, 11 Garden Place, Hamilton, New Zealand

必修课

DEE500工程数学

DEE600工程项目管理

DEE700毕业设计

选修课（任选3门）

DEE501电路和设备

DEE502计算机程序和CAD工具

DEE610电子通讯系统

DEE602数据通讯与计算机网络

DEE603无线与波传播

DEE604高级电路与系统

DEE605高级电子设备与应用

DEE606微处理器与数字逻辑设计 

电信与网络方向专业课

DEE710网络安全

DEE711企业网络分析与设计

DEE712无线传感器网络

DEE713无线通讯

DEE714宽带通讯

DEE715光纤通讯

电子与嵌入式系统方向专业课

DEE720电子电力原理与应用

DEE721自动测试系统设计与应用

DEE722高级微处理器与接口技术

DEE723实时嵌入式系统

DEE724实时操作系统

DEE725控制系统



New Zealand Diploma In Mechanical Engineering 
(Level 7)

新西兰机械工程文凭课程（7级）

学习目标
本课程旨在为学生提供先进的理论知识，分析和实践技能。另外本课程将帮助学生深入了解

机械工程行业（包括汽车，机电和控制）的工程技术人员工作所需的技术原理，技术和物理

程序。本课程的毕业生将有能力操作各种类型的机械和机电设备，在实际工作中可以熟练的

解决和机电机械相关的技术难题。针对已完成电气工程5级或具备同等学历的学生而设计，帮

助他们进一步提高专业知识和技能。

课程内容

入学要求 申请人须持有机械工程相关专业5级文凭或同等学历和技能。

申请人的英语水平需达到雅思（学术类）6分（单科不低于5.5分）； 或新西兰英语四级证

书（学术）；或PTE（学术）总分不低于50，且单项不低于42； 或同等学历。  

课程优势
时长两年，可以通过转学分缩短实际教学时长。

毕业后可获得一年开放式工作签证。

新西兰教育部批准的课程，文凭受国际认可。

完成该课程后，可入读更高级别的课程，如研究生课程。

学习期间可每周工作20小时，学校假期期间可全日制工作。

Address
Level 3, 520 Queen St, Auckland CBD, New Zealand

必修课

DME500工程数学

DME501工程制图

DME700毕业设计

选修课
（任选2门）

DME502机械和车间实践

DME601导体力学

DME602材料和制造工艺

DME603材料力学

DME604模拟和数字电子

DME605机电一体化系统和设计

DME606控制系统工程

A级：汽车工程专业
（全部完成）

DME710汽车系统和设计

DME711汽车发动机和燃烧

DME712车辆的动力学和稳定性

DME713汽车车身工程与结构

DME714汽车仪表和传感器

DME715新能源汽车

B级：机电一体化和控制系统
专业（全部完成）

DME720 CAD/CAM

DME721工业自动化和机器人

DME722执行器和传感器

DME723机电系统和设备

DME724建筑服务和技术

DME725实时嵌入式系统



Diploma in Civil Engineering (Level 7)

土木工程本科文凭 (7级课程)

学习目标
本课程为学生提供先进的理论知识，培养学生的分析和实践能力，带领学生深入了解土木工程

行业（包括建筑和施工）所需的技术原理和工作程序。

课程内容

入学要求
申请人须持有土木工程5级文凭， 或具备同等专业知识和技能。

申请人的英语水平需达到雅思（学术类）6分（单科不低于5.5分）或同等水平：或者小学

的全部课程和至少3年的中学课程为全英语授课；或至少5年的中学课程为全英语授课；或

在新西兰、加拿大、爱尔兰、南非、英国或美国等英语为官方语言的国家获得过全英语授

课的三年以上的文凭。

课程优势
时长两年，可以通过转学分缩短实际学习时间。

毕业后可获得1年开放式工作签证。（在奥克兰校区）

新西兰教育部批准的课程，文凭受国际认可。

完成该课程后，可入读更高级别的课程，如研究生课程。

学习期间可每周工作20小时，学校假期期间可全日制工作。

新西兰每年缺少2-3万土木工程技术人才。就业机会高，且收入高。

新西兰移民局认定的长期短缺课程，享有各种移民优惠政策。夫妻一方读书，另一方可直接

拿工作签证，子女享受免费中小学教育。

Address
Level 3, 520 Queen St, Auckland CBD, New Zealand

必修课（如果您转学分后只需要完成一年的课程，那么在选课时则需完成四门编号为7开头的科目

与两门编号为6或5开头的科目）

DCE500工程数学

DCE501工程制图与图形

DCE600土地信息系统

DCE601工程测量

DCE700高级结构混凝土

DCE701结构系统

DCE702岩土地震工程

DCE703木材和钢结构

DCE704多层建筑设计

DCE705建筑保护

DCE706建筑管理与经济学

DCE707毕业设计



工程专业就业情况

工程专家



工程专业就业情况

工程技师



土木工程移民申请批准率

2019.07.01 — 2020.06.30

土木工程师 工签申请32件

PR申请32件

批准率96%

批准率83%

土木工程画图员 工签申请6件

PR申请2件

批准率100%

批准率100%

土木工程技术员 工签申请13件

PR申请5件

批准率84%

批准率100%

工料测量师 工签申请14件

PR申请5件

批准率85%

批准率100%



奥克兰以外工签政策

以下表格适用于从2018年8月8日起，你没有持有学生签证，或没有递交学生签证申请



奥克兰国际学院课程信息一览表

学科

新西兰信息技术支持5级

新西兰系统管理技术6级

计算机系统支持本科文凭7级

电气工程本科文凭 7级

土木工程本科文凭7级

机械工程本科文凭7级

新西兰证书英语课程NZCEL  

(基础级别)

新西兰证书英语课程NZCEL 

(1级  2级 3 级普通类)

新西兰证书英语课程NZCEL 

(4级学术类)

学时

一年制

一年制

一年制

两年制

两年制

两年制

24周

16周

18周

开学时间

6 月/9月/ 11 月

6月 /9月 /11月

6月 /9月/ 11 月

6月/9月/11月

7月/9月/11月

7 月/9月/11月

每月开学

每月开学

每月开学

校区

汉密尔顿校区

汉密尔顿校区

汉密尔顿校区 

汉密尔顿校区

奥克兰校区

奥克兰校区

奥克兰校区

奥克兰校区

奥克兰校区

学费

$18290 NZD

$18290 NZD

$19240NZD

两年共计$37759NZD

两年共计$37759NZD

两年共计$37759NZD

$9842NZD

$6964 NZD

$8062NZD



奥克兰总领馆教育机构资质情况认定表



2002年—奥克兰国际学院（ICA）根据1989年《教育法》成立。

2003年—奥克兰国际学院成为新西兰最大的政府信托机构‘公共信托’的成员，多国

际学生的学费实施有效的保护。

2006年—园艺课程占新西兰全国同类课程市场份额的50%。新移民英语学生占全国私

立教育机构的30%。开始与多所著名大学建立合作关系

2007年—在奥克兰大学设立“奥克兰国际学院植物科学博士奖学金”

2008年—学院响应政府号召，每年向南太平洋岛国的贫困学生发放奖学金

2009年—奥克兰国际学院成为微软高级学院的成员以及微软认证考试中心

2014年—与梅西大学，澳洲格里菲斯大学签订转学分协议

2015年—开设电气工程7级课程

2016年—成为首家开设土木工程专业的私立高等院校

2018年—于澳洲格里菲斯大学签订IT课程转学分协议

2019年至今—通过新西兰学历认证局（NZQA）所有的可持续发展的检查，被公认为

新西兰最优秀的私立高等教育机构之一

奥克兰校区
地址：Level 3, 520 Queen St, Auckland CBD, New Zealand
电话：0064 (09) 309 9558

汉密尔顿校区
地址：Level 3, 11 Garden Place, Hamilton, New Zealand
电话：0064 (07) 839 1233

*本手册最终解释权归ICA，最新详情可登陆学校网站www.ica.ac.nz查询

*本手册中与新西兰移民政策相关内容请以新西兰移民局网站内容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