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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影响力全球大学排名第42位
（2019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大学影响力排行榜）

亚太地区高等教育百强高校
（2019泰晤士报高等教育亚太大学排名）

世界青年大学150强
（泰晤士报高等教育青年大学排行榜20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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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大学排名第16
（2019年世界大学学术排名）

亚太大学50强
（2019年泰晤士报高等教育亚太地区大学排名）

·生物医学学士
·理学士（分子生物学与应用化学）
·理学士（分子生物学与制药学）
·理学士（分子生物学与生物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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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排名第10，世界排名207
（QS 2020世界大学排名）

工程技术大学澳洲排名第15位
（2019年QS世界大学专业排名）

纽卡斯尔商学院被国际商学院协会（AACSB）认证

亚太地区大学排名前50
（2019年泰晤士报高等教育亚太大学排名）

·商务学士（创新与创业、国际商务、领导力及市场营销与管理）
·商学士（会计）
·传媒学士
·信息技术学士
·工程学士（荣誉）（电子电气工程）
·工程学士（荣誉）（机械工程）
·工商管理研究生证书课程
·工商管理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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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排名第212位
(QS世界大学排名2020)

亚太地区大学前40强
（2019泰晤士高等教育亚太地区大学排名）

校龄低于50年的大学澳洲排名第2
世界排名第16

(2020 QS世界大学校龄50年院校排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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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年轻大学Top 250
（泰晤士报高等教育2019年年轻大学排名）

英国排名前15的大学
（2020卫报大学指南）

连续7年蝉联英国顶尖现代大学
（2013-2019卫报大学指南）

·会计与金融荣誉文学士                                                                
·商务与金融荣誉文学士                                                                 
·商务与市场营销荣誉文学士
·数字营销荣誉文学士
·国际酒店及旅游管理荣誉文学士                     
·媒体与传播荣誉文学士
·电气与电子工程工程学荣誉学士                                                         

·机械工程工程学荣誉学士
·计算机科学理学荣誉学士 
·道德黑客&网络安全理学荣誉学士
·国际物流理学荣誉学士   
·国际商务工商管理硕士
·全球金融服务工商管理硕士
·工程商务管理理学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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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学、就业和国际化方面被评为4星
（2019年QS星级）

体育科学排名英国前30
（2020卫报大学指南）

·酒店与旅游管理（荣誉）文学士
·体育与运动科学理学士
·国际商务管理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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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洋洲排名前 23   世界排名前 300
(QS 世界大学排名 2020)

课程

·数据分析硕士

亚太地区前 120 所大学
(泰晤士报高等教育亚太大学排名 2019)

可持续影响力全球大学排名第38位
(2019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大学影响力排行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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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 惘 城赖推蓯 噬貝推蓯 3131赖罰佨艇没佪佨诽8&哲罰惚佪
QTC赖嘍
餚㛳烐妕㛇霎㜄蠿 )2 靧 6鄀 * 2。4。6。8。:。22 3 跣桸 0 瀯鄀時 %24-486/11!䯒%!3-786!0!瀯鄀時䯓

叧梮餚㛳㛇霎㜄蠿 2。5。8。21 4 跣桸 T%5-391/11

縟烏諎絔㛇霎旝區! 2。4。5。7。8。9。21。22

7 跣桸

T%5-391/11

剓鉢™摙㛇霎

2。5。8。21

T%5-391/11

墡蠿叧▕蕬㛇霎旝區!!!!!!!!!!!!!!!!!!!!!!!!!!!!!!!!!!!!!!!!!!!!!!!!!!!!!!!!!!!!!!
惡峗™摙恖梮㛇霎旝區

T%5-444/61

鉢鑇醮㫜誤蟨叧㛇霎旝區 T%5-455/31

墡縟諎絔俋豕!
墡縟諎絔俋豕䯒＝㚧醮㳟@䯓
墡縟諎絔俋豕䯒斶叄鬫䀏䯓
剓鉢™摙俋豕
晈珪醮㱟姎諎絔俋豕!
瑪絑辭姉䀍諎絔俋豕

2。5。8。21

23 跣桸ｖ

T%22-667/11

翄厸墡蠿恖梮俋豕
梽櫑墡蠿恖梮俋豕

2。5。8。21

T%23-:58/11

惡峗恖梮俋豕!!!!!!!! T%21-864/61

鈫酖䅂嬿醮誒熴唻詇俋豕 T%22-453/11

鉢鑇醮㫜誤蟨叧俋豕 T%21-918/11

羠噯蟨叧▕蕬俋豕 3。7。: :跣桸 T%21-918/11

瑪絑窹牐醮辭姉䀍諎絔蔠裮羠旝區 4。: 23 跣桸 T%22-636/29

JHDTF!Zfbs!21 3。8 23 跣桸 T%2:-371/11

纪嶺挺怿田谨赖佮爻瞻
絔叧佖䯒鈫酖呏瑪 * 2。6。: 27.35 跣桸 + T%36-791/11

絔叧薐佖 ) 鈫酖呏瑪䯓 4。8。21 35!跣桸ｗ T%43-211/11

k钉订谨赖佮爻瞻

羠窹語叧叧佖
絔叧佖䯒鰓厸羠窹叧醮姉羮誼叧䯓
絔叧佖䯒鰓厸羠窹叧醮壽駳叧䯓
絔叧佖䯒鰓厸羠窹叧醮羠窹恖梮䯓

6。: 23.39 跣桸
35䃸䯖T%58-61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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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䃸䯖T%34-865/11

璞懂挺亮谨赖-爻瞻

!!!!!!!!!!!!!!!!!!!!!!!!!!!!!!!!!!!!!!!!!!!!!!!!!!!!!!!!!!!!!!!!!!!!!!!䯓䀏鬫鯫壈倀撾啂䎘。烏縟䅕蹺。趵攝醮昦攝䯒佖叧烏縟
縟叧佖䯒＝㚧䯓

2。6。9

27.39 跣桸 +

27 䃸䯖T%39-187/91

™剓叧叧佖

惡峗恖梮叧佖!!!!!!!!!!!! 27 䃸䯖T%38-845/51

墡蠿叧佖䯒駥㖌䯓翄厸翄炚墡蠿!!!!!!!!!!!!!!!!!!!!!!!!!!!!!!!!!!!!!!!!!!!!!!!!!!!!!!!!!!!!!!!!!!!!!!!!!!!!
墡蠿叧佖䯒駥㖌䯓梽櫑墡蠿

47跣桸 T%78-81:/71

墡縟諎絔薐佖 27跣桸ｗ T%3:-257/91

爸扮獨谨赖-爻瞻

縟叧佖䯒㳟@䯓!!!!!!!!!!!!!!!!!!!!!!!!!!!!!!!!!!!!!!!!!!!!!!!!!!!!!!!!!!!!!!!!!!!!!!!!!!!!!!!
縟叧佖䯒諎絔醮壈鯫鬫䀏䯓!!!!!!!!!!!!!!!!!!!!!!!!!!!!!!!!!!!!!!!!!!!!!!!!!!!!!!!!!!!!!!!!
縟叧佖䯒辭姉䀍諎絔䯓

2。6。9 27.39 跣桸 + 27 䃸䯖T%38-845/51

攴田疾谨赖-罹幌

＝㚧醮㳟@駥㖌旝叧佖
縟烏醮㳟@駥㖌旝叧佖
縟烏醮壈鯫鬫䀏駥㖌旝叧佖
剓鉢醮™摙駥㖌旝叧佖
斶叄鬫䀏駥㖌旝叧佖
蹺䅕㱟姎倀晈珪諎絔駥㖌旝叧佖

4。8。22

27.39 跣桸 + T%32-682/31

翄炚醮翄厸墡蠿墡蠿叧駥㖌叧佖!!!!!!!!!!!!!!!!!!!!!!!!!!!!!!!!!!!!!!!!!!!!!!!!!!!!!!!!!!!
梽櫑墡蠿墡蠿叧駥㖌叧佖!!!!!!!!!!!!!!!!!!!!!!!!!!!!!!!!!!!!!!!!!!!!!!!!!!!!!!!!!!
梽翄墡蠿墡蠿叧駥㖌叧佖

27.43 跣桸 + T%35-849/51

㚧誽梽蟨叧絔叧駥㖌叧佖!!!!!!!!!!!!!!!!!!!!!!!!!!!!!!!!!!!!!!!!!!!!!!!!!!!!!!!!!!!!!!!!!! 27.43 跣桸 + T%35-635/51

㭠孭䧸咃'鈫酖呏瑪絔叧駥㖌叧佖! 27.43 跣桸 + T%35-635/51

蹺䅕窹牐絔叧駥㖌叧佖!! 27.31 跣桸 + T%32-682/31

墡蠿縟烏諎絔絔叧薐佖 23跣桸 T%32-939/11

墡縟諎絔薐佖䯒蹺䅕縟烏 0瑪絑㳟@桽烏䯓 27跣桸ｗ T%38-286/97

谕2减〡涌ǒ谨赖佮罹幌
㱟姎醮晈珪諎絔旝叧佖 4。8。21 27 跣桸ｗ T%29-696/:1

鉢鑇醮㫜誤蟨叧絔叧佖 3。6。: 27 跣桸ｗ T%37-561/51

蹺䅕縟烏諎絔薐佖 3。7。21 27 跣桸ｗ T%32-297/11

信醪谨赖
斶懪鰓椷薐佖 2。: 35跣桸ｗ T%38-182/11

+!頌姃糴㚪詵䅳樍荁饅豕趵俋豕旝區 )徏讜訵叧證 *艊叧羠䯖詵鮪 27跣桸廟呝彾梪蟨叧瀕㜄蠿、!

_!朄蛵艊㠿羮踵叧㠿 )塒!8&!狆㠿衃 *!䯖鹾瀯妘詵镾＝桹敘黌、!

ｖ忞燒暚䄄曧蟔襫斊鑇僡蘚＝䯒DQF䯓燍謀暚䂏、抲辭頌姃糴㚪詵叧證詵鮪 :跣桸廟呝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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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入学要求
PSB学院
餚㛳烐妕㛇霎㜄蠿)2靧6鄀*

叧梮餚㛳㛇霎㜄蠿
設跤瀸趵徏讜訵䯥

·!設跤瀸趵鹾妕鰍鰓81&䯖徏讜訵叧證䯥

·!䗮酽瀸趵鹾妕鰍鰓76&䯖徏讜訵叧證䯥

·!䗮鲈瀸趵鹾妕鰍鰓71&䯖徏讜訵叧證䯥!!!!!!!!!!!!!!!!!!!!!!

·!呝彾!HDF!(P(!Mfwfm!)靧啨2䃸㬦㫓*-!徏讜訵叧證䯥

·!呝彾JHDTF!)靧啨2䃸㬦㫓*-!!徏讜訵叧證䯥

·!呝彾!Fefydfm!P.Mfwfm!)靧啨2䃸㬦㫓*-!!徏讜訵叧證䯥

·!呝彾MDDJ!Mfwfm!3!)靧啨2䃸㬦㫓*-!!徏讜訵叧證䯥

侕燍;!翂㛽鍎㬦㫓!3!䃸倀飨醢HDF!＃P￥!Mfwfm䯖!詵飨翂㛽!pwfsmpbe/!酁楇飨!BIPT!)Bdbefnjd*!0!IPT恊豈踵豈

·!䗮跤瀸趵鹾妕鰍鰓!71&!䯖徏讜訵䯥

·!鮪糴㚪詵艊跤蹺斊鑇梽椨呝彾俋豕旝區䯖徏讜訵䯥

·!鮪糴㚪詵艊跤蹺俋叧呝彾梪蟨訅酽妘䯖徏讜訵䯥

·!HDF!B烐豈!3䃸I3㬦㫓䯖徏讜訵叧證䯥

·!呝彾JC㜄蠿䯒靧啨35鰓䯓
·!呝彾!)MDDJ*!Mfwfm!4!)靧啨3䃸㬦㫓*-!徏讜訵叧證䯥

·!呝彾!HBD-!徏讜訵叧證䯥
侕燍;!荁饅俋豕詵翂㛽蟨茩謙鋁䯥

9䃸!!!!!!!!!!!!!!!!!!!!!!!!!!!!!!!!!!!!!!!!!!!!!!!!!!!!!!!!!!!!!!!!!!!!!!!!!!!!!
·!䗮酽瀸趵鹾妕鰍鰓71&䯖徏讜訵䯥
·!䗮鲈瀸趵鹾妕鰍鰓71&䯖徏讜訵䯥!!!!!!!!!!!!!!!!!!!!!!!!!!!!

·!HDF!#P#烐豈2䃸㬦㫓䯥

·麇駁豕趵艊叧佖叧瀕
·謾骼叧證艊翂㛽鳏啔樰懪錨鉢嵔騙鍊鹷䯥

·!呝彾!:!妘鄀

·!呝彾!9!妘鄀

7䃸!!!!!!!!!!!!!!!!!!!!!!!!!!!!!!!!!!!!!!!!!!!!!!!!!!!!!!!!!!!!!!!!!!!!!!!!!!!!!
·!䗮酽瀸趵鹾妕鰍鰓81&䯖徏讜訵䯥
·!䗮鲈瀸趵鹾妕鰍鰓76&䯖徏讜訵䯥䯒飨醢麇嶯酽跣䯖䈑㬦㫓斶叧徏酛㚧蟨茩䯥䯓!!!!!!!!!!!!!

·!HDF!#P#烐豈3䃸㬦㫓

蘇橯蹺䅕杚㬦跤訵斊鑇㛇霎!)JHDTF*!)Zfbs!21*

蘇橯蹺䅕杚㬦跤訵斊鑇㛇霎!)JHDTF*!Vqqfs!Tfdpoebsz

羠窹語叧叧佖

絔叧佖䯒鰓厸羠窹叧醮姉羮誼叧䯓

絔叧佖䯒鰓厸羠窹叧醮壽駳叧䯓

絔叧佖䯒鰓厸羠窹叧醮羠窹恖梮䯓

縟烏叧佖䯒攝昦醮攝趵。蹺䅕縟烏。䎘啂撾倀壈鯫鬫䀏䯓

縟叧佖䯒＝㚧䯓

™剓叧叧佖

墡蠿叧佖䯒駥㖌䯓翄厸翄炚墡蠿!!!!!!!!!!!!!!!!!!!!!!!!!!!!!!!!!!!!!!!

墡蠿叧佖䯒駥㖌䯓梽櫑墡蠿

惡峗恖梮叧佖!!!!!!!!!!

墡縟諎絔蔠裮羠㛇霎㜄蠿

縟烏諎絔㛇霎旝區!

墡蠿叧▕蕬㛇霎旝區

墡縟諎絔俋豕

墡縟諎絔俋豕䯒＝㚧醮㳟@䯓!!!!!!!

墡縟諎絔俋豕䯒斶叄鬫䀏䯓

翄厸墡蠿恖梮俋豕

瑪絑辭姉䀍諎絔俋豕

惡峗恖梮俋豕!!!!!

梽櫑墡蠿恖梮俋豕

剓鉢™摙俋豕!

鈫酖䅂嬿醮誒熴唻詇俋豕

鉢鑇醮㫜誤蟨叧俋豕

晈珪醮㱟姎諎絔俋豕!

羠噯蟨叧▕蕬俋豕

瑪絑窹牐醮辭姉䀍諎絔蔠裮羠旝區

惡峗™摙恖梮㛇霎旝區

剓鉢™摙㛇霎

鉢鑇醮㫜誤蟨叧㛇霎旝區

·!呝彾QTC叧䅳惡峗恖梮俋豕䯥
·!呝彾QTC叧䅳鈫酖䅂嬿醮誒熴唻詇俋豕䯥

·!謾骼俋豕叧證徏讜訵啔樰懪錨鉢嵔騙鍊鹷䯥
絔叧佖䯒鈫酖呏瑪*

·糴㚪詵斊鑇梽椨艊叧佖叧瀕䯥
·讜訵頌姃叧證䯖藥愥靧啨6妘艊荁饅ǹ趵鄽䖢䯥

·呝彾QTC叧䅳羠噯蟨叧▕蕬俋豕䯖瀯跣蟨茩鰍倀樴䯥

·Hsbef!21㡽砎艊蟔襫䅳樍蟨叧荁饅艊俋豕旝區䯥

·呝彾蹺䅕JC旝區䯖徏讜訵叧證䯥
·呝彾HBD㜄蠿䯖徏讜訵叧證䯥
·鮪糴㚪詵艊俋叧呝彾梪蟨訅酽妘徏訅鲈妘䯖徏讜訵叧證䯥

·!呝彾QTC叧䅳荁饅俋豕䯥
·!糴㚪詵梽椨艊俋豕旝區䯖徏讜訵叧證

·!跤蹺杚㬦䗮訵叧樍愇羠駱叧鍊㛛䯒䗮鍊䯓䯖徏讜訵叧證䯤䯒▕鲋岄鰓861䯓

!j/!縟烏叧佖'縟叧佖!.!552
!jj/!™剓叧佖'墡蠿叧佖!.!598
!jjj/!惡峗恖梮叧佖!.!566

·!糴㚪詵艊4妘壽䉯縟蟨梪蟨䯥
·!糴㚪詵艊4妘壽縟蟨俋豕䯖偧＝㚧。縟烏。鄽牨。㳟@。鳏撾㡊瑧諎絔。俠㡊饅跀。諎絔。壈鯫鬫䀏豕趵䯥

·!糴㚪詵艊4妘壽䉯縟蟨俋豕!,!2妘縟烏貙墡慘鄽䖢

·!糴㚪詵艊3妘壽縟蟨俋豕䯖!偧＝㚧。縟烏。鄽牨。㳟@。鳏撾㡊瑧諎絔。俠㡊饅跀。諎絔。壈鯫鬫䀏豕趵,3

妘縟烏貙墡慘鄽䖢
·!糴㚪詵艊3妘壽䉯縟蟨俋豕!,!4!妘縟烏貙墡慘鄽䖢

·!6妘飨醢縟烏貙墡慘鄽䖢䯥

絔叧薐佖)鈫酖呏瑪䯓

剑桥大学国际考评部 ，英国

埃迪斯科文大学，澳洲

乐卓博大学，澳洲

纽卡斯尔大学,澳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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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入学要求

墡縟諎絔薐佖

·!糴㚪詵艊5妘壽梪蟨叧瀕䯥
·!糴㚪詵艊4妘壽縟蟨貙梪蟨䯖偧＝㚧。縟烏。鄽牨。㳟@。鳏撾㡊瑧諎絔。俠㡊饅跀。諎絔。壈鯫鬫䀏

·!糴㚪詵艊4妘壽䉯縟蟨貙梪蟨!,!2妘縟烏貙墡慘鄽䖢

·!8妘飨醢縟烏貙墡慘鄽䖢䯖鹾藥塒3妘飨醢諎絔嗃墡慘鄽䖢䯥

·!糴㚪詵艊4妘壽縟蟨貙梪蟨叧瀕䯥

纽卡斯尔大学,澳洲

縟烏叧佖

縟叧佖䯒㳟@䯓

＝㚧醮㳟@駥㖌旝叧佖!!

縟叧佖䯒諎絔醮壈鯫鬫䀏䯓!!!!

縟叧佖䯒辭姉䀍諎絔䯓

·跤蹺杚㬦䗮訵叧樍愇羠駱叧鍊㛛䯒䗮鍊䯓85&䯖徏讜訵叧證

·!糴㚪詵艊俋豕旝區䯖徏讜訵叧證䯥!!!!!!!!!!!!!!!!!!!!!!!!!!!!!!!

·!呝彾QTC叧䅳俋豕徏讜訵叧證䯥

·!呝彾QTC叧䅳墡縟諎絔俋豕䯒＝㚧醮㳟@䯓䯥

·!謾骼蟔襫斊鑇梽椨＝㚧0縟烏荁饅俋豕䯥!

·!荁饅俋豕徏梪蟨叧瀕詵翂㛽叧鰓謙鋁䯥

縟烏醮㳟@駥㖌旝叧佖

·!呝彾QTC叧䅳墡縟諎絔俋豕䯒＝㚧醮㳟@䯓䯥

·!呝彾QTC叧䅳墡縟諎絔俋豕䯥
·!謾骼蟔襫斊鑇梽椨壈鯫鬫䀏徏縟烏荁饅俋豕䯥!

·!荁饅俋豕徏梪蟨叧瀕詵翂㛽叧鰓謙鋁䯥

縟烏醮壈鯫鬫䀏駥㖌旝叧佖!
·!呝彾QTC叧䅳縟蟨貙俋豕䯥
·!謾骼蟔襫斊鑇梽椨壈鯫鬫䀏徏縟烏荁饅俋豕䯥!

·!荁饅俋豕徏梪蟨叧瀕詵翂㛽叧鰓謙鋁䯥

斶叄鬫䀏駥㖌旝叧佖

·!呝彾QTC叧䅳墡縟諎絔俋豕䯥
·!呝彾QTC叧䅳墡縟諎絔俋豕䯒斶叄鬫䀏䯓

·!謾骼蟔襫斊鑇梽椨壈鯫鬫䀏徏縟烏荁饅俋豕

·!荁饅俋豕徏梪蟨叧瀕詵翂㛽叧鰓謙鋁䯥

蹺䅕㱟姎倀晈珪諎絔駥㖌旝叧佖
·!呝彾QTC叧䅳晈珪醮㱟姎諎絔俋豕䯥

·!荁饅俋豕徏梪蟨叧瀕詵翂㛽叧鰓謙鋁䯥

·!呝彾QTC叧䅳翄厸墡蠿恖梮俋豕䯥
·!荁饅俋豕徏梪蟨叧瀕詵翂㛽叧鰓謙鋁䯥

剓鉢醮™摙駥㖌旝叧佖

翄炚醮翄厸墡蠿墡蠿叧駥㖌叧佖

·!呝彾QTC叧䅳梽櫑墡蠿恖梮俋豕䯥
·!荁饅俋豕徏梪蟨叧瀕詵翂㛽叧鰓謙鋁䯥

梽櫑墡蠿墡蠿叧駥㖌叧佖

·!呝彾QTC叧䅳惡峗恖梮俋豕䯥
·!荁饅俋豕徏梪蟨叧瀕詵翂㛽叧鰓謙鋁䯥

㚧誽梽蟨叧絔叧駥㖌叧佖

·!呝彾QTC叧䅳鈫酖䅂嬿醮誒熴唻詇俋豕䯥

·!呝彾QTC叧䅳惡峗恖梮俋豕䯥
·!荁饅俋豕徏梪蟨叧瀕詵翂㛽叧鰓謙鋁䯥

㭠孭䧸咃'鈫酖呏瑪絔叧駥㖌叧佖!

·!呝彾QTC叧䅳瑪絑辭姉䀍諎絔俋豕
·!謾骼蟔襫斊鑇梽椨辭姉䀍諎絔荁饅俋豕䯥

·!荁饅俋豕徏梪蟨叧瀕詵翂㛽叧鰓謙鋁䯥
蹺䅕窹牐絔叧駥㖌叧佖!

·!糴㚪詵艊〓蟐梪蟨叧瀕䯖徏讜訵叧證

·!6妘倀飨醢諎絔墡慘鄽䖢䯖藥愥貶醭䅡鲋DNB。BDDB。DQB。DGB訵荁饅豕趵㡊樴
蹺䅕縟烏墡縟諎絔薐佖

·糴㚪詵艊〓蟐駥㖌叧佖叧瀕䯥
·6妘倀飨醢諎絔墡慘鄽䖢䯖藥愥貶醭䅡鲋DNB。BDDB。DQB。DGB。DJNB訵荁饅豕趵㡊樴

瑪絑㳟@桽烏墡縟諎絔薐佖

·!驔嬱墡蠿徏諎絔叧蟨艊鲈訵駥㖌叧佖叧瀕䯖徏讜訵叧證䯥

·!墡蠿貙俋豕,6妘墡蠿䎘╪墡慘鄽䖢!
墡蠿縟烏諎絔絔叧薐佖

·!呝彾QTC叧䅳晈珪醮㱟姎諎絔俋豕䯥

·!糴㚪詵䅳樍艊荁饅豕趵俋豕徏䗮鄀俋豕䯥
㱟姎醮晈珪諎絔旝叧佖

·!呝彾QTC叧䅳鉢鑇醮㫜誤蟨叧俋豕䯥

·!糴㚪詵䅳樍艊荁饅豕趵俋豕徏䗮鄀俋豕䯥䯒偧䯤!㫜誤㚳鄨叧-!㫜誤倀㫜誤蟨叧*!徏讜訵叧證
鉢鑇醮㫜誤蟨叧絔叧佖

·!梪蟨叧瀕鲈訵駥㖌叧瀕倀飨醢䯥
·!謾骼叧證㬜橉咁絔䯥

蹺䅕縟烏諎絔薐佖

·!糴㚪詵梽椨艊梪蟨叧瀕䯒妕鰍鰓C,䯓斶懪鰓椷薐佖

·!呝彾QTC叧䅳剓鉢™摙俋豕䯥
·!謾骼蟔襫斊鑇梽椨剓鉢醮™摙荁饅俋豕䯥

·!荁饅俋豕徏梪蟨叧瀕詵翂㛽叧鰓謙鋁䯥

伍伦贡大学,澳洲

爱丁堡龙比亚大学，英国

梅西大学，新西兰

考文垂大学,英国

13



鄟則昤啯俋叧-癛爳

鼢愛㠧俋叧-癛爳

檚㒂俋叧-昦㒂賣

鍊旝睏俋叧-餚蹺

梪蟨㜄蠿䯒醭藥塒™剓叧佖䯓
·!JFMUT岄鰓7/1-!鹾雜䎋醭濱鲋!7/1
·!怐螆觠㛛岄鰓!636-!鹾UXF5/1䯥
·!怐螆鎽鈫鍊㛛岄鰓!91-!鹾雜䎋醭濱鲋31䯥

·!QUF.B岄鰓!68-!鹾雜䎋醭濱鲋61䯥
·!HDF!B.Mfwfm!岄鰓Hsbef!D䯥
·!蹺䅕JC㜄蠿餚旝醭濱鲋!B3!0!Fohmjti!B;!旝叧!0!Fohmjti!B;!㛳㔃嶗旝叧䯥

·!䒮珜䗮鄀烐妕牣㛛;!餚旝懲羮醭濱鲋D䯥

™剓叧佖嶗薐佖㜄蠿
·!JFMUT岄鰓7/6-!鹾雜䎋醭濱鲋!7/1
·!怐螆觠㛛岄鰓!661-!鹾UXF5/6䯥
·!怐螆鎽鈫鍊㛛岄鰓:4-!鹾雜䎋醭濱鲋!32䯥

·!QUF.B岄鰓75-!鹾雜䎋醭濱鲋!6:

謾骼跣橉䯖飨俋叧桭鄮螻侟踵豈

·!JFMUT岄鰓7/1-!鹾䄕㜁嶗釀慘醭濱鲋7/1!䯖堝撾嶗訥㛳醭濱鲋6/1

·!怐螆觠㛛岄鰓661-!鹾UFX!5/1<
·!怐螆鎽鈫鍊㛛岄鰓8:-!鹾䄕㜁醭濱鲋29-!釀慘醭濱鲋31-!堝撾醭濱鲋28䯖訥㛳醭濱鲋27䯥

·!QUF.B岄鰓!68-!鹾䄕㜁嶗釀慘!68䯖訥㛳嶗堝撾61!

謾骼跣橉䯖飨俋叧桭鄮螻侟踵豈

梪蟨㜄蠿
·!JFMUT岄鰓7/1-!鹾雜䎋醭濱鲋6/6<
·!呝彾QTC叧䅳叧梮餚㛳㛇霎㜄蠿<
·!BCF!Mfwfm!5!0!ODD!Mfwfm!5!Ejqmpnb!0!IOE!Mfwfm!5-!

!!!鹾桹叧樍抲辭艊瑪餚旝戦㜄㛇暺

薐佖㜄蠿
·!JFMUT岄鰓7/6-鹾雜䎋醭濱鲋7/1䯥

穚酾ー䫀瀷鲡俋叧䯖餚蹺
·!JFMUT岄鰓7/1-!鹾雜䎋醭濱鲋6/6䯥
·!呝彾QTC叧䅳叧梮餚㛳㛇霎㜄蠿䯥

·!JFMUT岄鰓7/6-!鹾雜䎋醭濱鲋!7/1

大学联盟 语言能力

PSB学院 入读英文要求

縟烏諎絔㛇霎旝區!
鉢鑇醮㫜誤蟨叧㛇霎旝區

·!䇖屒岄鰓6/6䯥
·!怐螆觠㛛岄鰓6360怐螆梽鍊岄鰓2:70怐螆鎽鈫鍊㛛岄鰓7:.81䯥

·!UPFJD岄鰓!716䯥
·!HDF!P烐豈餚旝E8䯥

·!QUF.B岄鰓!53䯥
·!TQN!餚旝!D!0!TQN!222:!餚旝E8!0!VFD餚旝C7䯥

·!㬦㫓QTC叧䅳餚㛳烐妕㛇霎㜄蠿Mfwfm!6䯥

·!謾骼讜訵餚㛳烐妕㛇霎䯥

墡蠿叧▕蕬㛇霎旝區!!!!!!
惡峗™摙恖梮㛇霎旝區

·!䇖屒岄鰓6/6䯥
·!怐螆觠㛛岄鰓6110怐螆梽鍊岄鰓2840怐螆鎽鈫鍊㛛岄鰓6:.71

·!UPFJD岄鰓!716䯥
·!HDF!P烐豈餚旝E8䯥

·!QUF.B岄鰓!53䯥
·!TQN!餚旝!D!0!TQN!222:!餚旝E8!0!VFD餚旝C7䯥

·!㬦㫓QTC叧䅳餚㛳烐妕㛇霎㜄蠿Mfwfm!6䯥

·!謾骼讜訵餚㛳烐妕㛇霎䯥

墡縟諎絔俋豕
墡縟諎絔俋豕䯒＝㚧醮㳟@䯓
剓鉢™摙俋豕!
晈珪醮㱟姎諎絔俋豕!

·!JFMUT岄鰓6/6-!鹾釀慘醭濱鲋6/1䯥
·!怐螆觠㛛岄鰓6360怐螆梽鍊岄鰓2:70怐螆鎽鈫鍊㛛岄鰓7:.81鹾釀慘醭濱鲋250UPFJD岄鰓!716䯥䯥

·!HDF!P烐豈餚旝D70QUF.B岄鰓!530䒮珜DFF餚旝E䯥!!!!!!!!!!!!!!!!!!!!!!!!!!!!!!!!!!!!!!!!!!!!!!!!!!!!!!!!!!!!!!!!!!!!!!!!!!!!!!!!!!!!!!!!!

·!TQN!餚旝C!0!TQN!222:!餚旝D7!0!VFD餚旝!C7䯥

·!㬦㫓QTC叧䅳餚㛳烐妕㛇霎㜄蠿Mfwfm!6䯥

·!謾骼讜訵餚㛳烐妕㛇霎䯥

瑪絑辭姉䀍諎絔俋豕
·!JFMUT岄鰓6/6-!鹾釀慘醭濱鲋!6/1䯥

·!怐螆觠㛛岄鰓6610怐螆梽鍊岄鰓3240UPFJD岄鰓716
·!㬦㫓QTC叧䅳餚㛳烐妕㛇霎㜄蠿Mfwfm!6䯥

·!謾骼讜訵餚㛳烐妕㛇霎䯥

翄厸墡蠿恖梮俋豕
梽櫑墡蠿恖梮俋豕
惡峗恖梮俋豕!
鈫酖䅂嬿醮誒熴唻詇俋豕
鉢鑇醮㫜誤蟨叧俋豕

·!JFMUT岄鰓6/6-!鹾釀慘醭濱鲋!6/1䯥

·!怐螆觠㛛岄鰓6110怐螆梽鍊岄鰓2840怐螆鎽鈫鍊㛛岄鰓6:.71

·!UPFJD岄鰓716䯥
·!HDF!P烐豈餚旝E8䯥
·!QUF.B岄鰓!53!!!!!!!!!!!!!!!!!!!!!!!!!!!!!!!!!!!!!!!!!!!!!!!!!!!!!!!!!!!!!!!!!!!!!!!!!!!!!!!

·!TQN!餚旝!D!0!TQN!222:!餚旝E8!0!VFD餚旝C7䯥

·!㬦㫓QTC叧䅳餚㛳烐妕㛇霎㜄蠿Mfwfm!6䯥

·!謾骼讜訵餚㛳烐妕㛇霎䯥

羠噯蟨叧▕蕬俋豕

·!JFMUT岄鰓6/6-!鹾釀慘醭濱鲋!6/1䯥

·!怐螆觠㛛岄鰓6360怐螆梽鍊岄鰓2:70怐螆鎽鈫鍊㛛岄鰓7:鹾釀慘醭濱鲋250UPFJD岄鰓716䯥

·!HDF!P烐豈餚旝!D70QUF.B岄鰓!53䯥

·!TQN!餚旝!D!0!TQN!222:!餚旝E8!0!VFD餚旝C7䯥

·!㬦㫓QTC叧䅳餚㛳烐妕㛇霎㜄蠿Mfwfm!6䯥

·!謾骼讜訵餚㛳烐妕㛇霎䯥

≧㫶昤蟨旝俋叧䯖癛爳

貊醖贜俋叧䯖癛爳

梪蟨㜄蠿
·!JFMUT岄鰓7/1-!鹾雜䎋醭濱鲋!7/1
·!怐螆觠UFX!5/60怐螆鎽鈫UXF!6<

·!QUF.B岄鰓!63-!鹾雜䎋醭濱鲋61<

薐佖㜄蠿
·!JFMUT岄鰓7/6-!鹾雜䎋醭濱鲋7/1
·!怐螆觠㛛岄鰓684-!鹾UXF醭濱鲋6䯥

·!怐螆鎽鈫鍊㛛岄鰓!95-鹾雜䎋醭濱鲋28

·!QUF.B岄鰓69-!鹾雜䎋醭濱鲋61䯥

·!JFMUT岄鰓7/1-!鹾雜䎋醭濱鲋!7/1
·!怐螆觠㛛岄鰓661-!鹾UXF醭濱鲋6䯥

·!怐螆鎽鈫鍊㛛岄鰓75-!鹾䄕㜁醭濱鲋24-!堝撾醭濱鲋23-!訥㛳醭濱鲋9!䯖釀慘醭濱鲋32䯥

·!QUF.B岄鰓61-!煥㬦恖镾嬱鰓醭濱鲋61䯥

瑪絑窹牐醮辭姉䀍諎絔
蔠裮羠旝區

·!JFMUT岄鰓7/6䯥
·!瑪餚旝戦㜄艊梪蟨㜄蠿䯥

·!靧啨3妘鮪餚㛳粶乵醣艊墡慘鄽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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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Note: Progression subject to meeting admission requirements

工程商务管理理学硕士
国际商务工商管理硕士
全球金融服务工商管理硕士

数据分析硕士

新西兰梅西大学

商务学士（市场营销与管理）

酒店与旅游管理文学士

商务与金融荣誉文学士
商务与营销荣誉文学士
数字营销荣誉文学士

15



旅游与酒店管理大专

澳洲伍伦贡大学

商学士（供应链管理）

英国考文垂大学

国际物流荣誉理学士

英国考文垂大学

国际酒店及旅游管理
荣誉文学士

英国爱丁堡龙比亚大学

酒店与旅游管理文学士

澳洲纽卡斯尔大学

传媒学学士

英国考文垂大学

媒体与传播荣誉文学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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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Note: Progression subject to meeting admission requirements

工程商务管理理学硕士
国际商务工商管理硕士

数据分析硕士

澳洲纽卡斯尔大学

工商管理硕士
工商管理研究证书文凭

新西兰梅西大学

工程学士（荣誉）电子电气工程
工程学士（荣誉）机械工程
环境与职业健康安全学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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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Note: Progression subject to meeting admission requirements

工程商务管理理学硕士
国际商务工商管理硕士

生物医学学士
理学士（分子生物学与应用化学）
理学士（分子生物学与制药学）
理学士（分子生物学与生物技术）

数据分析硕士

澳洲纽卡斯尔大学

工商管理硕士
工商管理研究证书文凭

新西兰梅西大学

18



1

2

3

校
园
生
活

PSB学院的学生生活从来都不枯燥。通过参加我们的学生俱乐部和国际社团的活动，激

发你内心的热情，认识志同道合的朋友。更重要的是，通过研讨会和行业学生分会组织

的公司参观，磨练你作为学生领袖的领导技能，并获得真实的社会体验。

• IES PSB学院学生分部

• IET PSB学院分部

• IPRS和新闻传媒社团

• 社区服务社团  

• 舞蹈社团

• 音乐社团

• 中国学生会

• 国际学生俱乐部

• 印度尼西亚学生会

行业学生分会

兴趣俱乐部

国际社团

1

2

3

• 摄影社团

• 运动及探险俱乐部

• 韩国学生会

• 缅甸学生会

• 南亚学生会

19



颁奖典礼

大爱行天下慈善活动

创意绘画

领袖训练营

20



就
业
服
务

1
3

我们致力于帮助学生为职业生涯做好准备，重视学生的个人发

展，我们组织不同主题的工作坊，涵盖个人形象、简历撰写和面

试沟通等基本技能。我们亦为寻求个性化协助需求的学生提供

一对一的就业辅导。

每年举办两次，毕业生有机会在校园内与潜在雇主建立联系，并

透过业界伙伴的分享，了解不同机构的情况。学生也可以登录我

们的就业门户网站，实时了解就业信息。

招聘就业会

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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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我们每年都会邀请杰出的行业从业者为学生提供各样的交流机会， 

和他们分享创新策略，让学生具备正确的心态和技能，掌握面向未

来的软技能，在激烈的就业市场中脱颖而出，找到理想的工作。

通过一系列新加坡和地区的行业访问，我们给来自不同的学科

的学生提供机会来了解最新的技术、多元的组织文化、商业运

作和行业前景。

超越自我的职业生涯

行业参观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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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
友
大
家
庭

我们每年都会在中国、缅甸和印尼等国家各大城

市举办校友会，例如上海、仰光和雅加达等等，借

校友会的机会，我们重拾往昔校园青葱回忆。

通过食物以及电影将校友联系起来，在不同文化

当中重新建立默契。 

海外校友会

校友感恩之夜

23



在我们例行的“活力星期五”活动中，

和同学们品美食，共美饮、话今朝。

和久违谋面的同窗好友聚在一起，在

熟悉的教室，沉浸电影的世界，享受

美好的夜晚。

活力星期五

电影之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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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min
walk

Supermarket

10
min
walk

Supermarket

房 间 类 型

1 房 1 厅
（可住 4 人）

新币 674.10/每人/每月  

2 房 1 厅
（可住 4/6 人）

一次性注册费：新币 90（入住时交付 YOHA HOSTEL）

租期：3个月 
付款：一次性付 3 个月租金
保证金：1个月租金 (与 3 个月租金一起交付，可返还）

4人房/每间2人 新币920.20/每人/每月
6人房/每间3人 新币620.60/每人/每月

PSB 学院宿舍价格  
(包括水电费及政府消费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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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o Sun Ae（韩国）
商学士（供应链管理）

澳洲伍伦贡大学

Gal Jae Won（韩国）
商学士（市场营销与管理）

澳洲伍伦贡大学

)亚西尼度印（ oiT irfeK
机械工程荣誉工程学学士  

英国考文垂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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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y Thy Nguyen（越南）
生物医学科学学士

澳洲乐卓博大学

Roseanna（印度尼西亚）
商务学士

澳洲纽卡斯尔大学

）国泰（taniahC noobiapgnuhC
商务与市场营销荣誉文学士

英国考文垂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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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S

29



27

NO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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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 information is accurate at the 
time of print in Mar 2020. 

PSB Academy and our academic 
partners reserve the right to change 
the information at any time without 

prior notice. For the latest 
information, please visit 

psb-academy.edu.sg

CITY CAMPUS
6 Ra�es Boulevard
Marina Square, #03-200
Singapore 039594
(Near Promenade, Esplanade & 
City Hall MRT Stations)

STEM CAMPUS
11 Lor 3 Toa Payoh,
Jackson Square, Blk A, # 01-01
Singapore 319579
(Near Braddell, Toa Payoh & Caldecott MRT Stations)

PSB Academy
     +65 6390 9000
      admissions@psb-academy.edu.sg
      psb-academy.edu.s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