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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关于学院的介绍 

新西兰中医学院是根据新西兰政府于 1989 年发布的教育法条例，在 NZQA 注册登记

并被授权教授 NZQA 批准的学历课程的私立高等院校。我校致力于提供高质量的高等

中医学历课程，包括针灸、推拿及中医草药学。 

中医药的发展变革经历了数千年的历史，以传统中医药学为世人所知。这些知识是基

于中医独特的理论系统，经过丰富的临床检验，并已记录在历史经典文献中。同时，

中医药也汲取现代科研及知识而发展。所以，尽管“传统中医”及“中医”二个作为中医药

学标志性的名词被广泛的使用，我们更倾向于使用“中医”这个名词。中国传统治疗方

法包括针灸，草药，推拿，同时还有气功，食疗和养生。 

中医的目的主要是通过使用自然干预来达到个体的平衡以及疾病的预防，而非只是治

疗症状，中医更注重治本。 

如今，中医（对人体健康）的有益作用得到了西方医学的广泛认可。越来越多的人们

正在寻求不涉及化学合成药物的自然医疗保健方法。因此，未来在新西兰，中医作为

综合医疗保健中的一种职业，会有非常乐观的前景。 

新西兰中医学院位于奥克兰市中心附近的格灵兰（Greenlane）区。学校由经过NZQA

审核通过的质量管理系统及组织结构进行管理，确保提供高标准、高质量的教学及学

习的环境。 

新西兰中医学院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教育涉外监管信息网认可的新西兰私立大

专院校。 

董事会非常荣幸地向你介绍新西兰中医学院，衷心希望您能够认真考虑来我校学习的

机会。学习中医将会给您带来一个愉快的经历，并给您未来的职业和事业发展带来巨

大的机会。我谨代表新西兰中医学院董事会，衷心祝愿您有一个成功的未来。 

 

徐志峰（Stephen Z. F. XU） 

MHSc (Acu), PostGradCert. TEdu 

新西兰中医学院董事长 

http://www.jsj.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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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愿景  

提供一个优秀的学习中医药、西方自然物理治疗和按摩疗法的教学、培训及治疗中心。 

学院的使命  

使中医药成为新西兰医疗保健体系的一部分，为新西兰人民的健康保健作出贡献。 

学院的校徽  

 

                                                           

学校校徽的含义： 

旷达无私，上下同心，集思广益，德医双馨。 

以此期盼学生学业精进，树立崇高的医德，在将来的行医中，能够做到爱心利他，医患关系
健康互动，和谐平等，达到治愈疾病的目的。 

校区位置 

新西兰中医学院位于奥克兰市 321 Great South Rd Greenlane Auckland。 

本学院三层教学楼约 3000平方米，设施包括行政办公区、教室、图书馆（包括网上图书

馆）、学生学习中心、茶歇厅、室外活动区、拥有 11间治疗室、中草药房、临床学习中心和

病人专用停车场。 

董事会 

董事会拥有学校的最终决定权. 它的主要功能是监管学校的表现和业绩, 对学校管理顾问委员

会提出的战略发展方向及年度计划等做出决策.。董事会承担财务和法律上的责任。董事会一

年至少开四次会议。 

顾问委员会及成员 

新西兰中医学院管理顾问委员会主要职能是对董事会和 CEO的监管提供建议和帮助，并且指导

重要的教育决策包括教学质量提高及项目成效。委员会成员不承担财务上的义务和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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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至少每季度开一次会议。成员包括： 

• John Hinchcliffe （前 AUT理工大学校长） 

• John Sinclair (Chair) （委员会主席，前政府国会政策顾问）， 

• Michael Byrnes（前南太平洋自然疗法学院董事长） 

• Andrea Vujnovich（现任 AUT大学校长助理及法律总顾问） 

• Amber Oram (Secretary) （委员会秘书） 

管理团队-学生支持服务  

CEO 徐志峰，创始人兼执行总裁 

院长 冯立博士，创始人兼董事会成员 

教务部主任 Andrew Ayles 

营运经理 Peter Coddington 

中医学士学位教研组组长 Helena Ying 

按摩课程负责人 Trina Bergloff-Howes 

市场部专员 Melinda Liang 

前台接待 Amy Zhao 

财务管理员 Tania Johansson 

Amy Zhao 

教务处行政管理员 Helena Ying 

图书馆管理员及数据培训专员 Linda Platts 

科研主任 Elisa Tam 

IT管理支持 George Shi 

 

诊所接待及管理员 Anderson D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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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景秀丽的海滩                                                                                奥克兰市北岸大桥 

教师与临床带教老师 

中医学士学位课程教师 临床带教老师 

Dr Jessica Li Feng Dr Jessica Li Feng 

Dr Vahideh Toosi Dr Vahideh Toosi 

Shirley Cao Susan Wang 

Bob Wang Feng Gao 

Dr Dandan Yu Gina Liu 

Feng Gao Mary Zhang 

Linda Tian Bob Wang 

Sarojini Kathiravelu Dr Bin Shi 

Dr Sridhar Madella Bill Lee 

Dr Asmita Patel 学术支持 

Dr Ravindra Telang Dr Jessica Li Feng 

Susan Wang Dr Vahideh Toosi 

Amy Yin Dr Bin Shi 

Dr Bin S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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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ve Scott  

新西兰中医学院拥有一支高资质、高学历的专业教师队伍。所有全职和短期合同的教

师都具有学士学位或以上的学历，研究生及博士学位的老师占 80%。临床带教老师具

有丰富的临床经验。新西兰中医学院独特的专业及教学进修计划，促进了教职员工在

学科知识、教学理论及方法和临床实践经验方面的持续提高；在保证教学质量方面，

形成了新西兰中医学院独特的优势。 

国际留学生 

                                  欢 迎 您，国 际 留 学 生                                 

为保证我们提供的中医药教育质量，我们学院积极鼓励并只接受 18 岁或以上的国际留学生入

学。 

 

当海外学生来新西兰学习时，重要的是必须让这些学生获得对新西兰的了解及安全的保证，并

得到适当的精神和生活上的照顾。新西兰的学校对国际留学生的权益负有重要的责任。 

 

国际留学生关怀援助守则 2016 

新西兰中医学院已同新西兰学历审核委员会（NZQA）签署了由 NZQA 制定并管理的国际留学

生关怀援助守则，并同意遵守该守则和受其约束。如需要查询此守则，可以登录新西兰教育部

官网进行查阅。网址：ww.minedu.govt.nz/goto/international。 

移民局信息  

新西兰移民局(INZ)负责签发学生签证和许可证，以便外国人来新西兰旅行或学习。 

 

你需要有学生签证才能入学新西兰中医学院。但是，如果你是澳大利亚公民或永久居民，你不

需要学生签证。 

 

你可以通过新西兰移民局官网获得所有有关签证所需材料和工作权利的信息，官网网址

www.immigration.govt.nz/study。 

 

你可能从新西兰中医学院、离您最近的新西兰外交办公室，或直接从新西兰移民局获得学生签

证申请表。 

申请学生签证所需提交的材料  

 

• 由本学院出具的含有具体课程和学习期限信息的入学通知书 

• 您已支付学费的收据 

• 您在新西兰的具体住宿及生活安排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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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检证明及无犯罪记录 

• 用来支持您学习的生活费用证明 

 

如果你打算学习超过 24个月，你需要提供体检证明，X光胸片检查和无犯罪证明。 

 

课程介绍 

健康科学学士学位课程介绍  LEVEL 7 

课程目标  

健康科学学士学位主修针灸和中医（包括针灸及草药）本科课程的目标是为了培养毕业生具备

在新西兰的文化、医疗和法律环境下，安全有效地执业的能力。毕业生将会使用批判性实践的

原则，利用相关的（中医）技术和资源，对常见病、多发病能够进行有效的管理、预防及治疗。

毕业生将能够理解自己专业实践范围的局限性，对新西兰社区的医疗保健做出应有的贡献，并

能够有效地持续提高自己的专业知识水平。 

学生在学习中应该获得的能力  

本课程是为了使学生获得以下的能力： 

➢ 以病人为中心、以证据为基础，为病人提供医疗保健服务。 

➢ 作为医务从业人员，有能力使用和更新中医、针灸及相关西医的医学知识。 

➢ 收集临床信息进行准确的诊断和鉴别诊断、评估并制定疾病的管理计划,并提供有效的

治疗方案。 

➢ 成为一个具有安全行医、良好医德及遵守法律的称职的中医师。 

➢ 在提供专业医疗保健方面展示出文化意识和敏感性。 

➢ 采取多种形式（书面、网络、口述）与不同的民众（病人、社区/公共机构和卫生专业

人员）之间进行有效地沟通和交流。 

➢ 有独立工作的能力，同时具有同各种团队，特别是不同的医疗保健专业团队协同工作   

       的能力。 

➢ 成为具备良好的商业管理能力的自主从业者。 

➢ 了解中医药的历史发展、哲学基础、现状和发展趋势。 

➢ 能够批判性地评价相关科研文献和材料并尊重它们在科学和专业方面的发展。具有科 

       学研究的基本知识和技能。 

毕业生标准的描述  

作为一名中医本科毕业生，应该符合以下要求： 

➢ 全面了解中医或针灸的理论以及传统和现代的针灸疗法，草药和推拿的应用，以及对

病人的诊断、治疗和管理。 

➢ 作为新西兰医疗保健从业人员，能够对各种病人提供适当的医疗保健和管理，包括对

病人的生活方式和健康保健提出适当的建议。 

➢ 遵守新西兰医疗法规，保障病人的权益及尊重病人的家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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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解并辨别针灸应用、草药和推拿的禁忌症和局限性。 

➢ 能够使用西方医学理论的观点来分析和解释不同病人的健康问题，在必要时，将此结

合到您的保健治疗计划中，或将病人转给其他医务从业人员。 

能够使用良好及清晰的沟通技巧与病人及相关医务人员进行有效沟通，包括在治疗前

获得病人的知情同意许可书。 

➢ 建立和保管病人的病历。 

➢ 理解基本的商业管理知识，能够建立起小型的商业机构（诊所）并能够维持其正常运

转。 

➢ 在执业中，能够展示您的承诺和有能力使用反思性实践，以及终身学习的态度。 

毕业生的工作机会  

毕业生可以期望获得以下的工作机会： 

➢ 成立自己的中医诊所，自雇形式的执业 

➢ 作为针灸师以受雇或自雇的形式，在已成立的中医诊所或综合治疗中心执业。 

➢ 作为中医师以受雇或自雇的形式，在已成立的中医诊所或综合治疗在中心执业。 

未来教育发展机会  

➢ 有资格进一步学习中医或针灸硕士学位，或 

➢ 相关专业研究生学历 

 

健康科学学士学位课程-中医专业（针灸和中草药） 

• 七级, 480学分                                 

• 全日制 4年 

• 144教学周 

• 非全日制的学生，必须在连续性的 8年中完成 

健康科学学士学位课程-中医专业，包含针灸和中草药，该课程为 4年；最低学分共 480学分，

包含 NZQA学历框架规定的五级、六级及七级课程级别。 

本课程的设计是为了培养那些希望成为使用中草药和针灸的中医师的学生的。本课程探讨中医

的理论和实践知识，培养毕业生在新西兰的现代和西方环境中，成为一名合格中医师及初级医

疗保健提供者。 

入学中医学士学位四年制学生完成三年学习者，可提前获得健康科学学士学位针灸专业证书。 

健康科学学士学位课程 中医专业（针灸和中草药）- 课程介绍 

Year 1 - Level 5 Year 2 - Level 6 Year 3 - Level 7 Year 4 - Level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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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MS 1 MS 

解剖生理学 （A） 

15 

学分 

CMK 4 

中草药学 

 

15 

学分 

PMP 3 

商业经营和开发
及科研基础 2 

 

15 

学分 

CMK 7 

中草药管理和中药
房实习 

 

15 

学分 

CMK 1 

中医基础理论 

15 

学分 

BMS 2 

病理学 

15 

学分 

BMS 4 

西医药理学及中
药、针灸对西药

的影响 

15 

学分 

CMK 6 

黄帝内经 

伤寒论 

15 

学分 

PMP 1 

新西兰 文化、交
流及伦理 

15 

学分 

PMP 2 

新西兰 医疗 保
健的法律知识及
科研基础 1 

15 

学分 

CCM 2 

中医内科学 

15 

学分 

PMP 4 

中医临床推理 

及文献综述 

15 

学分 

CMS 1 

针灸学基础（A） 

 

15 

学分 

CMS 2 

中医诊断及刺灸
法的临床应用 

15 

学分 

CMP2 

中医临床实习 2 

15 

学分 

CMP 4 

中医临床实习 4 

15 

学分 

CMS 1 

针灸学基础（B） 

 

15 

学分 

CMK 5 

中医方剂学 

15 

学分 

BMS 5 

中医科研学 

 

15 

学分 

 

  

CMK 2 

中医诊断学 

15 

学分 

BMS 3 

西医临床基础 

15 

学分 

CCM 3 

中医针灸妇科及
皮肤科学 

15 

学分 

CCM 4 

中医针灸儿科学及
外科五官科学 

15 

学分 

BMS 1 AP 

解剖生理学 （B） 

 

15 

学分 

CCM 1 

中医伤科学 

15 

学分 
  

CMK 8 

金匮要略 

温病学 

15 

学分 

CMK3  

中国养生学 

及小儿推拿 

15 

学分 

CMP1 

中医临床实习 1 

15 

学分 

CMP3 

中医临床实习 3 

30 

学分 

CMP 5 

中医临床实习 5 

30 

学分 

总学分 120 总学分 120 总学分 120 总学分 120  

健康科学学士学位课程-针灸专业 

• 七级, 360学分 

• 全日制 3年 

• 108教学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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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全日制的学生，必须在连续性的 6年中完成 

健康科学学士学位课程-针灸专业课程为期 3年；最低学分共 360学分，包含 NZQA学历框架规

定的五级、六级及七级课程级别。 

本课程是为那些希望成为传统针灸师的学生设计的。本课程探讨针灸的理论和实践知识，培养

毕业生在新西兰的现代和西方环境中，成为一名合格的传统针灸师及初级医疗保健提供者。 

完成本课程的学生，毕业后可以继续全日制学习一年以获到健康科学学士学位四年制中医专业

证书。 

健康科学学士学位课程-针灸专业课程介绍 

Year 1 - Level 5 Year 2 - Level 6 Year 3 - Level 7 

BMS 1 MS 

解剖生理学 （A） 

15 

学分 

CMK 4 

中草药学 

 

15 

学分 

BMS 4 

西医药理学 

及中药、针灸对
西药的影响 

15 

学分 

CMK 1 

中医基础理论 

15 

学分 

PMP 2 

新西兰 医疗 保健的法
律知识及科研基础 1 

15 

学分 

PMP 3 

商业经营和开发
及科研基础 2 

 

15 

学分 

PMP 1 

新西兰 文化、交流及伦理 

15 

学分 

BMS 2 

病理学 

15 

学分 

CCM 2 

中医针灸内科学 

15 

学分 

CMS 1 

针灸学基础（A） 

 

15 

学分 

CMS 2 

中医诊断及刺灸法的
临床应用 

 

15 

学分 

CMP 2 

 

中医临床实习
（2） 

 

15 

学分 

CMS 1 

针灸学基础（B） 

 

15 

学分 

CMK 5 

中医方剂学 

15 

学分 
  

CMK 2 

中医诊断学 

15 

学分 

BMS 3 

西医临床基础 

15 

学分 

BMS 5 

中医科研学 

15 

学分 

BMS 1 AP 

解剖生理学 （B） 

 

15 

学分 

CCM 1 

中医针灸伤科学 

15 

学分 

CCM 3 

中医针灸妇科及
皮肤科学 

15 

学分 

CMK3  

中国养生学 

及小儿推拿 

15 

学分 

CMP 1 

中医临床实习（1） 

15 

学分 

CMP 3 

中医临床实习
（3） 

30 

学分 

总学分 120 总学分 120 总学分 120 

推拿专科文凭课程 LEVEL 7 

• NZQA学历 7级, 240学分 

• 全日制 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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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周课时 

• 非全日需要连续就读 4年 

推拿专科文凭是一个为期 2 年的课程，包含 NZQA 学历框架规定的五级、六级及七级课程，最

低通过标准学分为 240学分。 

本课程为希望成为传统中医推拿师的学生所设计。本课程的目的是为新西兰的社区培养合格的

能够运用传统中医理论和推拿治疗方法治疗和养生保健的推拿师。 

本课程第一年的课程内容与健康科学学士第一年的课程相同。因此，学生在顺利完成第一年课

程后可以转入健康科学学士（中医专业）学习。 

毕业生标准的描述  

合格的毕业生将拥有以下的能力: 

掌握及应用人体肌肉骨骼系统知识包括人体利用肌肉和骨骼系统移动，为身体提供支

持，稳定性和运动等功能；并在相关的专业临床环境中能够与中医理论实践相结合。 

掌握生物，物理和化学原理应用知识，并在相关的专业临床环境中能够与中医理论实践相结

合。 

沟通和整合有关中医药历史发展及其哲学，以及它们的功能与功能障碍的概念，预防及其治疗

原则的知识，使推拿师能够在新西兰医疗保健体系下运用这些知识。 

与患者沟通，在新西兰医疗保健的法规下，通过运用中医哲学和技术向患者传达相关保健养生

的知识，技能和观念，改善人们的生活方式、饮食和身体健康。 

运用准确的经络穴位系统，使用传统的推拿按摩手法进行安全、有效地治疗。 

能够掌握新西兰常见疾病及系统功能障碍的知识。 

在临床诊断和病人检查过程中，能够应用西方医学检查程序和实验室诊断，包括常见实验室检

查和放射成像流程、相关主要药物、主流物理治疗方法，治疗或抑制症状、或疾病的病理生理

的过程。 

将物理诊断应用于常规的伤科疾病诊断，运用推拿理论和实践技能对常见伤科疾病进行诊断，

鉴别诊断和临床管理。 

应用常见伤科和内科疾病的知识及推拿手法对新西兰常见病进行诊断，鉴别诊断和临床管理。 

在新西兰医疗保健系统及相关的领域里进行专业和道德的交流，包括在治疗前和转诊到其他的

医疗保健服务过程中获得病人知情同意书。 

描述在道德框架内的推拿研究所涉及的步骤，批判性的评论与推拿相关的科研文献，向同行和

其他专业人员传播或交流研究结果；保持了解推拿学科上的进展，并在临床实践中适当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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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西兰的环境中，使用中医的四种诊断方法并收集相关临床数据，记录和分析临床信息和辨

别不同的症侯。 

建立和保管病人健康记录。 

根据推拿治疗方法的适应症和禁忌症，以及不同的推拿策略和技术，掌握和合理运用推拿手

法，有效的治疗病人。 

对患者的健康状况回顾和监测，并能够根据推拿手法适应症和禁忌症，相应地修改有关治疗方

案。 

在新西兰的立法框架适用范围内，在临床实践中承担护理病人的责任，确保病人及其家属的权

利得到尊重。 

致力于改善患者生活质量及社区环境的福祉。  

作为一个推拿从业人员，应该在新西兰的法律、道德及安全框架下进行临床实践，并能够经营

一个经济上可行的业务。 

推拿专科文凭课程 LEVEL 7-课程介绍 

Year 1 Level 5 Year 2 Level 6 and 7 

第一学期 第二学期 第三学期 第四学期 

中医基础理论 

15 学分 

中医诊断学 

15 学分 

病理学和感染病学 

15学分 

 

推拿临床学 2 

（中医内科学） 

15学分 

 

解剖生理学 （A） 

15学分 

解剖生理学 （B） 

15学分 

推拿临床学 1 

（物理诊断和伤科学） 

15 学分 

推拿临床医学 3  

（自然护理、儿科和妇科学） 

15学分 

新西兰 文化、交流及
伦理  15学分 

中国养生学 

及小儿推拿 

15学分 

新西兰 医疗 保健的法律知
识及科研基础 

15学分 

推拿临床实习 

30学分 

经络腧穴学 1 

15学分 

经络腧穴 学 2 

15学分 

中医诊断及推拿手法 

的临床应用 

15学分 

 

60学分 60学分 60学分 60学分 

新西兰英语语言证书课程三级（LEVEL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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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vel 3, 60学分 

• 全日制 

• 20周课时 

新西兰中医学院将于 2019年 7月提供新西兰英语语言三级课程。成功完成 NZCEL 3级证书

后，学生可以达到新西兰英语语言课程 4级的入学要求。 

本课程的目的是为那些希望为新西兰的社区健康做出贡献的学习者提供一个学习途径，并提供

一个将英语语言学习与学术保健英语结合起来的学习计划。本课程学习完毕之后，学生可以入

读新西兰英语证书(学术)(四级) [参考文献:1883];新西兰中医保健证书(四级)[编号:2982]: 

课程内容: 

•医疗背景下的英语学术阅读                      •医疗背景下的英语学术写作 

•医疗背景下的英语学术演讲                      •医疗背景下的英语学术听力 

完成此英语课程学习的学生将能够: 

在相对熟悉的应用主题下，理解中度复杂口语的要点和一些具体细节。 

在相对熟悉的应用主题下，有信心合理地参与持续性的口语会话。 

在相对熟悉的应用主题下，理解写作中较为复杂的要点和一些具体细节。 

在相对熟悉的应用主题下，写出清楚的相关文章。 

新西兰英语语言证书课程四级（LEVEL 4） 

• Level 4, 60学分 

• 全日制 

• 20周课时 

该课程是为在新西兰或海外的、英语作为第二语言的并准备进一步参加新西兰 NZQA批准

的大学课程的学习者提供的训练课程。 

毕业生将具备必要的语言技能，以便在熟悉的和一些不太熟悉的情况下，在日常/社会/

社区，工作场所和/或学术英语环境中，独立而有效地、流利地和灵活地交流。 这个资

格证书相当于欧洲共同参考框架（CEFR）B2。 

这个资格证书可以使新西兰的社区，雇主和教育机构认可其毕业生已经达到可以以学术

为目的使用英语的水平。 

成功完成 NZCEL 4级证书后，学生可以达到新西兰高等学校（包括 NZQF 7级）文凭和学

位课程的英语入学要求。 

NZCEL 英语课程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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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 写作 口语 听力 

R4-101 

理解学术课文 

5  

学分 

W4-101 

理解和应用
学术写作 

5  

学分 

S4-101  

学术英语口语
的特点 

5  

学分 

L4-101 

听力理解并记
录 

5  

学分 

R4-102 

学习研究技能
的应用 

5  

学分  

US 22749 

以学术为目
的，在测试
环境下进行
写作 

5  

学分 

S4-102 

结构化的学术
演讲-控制，
领导和参与 

5  

学分 

L4-102 

学术讲座结构
听力和理解 

5  

学分 

US 22751 

以学术为目
的，阅读和处
理英文信息 

5  

学分 

US 22750 

为达到学术
目的，使用
英文研究文
献撰写文章 

5  

学分 

US 22891  

以学术为目的
进行英语口头
报告 

5  

学分 

US 22892 

以学术为目
的，理解口头
表述并用英语
进行信息处理 

5  

学分 

 

 

   

修读研究生课程的途径 

学士学位是作为进一步学习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的桥梁课程： 

就读于和毕业于新西兰中医学院的健康科学学士学位的学生可以将学分转入国际学士和硕士学

位课程。这是因为新西兰作为“里斯本公约”成员国，属于被承认的 50个成员国中的其中一

个高等教育最佳实践的国家。 

因此，本校的学士学位课程的毕业生有机会就读世界上任何大学的中医硕士学位课程。 

海外针灸或中草药临床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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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可以组织已完成临床实习的本科学生到中国的有关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进行短期的临床进

修。 如想了解更多详情，请联系有关工作人员。 该临床进修课程会产生额外的费用。 

入学标准 

新西兰中医学院承诺培养具有国际高水平的针灸和中医药执业医师。新西兰中医学院的课程申

请人应具备合适的个人和专业素质, 使自己能够成为一个称职和具有伦理道德的医疗保健服务

提供者。所有申请人都将通过面试，以确保学生的学习能力、学生的就业意向及未来的目标和

课程相一致。申请人还必须填写健康声明。 

入学要求：健康科学学士学位课程，七级（LEVEL 7），推拿专科文凭课程七级（LEVEL 7）  

考生必须证明自己符合新西兰大学入学要求，通过完成相等于国际高中的毕业证书，或证明已

完成的高等教育。考生还必须： 

• 年满 18周岁或以上 

• 英语要求: 

根据第 18条的规定，候选人必须提供下列任何一项的证据: 

a) 达到 NCEA三级，符合新西兰大学入学要求; 或 

b) 获新西兰、澳大利亚、加拿大、爱尔兰，南非、英国或美国等高等教育机构，并以

英语为教学语言，颁授学士学位、研究生证书、荣誉学士学位、研究生证书、研究生

文凭、硕士学位或博士学位；或者 

c) 获得剑桥成人英语教学证书 (CELTA) 1。 

或：申请人提供雅思成绩，学术类总分不低于 6.0（每门不低于 5.5 分）或者相等于该雅思成

绩的其他英语成绩（相等于的意思是指托福或其他 NZQA 认可的国际考试，或成功完成新西兰

英语语言证书 4级）。测试结果必须是最新日期，并在同一次测试中获得（即在申请日期的两

年内获得）。 

或：出示以下任何一种学生曾用英语进行初级和中级学习的证据: 

a) 完成所有小学教育 (相当于新西兰小学年 1 - 8) 和至少三年的中等教育 (相当于三年从新西兰

中学年级 9 - 13) 在学校教学生使用英语作为教学语言; 或 

b) 在以英语为教学语言的学校完成至少五年的中等教育(相当于新西兰中学 9至 13年) 

• 在被接受入学前，必须完成所有移民局关于签证的要求。 

• 合适的医疗和旅行保险证明。 

特殊许可和成人入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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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岁以上的申请人但不符合所有入学要求者，可以联系新西兰中医学院研究可行的入学方案。

教学管理委员会如果认为有理由该申请人可以成功完成学历，且符合英语水平入学要求，则可

以同意申请人入读健康科学学士学位第一年的课程。但新西兰中医学院学术委员会根据法定的

权力，有权做出最后决定，拒绝录取。 

附加的录取要求   

新西兰中医学院欢迎有意愿成为中医执业医师的学员。我校的学生援助服务系统将会帮助有任

何健康问题或残疾的学生迈向成为自信，独立的专业执业医师之路。因此，任何健康问题都必

须在“入学申请表格/健康申明”中明确说明，并在面试时予以充分的讨论。这可以使新西兰中

医学院能够考虑和评估如何提供适当的支持，以及在完成学业后，申请人是否能够满足专业注

册要求和有能力独立执业。 

申请人必须在报名时申报所有刑事或未决的刑事定罪。 

以前学历的评估  

申请人如果相信自己具备的学历、经验或知识已经符合完成一门或多门课程的学习要求，可以
申请先前学历的评估（APL），申请时需填写有关申请表格并支付$100 申请费。如果申请成功，
可以获得相关学分免修，减少完成毕业证书所需的课程。申请人如果拥有海外认可的大学或者
高等教育机构的相当于 7级的文凭或者最少四年的全职学习可以申请先前学历评估。最高可获
得总课程的三分之二的学分免修。相当于三年健康学士学位（针灸专业）的 240个学分，四年
学士学位（中医专业）的 320个学分。所有申请者最少都必须完成下列的课程：新西兰文化，
交流及伦理；新西兰医疗保健的法律知识及科研基础；商业经营和开发及科研基础；西医药理
学及中药；针灸对西药的影响；中医科研学；中医临床实习 3 (针灸专业) 和中医临床实习 5 (中
医专业)。 

未被录取的上诉  

任何申请人如被拒绝入学，或反对学校对申请人增加的任何入学条件，可于获得学校通知书后，

10个工作日内向行政总裁（CEO）提出书面上诉。 

新西兰英语语文证书 LEVEL 3 

申请人必须年满 16岁，国际生年满 18岁。 

本地学生入学标准:- NCEA二级-至少 60学分; 优先考虑包括健康学分，或同等条件。 

国际学生的英语语言标准:-申请者必须能够熟练地用英语交流。 

第一语言非英语或毛利语的国际学生或居民的雅思总分不得低于 5分，单科不得低于 5.0

分;NZCEL级别 2或符合第 18条规定的英语水平的同等证明。 

年满 20岁或以上者，通过本学院英语考核，可以入学。 

新西兰英语语言证书 LEVEL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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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向的学生必须出示英语熟练程度的证据，相当于一个欧洲共同参考框架（CEFR）中级水平。

这可以通过一个公认的英语语言测试系统来证明，如雅思、剑桥、托福或新西兰英语语言三级

证书。成年学生取决于个人的不同情况而定。申请者必须清晰的证明他们自身与意向科目的匹

配。申请人必须年满 18岁。 

从其它教育机构转入 

任何希望从另外的教育机构转入我校学习的申请人，必须同意以下的文件并由相关的教育机

构直接提交给我校： 

• 经过法律证明的资历/学历和课程的证明和成绩单。 

在收到转换学生有关的信息后，将由学校课程管理委员会审查并决定是否接受或拒绝申请。

课程管理委员会的决定是最终决定，申请人不得对此决定上诉。 

注：有关更多招生信息，请联系新西兰中医学院相关工作人员。 

入学申请费用-境内国际留学生  

在您提交入学申请时请支付入学申请费用$200。 如果您的申请被拒绝或您申请的课程不开班，

您的申请费可以退还，。 

所有学费标准由新西兰中医学院董事会决定，并每年进行审查。同时，学费须符合新西兰高等

教育委员会（TEC）的有关学费的指引文件并得到该委员会的批准。学生必须在课程开始之前，

全额支付学费。 

入学申请程序-境内国际留学生  

在入学申请表被接受之前，境内的国际学生将进行面试。 

• 评估申请人所选的课程有关的学习技能，从而确保申请人在所选的课程学习中有公平

的机会成功。 

• 作为面试的一部分，学校将确定学生是否有特殊的学习需求。 

• 评估申请人的英语语言能力。如果申请人由于英语语言水平不够而被拒绝，他们可以

被推荐修读适当的英语课程，或者可以学习新西兰中医学院注册英语课程。 

• 讨论申请人的就职愿望，以确定申请人就职愿望与学院提供的教育机会相一致。 

所有报名申请的结果将以书面形式通知申请人。 注册费将全额退还给所有申请被拒的申请人。 

入学申请步骤-境内国际留学生  

第一步：申请 

请阅读本招生简章提供的所有信息。然后填写入学申请表并附上所有必需的附件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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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报名费用和面试 

尽快将填好的报名表格和报名费用$200，连同所需的文件一同寄给或送交给我校，以免错过

学习名额。 

面试时您可以提出任何问题，并获取您需要的信息，以评估这课程是否符合您的个人职业和学

习的目标；新西兰中医学院也可以了解相关的课程是否适合您，或者您有什么特殊的需求，以

及您是否具有足够的能力（包括英语能力）来完成学习要求。 

第三步：有条件录取通知书 

如果您的申请被接受, 您将收到一个有条件录取通知书及费用的发票； 如果您没有提供适当的

医疗和旅行保险的证据，发票将会包括医疗和旅行保险的费用。一旦您的学费已经全额支付，

我们将寄发给您一份无条件的录取通知书和收据。 这些可以用来帮助完成您的签证申请。 

第四步：完成注册 

一旦您获得学生签证, 并向我们出示您的护照和批准的学生签证, 您的报名注册将完成。 

第五步：完成文档 

由于学费是支付到新西兰教育部公共信托账户，在公共信托账户向新西兰中医学院支付任何学

费之前, 学生必须签署公共信托账户的文件。这必须在课程开课的五个工作日之内完成-即在开

课的第一周内。未完成签署公共信托账户的费用支付文件的学生将被暂停上课, 除非他们持有

新西兰中医学院的书面免除 信。 

入学申请程序-境外国际留学生  

目前居住在新西兰境外的国际留学生（即海外），将被要求在课程开始之前填写预先注册申请

表格。 

• 评估申请人在预先注册申请表中所选的课程有关的学习技能，从而确保他们在所选课

程学习中有公平的机会成功。 

• 作为面试的一部分，学校将确定学生是否有特殊的学习需求。 

• 评估申请人的英语语言能力。如果申请人由于英语语言水平不够而被拒绝，可以推荐

他们修读适当的英语课程，或者可以学习新西兰中医学院注册英语课程。 

• 通过 Email或者 Skyppe与申请人谈论就职愿望，以确定就职愿望与学院提供的教育机

会相一致。 

所有报名申请的结果将以书面形式提交给申请人。 注册费将全部退还给所有被拒的申请人。 

入学申请步骤-境外国际留学生  

第一步：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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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阅读本招生简章提供的所有信息。然后填写预先注册申请表格并附上所有必需的附件文件 

第二步：报名费用和面试 

尽快将填好的报名表格和报名费用$200，连同所需的文件一同寄给或送交给我校，以免错过

学习名额。 

新西兰中医学院将审核您在预先注册申请表格中提供的信息，并直接或通过您的代理中介确认

您是否符合入学条件。申请者可能被要求通过 Skype参加面试。 

第三步：有条件录取通知书 

在我们评估您的预先注册申请表格或面试后，如果您的评估获得成功，我们将发给您正式的入

学注册报名表格。一旦我们收到完整的报名表格以及完成评选程序，我们将写信给您并附上有

条件的录取通知书和学费发票。如果您没有提供适当的医疗和旅行保险的证据，发票将会包括

医疗和旅行保险的费用。一旦您的学费已经全额支付，我们将寄给您一份无条件的录取通知书

和收据。 这些可以用来完成您的签证申请。 

第四步：完成注册 

一旦您获得学生签证, 并向我们出示您的护照和批准的学生签证, 您的报名注册将完成。 

第五步：完成文档 

由于学费是支付到新西兰教育部公共信托账户，在公共信托账户向新西兰中医学院支付任何学

费之前, 学生必须签署公共信托账户的文件。这必须在课程开课的五个工作日之内完成-即在开

课的第一周内。未完成签署公共信托账户的费用支付文件的学生将被暂停上课, 除非他们持有

新西兰中医学院的书面免除信。 

变更或取消 

学院保留以下权利： 

• 根据新西兰学历审核评估委员会（NZQA）和新西兰高等教育委员会（TEC）批准，学

校有权更改任何课目和学历证书的课程内容、规则或费用； 

• 由于入学人数不足的原因，学校有权取消预定的课程或学历证书的课程； 

• 在任何一个学期内改变所提供的课程以满足退出学历证书学习的要求; 

• 根据需要并经董事会和高级管理层批准，更改学校的政策和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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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费用 

健康科学学士学位（针灸和中草药） 

国际留学生全日制学费 

学习年份 学费/年 预计和学习相关费用 * 学分 

学士学位 $22301 $1,000 120 学分 

注：任何一个学年学习超过 120学分的学生都将被收取额外学费。任何获得学分转换批准

（APL）的学生都将被收取相应费用。 

推拿专科文凭 

国际留学生全日制学费 

学习年份 学费/年 预计课程和相关费用 * 学分 

第一年级 $22301 $1,000 120学分 

第二年级 $17039 $1,000 120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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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西兰英语语言证书 LVEL3 及 LEVEL 4 

国际留学生全日制学费 

学习年份 学费/学期 预计课程和相关费用 * 时间 

新西兰 

英语语言证书 
$6180 $250 20周 

 

注：所有费用均含商品消费税（GST）。*有关课程相关杂费的详情，请参阅第 21页。 

费用支付方法可以在报名表中找到：我们希望您直接支付给公共信托账户（Public Trust）（请

参阅下面的费用保护）。信用卡设施目前不可用。现金支付将承担银行$25现金处理费。 

• 如果学生报名并符合提前缴费条件，可享受一定程度的优惠学费价格。 

• 延迟付款政策：学生在课程开始日期后天后支付学费，可能会额外收取 5%的学费。 

•  经新西兰高等教育委员会（TEC）批准的费用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奖学金及特别优惠 

特别优惠-请浏览课程网页(www.chinesemedicine.ac.nz)，查询你感兴趣的课程。 

除另有规定外，奖学金只针对申请就读健康科学学士学位的学生，并且只用于在本校学习。入

学奖学金只适用于全日制学生，为期一年。 

国际学生: 

1: 入学英语水平高的国际学生可享有： 

一级-雅思 6.5分- 1000纽币奖学金 

二级-雅思 7.0分或以上- 2000纽币奖学金 

2: 毕业于新西兰中学的国际生-NCEA 3级学生，成绩优异或更好(或同等条件)- 将获得 2000纽

币 奖学金。 

在校学生表现优异奖学金: 

1:  在过去一年的全日制学习中，每门课程成绩都达到 A或以上的学生将获得奖学金(2000纽

币) 。所有论文成绩均为 A，但其中两篇论文成绩均为 A-的学生可获得 1000美元奖学金。这

些奖学金旨在鼓励表扬成绩优异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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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临床奖学金: 学生在最后一年的临床实践获得 “高度称职”称号，并且在过去的一年学习中，

每一门课程取得了 A或者更好的成绩, 将获得往返回经济舱机票加上在中国两个星期的实习学

费。 

提前和自愿退学和学生退款政策 

所有退款申请必须以书面形式申请。请从接待处领取退学、退款申请表并填写。 

如果您退学，我们将通知 StudyLink 和/或公共信托账户和/或新西兰移民局和/或其他政府机构。

如果退款申请被批准，退款将通过公共信托账户进行，通常将直接转到原付款人，例如提供您

学生贷款机构或您的父母。如果您是通过中介代理人或新西兰中医学院代表支付的费用，则将

直接向您退款。支付给任何中介代理人的佣金将由学生单独向他们提出申请退还。任何退款将

以新西兰元（包括消费税）支付。学生应自己及时查看退学所涉及的费用问题。  

根据 1989年“教育法”第 253E（1）条，学生有以下权利： 

1. 参加课程 3 个月或更长时间的国际留学生可以在课程的第 8 天结束前退课，并获得扣

除相关的管理费用的全额退款，管理费用最高可达 10%，或 500纽币，以较低者为准。 

2. 如果学生在退款期限后退学，则无权获得退款。 

3. 如果学生决定退款, 新西兰中医学院将向学生提供退款的计算方法和程序。  

4. 如果学生对新西兰中医药学院在退款中所扣除的金额不满意，可以向NZQA学生投诉中

心提交投诉。 (http://www.istudent.org.nz/). 

5. 新西兰中医学院保留因为学生人数不足造成某些课程无法开课的权利。学校会自动退

回学费和学杂费给学生。 

6. 如果课程已经开学，但发生课程提前结束事件，新西兰中医学院将根据未上完的课时

数，按比例退还给学生已付的学费。 

7. 如果课程费用通过学生贷款付费，studylink会被通知，资金会返回学生的贷款账户。 

 8. 新西兰国内居民学生的课程退款可能会影响到未来的学生贷款和津贴申请。如果出现

异常情况的话，退款处理可能需要 2周或更长时间。 

9. 当国际留学生申请退学时，新西兰中医学院有责任在 7天内书面通知移民局。 

新西兰中医学院的教职员工将确保所有的学生都充分知道有关学生提前和自愿退学、退款的政

策。如果出现异常情况的话，学生还应被告知退款处理可能需要 2周或更长时间。 

费用保护 

当您在新西兰中医学院学习时，学校将确保您的费用得到妥善的保护; 这就是说，如果学校因

任何原因无法继续提供您的课程, 您的费用是安全的。您的费用将自动存入 NZQA 的公众信托

基金的新西兰中医学院帐户, 我们希望您直接将费用存放在 NZQA 的公众信托基金账户里。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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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政府部门-StudyLink将学生贷款直接支付给 NZQA 的公众信托基金。然后, 在该年度，公众

信托基金会分期支付给新西兰中医学院。新西兰中医学院将提供您一个费用保护申请表, 学校

会协助您填写这个表格并将表格寄给公众信托基金。 

新西兰学历审核评估委员会（NZQA）根据“1989 年教育法令”及“2013 年学生学费保障法规”已

接受此项费用保护的安排。 

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致电 Public Trust（公众信托基金）  0800 494 733 或访问

www.publictrust.co.nz 

学术和课程的管理条例 

详细的规定可以在最新版本的学生手册中找到，该手册在学生入学第一天时发放给学生。 

课程 相关的杂费 

除学费外，学生还需要根据课程内容和程度购买相关教材和学习用品。其他与课程有关的费用

至少包括：学生身份证，复印讲义，针灸模型，针灸用具和一件诊所工作服等等。总计大约每

年$1,000包括商品消费税。详细情况请参阅课程相关费用表。 

如果学生（在临床实践中）希望参加额外的实习 – 即不在正常的课程表的安排之内，学校将收

取额外的费用。 

学生有责任在开学前购买课本。请向前台询问有关教科书和当地供应商的信息，或向新西兰中

医学院图书管理员咨询如何通过互联网购买相关书籍。 

 

与课程相关的大致杂费-2019 

健康科学学士学位课程 – Level 7 

课程讲义或教材（有些可能通过学院提供） 预计成本 – 可能有所不同 

教科书 $800.00 /年 

针灸模型 （可选） $60.00 - $80.00 

针具 $5.00 /盒 100根 

酒精棉片 $17.00 /盒 100片 

艾条 $10.00 /盒 

诊所实习器材箱 $350.00 

学生诊所外套（包括见习生） $50.00 - $150.00 

推拿专科文凭课程 – Level 7 

http://www.publictrust.co.n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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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讲义或教材（有些可能通过学院提供） 预计成本 – 可能有所不同 

教科书 $800.00 /年 

按摩床 – （可选） $249 - $449 估计 

学生诊所外套（包括见习生） $50.00 - $150.00 

新西兰英语语言证书课程 – 三级及四级 

基于课堂的学习资源 预计成本 – 可能有所不同 

教科书 $2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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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与课程相关的杂费-2019 

费 用 

补考申请费 $20.00 /一门课 

理论课补考费 该门课学费的 20% 

临床操作补考费 $100.00 /病人 

作业迟交改卷费 $80.00 /作业 

作业重新评分费 $80.00 /作业 

临床实习延期费 费用根据于延期的长短不同 

重新提交作业的费用 $50.00/作业 

个人学习协议 费用根据于协议的学习长度和细节 

学分转换评估（APL ）申请费 $100.00 

学分转换 根据 APL的政策 

入学注册变更费 $50.00 第一门课; 后续课程$25.00 /一门课 

入学申请费 第一学期或全年：$200.00; 第二学期：$135

最后一学期不收取费用（仅限 7级） 

其他费用: 

复印费 –（通过复印卡） 10仙/页 

学生身份证 – 必备 $22.00  

租赁储物柜 $15 /一个，押金$15 

储物柜钥匙更换费 $15.00 

正式学习成绩结果 毕业生或退学者可以免费提供一份 

额外的最终成绩单 ** $50.00/份 

替换证书 ** $75.00一份 加邮资 

            ** 请向注册处书面申请。 邮箱地址: mel.cooper@chinesemedicine.ac.nz 

学生诊所 – 学校诊所提供治疗室包括床单、托盘、按摩床和电脑。学生必须按照“学生针灸和
中草药实习手册”中的规定，负责维护设备的清洁卫生。如果学生造成任何上述设备丢失或损
坏，将承担赔偿责任。 

学生服务费用 

学院不收取学生服务费用，学院的董事会成员及高级管理人员与学校不存在任何利益冲突。除

了上述的学费和课程相关费用外，学院不收取其他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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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业典礼 

每位新学生必须参加开学典礼。开学典礼是在每学年的第一周。新西兰中医学院将提供以下信
息： 

• 学院的管理和运作，以及质量管理的政策和程序 

• 学生服务信息-关于对学生的援助和学术上的支持 

• 确保您的健康和安全的程序 

• 如何使用图书馆、教科书和电脑设备 

• 学院的行政管理运作 

• 投诉程序 

• 2016国际留学生援助应用守则 

• 额外的福利和支持服务 

• 交通安全 

• 新西兰路标 

• 使用新西兰银行系统 

• 新西兰的法律、习俗和文化 

• 学生就业机会 

• 在奥克兰地区和新西兰周边旅游 

• 住宿 

健康服务的资格 

在新西兰，大多数国际留学生不能享受公共医疗卫生服务。如果您在新西兰访问期间接受治
疗，您可能需要承担该治疗的全部费用。关于如何获得公共资助的医疗卫生服务权利的全部细
节可通过卫生部获得，并可在 www.moh.govt.nz 网站查看。 

医疗和旅游保险 – 国际留学生  

医疗保险不包括在您的学费中，但是当您在新西兰的整个期间，医疗保险都是必须的。因此，
学校将要求学生提供已经购买的医疗保险的证据，并将该证据保存在您的学生档案中。 

如果您在抵达新西兰之前没有购买适当的医疗和旅行保险，我们将向您开具发票并协助您购买
保单。我们会在您的学生档案中保留一份医疗和旅行保险政策的副本。如果你未能出示医疗或
旅行保险的证据，您将无法开始上课。全年的保险费用大约在 $300 至 $ 650之间。 

事故保险 

http://www.moh.govt.n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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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西兰国家意外事故赔偿公司(ACC)为所有新西兰公民、新西兰居民和临时访问者提供意外事

故保险。国际留学生需要确保他们的医疗健康和旅行保险包含意外事故。 

学生支持 

在提供课程和服务期间，新西兰中医学院承诺确保学生受益于： 

• 提供优秀和有效的课程教育，以获得认可的资格证书； 

• 在学院规章制度下，保持学术自由； 

• 人身自由免受任何形式的偏见和骚扰； 

• 提供医疗保健教育的适当服务和设施； 

• 准确、清楚、没有误导性的信息； 

• 公平的考试和工作评估； 

• 及时地解决学生的问题； 

• 通过学生代表，有机会参与学校与学习有关的事务。 

新西兰中医学院致力于帮助学生取得最佳成绩。为了确保您的学术成就和个人福祉，我们将
为您提供： 

• 教师对学术的支持和指导 

• 后勤人员为所有非学术问题提供支持和指导 

• 为了学生的福祉，如果学校认为适当和必要的，学校会将学生推荐给学校外的外部支

持和福利服务中心。有关更多详细信息，请参阅学生手册中的“外部支持服务”部分。 

• 学生有机会评估学校的教学和学习的质量 

• 提供新西兰中医学院所有的服务和相关外部服务的清晰和最新的信息  

在开学典礼时， 您将收到这些在学生手册里详细介绍的学生支持服务的信息。 

住宿 

在奥克兰的学生有一系列的住宿选择。您可以选择住宿公寓，旅馆，私人寄宿宿舍，或家庭寄
宿。 

• 合租公寓的租金和服务，约每周$150 - $200 

• 独立租赁公寓，每周约$350 – $450 

• 家庭寄宿每周 $225 to $260 – 包含所有餐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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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您决定了您的住宿方式，您必须通知新西兰中医学院您的地址和联系方式。如果您更改住
宿地址，您必须立即通知新西兰中医学院。 

新西兰中医学院可以帮助您安排寄宿家庭住宿。学院聘请了一家知名的当地寄宿机构，他们可
以在合理的距离内安排住宿，而且很容易到达学院。 

道路交通安全 

 

如果你打算在新西兰驾驶，您需要持有有效的国际驾驶执照。您还必须熟悉新西兰交通法规，
新西兰公路管理局可提供“新西兰道路交通安全”小册子，或者登陆新西兰陆路交通安全管理
局的网站 www.ltsa.govt.nz查看。 

奥克兰生活开销 

新西兰不是一个消费最昂贵的国家，但也不是一个非常便宜的国家。它的消费大概是处于两

者之间。这里的生活费用一般比欧洲，美国和日本相对便宜一些，但比许多亚洲和南美国家

贵一些。然而，汇率成为许多国家来新西兰的合理选择。以下是一些您可能期望用新西兰元

支付的例子。 

 

• 快餐  $8.00 - $10.00 

 

• 罐装可乐/苏打水  $1.20 - $2.50 

 

• 咖啡厅的咖啡  $4.00 

 

• 邮寄明信片  $2.40 

 

• 理发  $20.00 (男性) $50.00 (女性) 

 

• 在咖啡厅享用泰式或中式餐点  $8.00 - $15.00 (午餐) or $15.00 - $25.00 (晚餐) 

 

          所以，学生每周的生活费用大概是 300-350新西兰元。 

学习和就业的机会 

按照新西兰目前的法规，具有本校健康科学士学位中医或针灸专业的毕业生，无需任何专业考
核即可加入有关新西兰中医针灸专业协会，并成为国家 ACC注册针灸师。这使得毕业生能够
获得就业机会，也可以开办自己的中医针灸诊所，或与其他医务工作者在联合诊所或自然疗法
诊所里一起工作。 

学生毕业时，可以申请工作签证。 

更多信息可以从中医针灸专业协会网站或从 ACC官方网站获得。 

推荐网站： 

• 国家意外事故赔偿委员会（ACC）：www.acc.co.nz  

• 新西兰注册针灸师协会：http://www.acupuncture.org.nz 

http://www.ltsa.govt.nz/
http://www.acc.co.nz/
http://www.acupuncture.org.n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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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西兰中医和针灸学会：www.chinesemedicine.org.nz 

• 新西兰针灸标准局： www.nzasa.org 

• 新西兰移民局：www.immigration.govt.nz 

毕业 

完成您的学历后，您将被邀请参加毕业典礼。这是您的家人和朋友庆祝和分享您的成就的时
刻。仪式将在新西兰中医学院内举行，随后是共享午餐。 

希望参加毕业典礼的毕业生必须穿戴正式的学士服。毕业生可以向学校申请安排租赁学士服，
毕业生须负担相关费用。毕业生也可以直接从学校认可的学士服供应商处租赁。 

毕业生必须知道，在获得最终结果和毕业证书之前，学生有责任付清所有未付的费用及归还属
于学校的财产。这些包括未付清的学费、补考费、图书馆对逾期书籍的罚款，学校财产包括储
物柜钥匙和借阅的图书馆书籍等等。如果有任何未偿还的债务或不归还任何属于学校的财产，
您将无法毕业。 

毕业典礼 

二月份入学的毕业生毕业典礼将在秋季学期假期里举行（即 4、5月份），七月份入学的毕业
生毕业典礼将在春季学期假期里举行（即 10月份）。 

毕业证书只在毕业典礼上颁发。如果您不能参加毕业典礼仪式，您可以从接待处领取毕业证
书，学校或通过挂号或特快专递的邮寄方式寄给您。学生将负担相关邮资并须在邮寄前支付。 

毕业生只能参加一个毕业典礼仪式。 

                                             感谢您关注我们的新西兰中医学院。 

                                                        我们期待着您的回音！ 

 

 

 

 

 

 

 

 

 

 

 

http://www.chinesemedicine.org.nz/
http://www.nzasa.org/
http://www.immigration.govt.n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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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  

新西兰中医学院国际留学生政策 

负责人：学校质量管理部主任  

政策目的 

这个政策的目的是为了确保新西兰中医学院的国际招生的政策和程序是符合新西兰中医学院的

相关政策和国家国际留学生关怀援助法规的执行守则（CPPCIS）2016。 

背景 

新西兰中医学院希望根据新西兰中医学院的相关政策和国家国际留学生关怀援助法规的执行守

则（CPPCIS）2016招收国际留学生。 

法定义务 

• 新西兰中医学院是国家国际留学生关怀援助法规的执行守则（CPPCIS）的签署者。该

守则是根据“1989年教育法令”第 18A部分制定的法规 

• 1989年教育法第 238F条款 

• 以及任何后续的法律修改 

政策  

1. 国际留学生课程的主要特点  

向国际留学生提供的所有课程都必须基于对国际留学生完成学业的能力和职业意向与新西兰中

医学院提供的教育机会相一致的评估。 

2. 战略规划和政策 

向国际留学生提供的课程必须遵循根据学校质量管理体系的目标和宗旨而制定的政策和程序。 

3. 目标市场和学生人数 

向国际留学生提供的课程必须确定目标市场，并证明该课程将可以使学生在完成学习计划上取

得进展。 

向国际留学生提供的课程必须有适当的教职员工和学生的比例。 

4. 对国内本地学生的影响  

向国际留学生提供的课程必须确定是否对国内本地学生有任何影响。 

5. 招生代理 

所有招生代理必须签署学校的授权招生代理协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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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住宿 

国际留学生的住宿规定必须遵守学校质量管理体系的政策和程序。 

7. 支持国际留学生的关怀援助要求的员工配备 

学校应该有适当的辅导员工数量比例支持国际留学生的关怀援助要求。随着国际学生人数的增

加，应该适当的增加辅导员工来协助支持国际留学生的关怀援助工作。 

目前这一比例是每 10名学生中有 1名学生辅导员工。 

此政策应同其他学校质量管理体系的学生支持政策相结合。 

8. 危机事故紧急处理计划 

在政策中包括的危机事故紧急处理流程图解释了学院如何管理这些事件。 

步骤 

向国际留学生提供的所有课程都必须解释在课程批准的文件中如何处理这一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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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事故紧急处理流程图 

 

新西兰中医学院 发现, 或被告知危机

事故 

通知管理委员会成员 

核查学生的状态 

 

管理委员会 应急召开会议 并且制定

有关经理处理危机事故 

根据情况采取对策，并确定其对学

院日常运营的影响 

验证细节: 

警察 –医院- 任何第三方 

发布以下信息: 

• 何时, 何地,发生了什么, 谁涉及其中, 怎样发安生的? 

• 是否有调查，是否所有的事实被公布? 

• 学生的家庭是否被通知? 官方通信渠道是什么? 发布
消息之前是否有一个等待期? 

• 如果有学生死亡, 什么时候尸体会被释放并举行死亡
仪式? 尸体向谁释放? 

• 尸体遣返回国的程序是什么? 

 

新西兰中医院 : 

• 提供学生详细信息，如课程学习，签证等 

• 检查生活状况 

• 提供近亲详细信息 

通知中医学院的相关人员 

学校创始人 

• 教务部主任 

• 质量管理部主任 

• 负责学生服务的员工  

• 同种语言辅导员  

• 翻译 

• 诊所管理员 

需要的话, 在通知家属之前需确认警方已经通知

过家属 

通知学生的家长和朋友，视情况而定: 

• 家属 

• 在新西兰的配偶 

• 室友/住宿家庭 /朋友/同学 

其他联络人员 (除家庭外的其他
有关人员) 

• 代理人 

• 老师/ 讲师 

• 牧师 

• 大使/ 领事 

• 保险 

• 新西兰移民局 
回顾: 当每次紧急意外发生后，应急团队应该回

顾事故 ，从而评价事故的应急策略并且必要时

做出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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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 西 兰 中 医 学 院 

 

321 Great South Road, Greenlane 

P O Box 17467 
 

Auckland 

New Zealand 

 

T：0064 9 580 2376 

 

邮件：enrolment@chinesemedicine.ac.nz 

网址： www.chinesemedicine.ac.nz 

mailto:enrolment@chinesemedicine.ac.nz
http://www.chinesemedicine.ac.nz/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