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高中中生生如如何何留留学学新新西西兰兰

准准大大学学生生对对被被录录专专业业没没兴兴趣趣怎怎么么办办

新西兰大学采取的是宽进
严出的教育制度，每个学位上
都有其相对应的级别要求，其
国立大学的要求都很严格，所
以新西兰大学文凭在国际上
被广泛认可，所获得的本科和
硕士证书可以直接到英、美等
国家继续攻读更高的学位。对
有留学意向的高考生而言，是
一个不错的选择。为此，本报给
高中生解读去新西兰留学的留
学方案。

对于国内高二在读或高三
毕业学生来说，可以申请国立

大学8个月到12个月的预科课
程，毕业后进入大学学习。大
学预科课程是为母语为非英
语国家的中学生提供的，目
的是使国际学生在大学校园
内充分适应新的教育体制，教
学方法和生活方式。学生顺利
完成预科课程后，将获大学预
科毕业证书，大学预科文凭被
所有新西兰大学所认可，但不
同大学对成绩有不同要求。对
于国内的中学生来说无论是
高二读完还是高三毕业都是需
要读预科课程。

对于国内高二或高三毕业
学生来说，也可以选择申请新西
兰国立大专院校的半年到一年
的预科或证书课程并毕业后直
接进入学士学位课程学习，或者
在大专院校读满两年成绩合格
后，转入新西兰的八所国立大学
继续完成本科学士学位。

对于国内高中毕业的学生
而言，还有一种选择就是可以
去新西兰的教育学院，攻读教
育本科或是大专课程。通过三
到四年的学习，取得文凭或学
士学位，并拿到当地的教师资

格证书。
因为新西兰留学的英式教

育体制与中国的不同，学士学
位在大学里，采取学分制。每个
专业都有相应的学分要求，学
生必须修满学分才被授予学
位，对修学分的时间长短没有
一定的限制。有些在国内已经
读过一年或者两年大学的在校
学生想要转学分继续完成学业
的，可以在相关协助下让新西
兰的大学对其做评估。学生只
要达到入学的语言要求即可直
接入读大学，无需再读预科。

招数一：转专业或者修双
学位

今年不少高校在招生宣
传时都不约而同打着转专业
的“旗号”。整体进入一本的广
州大学2015年将推行“专业流
转制”，凡文理科重点线上第
一院校志愿组报考广州大学
的广东考生，经过一个学期的
学习，按照有关规定可根据个
人的兴趣、爱好和学习能力申
请专业的流动和转换。该校招
生处处长陆财深表示，“专业
流转制主要面对群体是2015

年新生，转专业没有名额限
制，不设比例，尽可能满足学
生需求。”

华南农业大学对申请转专
业资格不再设“门槛”：凡入学
已满一学期，在校期间未受过
警告及以上处分的学生，可申
请转专业(申请转出资格不受
成绩限制)，由转入学院对其进
行考核，多数学院考核时更看
重学生对该学科专业的兴趣和

掌握程度。
不过，大多数学校对转专

业的要求不同，有的要求重读
一年，有的要求第一年上完才
可以换，有的需要交钱等等，
总之，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情。因此建议学生们入学后，
尝试着去熟悉你自己所在专
业，经过一年的学习看是否能
产生专业认同。如果最后转专
业不成功，可以尝试辅修或者
以自学的方式完成自己喜爱专
业的课程。

据了解，不少高校规定在
大二或者大三时候开始修双学
位，但这时候还有实习或者考
研的任务，是个非常大的挑战。

当然，双学位可以使毕业简历
大大增加含金量。

招数二：到其他专业去“蹭
课”

事实上，即便是你转到了
自己喜欢的专业，可能还会发
生一样的问题。因为任何学科，
对外看起来都金灿灿的，只有
真正的渗入其中，才能了解自
己是否喜欢。经过一年或两年
的学习，你有可能会喜欢上这
个专业，况且，专业跟工作并不
是绝对的对应关系。

如果你足够勤奋，还可以
找别的专业的同学要一份课程
表，按照自己的时间来安排去
不同教室里旁听。这种方法的

好处是可以挑选自己喜欢的内
容，喜欢就继续，不喜欢就撤，
但缺点就是需要一定的自制力
才能学得比较系统，以及无法
体现在你的简历上。

招数三：利用网络资源在
线学习

早几年特别火的国外大学
课程在网络上可以同时学习的
方式一度非常火，现在越来越
多的内容也都成为了在线教育
的内容。此前，省教育厅也发文
称，大学生上网络课程也可以
折算学分。

在线教育不仅可以摆脱
地域的限制，价格也具有相对
优势，甚至有海量的资料都是
免费的。在中国大学MOOC平
台上就汇集了400多门课程，
涉及文学、艺术、哲学、医药等
领域。比如一个文科生，可以
在网络上学习计算机相关的
知识和技能，还可以听到一些
其他高校或者机构的演讲，这
些内容是在学校接触不到的。

随着高考志愿填报本科批次录取进入尾声，一些考
生收到录取通知书后发现，自己被录取的专业并非心仪
专业。上了大学后，遇到不喜欢没兴趣的专业怎么办？为
此，本报支招准大学生们多种方法应对：可以选择转专业
或读双专业、双学位，也可以通过旁听其他专业课程或在
线学习去接触自己喜欢的专业知识。

高考成绩在
380分以上，在国内
尚无好的高职院校
选择、家庭经济条
件中等的学生，不
妨考虑去意大利留
学。因为在欧洲的
经济强国中，意大
利留学费用最低。
近年来，意大利政
府为吸引中国学
生，通过“马可波
罗”计划、“图兰朵”
计划提供了许多更
为便捷的本科学习
机会。

到目前为止，意大利还是世
界上少数大学教育免学费的留
学国家，大部分公立大学每年只
需缴纳一定的注册费即可。读公
立大学正课的国际生不但可以
免除学费，而且还能享受和意大
利学生同等的免费医疗等福利。

据介绍，意大利对本国学
生和国际学生的收费标准是一
致的，本科生一年的注册费为

300-1000欧元。同时，在意大利
就读的生活费也比其他欧洲国
家低，一年总开销最多在1万欧
元左右(折合人民币约10万元)，
人均约8000欧元。

据了解，意大利的学生福
利和助学金是根据学生的家庭
收入等因素发放，和成绩无太
大关联，而且申请方式也比较
容易，需要材料都在申请奖学

金所需材料里，本科和研究生
申请的时间也都是在入学时。

在就读专业课程期间，学
生每学年还能获得1700-4300欧
元的助学金和一定额度的奖学
金。在日常生活上，留学生只要
参加统一的学生医疗保险，就
能享受到免费医疗，每周还有20

小时的兼职打工时间，可获得
200-500欧元的报酬。

据介绍，意大利高等教育
中本科课程学制为3年，本硕连
读课程为5年，硕士为1-2年，博
士为3年。

我国学生申请意大利大学课
程，必须具有高中毕业证书，且毕
业证书都要翻译成意大利文，而
且要得到意大利外交使馆和领事
馆的确认和证明。普通高中生要

求高考成绩在380分以上；艺术类
考生要求：[高考成绩+(艺术成绩/

艺术总分)*750]/2>380分。
在语言要求方面，参加“马

可波罗”计划和“图兰朵”计划
的学生不需要提供语言成绩，
每年的入学注册时间在11至12

月份。而直接申请意大利大学
的其他学生,则需根据使馆当年

要求，或提供相关意大利语言
成绩，或参加使馆口语测试。

从今年起，凡是参加进修课
程的学生，在课程结束后，如果
在意大利找到了工作，可直接将
学习居留转换为工作居留，无需
等待劳工输入争取名额。学士毕
业、硕士毕业以及专业培训毕
业，均可快速地转换居留方式。

留学花费一年不到10万元

高考380分以上可申请赴意

新西兰留学

四大发展趋势

随着出国留学的兴起，大家
的目光不再只盯在英、美等欧洲
老牌国家，新西兰凭借其优质的
教育和利好的留学政策受到越
来越多的国内学生和家长青睐，
金吉列烟台分公司田秀丽老师
也特别整理了目前新西兰留学五
大发展趋势，希望可以帮助大家
更合理地规划好自己的新西兰留
学申请。

趋势一

从“盲目”到“理性”的转变

过去70%的学生咨询留学时
没有明确的留学目的，是“为留学
而留学”还有一部分“被留学”，盲
目寻求国外镀金的机会，没有明
确的目标。而现在大多数留学生
能够更深刻地了解自己的兴趣、
就业倾向和专业喜好，带着比较
明确的目的和想法，与留学顾问
一起规划留学道路和职业发展方
向，从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出中国
留学生的一个很大转变，从盲目
到理性，越来越成熟。

趋势二

从“老牌留学热门国”到遍地开花

以往的留学生留学的目的地
往往都是老牌的热门留学国家，
英、美等西方国家，而现在一些冷
门的留学国家也越来越受青睐，
很多国家放低了经济门槛，针对
留学生打工的政策逐年放宽，典
型国家有新西兰、澳大利亚、马来
西亚等留学国家都展示了各自的
特点和优势，比如，新西兰留学生
活令人向往，新西兰移民政策放
宽，新加坡留学费用低廉；澳大利
亚采取放宽签证、雅思和经济担
保金存款周期要求，这些留学国
家所推出的优惠政策也吸引了一
大部分留学生就读。

趋势三

新西兰留学走入平常百姓家

申请新西兰留学条件的门槛
逐渐放低。留学从“高收入家庭”
走入“工薪家庭”，留学不再是神
话，走入了寻常百姓家，从最初的
自费留学只有高收入家庭才能支
付得起留学费用，到现在随着经
济不断的发展，更多的工薪家庭
也加入了留学大军，许多家庭用
较少的投入，实现了出国梦想，比
如新西兰、新加坡、马来西亚都是
工薪家庭留学的首选。

趋势四

从“留下”到“归国发展”

从留学生留学学成毕业来
看，从最初的一定留在国外打拼，
到现在留学归国发展的留学生也
不在少数，许多留学生选择在国
外学到先进的知识后，回国发展
而且发展得更为出色，这也是留
学生思想成熟和发展的表现，随
着中国的崛起，中国经济的快速
发展，中国对人才的需求也在增
长，留学生归国后的发展空间也
是很大的。

高高考考不不理理想想不不如如留留学学意意大大利利
年花费不到10万，成工薪家庭首选

意大利是欧洲文艺复兴发
源地，曾是欧洲文化中心，高等
教育和科学研究都比较发达。意
大利绝大多数高校都具有深厚
文化底蕴，历史悠久，师资力量
雄厚，规模比较大。

建校较早的著名大学有：
1222年创立的帕多瓦大学、1303

年创立的罗马大学、1104年创立
的维琴察大学、1213年创立的阿
雷佐大学、1224年创立的勒斯大

学和1405年创立的都灵大学，还
有比萨师范学校、帕维亚大学、
比萨大学、米兰大学等 ,都是欧
洲著名的高等学府。

据统计，目前意大利共有高
等教育机构近200所，其中综合
性大学70余所，以公立大学为
主，提供近400个专业大学本科
学位课程、60多个研究生课程。

意大利高等教育中，最负盛
名的专业是法律和艺术设计专

业，尤其是歌剧、造型艺术、建筑
和时装设计等享誉世界。中国学
生如果到意大利学习美术、舞台
布景、歌唱、演奏、建筑设计、时
尚专业如服装设计、首饰设计，
就业情况非常好。

意大利的工业相对发达，
所以一些理工科的专业如机械
工程、电气工程、汽车工程或是
信息工程也都是不错的选择方
向。

教育较发达，专业有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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