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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纳士大学–  
兰州大学 2+1+1.5  
合作办学项目

• 符合资格的学生必须成功完成兰州大学四年制理学学士

学位课程（化学）或理学学士学位课程（应用化学）的

前两年，而后方可进入澳大利亚蒙纳士大学完成化学专

业理学学士学位课程的最后一年（第三年）。

• 成功完成该课程的兰州大学学生将被蒙纳士大学授予化

学专业理学学士学位。

• 在第三年成功完成蒙纳士大学化学专业理学学士学位课

程后，成绩至少达到 60%（平均分）的学生将能够升读

以下三个合适的 1.5 年项目之一：

 − 绿色与可持续技术硕士学位课程，或

 − 食品科学与农业综合企业硕士学位课程，或

 − 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硕士学位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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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结构
兰州大学

第 1 年 理学学士学位课程（化学）或理学学士学位课程（应用化学）

第 2 年

澳大利亚蒙纳士大学

化学专业理学学士学位课程

第 3 年 

2022 年  

7 月入学

CHM2922  

光谱学与分析化学

CHM3180  

材料化学

CHM3922  

高级有机化学

CHM3972 

可持续化学

第 3 年 

2023 年  

2 月入学

CHM3911 

高级物理化学

CHM3960  

环境化学

CHM3941 

高级无机化学

选择其一：  

CHM3990 化学项目或 

CHM3930 药物化学

澳大利亚蒙纳士大学 1.5 年项目

成功完成澳大利亚蒙纳士大学化学专业理学学士学位课程，

成绩达到 60%（平均分）的学生将能够升读以下 1.5 年项

目之一

绿色化学与可持续技术硕士学位课程，或食品科学与农业综

合企业硕士学位课程，或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硕士学位课程

Green Chemistry Futures building – our home of chemistry is an award-winning, multidisciplinary innovation hub where teaching, research and industry R&D mix in an exciting, creative space.

https://handbook.monash.edu/2022/units/CHM2922
https://handbook.monash.edu/2022/units/CHM3180
https://handbook.monash.edu/2022/units/CHM3922
https://handbook.monash.edu/2022/units/CHM3972
https://handbook.monash.edu/2022/units/CHM3911
https://handbook.monash.edu/2022/units/CHM3960
https://handbook.monash.edu/2022/units/CHM3941
https://handbook.monash.edu/2022/units/CHM3990
https://handbook.monash.edu/2022/units/CHM3930


入学要求
学术要求

成功完成兰州大学理学学士学位课程（化学）或理学

学士学位课程（应用化学）的前两年，且平均绩点

至少达到 2.6^。

英语语言要求

兰州大学的学生还必须通过以下英语语言测试之一，以达

到蒙纳士的最低英语要求：

• 雅思（学术类）：总分 6.5 – 写作、听力、阅读和口语

均不低于 6 分，或

• 托福网考（iBT）：总分 79 – 写作 21、听力 12、阅读 

13、口语 18，或

• 培生英语考试（PTE）：总分 58 – 听力 50、阅读 50、

口语 50、写作 50，或

• 剑桥英语考试（CAE 或 CPE）：总分 176 – 听力 169、

阅读 169、口语 169、写作 169。

注意：

如果学生的英语语言考试成绩接近直接入读蒙纳士大学理

学学士学位课程的入学要求，我们将为其提供 组合录取通

知书，其中包括10、15 或 20 周的蒙纳士英语直升课程。

详情请访问：

www.monashcollege.edu.au/courses/english/
monash-english-bridging

^ 其中澳大利亚的平均分要求为 60%（或同等水平）。

https://www.monashcollege.edu.au/courses/english/monash-english-bridging
https://www.monashcollege.edu.au/courses/english/monash-english-bridging


申请入读 
蒙纳士大学
作为蒙纳士大学–兰州大学 2+1+1.5 合作办学项目的一部

分，可直接申请入读蒙纳士大学，并获得在兰州大学已完

成的理学学士学位课程（化学）或理学学士学位课程（应

用化学）前两年的免修学分。 

如欲提交申请，请登入：www.monash.edu/
admissions/apply/international-ug 

申请截止日期：

2022 年第 2 学期 – 2022 年 5 月底/6 月初 

2023 年第 1 学期 – 2022 年 12 月初

签证信息

内政部负责签发入境澳大利亚的签证。计划学习 CRICOS 

注册课程的学生需要获得学生签证。

要申请学生签证（500 类），请访问：

www.monash.edu/study/how-to-apply/international-
student-applications/visa-requirements

学期安排 

第 1 学期 – 3 月至 7 月

第 2 学期 – 7 月至 11 月

www.monash.edu/students/dates/summary-dates 

成绩和学术管理规定 

www.monash.edu/exams/results/results-legend 

2022 年学费 

2022 年开始入读化学专业理学学士学位课程的学费为 

45,700 澳元。

蒙纳士研究生课程折扣

完成化学专业理学学士学位课程的兰州大学学生，如果

在 2023 年开始继续攻读绿色与可持续技术硕士学位课

程、食品科学与农业综合企业硕士学位课程或者环境

与可持续发展硕士学位课程，可享受蒙纳士大学提供

的全额学费九折优惠。

九折优惠适用于每学期的课程学费，并适用于硕

士学位课程的第一年。

详情请访问：www.monash.edu/students/admin/fees/
discounts/alumni 

https://www.monash.edu/admissions/apply/international-ug
https://www.monash.edu/admissions/apply/international-ug
https://www.monash.edu/study/how-to-apply/international-student-applications/visa-requirements
https://www.monash.edu/study/how-to-apply/international-student-applications/visa-requirements
https://www.monash.edu/students/admin/dates/summary-dates
https://www.monash.edu/students/admin/exams/results/results-legend
https://www.monash.edu/students/admin/fees/discounts/alumni
https://www.monash.edu/students/admin/fees/discounts/alumni


CLAYTON 校区

Clayton校区是蒙纳士大学面积最大的校区。理学学院和

化学学院都设在这里。

该校区提供丰富的体育、文化和教育活动及设施，并在促

进与当地和国际教育机构及行业合作伙伴的合作研究项目

方面取得了骄人成绩。

有关Clayton校区和学生生活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monash.edu/about/our-locations/clayton-campus

住宿

住在Clayton校区，学生可以方便地上下课，享受身边的校

园设施、图书馆和蒙纳士大学充满活力的校园生活。

校内住宿的价格从每周 240 澳元至 303 澳元不等，合

同租期为 42 周。

有关Clayton校区的住宿价格、申请方式和不同选择的信

息，请访问：  

www.monash.edu/accommodation 

生活费

学生在开启蒙纳士大学的求学体验之前，最好先

规划和编制一份预算。

以下是与在澳大利亚生活和学习相关的一些费用，可作为

大致指南。  

数字仅为估算值，可能会因具体居住地点和

生活方式而有所不同。

项目 每周花费

住宿费 165 - 440 澳元

国际学生医疗保险 
(OSHC）

11 - 15 澳元

交通费（公共交通） 15 - 55 澳元

日常用食杂和外出就餐 80 - 280 澳元

燃气费和电费 35 - 140 澳元

电话费和网费 15 - 30 澳元

其它杂费（娱乐、 

个人物品）
80 - 150 澳元

详情请访问：

www.monash.edu/study/why-choose-monash/our-
locations/life-in-melbourne/cost-of-living

在墨尔本生活

墨尔本过去五年一直位居全球最宜居城市之列。这座多姿

多彩的多元文化之城拥有友好和善的市民，是一座国际大

都市，在教育、医疗、公共交通和安全方面都达到较高标

准，同时还有良好的就业率。

从美丽的公园和花园，到前卫的艺术和音乐场所——这

座城市可满足各种兴趣爱好需求，包括众多国际体育

赛事和一系列文化节。

www.visitmelbourne.com 

http://monash.edu/about/our-locations/clayton-campus 
https://www.monash.edu/accommodation
http://www.monash.edu/study/why-choose-monash/our-locations/life-in-melbourne/cost-of-living
http://www.monash.edu/study/why-choose-monash/our-locations/life-in-melbourne/cost-of-living
https://www.visitmelbourne.com/




申请

如需了解有关合作办学项目及申请方式

的更多信息，请联系：

蒙纳士大学 

理学学院

Guillermo Leguizamon 

电邮： intsci-futurestudents@monash.edu

兰州大学 

国际合作与交流处

Shangling Zhou 女士 

电邮：zhoushl@lzu.edu.cn

蒙纳士理学学院在线联系方式

monash.edu/science 
monashuniversity.cn/study/study-areas/science 
Instagram: @monashscience 
Twitter: @Monash_Science 
Youtube: youtube.com/ScienceMonashUni

蒙纳士大学

monash.edu 

微信：MonashUniAus

国际学生处

电话：澳大利亚境内免费电话：1800 MONASH (666 274) 
电话：+61 3 9903 4788（澳大利亚境外） 

电邮：study@monash.edu

本手册所含信息在发布时（2021 年 12 月）正确无误。蒙纳士大学保留对相关信息进行必要修改的权利。 学生在考虑课程时，应始终向相关院系办公室咨询。

编写：蒙纳士大学招生办公室（UMAC）。21A-94801。  
课程代码： S2000  
CRICOS 代码：017092G  
CRICOS 服务提供机构代码：蒙纳士大学 00008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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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monashuniversity.cn/study/study-areas/sc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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