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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拜(Dubai)，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国度。众人所了解的迪拜是她创造了
一个又一个的世界奇迹：世界上第一个七星级酒店，世界上最大的人工
棕榈岛，世界第一高哈利法塔……随着越来越多的国人到迪拜来旅游,人
们对迪拜的了解仅限于迪拜的豪华酒店, 免税的购物环境, 美丽的海滩, 大
街上随处可见的豪车, 但对于迪拜的教育现状了解甚少。实际上, 迪拜是
阿联酋第二大城市，拥有世界上最多的欧美名校的分校，也拥有170多所
国际中小学，所有教学均采用英语授课。迪拜的人口将近200多万，人口
来自全球200多个国家，可谓后现代化城市的大熔炉；时区比北京时间慢
4个小时。迪拜政府采取了创新的教育发展政策建设了迪拜知识村
(Knowledge Village)和迪拜国际大学城(Dubai International Academic City),
是全球唯一的“高教自由区”。 目前, 迪拜拥有将近 90 所综合性大学、专
科学院和理工大学, 其中一半的大学是世界名校在迪拜设立的分校。

留学迪拜的优势

迪拜汇集全球200多个国家的人口
，可以称得上是一个真正的大熔炉
，开放，包容的思想理念成就了迪
拜现今的全优英语语言环境，世界
非英语国家数据报道，阿联酋迪拜
是全球非英语国家使用英文最多的
一个国家，英语是阿联酋的商用语
言，也是外来人口沟通的唯一途径
，再也不是“海外中国班”“三年广
东话”的现象，真正锻炼学生的英
文（因为这是在迪拜生活的基本技
能）。真实的数据也可以说明事实
，迪拜的176所国际学校，教学语
言均为英文。

全球唯一的教育高等教育自贸区在
迪拜成立已经十余载，迪拜也俨然
成为全球海外分校的热门城市，迪
拜国际学术城和迪拜知识园两大自
贸区吸引吸引来自全球的高校在迪
拜建立她们的分校，迪拜的海外分
校都可获得英国，美国，澳大利亚
原原本本的文凭；2+2和3+1项目
助力英美澳留学机会，迪拜入读，
轻松畅快转入本校就读，正所谓正
真的黄金跳板；英国赫瑞瓦特大学
的2+2，迪拜和英国苏格兰爱丁堡
的学习双重学习体验为学生带来更
多的学习感受；澳洲伍伦贡大学迪
拜分校，自由转入澳洲本部悉尼，
伍伦贡校区，多地的学习体验，算
得上是真正的自由切换模式。

全球各地留学的费用各有差异
，然而留学迪拜却以高性价比的本
校文凭中异军突起，毕业学位均为
本校文凭，迪拜留学本科留学费用
一般在4-9万迪拉姆左右，折合人
民币在7-14万人民币，生活费一年
大概在3万-4万迪拉姆左右，折合
人民币在5万-7万左右；迪拜研究
生的学费通常是按照整个学位计算
，费用在6-10万迪拉姆之间，折合
人民币在10-17万人民币左右，学
费一般都可以分期付款，整个学位
读完差不多英美留学的一半费用。

申请迪拜留学签证并不需要银
行的押金担保，对于很多中等收入
的家庭而言，压力并没有那么大，
再加上学费还可以分期付款，从很
大程度上可以让很多有意愿把小孩
送出国的家庭无疑是一个好消息。

每年留学Offer的发放，都会
让学子们望穿秋水，等待的是时间
比较长，然而迪拜留学 Offer发放
通常都是在10个工作日左右就可以
出来通知书，申请手续相对欧美而
言比较简单；申请的周期比欧美大
学要短很多(欧美通常都需要提前

一年)，通常最晚的话每年高考之后
申请也是来得及的；迪拜的学生签
证也是采用阿联酋移民局的电子签
证学生凭打印的签证就可以入境阿
联酋，学生签证的通过率比欧美高
很多，几乎可以达到99%左右，基
本两周左右签证就可以办理成功。

留学迪拜的就业前景和机会远比英
美澳加的大学要多，全球500强的公
司有将近400多家在迪拜建立分公司
，特别是迪拜世博会和卡塔尔的世
界杯，为迪拜提供大量的工作岗位
；现今世界格局必不可少的就是中
国元素，再加上中资企业大量在迪
拜建立分公司，中国留学生的工作
机会已不再只是在商场里边做销售
，迪拜政府和大型企业也招聘大量
中国留学生。阿联酋的研究生课程
基本都是在晚上上课，因此白天可
以拥有一份全职的工作，自己供自
己读研究生是完全有可能，本科生
也可兼职工作。

迪拜是一个相对奇葩的城市，这个
城市的名称就代表富有，繁华，安
全，这也是生活在迪拜许多华人朋
友的体验，夜不闭户也是对迪拜安
全最好的描述；全球200多个国家的
人口汇集于此，开放和包容的政策
让这个城市大熔炉是那么的和谐！

全优英语语言环境

留学迪拜直转英美澳

高性价比本校文凭

留学迪拜无需银行担保

Offer快，签证通过率高

得天独厚的就业前景

最开放安全的留学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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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乔圣

澳洲伍伦贡大学迪拜校区
         应用金融硕士

小时候我在湖北生活，之后到了美国
加州读本科，毕业的时候GPA 3.41。
原本计划毕业之后就回国去上海工作
，但是大四的时候，决定还是继续深
造读研。由于决定比较突然，那个时
候再申请美国大学的研究生就会有一
年的空档期，不好安排，而来迪拜读
研不需要间隔年，还可以一边读书一
边工作，拿到研究生学位的同时积攒
工作经验。所以，我就选择了迪拜伍
伦贡大学。

我的专业是金融，选择这所学校是因
为它的金融专业很优秀，学校的名气
也相对响亮，最重要的是有国教育部
认证。这里学习强度适中，研究生小
班的效果很好，老师也认真负责。

课程比起本科更加深入的讲解金融知
识，十分有用。

在没有来到迪拜之前，我和很多人一
样，觉得迪拜是高大上奢华的代名词
，但是来到迪拜之后才发现，在奢华
背后，也还存在很多落后的地方。但
是落后就代表着机遇，有很多待发展
的行业都存在着无限商机。来到迪拜
之后，我看淡了很多事，学习和人际
交往都更加专注。目前我正在准备开
始着手应聘，毕业后回国去上海发展
。

李虹霏

澳洲伍伦贡大学迪拜校区
         商务学士

来迪拜之前，我在日本读了三年高中
，成绩属于班里中上游，本来计划高
中毕业之后直升日本商科有优势的大
学。但是中东文化对我的吸引力实在
太大了，所以选择了来阿联酋读书。
之所以选择迪拜是因为相比其他酋长
国，迪拜比较开放，而且融合了东西
方文化，在帮助我更好运用英语的同
时，也让我有机会接触到阿拉伯语，
为我学习阿拉伯语提供更多便利。

相比日本，迪拜是一个可以非常轻易
融入的国度，带有西方色彩的同时又
不失东方人情。来迪拜之前，中东国
家留给我的印象是“神秘”，但是来到迪
拜之后我发现了它亲切的一面，深深
的喜欢上了这座城。由于之前五年一
直生活在日本，我的英语不是很流利
，刚开始孜身一人来到迪拜，内心真

真的非常不安。在这里要特别感谢想
我提供帮助的学校老师和大学里的学
长学姐们，在她们的帮助下，我逐渐
适应了迪拜的生活。这也是我觉得最
感动的事情。迪拜让我从严谨、拘束
、内向逐渐变得开朗，变得有人情味
，变得喜欢和同学交流。这些都为我
未来的发展提供了更大的空间。

我现在就读于迪拜伍伦贡大学，这是
一所以商科为主的澳洲学制大学，很
有特色。学校是全英文授课，刚开始
会觉得不太适应，但是如果自己努力
跟上教授的课程进度，上课时努力听
讲，下课单独询问教授不理解的知识
点，课程总体并不困难。全英语教学
让我们既学习到了专业知识，又能够
逐步提升英语能力。。

孙嘉彤    

英国赫瑞瓦特迪拜校区
         室内设计学士

我是会考结束之后来的迪拜，因为家
人一直生活在迪拜，所以高中的时候
就有打算在这边读大学。在迪拜华人
很受尊重，春节的时候各个地方都组
织了新年活动。

选择赫瑞瓦特大学是考虑到它的建筑
设计专业在国际上排名比较高，而且
毕业证与英国本部的毕业证没有差别
，受国际认可。学校的口碑好，未来
就业就可以有更多的选择。

我学的专业是室内设计，在老师的引
导下进行大量的课后调查研究，所以
在学业方面会觉得压力比较大，所以

不要抱着混日子拿毕业证的想法来这
读书，那是不存在的。老师上课的方
式与国内完全不同，会比较注重培养
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我
觉得来迪拜之后我的自主学习能力和
管理能力都有所提高。

目前我的打算就是在毕业之前到不同
的公司实习，毕业之后可能会在迪拜
工作一两年，看一下发展前景，再考
虑未来整体的发展方向。迪拜是一个
让你不能停下脚步的地方，因为每个
比自己优秀的人都在为自己想要的东
西而努力奋斗者。

熊 略    

英国赫瑞瓦特迪拜校区
         能源学硕士

我在英国的Strathclyde大学读的本科，
一等荣誉学位毕业，毕业之后回国在
武汉发展。工作三年之后想要提升自
己，所以选择了继续出国深造。之前
转机路过迪拜，对它印象很好。迪拜
是中东地区的金融港，国际化大都市
，机会很多，所以就选择了来迪拜留
学。

迪拜是一个极具包容力的地方，来自
世界各个国家的人在这里生活、工作
着；迪拜还是一个极具活力的城市，
企业多、机会多，旅游业和服务业非

常发达，衣食住行便利，可以充分享
受都市生活；迪拜还是一个温暖的地
方，这里华人社区庞大，资源丰富，
各类社团组织、活动非常丰富。

我选择赫瑞瓦特大学是看中了它提供
的优质英式教育。这里的教育资源丰
富，老师认真负责，同学也很友善。
我的专业是可再生能源，我是整个专
业唯一的中国人。课程的难度属于中
等，安排比较紧凑，空闲的时间不多
，专业发展前景很好。目前我正忙着
做毕业设计，打算毕业后在迪拜找工
作。

曾令夏    

     阿联酋航空大学
航空机械维修工程学士

我来到迪拜4年多了，从初三9年级开
始到今年5月高中毕业。高中的时候成
绩中上等，10科平均分87分。暑假的
时候考进了阿联酋航空大学，现在刚
刚结束第一学期，已经适应了大学学
习的节奏。

我选择阿联酋航空大学是因为这所大
学的毕业生将来会有很好的工作机会
，而且可以学到实用的技能。在有些
人眼里，在迪拜留学看起来很风光，

但是只有来这边上过学的人才知道，
其实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忍受孤独。在
这边留学真的需要沉心静气，好好钻
研学术，不然面对的只有fail。不能认
真学习的人是没办法在这边留学的。

现在我希望自己能够顺利毕业，进入
阿航实习，实习两年之后可以拿到机
修证，可以正式在机场工作。希望可
以越来越好。

马经纬    

       沙迦美国大学
       工商管理学士

在阿联酋留学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
从今年八月份开启在阿留学之旅后，
收获颇多，在不同的语言环境，新颖
的地域文化以及生活方式下学习生活
对我锻炼很大，对自立自控自觉的锻
炼非常显著。来阿留学前英语基础比
较薄弱且需要适应新的环境，所以在
沙迦美国大学正就读于英语预科，准
备争取在2018学年春季进入本科专业
学习。
之所以选择沙迦美国大学是主要因为
该学校的教育排名在中东名列前茅，

并且在世界上也有很好的口碑，其次
就是跟随国家一带一路的战略思想，
为中国与世界的互利双赢贡献自己一
份微薄之力。如之前所说，毕业后首
要目标是寻求一份工作，最好是与一
带一路概念相结合，在有稳定的工作
条件下继续在沙迦美国大学攻读研究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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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赫瑞瓦特大学迪拜校区

英国伯明翰大学迪拜校区

澳洲伍伦贡大学迪拜校区

英国赫瑞瓦特大学的本科和研究生相关专业可以直接转入苏格兰校区
学习，享誉盛名的爱丁堡商学院提供学生实地访学和考察的学习体验。

英国伯明翰商学院获得 AACSB、EQUIS、AMBA 世界三大商学教育认
证组织的认证，是英国近20所拥有三重认证的商学院之一。

澳洲伍伦贡大学迪拜校区可转入悉尼校区或者伍伦贡总校区学习。

留学申请和院校选择

申请阿联酋任何一所大学，首先要
求学生提供高中毕业证或学士学位
证书以及高中三年或大学四年的成
绩单的公证和认证文件。学生要去
当地的涉外公证处做公证（请说明
是中英文双认证），公证的文件通
过涉外事办，邮寄到阿联酋驻华大
使馆，在那里做认证，认证后的文
件再寄回来，价格在700~1000多
RMB不等，需要大约三到四周的时
间。迪拜也有一些代理做学历公证
认证的人，但是也是要走国内渠道
，而且价格不菲。如果学生已经在
迪拜，在大学注册时来不急做这些
文件的公证认证，就需要在迪拜找
一家具有法律授权的翻译公司将中
文文件翻译成英文，大学可以先接
受这些英文文件，然后给学生一个
学期的时间去完成所有文件的公证
和认证。 

留学迪拜申请

直接申请本科或研究生的学生拿到
公证认证文件后，请扫描发到我公
司信箱，同时提供护照首页彩色复
印件和雅思考试成绩单 ，我公司
会办理申请手续，拿到通知书后学
生提交各项费用，我公司将负责办
理学生签证、住宿、接机等一系列
服务。

直接来读语言的学生，只需要提供
护照首页彩色复印件和提交各项费 

用，即可办理入学，只要在申请本
科或研究生课程之前提交公证认证
文件即可。

在迪拜留学，学生超过18岁就不可
办理家属子女签证了，需要办理学
生签证。研究生学生可持有工作签
证。需办理学生签证的学生一定要
直接办理学生签证，如持旅游签证
进入迪拜转成学生签证时，既要办
理飞签，而且办理学生签证的费用
还更贵一些。 

迪拜留学院校选择

在选择大学时应主要考虑以下主要
四个因素：
一．院校的学制。迪拜院校主要有
英国学制、美国学制、加拿大学制
、澳洲学制、印度学制、当地阿拉
伯学制。因为迪拜是很多学生去英
美澳等国留学的跳板，所以在选取
院校时要考虑到完成   迪拜的学业
后要去哪个国家继续进修。 

二．院校的费用。迪拜院校的费用
一般在4万到9万迪拉模一年不等，
学生要根据自己的家庭经济情况来
决定选取哪所院校。

三．入学要求。虽然迪拜院校的入
学要求相对欧美澳低一些，但是不
同的院校还是会对入学要求有所不
同。学生要根据自己的学习水平来
选取院校。

四．院校受认证的情况。迪拜大部
分的院校都是授迪拜教育政府和知
识和人类发展管理局，学位被全世
界承认。一些迪拜的院校也被中国
教育部承认，还有一批院校也正在
接受中国政府的审核。

目前，最受华人关注的几所大学主
要有伯明翰大学、赫瑞瓦特大学和
伍伦贡大学，其他大学也开始逐渐
吸引中国学生的目光。目前在阿联
酋留学读语言，本科和研究生的学
生大概有150名左右，应该说迪拜
卧龙岗大学的华人学生相对多一些
。例如可以在迪拜卧龙岗大学读两
年或三年，最后两年或一年到澳洲
卧龙岗大学完成，可以体验在两个
不同国家留学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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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伦贡大学迪拜校区

伍伦贡

伍伦贡

伍伦贡
伍伦贡

伍伦贡
伍伦贡

伍伦贡

伍伦贡 迪拜伯明翰大学
Curtin

了解更多详情

手机扫描下方二维码了解更多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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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VERSITY OF BIRMINGHAM DUBAI

伯明翰大学迪拜校区

了解更多详情

手机扫描下方二维码了解更多详情

伯明翰大学（University of Birmingham）始建于1825年
，是世界百强名校、英国顶尖学府，位于英国第二大城
市伯明翰。该校于1900年获得维多利亚女王授予的皇家
特许状，是英国第一所“红砖大学”，同时也是英国常春
藤联盟“罗素大学集团”核心成员、M5大学联盟成员、
国际大学组织“Universitas 21”创始成员。

英国伯明翰大学将在迪拜设立第一家海外分校，这将成
为迪拜的第一个全球百强大学。迪拜校区将引进世界一
流的英式高等教育体制，课程由来自本校的各科领域专
家学者授课，学生将享有英国本校区的同等教育资源，
并可直接转入英国校区。 

伯明翰大学商学院是英国高等教育中最早建立的商学
院，也是获得AACSB、AMBA和EQUIS三大认证的全
球1%精英商学院之一。此外，伯明翰大学在医学和生
物科学领域颇为强势，生物科学专业方向就业率仅次
于剑桥大学。

伯明翰大学建校近两个世纪以来，凭着高质量、多领
域的研究得到世界的认可。英国首相斯坦利･鲍德温、
内维尔･张伯伦和罗伯特･安东尼･艾登，诺贝尔奖得主
质谱仪的发明者弗朗西斯･阿斯顿，以及中国著名地质
学家李四光、两弹一星元勋姚桐斌等都是伯明翰大学
的杰出校友。截止至2016年底，从伯明翰大学已经走
出了11位诺贝尔奖得主、3名英国首相、3名外国政府
首脑。

2018年9月份伯明翰大学迪拜校区开设本科专
业类别有：
        工商管理学士
        计算机科学学士
        经济学学士
        机械工程学士

国际商务、计算机科学、
小学教育、中学英语教育、
中学数学教育、中学科学教育

HERIOT-WATT UNIVERSITY DUBAI 

赫瑞瓦特大学迪拜校区

预科课程

赫瑞瓦特大学迪拜校区（Heriot-Watt University Dubai Campus）建立于2005年，作为迪拜规模最大的国际
性大学，为迪拜带来了一流品质的英国教育，并根据阿联酋人才市场需求在管理、工程、建筑、石油、
能源、设施管理、信息科技、环境、食品科学和时尚等领域设立了近50个本科和研究生学位课程，吸引
了众多国际和本土学生。学校还为高中生提供预科课程，帮助学生为进入大一做准备，中国体制高二结
束后即可申请预科课程。

赫瑞瓦特迪拜校区所有课程老师
均英国校区资深教师或具有英国
教育背景的教师，教学质量与英
国本部校区采用一致的标准，课
程得到迪拜政府知识和人力发展
管理局（迪拜政府教育管理局）
认可和认证。

学校为学生创造得天独厚的就业
和实习机会，近12年来，赫瑞瓦
特大学在迪拜凭借其高质量的课
程享誉迪拜各国际知名公司。学
校拥有顶级的校园设备，并提供
校内住宿。学生还可以申请免息
分期学费支付计划。并且，学校
还为中国学生提供优秀新生奖学
金和学费减免。

所有学生在迪拜校区获得的学位
将由学校总部颁发，且学位证书
和在总部完成学业获得的学位证
书没有任何区别。

【 设计方向】        【工程/计算机方向】      
【管理/心理学方向】

【能源、地质科学、基础设施与社会学院】 建筑|建筑工程|土木工程
【工程与物理科学学院】自动化工程|化学工程|电子与电气工程|机械工程
【数学与计算机学院】计算机科学|计算机科学（游戏编程）|计算机系统|
计算机系统（游戏编程）
【社会科学学院】会计与金融|商务管理|商务与金融|国际商务管理|心理
学|心理学与管理
【时尚设计与服装学院】时尚学|时尚市场与零售|室内设计

【能源、地质科学、基础设施与社会学院】土木工程和建筑管理|商业管理
和量化监管|建筑项目管理|设备管理|房地产投资与金融|房地产管理和发
展|石油管理
【数学与计算机学院】计算机系统管理|数据科学|信息技术（商务）|信息
技术（软件系统）|网络安全|软件工程
【社会科学学院】商务心理学|商务心理学与训练|商务战略、领导力与变
革|金融|金融与管理|国际会计与金融|国际商务管理与市场营销/金融|国
际市场管理与数字营销|精益六西格玛运营管理|物流和供应链管理|精益六
西格玛物流和供应链管理|运营管理|战略项目管理

【工程与物理科学学院】能源|可再生能源工程
【时尚设计与服装学院】室内建筑与设计
【爱丁堡商学院】工商管理学硕士（MBA）
【研究性硕士（博士）】能源、地质、基础设施
与社会学院|工程与物理科学学院|数学与计算机
学院|社会科学学院（商科、管理和心理学

英国赫瑞瓦特大学始建于1821年
，具有190多年历史，位于有“北
方雅典”之称的历史名城爱丁堡，
是英国传统名校，也是英国历史
上第八所高等学校，拥有全球第
一家机械工程学院。大学在教育
创新、企业研究、前沿应用研究
方面声誉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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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德赛克斯大学迪拜校区

手机扫描下方二维码了解更多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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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IRATES AVIATION UNIVERSITY

阿联酋航空大学 迪拜美国大学

阿联酋航空大学（Emirates Aviation University）成立于1991
年，隶属于阿联酋集团，是阿联酋航空公司专业的人才基地
。每半年，阿联酋集团总部人力资源总监会前往阿联酋航空
大学直接录用毕业生。同时，作为专业的必修课，每一位从
阿联酋航空大学学生都将前往在阿联酋航空旗下公司实习。

经阿联酋民航总局的批准，阿联酋航空大学还设立了飞行员
培训计划和空中交通管理职业证书课程。飞行员学员首先在
阿联酋航空大学进行为期十个月的理论知识学习，之后前往
葡萄牙进行飞行实训课程，完成后可获得欧洲航空安全署认
证的航线运行飞行员执照（ATPL-A），这是飞行员最高级
别的执照。

阿联酋航空大学不仅被迪拜教
育部（KHDA）认证，还被阿
联酋高等教育部批准特设双学
位认证，学生毕业时可以同时
获得阿联酋航空大学的学位和
英国考文垂大学的学位，是真
正的全球认证。
空中交通管理职业培训联合了
新西兰航空。在过去的五年中
，新西兰航空为阿联酋航空大
学培养了200多名空中交通管理
学员。这一职业目前已成为紧
缺人才，全球各大机场都需要
大量的空管人员，也正是这样
，每年的报名人数不断上升。

【工商管理学院】航空管理|航空运输管理|工商管理|金融与会
计|人力资源管理|市场营销|物流与供应链管理

【工程学院】航空工程|航空技术|航空电子技术|机械工程|软
件工程|统计学与优化

工商管理硕士（航空）、工商管理硕士（物流和供应链）、
工商管理硕士（综合管理）、
航空安全、航空保全、
商务工程管理、人力资源、航空航天工程、
机械工程、心理学、软件工程

迪拜美国大学（AUD）师资力量雄厚，教师多数来自欧
美国家，实行小班授课制。优秀毕业生有机会被推荐到
当地知名企业工作。此外，迪拜美国大学语言培训中心
（CfEP）还提供大量英语课程，帮助学生达到大学入学
英语语言要求。学习期间，学生还可以选修阿拉伯语、
西班牙语或法语课程。

该院校的学士和硕士学位获得（美国）南
部高校联盟高等教育委员会、阿联酋高等
教育部和阿联酋科学研究中心的认证。

迪拜美国大学拥有世界一流的校园设施，
设有国际标准游泳池、足球场、网球场、
篮球场、排球场和室外田径场。此外，校
内还配备一个1600平米的健身中心，一个
900座的礼堂和各种俱乐部。学生宿舍设
在校园内，设备齐全，配有电视、衣柜、
浴室、厨房、洗衣室等，并由保安24小时
监管。

高质量和严格的教学系统让迪拜美国大学
在迪拜和整个中东都颇具名气，很多优秀
的毕业生一毕业就被驻中东的欧美著名大
型企业录用。这也吸引了越来越多成绩优
秀的学生申请迪拜美国大学。

建筑学、国际关系、

工商行政管理、传媒和信息研究、

室内设计、视觉艺术、

计算机科学、工程、中东关系

工商管理学硕士（MBA）

工程硕士（M.S.C.M）

教育硕士

迪拜美国大学（American 
University in Dubai）成立于1995年
，是中东地区首家得到美国教育认
证的大学，也是一所非宗教性质的
私立高等学府。 该院校为世界各国
培养和输送了大批高素质人才，并
为所有学生提供最好的教育服务。
其工商管理、艺术和新闻专业在中
东名列前茅。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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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迦美国大学

沙迦美国大学（American University Sharjah）是隶
属于沙迦政府的非营利性高等教育机构。该大学由
谢赫殿下于1997年创办，他不仅是阿联酋最高议会
成员、沙迦酋长，还担任沙迦美国大学的校长。
AUS每年招收6000多名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英语
是所有课程和日常使用的语言。尽管AUS采用美国
教育体制，但完全根植于阿拉伯文化，是基于美国
高等教育模式建立的综合性大学，学院设置包括建
筑、艺术与设计学院、文理学院、工程学院和工商
管理学院，设有26个学士学位项目和 52个辅修科目
，以及14个硕士学位项目。

AUS成立之初，与美国华盛顿特
区的美国大学、德克萨斯A&M
大学和贝鲁特美国大学建立了密
切的联系，并从中受益匪浅。

而今AUS已通过了美国中部各州
高等院校协会 （MSACHE）认
证，取得了美国特拉华州教育部
的批准。该大学还得到了阿联酋
高等教育和科研部的许可，所有
项目均获得认证或认证合格标准
。

AUS工程学院的所有学士课程均
经过美国ABET认证。

【建筑、艺术与设计学院】建筑学|室内设计|设计管理|多媒
体设计|视觉传播

【艺术与科学学院】英语语言文学|国际研究|大众传媒学|生
物学|化学|环境科学|数学

【商学院】会计学|经济学|金融学|管理学|管理信息系统学|
市场营销学

【工程学院】化学工程|土木工程|计算机工程|计算机科学|电
子工程|工业工程|机械工程

【建筑、艺术与设计学院】城市规划

【艺术与科学学院】TESOL|翻译与口译（英语/阿拉伯语）
|数学

【商学院】工商管理硕士（MBA）|会计学

【工程学院】生物医药工程|化学工程|土木工程|计算机工程
|电子工程|工程系统管理|机械工程|机械电子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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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湾医科大学
GULF MEDICAL UNIVERSITY

海湾医科大学（Gulf Medical University）坐落于阿联酋阿治曼酋
长国的Al Jurf区，占地超过100,000平方米。学校由阿联酋教育部
批准，成立于2008年，前身为始建于1998年的海湾医学院，从最
初的临床医学学士的单一学科发展为目前涵盖药学博士、牙科学
博士、临床病理学硕士、理疗学士、毒理学和公共卫生学等诸多
学科的医科大学。作为区域性的第一所医学教育机构，学校以医
学教育、医疗保健和科研为核心，以世界顶尖医学教育机构水平
为办学标准，面向所有民族招生，不限性别。学校多次成功举办
过国际及区域性的学术会议，并出版季度性健康杂志-GMC健康。

内外全科医学学士、生物医药科学学士、牙科医师学位、
药科医师学位、理疗学士、检验医学学士、影像医学学士
、麻醉与手术技术学士、护理学学士、临床科学专业文凭

澳洲影视动画学院
 SAE INSTITUTE

作为世界创意媒体类课程教育的一流院校，SAE（音频工程、影视和动画制作）学院成立于1976年,是一
所为了满足日益增长的音频工程师的需求而成立的实践性音频工程学院。学院现已成功发展成为一个全
球性网络音频校园，目前在28个国家设立了55个校区，主要提供项目工程、数字电影制作、影视多媒体
、音频工程、游戏设计和动画方面的教育培训。学院的第一个校区位于悉尼，随后在拜伦湾、墨尔本、
布里斯班、珀斯和阿德莱德等地先后建立了教育项目和校区。其中，迪拜校区坐落于迪拜著名的知识城
，现有学生300多人，实行小班教学制度。学校为毕业生颁发政府承认的证书、文凭和本科学位。学院
致力于为学生提供终生的学习机会和最先进的设施，其提供的大学学位、学历和短期课程教育得到了外
界认可。学生还可参加学校业界合作伙伴的行业在职培训计划，以加深对行业运作方式以及未来的职业
生涯的认识。学院也为学生提供短期项目工作并为毕业生推荐工作，90%以上的学生可在毕业后找到相
关行业的工作。

【动画】动画学士（本科学位）|3D动画|数字绘画|动画&三维
动画技术
【音频】声频硕士（本科学位）|声频|电子音乐|数码DJ
【设计】设计学士（本科学位）|平面设计|网页设计|社交媒体
【电影】电影学士（本科学位）|摄影|视频编辑|公共演讲|视
频制作|编辑
【游戏】游戏开发（本科学位）|游戏设计|手机编程|遥控学

迪 拜 留 学
    小贴士

【留学迪拜月消费大起底】
土豪城留学到底败多少银子？

想要留学迪拜的宝宝们一直都在疑惑.....
到底我带多少钱可以够我在土豪金的城市花？
大家其实都冤枉迪拜了，可是谁叫“旅游局”大哥的宣传好呢
DSF-迪拜购物节    DSS-迪拜夏季狂欢购物节
EID-各种节假打折
DUBAI-一个叫做“Do+Buy"的城市
能不让你想起买买买都觉得奇怪......
然而现实和传言之间大相径庭，都说距离产生美
都说迪拜满地黄金和豪车，在哪里？在哪里？在哪里？
小编来了7年了，为啥木有看到？

[中东生活] 我在迪拜面试过30家
公司之后。。。

（扫描二维码获取详细信息）

    迪拜留学学生签证工作攻略

迪拜留学行前攻略 迪拜行业最热门研究生
选报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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