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为奥克兰大学唯一的直属英语语言学院，ELA提供以下三种大学英语
直通班课程，帮助学生提高大学学习所需的各方面学术英语技巧，其中包
括学习要点速记、学术研究、学术报告和论文的撰写、专业学术词汇和口
语交流以及学术演讲能力等。成功地完成了英语直通班课程并达到要求
的学生，无须再参加雅思考试或者其他类似形式的英语考试就可以进入
奥克兰大学或者新西兰其他一些大学进行专业课的学习。

所有直通班的入学要求： 

•	 已持有奥克兰大学或新西兰其他一些大学的专业课有效的有条件录取通知书

•	 	持有符合以下要求的有效学术类考试成绩,该成绩必须在直通班课程开始日期前24个
月之内获得

Foundation Certificate in English for Academic Purposes 
(FCertEAP)
大学学术英语预科证书

大学学术英语预科证书(FcertEAP)是为期21周的大学英语直通班课程。课程分为前10周和
后10周，中间有一周的假期。学生完成该课程的学习并达到要求，就无需再参加雅思或者其
他类似考试即可进入奥克兰大学或者新西兰其他大学进行本科、硕士或者 博士课程的学
习。该课程的总学时数为400小时。

请注意：想报读FCertEAP但是没有符合上述英语要求的学生将收到20周的学术英语课程(Academic English)
的录取通知书。学生在开学前可以参加ELA的内部入学测试，通过该测试也可以就读FCertEAP。没有通过入学
测试的学生还可选择完成直通班桥梁课程的学习过渡到FCertEAP课程。详情请参阅学术英语部分。

大学英语直通班课程

“我来自中国,	目前是一名奥克兰大学
土木工程专业的博士生,	我在ELA
学习的在线课程是10周的研究生直
通班课程EPPS（English	Pathway
for	Postgraduate	Studies）。我学
会了很多有助于我进一步在奥大做研
究的技能,	例如如何开展研讨会,	准
备学术演讲等,	最重要的是它帮助我
培养了写研究论文的能力和好习惯,
此外,	ELA	的	‘Meet2Chat’	也是一
个很好的项目,	它有点像英语角,	非
常适合与外国学生交朋友,	帮助我们
熟悉自己的同学,	分享不同的观点并
从不同的文化中获得知识。”

Junrui	Zhang	(来自中国)

大学专业课程 博士和研究生课程 本科课程

FCertEAP
入学雅思要求（学术类）

总分:5.5/写作:5.5
听力/阅读/口语:5.0

总分:5.0/写作:5.0
听力/阅读/口语:4.5

FCertEAP
入学PTE要求（学术类）

总分:42/写作:42
听力/阅读/口语:36

总分:36/写作:36
听力/阅读/口语:29

FCertEAP
入学托福要求 (iBT)

总分:70写作:21
听力/阅读/口语:14

总分:60/写作:18
听力/阅读/口语:12

https://www.ela.auckland.ac.nz


English Pathway for Postgraduate Studies (EPPS)
奥克兰大学研究生英语直通班

奥克兰大学研究生英语直通班(EPPS)为期10周，是为想进入奥克兰大学或者新西兰其
他一些大学学习研究生或者研究生以上学历课程的学生设计的。学生通过该课程的学
习并达到要求，就无需再参加雅思或者其他类似的英语语言考试。该课程的总学时数为
200小时。

博士和研究生课程
入学英语成绩要求

雅思总分7.0
(单项不低于6.5）

雅思总分6.5
(单项不低于6.0）

EPPS
入学雅思要求（学术类）

总分:6.5/写作:6.5
听力/阅读/口语:6.0

总分:6.0/写作:6.0
听力/阅读/口语:5.5

EPPS
入学PTE要求（学术类）

总分:58/写作:58
听力/阅读/口语:50

总分:50/写作:50
听力/阅读/口语:42

EPPS
入学托福要求 (iBT)

总分:90写作:24
听力/阅读/口语:18

总分:80/写作:21
听力/阅读/口语:16

请注意：EPPS只接受符合上述入学要求的英语成绩，不能通过ELA的内部入学测试进入EPPS。

English Pathway for Undergraduate Studies(EPUS)
奥克兰大学本科生英语直通班 

奥克兰大学本科生英语直通班(EPUS)为期10周，是为想进入奥克兰大学或者新西兰其他一些高校学习本科学历课程的学生设计的。学
生通过该课程的学习并达到要求，就无需再参加雅思或者其他类似的英语语言考试。该课程的总学时数为200小时。

本科生课程
入学英语成绩要求

雅思总分7.0
(单项不低于6.5）

雅思总分6.5
(单项不低于6.0）

雅思总分6
(单项不低于5.5）

EPUS
入学雅思要求（学术类）

总分:6.5/写作:6.5
听力/阅读/口语:6.0

总分:6.0/写作:6.0
听力/阅读/口语:5.5

总分:5.5/写作:5.5
听力/阅读/口语:5

EPUS
入学PTE要求（学术类）

总分:58/写作:58
听力/阅读/口语:50

总分:50/写作:50
听力/阅读/口语:42

总分:42/写作:42
听力/阅读/口语:36

EPUS
入学托福要求 (iBT)

总分:90写作:24
听力/阅读/口语:18

总分:80/写作:21
听力/阅读/口语:16

总分:70/写作:21
听力/阅读/口语:14

请注意： EPUS只接受符合上述入学要求的英语成绩，不能通过ELA的内部入学测试进入EPUS。

ELA在线课程的教学（适用于ELA所有的在线课程） 

•  ELA在线课程是由世界领先的学习管理系统Canvas提供支持，并且通过Zoom的
辅助使学生有一个全新的综合学习体验。

•  各级别的课程均为8-12人的小班授课。学生将有更多的机会体验各种各样的在
线/离线学习互动； 参加讨论论坛，两人或多人组成的 “分组讨论室”，以及小班
共享文档并以团队形式完成任务。

•  在课程进行到不同阶段，ELA提供个性化的辅导和学生进步的反馈，可以通过预
约轻松获得一对一的咨询和帮助。

•  学生可以免费参加ELA的课后“Meet2Chat”活动，与来自奥克兰大学的其他硕
士/博士生沟通交流，锻炼并提高自己的英语口语技能。

•  在开学前，ELA的学生服务中心会通过邮件向已成功注册并缴费的学生发送线上
课程的准备资料，比如上课所需的设备要求，Zoom的下载链接，VPN的设置，以
及相关微信群信息等。

•  此外，ELA还会在开学前为学生举办一场专门的线上IT workshop，旨在帮助学
生解决设备技术问题。错过线上IT workshop的学生，也可以通过ELA的录屏回
看相关内容。

•  ELA在线课程还可以大大降低学生的生活成本。如果学生是在新西兰境外并报
名入读我们的线上课程，则无需缴纳国际学生保险费以及支付相对高昂的新西兰
境内生活费。



General English
普通英语  

普通英语旨在提高学生的英语交际能力以及英语工作环
境里语言的适应能力。课程注重生活中听、说、读、写四个
方面的均衡发展。课程分为五个级别：初级、中初级、中级 
、中高级以及高级。入学第一天参加分班测试以决定学生
的课程级别。课程结构如下：

初级/中初级： 普通英语 + 英语语言交际技能力

中级：   普通英语 + 英语语言交际技能力/雅思

中高级/高级：   普通英语 + 英语语言交际技能力/商务
英语/雅思

备注：   商务英语和雅思会根据选择的人数决定
是否开班

Academic English
直通班桥梁课程 - 学术英语  

如果学生没有达到直通班FCertEAP所要求的雅思、PTE或者托福的成绩，可以先申请
20周学术英语，然后参加开学前ELA的内部测试。

1.  如果学生可以出示大学有效的有条件录取通知书，并且测试结果显示学生达到了
FCertEAP的入学要求，那么学生就可以进入同一期的FCertEAP进行学习。否则会被
安排到直通班的桥梁课程里进行学习。

2.  如果学生即将学习的主课是本科课程，学术英语EAP入门是进入本科生FCertEAP直
通班的桥梁课程。如果学生即将学习的主课是硕士或者博士课程，学术英语EAP入门
和EAP1是进入研究生FCertEAP直通班的桥梁课程，至于是否只需要学习EAP1还是
EAP入门和EAP1都需要学习是由学生的内测成绩决定的。

3.  如果ELA内部测试的结果没有达到学术英语EAP入门的入学要求，学生会被安排到合
适其级别的普通英语课程里。普通英语的学生会定期参加内部测试，以决定其是否能
进入直通班FCertEAP的桥梁课程，所以普通英语是进入直通班FCertEAP最低的桥
梁课程。

以下为学术英语课程结构。英语直通班及其桥梁与学术英语的关系请参照后面的表格。

学术英语EAP入门: 学术英语 + 雅思或者大学专业课学习技能培训

学术英语EAP1级： 学术英语 + 雅思或者大学专业课学习技能培训

学术英语EAP2级：  学术英语 + 雅思或者大学专业课学习技能培训

学术英语EAP3级：  学术英语 + 雅思或者专业学术英语学习(ES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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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英语 – 英语直通班及其桥梁

入学
要求

课程级别 课程级别
达到级

别
本科生直通班 硕士/博士生直通班

6.0
EAP 3级 
(10 周)

EAP 3级 
  (10 周)

6.5

学术
英语

10周硕士/博
士生

  英语直通班
课程
EPPS

20周硕士/博
士生

 英语直通班
课程

FCertEAP

5.5
EAP 2级 
(10 周)

EAP 2级 
  (10 周)

6.0

10周本科生
英语

直通班课程
EPUS

20周本科生
英语

直通班课程
FCertEAP

5.0
EAP 1级 
(10 周)

EAP 
1级
(10 周)

5.5

4.5
EAP 
入门
(10 周)

EAP
 入门
(10 周)

5.0

4.0
 或者
低于
4.0

初级 -
高级

初级 -
高级

普通
英文

二
十
周
本
科
直
通
班
的
桥
梁

二
十
周
硕
士
博
士
直
通
班
的
桥
梁

对于为期21周的FCertEAP直通班课程，学生需要顺利通过前
10周的课程学习，才能进入后10周的课程。否则需要重新学习
前10周的课程。前10周通过的最低标准为综合评分C-，并且各
单项测试不低于C-，学生就可以进入后10周的课程。后10周的
通过标准和学生所持有的主课有条件录取通知书上的英语要求
相关联。如果学生的主课英语要求是学术类雅思总分7.0分，各
单项不低于6.5，后10周通过的最低标准为综合评分为A-，并且
各单项测试不低于C-；如果学生的主课英语要求是学术类雅思

总分6.5分，各单项不低于6.0，后10周通过的最低标准为综合评
分为B-，并且各单项测试不低于C-；如果学生的主课英语要求
是学术类雅思总分6.0分，各单项不低于5.5，后10周通过的最低
标准为综合评分为C-，并且各单项测试不低于C-。

10周的本科生英语直通班EPUS 和10周研究生英语直通班
EPPS就是其相应的21周FCertEAP直通班的后10周，达到主课
要求的标准和FCertEAP后10周的标准一样。请参照以下表格

奥克兰大学英语直通班考试成绩要求：

课程项目名称 FCertEAP EPPS EPUS

博士/研究生/本科课程 雅思要求总分7.0 A or A- A or A- A or A-

博士/研究生/本科课程 雅思要求总分6.5 B or B- B or B- B or B-

本科课程雅思要求总分6.0 C or C- C or C- C or C-

请注意：以上大学英语直通班课程成绩两年有效。 

https://www.ela.auckland.ac.nz
https://weibo.com/nzel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