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一个智能世界
做好准备
在荷兰的国际化环境中学习
英语授课的本科及硕士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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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t Ready for
a Smart World
为一个智能世界
做好准备

“我喜欢用实
践的方法和
无止境的机
会去探索旅
游的世界。”

“该专业涵盖非常广泛，
涉及多个领域。 我在特内
里费岛的丽思卡尔顿实习
过，这是我一生中最好的
经历。 充分利用萨克逊大
学给我们所提供的各种的
机会和优势。“
来自保加利亚的Kaloian Arnaudov
旅游管理

在intosaxion.com上与

在萨克逊大学，我们
欢迎来自世界各地的
学生--也许你也是？

我们的学生取得联系

Anka Mulder
作为一所应用科学大学，我们提供各种各样的课程，并

萨克逊大学执行董事会主席

利用我们的研究提供可应用于社会的知识-无论是在本
地还是在全球。 我们鼓励国际和国内学生互相帮助，互
相学习。

你将学习创新如何影响你的学科，以及你如何在未来职
业的发展中能应用技术和相关知识。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
中，技术和数字化产生着重大影响，也在改变我们的工
作方式。 再过几年，我们现在所从事的职业要么不再
存在，要么就会有不同的特点。 我们认为这是一个机
会，我们鼓励和支持我们所有的学生利用这些机会：为
一个智能世界做好准备！

智能解决方案学期
跨学科合作是我们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您将

实际项目来自公司、机构和政府机构。 创新和

学习如何在实际项目中结合所学知识和处理复

创造性的解决方案将出现在您的项目组中，该

杂问题。 我们的智能解决方案学期组合及所有

项目组将具有独特的经验、技能和人才组合。

这些学习元素，让你可以与来自不同专业的其
他学生在实际项目上进行跨学科合作，而这些

通过saxion.edu/smart-solutions
了解更多关于智能解决方案学期

为什么选择萨
克逊大学？
- 通过为你共同创造最好的教育内容，你可设定自己在
萨克逊大学的学习计划
- 你将学习创新如何影响你未来的工作领域，以及在你
的未来职业发展中如何应用技术和循环发展
- 负担得起的住房费用，而且在萨克逊大学所在的城市
住房地理位置也是比较好找的
- 所有萨克逊大学的校区都在城市中心，公共交通非常
便利
- 在顶级人才方案中，我们拥有荣誉专业和卓越学习方
向以最大限度地发挥您在就业市场的潜力

通过saxion.edu/top-talent了解更多
关于顶级人才计划的信息

实践为导向的
教学方式
在萨克逊大学，我们提供以实践为导向的教学方式
以及在许多不同的实验室进行研究，下面是我们其

“上个学期，我们必须推出一种新
产品，包括负责我们产品的营销和
分销渠道。 最后，我们还要把它呈
现给5个正在分析我们项目的投资
者。”
来自摩尔多瓦的Gabriela Botnari
国际财务和会计专业

“我学到了很多关于如何
创办一家公司，以及在大
学学习中你通常不会注意
到的所有小细节。”

中的一些实验室。
- 微观装配实验室 （FabLab）：这是一个高科技的
公共工作场所，在这里你有机会通过现代数字生产
手段来实现一个想法。
- 纺织实验室（TextileLab）：在我们的纺织实验
室，您将了解所有的纺织品生产。
- 城市实验室（CityLab）：在这里你可以和居民还
有公司就社会智能解决方案一起工作。

在intosaxion.com上与我们的学生取得联系

“我真的非常喜欢萨克逊
大学这个令人熟悉的学习
氛围，一个同学就能实实
在在的得到不同老师的指
导和帮助。“

通过saxion.edu/research-labs了解更多关
于所有不同实验室的信息

来自德国的Marie von Holten
萨克逊大学旅游管理学院的毕业学生，现在担任
TravelWorks的市场营销经理

在intosaxion.com上与我们的学生取得联系

萨克逊大学的概况和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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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505
个校区

到荷兰去留学

国家

90%

2019年学生数量
荷兰是世界各地学生的热门留学目
的地。 荷兰教育系统目前被列为世
界上最好的教育系统之一。 所以，
如果你正在考虑申请到国外读本
科，硕士或预备课程，那么把你的
注意力转向荷兰，那将是非常物有
所值的！

到荷兰留学的理由
- 荷兰的高等教育名列世界前茅，所获文
凭国际公认

萨克逊大学学生毕业三个

> 3.500

月内找到相匹配的工作（
来源：hbo-monitor)

国际学生

- 荷兰是欧洲最安全的国家之一，非常适

舒适的城市，你会在生活

宜学习和居住
- 荷兰是外向型的， 包容型国家

和学习之间找到一个很好

- 荷兰是一个母语不是英语，但是英语普

的平衡

及率极高的国家，沟通非常便捷
- 许多国际公司都设在荷兰，所以大学毕
业后，你有很多就业机会
- 有非常发达的公共交通，所以你可以很
容易地到达荷兰的每一个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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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城市
荷兰教育系统目前被
评为世界上最好的教
育系统之一

-恩斯赫德（（Enschede））
-代芬特尔（（Deventer））
-阿普多伦 （Apeldoorn）

住房

学费 2021

总体录取要求

费用情况

2021 - 2022

- 你必须拥有中等教育文凭或者高中文凭

- 2022

才能录取到高等教育。 有时这取决于你

欧盟学生学费

以前学习的课程来决定是否全部满足所

本科第一年		€1.072

要求的教育的水平。

本科第2年到第4年		€2.143
设施和房地产管理硕士 		

- 对应具体的课程，你必须到达相应的英

€9.950

语语言技能水平。 如果你不符合英语语

MBA/管理硕士		€12.000

言要求，你也可以申请萨克逊大学的预

其他硕士		€2.143

科课程。

非欧盟学生学费
本科

			€7.800

设施和房地产管理硕士		

在saxion.edu/entry-requirements网站
中查看有关申请具体要求的详细信息

MBA/管理硕士

€9.950

		€12.000

其他硕士			€8.900

通过saxion.edu/fee-structure 了解更多关
于的费用情况。

生活费用

250/
500

在saxion.edu/programmes上，你可以找到
每个专业的学费。

学生生活在荷兰，每月大概需要花费600-900欧元来支付生活
费用，如住房、食物、交通、体育等。 这已经包括保险费

奖学金

200
55

萨克逊大学为来自欧盟/欧洲经济区以外的优秀和非常
有才华的学生提供了几种不同的奖学金，奖学金金额从

50
5

€

10

30

学习贷款
作为欧盟/欧洲经济区的学生，你可能有资格获得荷

其他费用

体育健身

自行车

交通

膳食

保险

住房

兰政府提供的学费贷款。 有关更多信息，请咨询
DUO网站：www.duo.nl(点击‘国际访客’)。 在你自
己的国家也可能有选择，查看我们的网站获得更多
信息。

2500欧元到5000欧元不等。 我们还参与世界各地的不
同种奖学金计划， 比如橙色郁金香奖学金。
通过saxion.edu/scholarships了解更多关于奖学
金的信息

学生工作
许多学生在他们学习之余工作；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
需要额外的保险。 我们建议你不要在第一年依靠兼职工
作的收入来学习，这样你就可以专注于你的学业。

国际化的英语授课专业

2021 – 2022
本科专业
（4年制）

创意媒体和游戏技术

酒店管理

国际商业

（也提供短期学位课程）

（也提供短期学位课程）

随着您对语言、文化和经济的广泛了解，您将发

这个专业结合了创造力，技术和经验，有可能让

酒店管理专业特别适合有创业天赋、商业洞察力

挥关键作用。 你将能够理解文化壁垒，能说多种

你成为一个概念艺术家，视觉效果艺术家，用户

和国际视野的热情好客的学生。 为了帮助您在

语言并且能透彻地掌握商业管理知识。

体验设计师，VR开发人员或游戏工程师

酒店行业取得成功，我们相当重视管理技能、沟
通和其他必要的专业素质。

（也提供短期学位课程）

时尚与纺织技术
应用计算机科学
你对编程系统感兴趣吗，比如机器人割草机、智
能恒温器或自动驾驶无人机？ 学习完这个专业
后，你就可以为在范围很广的公司工作，比如软
件和硬件设计师、程序员或开发人员。

电气和电子工程
（也提供短期学位课程）
你将有资格设计未来的技术系统并作为一个硬件
和软件工程师，作为一名工程公司的顾问，或者
作为可再生能源系统的设计师在世界范围内工

国际金融与会计

（也提供短期学位课程）

旅游管理

本专业为你提供你需要的财务知识和实践经验，

来自时尚和纺织行业的专业人士以对纺织材料的

（也提供短期学位课程）

以及充分的机会来发展你跨文化的沟通技能。

热爱将帮助你准备好为美丽而干净的行业做出一

您将使用旅游在国际环境中建立联系，学习如何

个大胆的选择。 以你的知识，你将是时尚与纺

将当地转化为可持续的旅游目的地 通过有目的和

国际人力资源管理

织品设计师、制造商及购买者之间不可或缺的纽

有意义的创业精神，并利用技术创新来实现旅游

任何组织成功的关键在于其人才。 你不仅学会了

带。

机会。 成为旅游地开发，事件管理，旅游行业的

如何转动那把钥匙，而且你还发展成一名精通企

专家。

业知识并面向国际的人力资源管理专业人员。

信息和通讯技术-软件工程
您是否热衷于设计和开发创造性的应用程序，或
对大数据技术和物联网感兴趣？ 你将会成为一位
知道最新的创新技术的信息和通讯技术专家。

作。或者你可以专注于研究和创新。

短期学位课程（1至2年）
萨克逊大学的短期学位课程(SDP)可以让你在较短的时间内获得一个完整的学士学位，这取决于你的教育背景。
上面的一些本科专业也是可以提供短期学位课程。 土木工程和市场营销专业仅提供短期学位课程。

物理康复治疗
什么能让你感动？ 在物理康复治疗中，你将成为
运动学的专家！

通过saxion.edu/programes了解更多的专业

预科课程

短期课程

为学业成功做好准备！ 预科课程将帮助你发展

- 风险和紧急情况管理

你需要具备的英语和学习技能。
- 学年预科课程
- 学期预科课程

通过saxion.edu/programes
了解更多关于专业的信息

英语授课的国际专业
硕士专业（1-2年）

“在萨克逊大学，你在一个温馨而又像家的环境
里学习，在这里学校和老师非常体贴和关心学

应用纳米技术硕士

工商管理硕士(MBA)

这个硕士专业让你有机会设计和开发纳米技术领

一个与格林威治大学合作的独特的项目，它为组

域的创新产品和应用。 应用纳米技术硕士学位

织培养具有领导和决策能力的管理人员。 它为

专业在荷兰是非常独特的一个专业。

你提供了企业领导所需的技能和在充满活力的商
业环境中取得成功的信心。

生。 老师会一直激励你，不仅在学习方面帮助
你而且还提高你个人水平的发展。”

来自俄罗斯的ArinaStrakhova
国际金融和会计专业

创新纺织品开发硕士
一个独特的使您成为纺织创新专家的专业。 从

设施和房地产管理硕士

最广泛的意义上说，技术纺织品和服装纺织品。

这一双学位专业（由萨克逊大学和格林威治大学

它是给你进入国际纺织市场的绝佳跳板。

颁发的文凭）为未来的专业人员解决复杂的战略

在intosaxion.com上与我们的学生取得联系

跨学科问题而准备的， 掌握在设施、资产和房
管理硕士(MA)

地产管理方面需要的技能和知识。 我们富有热

一个与格林威治大学合作的独特的项目，它为组

情的老师教您如何应对建设环境下的可持续性方

织培养具有领导和决策能力的管理人员。 它为

面的重大挑战和对破坏性技术的预期及其反应。

你提供了企业领导所需的技能和在充满活力的商
业环境中取得成功的信心。

“我真的非常喜欢萨克逊
大学这个令人熟悉的学习
氛围，一个同学就能实实
在在的得到不同老师的指
导和帮助。“

“每学期我们都与国际运营公司密切合作，运用课堂上学
到理论知识到现实的商业案例中。”
来自德国的Michelle Butzbach
国际商务专业

在intosaxion.com上与我们的学生取得联系

你已经在Instagram
上关注我们大学了
吗？

@saxionuas
与我们面对面，了解更多关于你

你可能已经注意到，

在萨克逊应用科学大学的未来。

这本小册子并不华

Digital Discovery Days报名

的选择，因为我们的

向老师和学生询问你希望在

目标之一尽量减少对

saxion.edu/ddd的学习专业
你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吗？ 联系我们！

在intosaxion.com询问学生

我们环境的影响。
请注意，本册子中

尝试活动

的信息可能会发生

上saxion.edu/taster-activities，

变化。

了解更多关于花一天时间在萨克
+31 088 – 019 3789

丽，这是一个有意识

逊大学学习的活动信息

internationaloffice@saxion.nl
@saxionuas
@saxionuniversity

查看网站了解更多信息：saxion.ed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