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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校联盟共招收了来自200个国家和地区的
10万多名留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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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三名 选择赴澳留学的留学生中， 
  就有一人入读八校联盟大学

三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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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56%攻读信息技术专业
的在澳中国大学生选择在
八校联盟大学中就读

82%攻读社会与文化专业	
的在澳中国大学生选择在 

八校联盟大学中就读

80%攻读自然与物理科学专业	
的在澳中国大学生选择在 

八校联盟大学中就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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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攻读工程专业与相关技术
专业的在澳中国大学生选择在 

八校联盟学校中就读

在八校联盟大学中， 
63%的在校留学生 

87%攻读农业、环境专业或相关
领域的在澳中国大学生选择在
八校联盟大学中就读

来自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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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有60%的在澳中国大学生在八校联盟大学就读 

                     还有60%的在澳中国研究生在八校联盟大学就读

60%
                     还有60%

6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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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的在澳中国博士生选择 
 在八校联盟大学就读 

八校联盟大学现共招收 
2676名中国博士生

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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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八校联盟由世界领先的	
澳大利亚研究密集型大学组成

作为一个首屈一指的教育组织， 
八校联盟专注培养精英人才，却不推崇精英主义， 
这也是该组织引以为傲的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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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校联盟以不懈追求卓越为目标，因此联盟
欢迎来自不同背景的优秀学生，努力培养他
们成为优质毕业生和未来的国际领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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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知名的世界大学排名
中，八 校 联 盟 大 学 始 终
在所有澳大利亚大学中
高居榜首 

(ARWU、THES、QS世界大学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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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居榜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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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八校联盟八所大学全部跻身 
全球高校前150名 

7所八校联盟大学入选全球百强大学 

八校联盟大学全部跻身QS世界大学
各学科大类排行榜百强行列 世界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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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校联盟大学的
	 生物科学、医药、法律、	
	 地球与海洋科学、环境科学、	
	 会计与金融以及教育学专业 
全部跻身QS排名前100名行列(2018 QS)

八校联盟大学中的7所大学在QS毕业生
就业能力排行榜中名列世界200强	
——其中四所跻身50强世界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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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校联盟在校学生总计超
400000人

占澳大利亚高等教育学生
总数超四分之一

4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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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校联盟在校研究生总数
约为31000名

在澳大利亚完成研究生学
业的学生中，有半数来自八
校联盟大学

3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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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校联盟招收的研究生人数占所有研究生
人数逾三分之一，且有近一半学生攻读研究
型硕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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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校联盟的本科生保留率
和毕业率高于 

所有其他澳大利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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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00

0
超过30000名
来自澳大利亚 

中小城市或偏远地区
的学生选择在 

八校联盟大学深造



八校联盟的 
本科毕业率	

高于澳大利亚 
所有其他大学 

(八校全部名列前11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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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医学、牙科和兽医领域，
有超过一半的学生选择在
八校联盟就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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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校联盟每年为澳
大利亚培养100000
余名优秀毕业生 

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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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校联盟的理科毕业生占全
澳理科毕业生人数超55%

工程毕业生占全澳毕业生
总数超40% 

澳大利亚各类研究型博士
学位，一半以上是由八校联
盟颁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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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经济杂志》的独立分析报告
中提到了八校联盟带来的巨大经济
贡献

您可前往www.go8.edu.au查阅
该报告

The economic impact of
Group of Eight universities



八校联盟每1澳元的研究 
收入，都会为社会带来 

10澳元的效益
八校联盟研究活动每年为 
经济贡献245亿澳元 

 八校联盟每年的总体经济贡献约为664亿澳元

664亿澳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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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8亿澳元



八校联盟留学生市场 
每年为澳洲教育出口产值贡献 
179.8亿澳元  
 

179.8亿澳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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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校联盟留学生 
支撑着澳大利亚 
73000多个就业岗位

7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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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三名八校联盟留学生， 
就能带来100万澳元的 
经济影响

$10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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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经济

八校联盟为 
澳大利亚经济做出了突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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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八校联盟大学共收入
140亿澳元

$140亿
$40亿

八校联盟为澳洲出口产业做出了显著贡献 
2017年八校联盟的出口收入达40亿澳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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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校联盟支付的教职人员工资、公用服
务设施费用、差旅费用及校区运营费用，
每年合计为澳洲经济贡献190亿澳元 

35



八校联盟直接支撑着 
50000多个就业岗位， 
 所聘用的学术与专业人员 
 占整个高等教育行业的4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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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99%的八校联盟科研项目达
到了世界同等或领先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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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校联盟每年向科研项目
投入超过64亿澳元

其中20多亿投入到了 
医疗和健康服务研究中

$64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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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八校联盟共获得全
国卫生与医学研究委员会
63%的拨款经费

63%$64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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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我们获得了

 

2017年，八校联盟获得的 
  科研经费总值高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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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亿澳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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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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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校联盟大学的国际合作
科研论文占全澳总数的 

一半以上 

八校联盟世界领先研究项目
的比例，相当于其他高校总
和的两倍

2018年，八校联盟参加了 
87%的澳大利亚合作研究中心项目(CR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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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校联盟的
 科研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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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inifex——这种慢性 
止痛药改善了全球 

无数病患的生活质量

人工耳蜗移植手术	
帮助全球数百万人 

重获听觉

Resmed 
在睡眠呼吸暂停症治疗 
领域取得了闻名世界的 
科研成果

宫颈癌疫苗Gardasil 
全球各地的青少年 
目前已普遍接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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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ryoGen——能够提高
试管受精法受孕几率

GI指数已成为我们日常 
选择食物和饮食时间的 

参照指标

我们目前已经掌握的先进
核磁共振成像(MRI)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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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aldent无需牙医治疗
即可修复早期蛀牙

SNAP监测技术在机场 
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有助于打击恐怖主义

Elastagen——作用显著，
有助于恢复严重烧伤后再
生肌肤的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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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亿50



八校联盟每年在应用研究和实验 
开发方面投资额高达34亿澳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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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校联盟获得的行业研究经费是所有 
其他研究产业经费总和的两倍

各行业拨付给大学的所有研究经费中，
八校联盟获得了经费总额的三分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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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校联盟大学培养了近 
80% 在澳大利亚接受教育的
 澳洲顶尖公司首席执行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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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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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位在澳大利亚接受大学教育的  
诺贝尔奖得主，均出自八校联盟大学

每一位在澳大利亚大学接受教育的 
澳大利亚总理，亦均毕业于八校联盟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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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在澳大利亚大学接受 
教育的澳大利亚大使和高级 

专员毕业于八校联盟大学 

83%在澳大利亚接受教育的
澳大利亚大学校长毕业于 
八校联盟大学

73%在澳大利亚大学接受 
教育的议会议员毕业于 

八校联盟大学

83%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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