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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喜欢做研究。读完博士课程后，
我希望继续留在蒙纳士大学做一
名研究员。这里有一流的校园环
境，更重要的是，蒙纳士大学信
息技术学院有一个强大的研究群
体，我们相互激励、共同进步。”
我的研究领域属于数据科学，为大时间序列数据开发新的数据挖掘
和机器学习技术。数据正在以指数级速度增长，现在和将来，我们
生活中几乎所有的东西都可以数字化并转换为数据。分析和理解数
据将对改善我们的未来产生极大影响。最新的地球观测任务将产
生数以万亿计的卫星图像时间序列，可用于预测产量、构建火灾蔓
延模型和城市污染模型等等。遗憾的是，目前的时间序列分类研究
落后于这方面的数据需求。我的研究旨在开发时间序列分类的可扩
展算法，使其能够用于大数据库的未来应用程序。我最近的研究表
明，目前的技术水平可以提速1000倍。

Chang Wei Tan 
博士生



全球第45位
工程和技术学科全球排名第45位
（2017年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

学学科排名）

 
全球第51位

计算机科学与信息系统全球排名

第51位（2017年QS世界大学学
科排名）

第1位
澳大利亚排名第1位、全球排名第
28位（路透社2017年亚洲最具创
新力大学75强排行榜）

2

蒙纳士大学既是澳大利
亚规模最大的高校，也是
全球最负盛名的大学之
一。我们的办学质量享誉
全球——无论你选择到
哪里追寻你的梦想，你的
技能与才华都将得到认
可与尊重。

作为“八校联盟”的核心成员，蒙纳士大学
以卓越的教学品质、丰硕的研究成果和理想
的毕业生就业情况在澳大利亚高校中居领
先地位。

蒙纳士大学是一所具有世界领先设施和顶
尖研究中心的研究密集型大学。我们的研究
重点是满足当前乃至未来的行业和社会需
求。我们致力于探索信息技术如何帮助我们
应对二十一世纪的全球性重大挑战。

蒙纳士大学信息技术学院在卓越研究方面
享有极高的声誉。我们共有五个主要研究方
向，分别是数据科学、网络安全与系统、人
机交互与创造力、组织与社会信息学以及数
字健康。我们的研究导师都是各自领域的前
沿专家，启发信息技术博士生们做出杰出成
绩。站在行业和社区参与的第一线，我们积
极开展研究工作，我们的研究项目旨在为信
息技术开辟更好的途径来支持和促进保健
与医药、生产与创新以及社会包容性。

如果你渴望应对全球性挑战并想与自己学
科领域内最出类拔萃的人才合作，那么蒙纳
士大学就是为你的思想和行动注入澎湃动
力的地方。

要选择蒙纳士？
为何

世界100强 

世界排名前100 

（2017年QS世界大学学科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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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联系
蒙纳士大学与各行各业、政府部门、社区
团体和专业协会保持着紧密的合作伙伴关
系。这些伙伴关系为研究型研究生参与行
业实践、加强和深化研究提供了宝贵机会。

蒙纳士大学的研究型研究生行业合作伙伴
计划（GRIPs）为不同学科领域的研究人员
和学者加强与工商业、政府部门和社会各界
合作伙伴的联系牵线搭桥。该合作伙伴计
划聚焦全球面临的最有趣、最具挑战性和
最重要的问题，旨在解决各种实际问题并
推动创新。

我们与蒙纳士医学工程研究所（MIME）的
合作关系可提供在多学科团队工作的机会，
让你在攻读博士学位的同时开展世界级领
先研究项目。你可以携手工商业协作者共同
设立项目、开发医疗工程技术，致力于改善
医疗保健服务。

国际合作 
在蒙纳士大学，我们相信通过合作才能拓展
教育体验、改变现状并跨越未知领域。

来到这所在四大洲都设有校区或教学点的
全球化大学，你可以获得更多机会，加入国
际借调学习、实习和合作研究计划。我们的
合作机构遍布世界各地，包括中国苏州的东
南大学、英国的华威大学和印度理工学院孟
买分校（IITB）。

信息技术研究型研究生课程吸引着来自世界
各地的优秀学生。目前，国际学生占蒙纳士
大学信息技术学院在校生人数的三分之一，
人才济济的全球校友群将延续你的国际人
脉，让你受益终生。

我们的全球校友分布在社会和技术进步的
最前沿，多数都在全球顶尖公司任职。

全球视野

校区位置 
澳大利亚Caulfield和Clayton

马来西亚吉隆坡市��

意大利普拉托市�

印度孟买市

实习机会
实习单位包括Adobe、IBM和Aurecon等跨国企业。

合作院校
中国苏州东南大学�

英国华威大学�

校友网络
蒙纳士大学是澳大利亚规模最大的高等学府，�

现有来自1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70,000名在校生�
以及遍及世界各地的逾31万名校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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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der Chmait于2017年向蒙纳士大学
提交了人工智能博士学位论文。他的研
究方向是在人类、动物和机器的不同认
知系统中理解并衡量集体智能。Nader
读完博士课程后，曾在澳大利亚网球协
会（Tennis Australia）担任博士后研究
员和数据科学家。

求学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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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将具备完成重大研究项目所必需的热情
和决心，并满怀壮志，期待在职业生涯中应
用学到的专业知识。

蒙纳士大学的信息技术研究型研究生学位
课程提供在世界一流研究环境中工作的机
会，以及专家指导、奖学金、职业发展和领
先的设施与广泛的全球交流网络，大大拓 
展你的研究视野。

我们的研究导师都是各自领域的领军人物，
研究领域涵盖数据科学、网络安全、集群机
器人、社会信息学和智能系统等。

我们的创新研究设施包括沉浸式2D和3D 
混合虚拟现实环境，以及专门用于人机交 
互和数字化制作的跨学科sensiLab实验
室。在数据科学网络安全及组织与社会信
息学方面，我们还分别设有一个领先的研
究中心。

攻读博士学位，通过高级实训提升研究水
平，掌握必备的知识和技能，从而：

• 出色地完成研究项目；

• 培养广泛技能和专业特质；且

•  毕业后在学术界、产业界、政界或社区中
发挥积极影响。

你将掌握沟通交流、项目管理、研究成果
转化、高校教学等方面的专业技能，获得高
级实训，为博士毕业后的职业生涯做好充
分准备。

成为我校的研究型研究生，加入拥有远见
卓识的信息技术团队，在充满创造力和支持
的环境中热情工作。

monash.edu/it/research-degrees

研究型学位 
课程体验

此博士学位课程旨在为你培养雇主所寻求的
必备能力，让你在不断变化的就业市场中脱颖
而出。世界顶尖企业的领导者连续多年将蒙纳
士大学评为‘毕业生最受雇主青睐’的大学之
一。”
2011–2015年《纽约时报》全球高校毕业生就业能力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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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学金
与支持

Ying Xu，在读博士生，从事药物开
发过程的自动化研究工作，专攻基
于个人基因信息设计的个性化药
物。2016年，Ying获得了澳大利亚
计算机协会（ACS）奖学金并前往
IBM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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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学金资助的博士研究项目 
蒙纳士大学信息技术学院在多个优先研究领域为博士生提供一系列奖学金优厚的研究项目。近期项目包括：

根据太空观察研究地球演变
随着2017年第二颗遥感卫星Sentinel-2 的升空，相关专业的学生
将迎来千载难逢的机会，领先世界一步进入海量数据的分析和研
究领域。预计该项目的研究成果将对机器学习理论做出重要的贡
献，并将应用于广义植被研究，特别是农业研究。

当代游戏技术的创新应用
随着相关技术的发展，电脑游戏体验发生了巨大变化。身临其境
的效果越加明显。开发更加精深的算法和复杂问题的解决方法，
意味着可以创建更多的“智能”系统与用户互动。这不仅会带来
更先进的游戏体验，甚至有可能在传统的游戏环境之外创造丰
富的体验。

详情请访问�
monash.edu/it/research-scholarships-phd-projects

奖学金与支持 
我们致力于吸引学术成绩优异的高素质学生，并培养具有国际竞争
力的尖端人才。蒙纳士大学每年在研究型研究生奖学金方面的投入
超过4,700万澳元。这是对新锐思想和卓越人才的投资，着眼于改
变世界，涵盖的内容也不仅仅是学习费用。

我们希望帮助你在世界上留下自己的痕迹，为此我们提供了多种奖
学金来支持你攻读研究型学位。这些奖学金可以在学费和生活费方
面减轻你的负担。

奖学金类别涉及优先研究项目、女性研究者拨款及行业创新伙伴合
作项目等。

• 蒙纳士大学研究生奖学金（MGS）

• 蒙纳士国际学费奖学金

• 信息技术学院奖学金

• 蒙纳士大学医学工程研究所（MIME）奖学金

• 研究型研究生跨学科项目（GRIP）奖学金

• Data61奖学金

• 外部和业界资助的奖学金

蒙纳士每年为研究型学位课程安排了四轮主要的奖学金申请：其�
中两轮针对国际学生，申请截止日期为3月31日和8月31日，针对本
国学生的两轮申请截止日期为5月31日和10月31日。有关奖学金的
更多信息，请访问monash.edu/it/research-scholarships

财务支持
除了奖学金，蒙纳士大学信息技术学院还分拨了专门资金用以支持
在澳大利亚校区注册的所有哲学硕士（MPhil）和博士（PhD）学生。
在澳大利亚求学的博士生在读期间可获得4,000澳元补助，硕士生可
获得2,000澳元补助。这些资金可用于差旅、实地工作和数据采集、
专业培训和设备等，以支持其开展研究。

在澳大利亚留学期间，学院还为国际研究型研究生办理了涵盖整个
签证有效期的海外学生医疗保险。

支持服务
蒙纳士大学处处以学生为中心，我们不仅在课程方面精益求精，而
且注重为学生提供周到全面的服务，包括就业咨询、职业发展机会
和学生福利等。除此之外，作为蒙纳士大学的研究生，你还可以使用
多项专门的学术支持服务和现代化的学习/研究设施。

• 研究生学术服务（GSAS）

• 就业指导�

• 蒙纳士连线（Monash Connect）

• 蒙纳士研究生协会（MPA）

• 电子研究服务

• 研究生专用学习中心

• 家庭援助

• 蒙纳士大学体育设施

• 健康中心（执业医生、身心健康顾问，学生辅导员）

• 残障援助服务

• 校内住宿

monash.edu/study/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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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和职业网络对研究
生研究员的成功至关重
要。本校研究型研究生
项目的广度和深度，从我
们与本地乃至海外各行
各业、政府部门、社区团
体、职业协会及其他大学
的紧密合作伙伴关系中
便可略见一斑。

这些合作伙伴关系使你可以直接使用我们
的全球关系网落，提高研究的覆盖面和针
对性。

建立行业联系
我们与各行各业建立了广泛关系，无论是跨
国公司、非营利组织还是中小型企业，我们
都与其保持着紧密往来，以期协同合作解决
实际问题、开展协作项目。

作为一名研究生研究员，你将有机会从事卫
生、科技、金融、资源、运输或其他领域的各
种工作，具体取决于你的志趣所在。

博士生将获得大量机会与行业合作伙伴建
立联系并展示自己的研究成果。年度创新展
示、3分钟论文比赛等活动提供了一个绝佳
平台，让你可以向行业展示自己研究的重要
性和影响力。

职业发展与实习
在攻读博士学位的同时完成实习，既能帮
助你深化研究、建立人脉，还能拓展自身技
能。我们有丰富的实习机会等你参与。通过
与AMSI Intern计划展合作，我们简化了实习
流程，确保每位参与者都能收获有效且收
益良多的实习体验。

我们的研究生有机会前往IBM、CSIRO、�
Google、Telstra和Amazon等跨国企业实
习。

朝气蓬勃的学生群体 
目前，蒙纳士大学信息技术学院的研究型研
究生群体由来自29个国家和地区的170多人
组成。学生们相互尊重、相互支持，并相互
欣赏彼此的独特文化和独到观点。这是一
个富有协作精神、集体观念和互助友谊的
国际群体。

蒙纳士大学信息技术学院建立了一套完善的�
支持体系为研究型研究生提供帮助，包括信�
息技术学院研究型研究生学生委员会（IT 
Graduate Research Student Committee）、�
信息技术网络女性研究型研究生联盟
（Women Graduate Researchers in IT 
Network）以及两年一次的研究型研究生科
研联谊会。其中不仅有发展学术和职业技
能的丰富机会，还是建立社交和学术人脉的
首选场所。

全球研究团体与 
学术网络

Misita Anwar博士（左）与博士生
TenindraAbeywickrama（右上）和
Syed Ali Naqi Gilani（右下）同在创
新展示活动中向行业合作伙伴展示
其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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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导师
Jon Whittle教授是软件工程和人机交
互领域的世界知名专家，对信息技术在
社会公益事业方面的应用尤为感兴趣。
他是一位经验丰富的研究领军人物，曾
任耗资超过1,600万澳元项目的首席研
究员。在Jon的领导下，蒙纳士大学信息
技术学院正在着手建立一个领先世界、
面向社会的软件设计研究团队。

Jon Whittle教授
信息技术学院院长

Gillian Oliver副教授是研究导师，也
是组织与社会信息中心（COSI）的主
任。Gillian即将负责开展“网络时代记
录信息学”方面的两个新项目，这两个
项目的成果将有助于档案汇编与儿童权
利研究计划（Archives and the Rights 
of the Child research program）。

Gillian Oliver副教授
组织与社会信息中心（COSI）主任

接受专家导师指导。

博士研究期间的核心是
学生和导师的关系。作为
投入卓越研究的体现，蒙
纳士大学尽力确保活跃在
各行各业的顶尖研究者
对学生进行指导。

导师不仅从中得到了持续的职业发展，藉此
积累了与时俱进的指导知识和技能，你的第
一导师还经过了专门认证，在接受对应培训
之后才开始指导你和你的具体项目。

找到一个合适的导师悉心指导并支持你的
研究项目，这一点至关重要。如需查询蒙纳
士大学研究人员数据库，请访问 
monash.edu/it/research-supervisors 

我们所做的一切都以研究导师为重。导师喜
欢的学生无一不是敢于质疑、追求卓越并致
力于解决时代重大挑战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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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off Webb教授是数据科学家中的领军
人物，主要从事机器学习、数据挖掘、数据
分析和用户建模方面的高精尖研究。Webb
教授曾荣获2017年澳大利亚博物馆尤利卡
奖“数据科学卓越奖项”，凭借的就是他使
用算法从急救呼叫数据中抽取资料，以图
解决澳大利亚男性精神疾病和自杀这两大
普遍问题的出色工作。这项工作的成果将
为政府制定政策、组织培训和分配资源提
供依据。Geoff还获得了2016年澳大利亚
计算机学会“信息通信技术年度研究员奖”
和2016年“澳大拉西亚人工智能杰出研究
贡献奖”。

Geoff Webb教授
数据科学中心主任

研究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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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媒体艺术家、理论家和计算机科学研
究员Jon McCormack教授以计算机代码
作为创意表达的媒介。他的研究主要是利
用技术拓展创意形式。2017年，澳大利亚
研究委员会（ARC）未来基金拨款给Jon 
用于开展其名为“生成唯物主义：推进数 
字和物理设计”的项目。

Jon McCormack教授
sensiLab实验室主任

博士生教学是学生和导师以共同的兴趣探索
新事物的过程。其目的就是你希望激发学生
去探究的东西。优秀的学生反过来又会启发
你，因为他们总会想到许多东西给你带来挑
战。我的一项职责是帮助学生在三年的时间�
里保持对研究项目的参与热情。你不能强迫�
学生做事，只能激发他们主动开展项目研究�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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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deida Aleti博士是澳大利亚研究委员会探
索项目“早期研究成就奖”的获奖研究员，她
主攻算法参数设置不当等有碍优化的属性问
题。Aldeida是雅典娜科技女性学术网络特许
认证计划（Athena SWAN Charter）的成员。

Aldeida Aleti博士

我的成功主要得益于探索旅程中带给我指导和指
引的那些人。能够开启在蒙纳士大学信息技术学院
的职业生涯，我认为自己非常幸运；这所学院为帮

助职业早期的研究员发展，落实了富有成效的举措，比如
为研究项目提供种子基金，免除博士生的学费，并在研究
基金申请写作、领导力建设、导师制度和建立成功学术生
涯等方面开办了丰富多样的讲习班。同时鼓励高级研究员
共同监督、联合申请拨款。我真心相信我所在的院系是最
为和谐、友善和鼓舞人心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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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分析领域的杰出研究员Francois 
Petitjean博士，凭借在澳大利亚研究委员
会的杰出工作荣获“探索职业早期研究者
奖”（DECRA），另外还荣获了“维多利亚
州青年成就奖”（Victorian Young Achiever 
Award）、IBM学院奖、“院长卓越研究影
响力奖”（Dean’s Award for Excellence in 
Research Impact）以及“职业早期研究者
卓越研究奖”（Excellence in Research by 
an Early Career Researcher）。

Francois Petitjean博士
数据科学中心讲师

研究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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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领域
蒙纳士大学是“八校联盟”中�
唯一设有专门的信息技术学院�
的大学。

我们的研究人员积极探
索科技改善世界的潜力。

蒙纳士大学信息技术学院汇聚了数据科学、
网络安全、组织与社会信息学、智能化系统
等领域的世界知名专家。他们走在了跨国合
作的最前沿，针对当今社会方方面面亟待解
决的问题和一闪即逝的机遇开展国际合作。
此外，我们还组建了了拟真分析小组、创新
中心、sensiLab等多项跨学科计划，以促进
可视化、拟真交互和数字化制作交叉领域的

灵活协作。

成为蒙纳士大学的研究生研究员，你也可以
有机会从事尖端研究，在充满创造力和支
持的环境中工作，同时提升自身的知识和技
能。我们与各行各业建立了广泛关系，无论
是大型公司、非营利组织还是中小型企业，
我们都与其保持密切联系，以期协同解决问
题、开展合作项目。

研究导师Maria Garcia de la Banda教
授置身于CAVE2™ ——新一代沉浸式
2D和3D混合虚拟现实环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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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领域
我们的研究人员相互支持，并致力于在各自的领域中出类拔萃。为
便于召集合适的人才，我们将师资队伍划分为五大主要研究领域。

数据科学
在信息时代，数据普遍存在。数据科学从数据资产中提取价值。这
样有助于了解过去、更好地管理现在，有效地规划未来。它为决策
提供依据。它在先进的工商业、行政治理和研究中发挥着至关重要
的作用。

网络安全与系统
这支团队研究创新性数据管理、存储和索引技术，以及如何在快速
变化和不断增加的在线数据生态圈中保持数据安全。

人机交互与创造力
该团队探索人机交互的未来，以及增强现实、虚拟现实等新型交互
和可视化技术如何支持协作决策和数据分析。

组织与社会信息学
组织与社会信息学通过研究以人为本的信息通信技术（ICT）的设计
与部署，来促进个人、组织和社会的发展。如果想实现ICT系统的潜
在益处，了解应用ICT的社会、文化、社区和组织环境至关重要。

数字健康
蒙纳士大学信息技术学院的研究人员从事广泛的社会技术项目，
致力于解决医患互动、最佳治疗决策、以患者为中心的健康监
测，以及在医疗保健系统和组织之间建立可信赖的数据共享和
整合等方面的问题。

研究设施 
蒙纳士大学信息技术学院依托于我们的创新研究中心和设施。

• sensiLab实验室

• 网络安全实验室

• CAVE2

• 集群机器人实验室

如需了解信息技术学院研究方面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monash.edu/it/our-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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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Delphi算法的贝叶斯论证（BARD）
BARD是我们全球合作的一个典范，该计划的参与成员由蒙纳
士大学领导，其中包括来自伦敦大学伯克贝克学院（Birkbeck 
College）、伦敦大学学院和苏格兰斯特拉斯克莱德大学
（University of Strathclyde）的研究人员。

这个为期五年的项目涉及与贝叶斯网络交互的研究和设计方
法，包括可能用于评估其因果解释的新手段。该项目由国际知
名的贝叶斯网络研究员、研究生导师Ann Nicholson教授负责
主管。

Ann与BARD研究学者Kevin Korb博士协作，近期获得了美国政
府情报高级研究项目活动（IARPA）下属CREATE计划的1,800
万澳元资助，用于推动情报分析。

蒙纳士能源材料与系统研究所（MEMSI）
MEMSI的研发工作旨在为全球能源部署设计创新产品和服务。作为
一个充满活力的跨学科研究所，MEMSI汇聚了世界领先研究机构的
80多位前沿研究人员。

蒙纳士大学的研究人员和行业合作伙伴正携手解决现实世界的重
大挑战。他们专注于研发解决方案，以实现能源的可持续生产、储
存、分配、可视化处理和终端使用。

蒙纳士大学目前正在运用这些广泛的方法，在集成式移动应用的帮
助下开发电力网络聚合模型，从地理空间预测住宅用户的电池可行
性、预测澳大利亚能源市场运营商（AEMO）的电力需求以及策划
印度尼西亚农村社区的电气化进程。

研究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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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施会PROTIC项目
PROTIC（技术、信息与变革参与式研究和所有权）是一个为期
五年的国际开发项目。蒙纳士大学信息技术学院的研究人员与
孟加拉乐施会以及孟加拉乡村地区的农民共同合作，致力于开
发即时、准确和可信的交互式信息服务（主要通过移动通信技
术），供妇女们在从事农业时使用。

Provati Rani是孟加拉国的农民，其参与的PROTIC项目旨在赋
予女性农民更大的能力。互联网电话让她能够搜索最合适的方
法来制作蚯蚓堆肥，现在她把堆肥卖给当地农民，为自己的家
庭赚取收入。

摄影：Fahad Kaiz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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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博士（PHD）

Caulfield校区、 
Clayton校区和马来

西亚校区

常年*

哲学博士学位课程由导师指导，博士生需要结合个人兴趣完成一个重大研究项
目。

学位课程

最长4年的 
全日制课程

最长8年的 
非全日制课程

CRICOS代码：041045C  
课程代码：0190 

*需要找到一名导师

获得该学位的前提是让校外学位审查专家
学者认定你的论文对于相关学科具有原创
性贡献，并体现出你有独立的研究能力。

攻读该学位期间，你将获得至少两位导师的
支持。论文篇幅因学科而异，但通常不应超
过80,000字。

攻读信息技术学院哲学博士学位的学生可以
选择申请攻读基于实践研究与阐述的哲学
博士学位，作为哲学博士学位审查的替代形
式。这是除了现有通过标准博士论文审查形
式以外的另一种博士学位审查形式。

所有攻读哲学博士学位的学生均必须参加
博士课程所包含的授课课程。授课课程涵盖
了有关信息技术研究方法的进阶培训，旨在
让你掌握研究的策略与技能，帮助你更好地
完成哲学博士项目的研究工作，同时为你取
得学位后的职业生涯做好准备。

如需了解蒙纳士大学博士课程的更多信息，
请访问�
monash.edu/it/graduate-education/phd

入学要求 
申请人必须满足以下标准之一：

A.  拥有至少四年全日制学士学位，通常
包括第四学年的研究环节，获得一级
（H1）或二级甲等（H2A成绩不低于�
70％）荣誉学位。

B.  哲学博士的最低入学要求为达到H2A
同等成绩（70-79）。

C.  完成了相当于一级或二级甲等荣誉学
位水平的课程——由院系评定。

D.  硕士学位，包含显著的研究环节，至少
等同于上述（A）项标准。

入学和奖学金 
全年招生，需要找到一名导师。

蒙纳士大学每年为研究型学位课程安排了
四轮主要的奖学金申请：其中两轮针对国
际学生，申请截止日期为3月31日和8月31日，
针对本国学生的两轮申请截止日期为5月31
日和10月31日。

如需了解有关蒙纳士大学信息技术博士学
位课程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monash.edu/it/research-degre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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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生Anuradha Madugalla致力于通过技术帮助人们，曾荣获谷
歌的安妮塔•博格纪念奖学金（Anita Borg Memorial Scholarship）。�
Anuradha目前的研究旨在实现交互式平面图的自动化生成，这将帮
助有视力障碍人们浏览不熟悉的地方，如购物中心、火车站甚至办
公楼。只要平板电脑装有蒙纳士大学开发的GraVVITAS系统（应用
振动式互动触摸和语音提示的图形浏览器），通过无障碍楼层平面
图便可更加轻松地找到各处基础设施，如楼梯间或电梯、公共厕所
和出口门等。

Anuradha Madugalla 
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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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实践研究与
阐述的哲学博士
如果你对可进行体验的
研究项目有自己的想法，
比如数字化文化档案或
新型可穿戴健康技术，
可选择攻读基于实践研
究与阐述的哲学博士学
位。

这种创新形式的信息技术哲学博士学位旨
在鼓励学生开展多学科、创造性和有活力
的科研项目，这在澳大利亚亦是绝无仅有。
该课程由蒙纳士大学Caulfield校区具有协
作性、交互性和拟真性的研究和学习中心
sensiLab开设。

你需要通过涉及一种或多种感官的拟真交
互演示或展示，来呈现你的主要研究成果。
此外，你还需要提交一份约35,000字的书
面阐述以作学位审查。

你所开展的研究通常是跨学科的，一般是将
信息技术与医疗卫生、城市规划、文化遗产
或设计等其他领域相关联。该哲学博士课
程的研究领域涵盖诸多方面，比如创意机器
人、三维可视化、仿真与动画、互动媒体、可
穿戴技术和游戏等。

你将有机会接触到蒙纳士大学多个学科的
一线知名学者，我们会鼓励你深入探索各
种可能性，验证自己的想法。制作原型，展
示证明。

我们提供奖学金来支持杰出的跨学科研究
项目。欢迎联系我们以确认你的资格。

monash.edu/it/phd-practice-ba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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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jung Bahng
Sojung Bahng正在Jon McCormack教授
的指导下攻读基于实践研究与阐述的哲学
博士学位。她目前的研究重点是艺术与技
术，特别是新媒体电影和虚拟现实艺术。她
毕业于韩国科学技术院（Korea Advanced 
Institut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拥
有文化技术硕士学位和美术学士学位。 她
曾在多个跨学科艺术项目中担任创作人、策
展人和指导人等。Sojung一直在从事新媒体
和文化研究的历史、社会及哲学背景研究工
作，当前正在利用数字技术开发原创媒体系
统，以期通过数字媒体反映审美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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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硕士（MPHIL）

Caulfield校区、 
Clayton校区和马来

西亚校区

常年*

最长2年的 
全日制课程

最长4年的 
非全日制课程

CRICOS代码：077608J  
课程代码：3337

*需要找到一名导师

哲学硕士学位课程由导师指导，学生需要结合个人兴趣完成一个重大
研究项目。

获得该学位的前提是校外学位审查专家学
者认定你的论文对于相关学科的知识具有
重要贡献，且体现出你有独立研究的能力。

攻读该学位期间，你将获得至少两位导师的
支持。你需要应用、阐明、批判或解释相关
知识，为现有知识体系做出贡献。

论文篇幅因学科而异，但通常应不超过
35,000字。

所有攻读哲学硕士的学生都必须参加授课
课程。授课课程的具体培训和技能旨在帮
助你更好地开展研究，同时为你获得学位
后的职业生涯做好准备。

如需了解哲学硕士课程和蒙纳士研究型研
究生课程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monash.edu/it/research-degrees

入学要求 
申请人必须满足以下标准之一：

A.  拥有二级乙等或以上的荣誉学士学位
（H2B不低于65%）

B.  同等学历或符合要求的替代成绩——
由蒙纳士研究生教育处评定。

入学和奖学金 
全年招生，需要找到一名导师。

蒙纳士大学每年为研究型学位课程安排�
了四轮主要的奖学金申请：其中两轮针�
对国际学生，申请截止日期为3月31日和�
8月31日，针对本国学生的两轮申请截止�
日期为5月31日和10月31日。 

学位课程



23

英语语言衔接课程、有条件录取与组合录
取
所有的申请人均必须符合蒙纳士大学关于研究型研究生的英语语
言水平（ELP）要求。

在特定情况下，院系可以授予具备从事重大研究项目能力，但在申
请时尚未达到ELP要求的学生有条件录取。有条件与组合录取的前
提是学生需要入读蒙纳士学院的蒙纳士英语直升课程（MEB），并
达到升读研究生学位课程以及更高级研究型学位课程所需的ELP
要求。

英语语言有条件录取 
在特定情况下，院系可以授予具备从事重大研究项目能力，但在申请
时尚未达到ELP要求的学生有条件录取，但是前提是该申请学生须
达到英语语言要求。

详情请访问monash.edu/it/graduate-education/elp

信息技术研究研究生证书——衔接课程
与组合录取
本学院开设信息技术研究研究生证书课程（GCITR）。该课程为升读
更高等级的信息技术研究型学位提供了一条途径。

该课程仅针对已完成相关本科和授课型硕士学位课程，但欠缺申请
研究型学位所需的研究环节的优秀学生。

修读信息技术研究研究生证书课程的学生将接受研究方法培训，并
完成所选课题的独立研究项目。他们将与负责向学生提供个别指导
和学业辅导的导师密切合作。修读信息技术研究研究生证书课程需
要在半年时间内完成四门科目。该证书课程仅作为信息技术学院哲
学博士或哲学硕士有条件录取的组合课程之一部分。

衔接课程
与组合课程

信息技术

或

相关学科 
本科学位

（3年）

相关学科 
荣誉学位

（1年）3门科目、小论文和
研究方法

授课型 
信息技术 
硕士学位

包括24个研究学分

哲学硕士

（最多2年的研
究课程）

哲学博士

（最多4年的研
究课程）

* 课程学制可能因具体的资格要求而异

H2B（不低于65%）

H2B（不低于65%）

H2A（70％）或以上

H2A（70％）或以上

入学要求

授课型学位 研究型研究生课程

入学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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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语言 

入学要求
攻读蒙纳士大学研究型学位课程的前提是拥有良好的英语语言技能。�
如果你的母语并非英语，就必须通过下述至少一种方式证明你已达到
英语语言水平（ELP）的要求。

1. 英语水平测试
1.�英语水平测试

达到下列英语语言测试之一所要求的成绩。在拟定开学日期两年之
前通过的测试不予接受。

测试 要求成绩

雅思（学术类） •  总分不低于6.5分
• 单项不低于6.0分

托福（笔考） •  总成绩不低于550分
• 写作（TWE）成绩不低于4.5分

托福（网考） •  总成绩不低于79分
• 阅读不低于13分、口语不低于18分、听
力不低于12分

• 写作不低于21分

培生英语测试（学术类） •  总分不低于58分，单项技能不低于及
格线

• 交际技能50分或以上

剑桥英语 •  总分不低于176分，单项不低于169分

2. 先前学历
先前学历必须在申请之前的五年内完成，而且顺利完成的高等教育
课程必须符合以下条件：

• 学制至少为2年；

• 全英语授课；�

• 有书面作业且经过正式评估

• 在蒙纳士大学承认的任何英语国家或地区*

• 在毕业后五年内申请。

你需要提供所在大学注册办公室出具的信函或证明作为证据。

详情请访问monash.edu/it/research-degrees

*ELP要求请参阅monash.edu/it/graduate-education/elp



GraVVITAS系统（应用振动式互
动触摸和语音提示的图形浏览器）
是一种多模式演示设备，使用触摸
屏和触觉反馈技术来让盲人感知
图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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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流程
你可以通过 monash.edu/it/research-apply在线提交哲学博士（PhD）或哲
学硕士（MPhil）申请

1. 确认你是否有申请资格
能否报读研究型学位课程取决于你能否证明自己在拟申请领域具 
有从事重大研究的能力。你必须拥有优秀的学业成绩，并符合英语
语言要求。

详情请访问monash.edu/it/graduate-education/eligibility

2. 选择导师和研究领域
在申请之前，请确保：

• 你已明确了自己感兴趣的研究领域；

• 你已与拟申请的导师就研究项目进行过讨论；

• 你已确认过希望入读的校区有相关导师和设施。

详情请访问monash.edu/it/research-supervisors

3. 填写意向表
确定了所选研究领域的导师后，请填写一份意向表并直接提交至
fit-graduate.research@monash.edu

4. 获取申请邀请
在收到意向表后，我们将根据你提供的信息进行评估。如果评估认
为你符合拟申请研究型学位课程的入学要求，且我校具备你的研究
项目所需的导师与相关设施，则将向你发送申请邀请。

5. 提交申请
收到申请邀请并准备好所需文件之后，可以通过monash.edu/it/
graduate-education/apply在线提交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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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在墨尔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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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是一个进步、繁荣而美丽的国
度。我们的城市处处尽显优雅和国际大
都会风范，这里的迷人风景从纯净沙滩
到巍峨雪山一应俱全。

如果你希望获得难忘的学习体验，墨尔本将是你的不二之选——
墨尔本以热情好客、欢迎留学生并为他们提供宾至如归的氛围而
著称。

墨尔本人口超过四百万，是全世界最具多元文化色彩的城市之一。

墨尔本连续七年被评为全球最宜居城市*。在这个多姿多彩的多元文
化都市中，友善而开明的居民可享受发达的教育服务、医疗体系、公
共交通和安全环境，并且社会就业率较高。

墨尔本的经济组成健全而多元，拥有金融、信息通信技术、生物科
技、科研、制造业、航空航天与创意产业等多个实力强大的部门。这
里可提供丰富的兼职机会方便学生半工半读。

从美丽的公园、花园到顶尖艺术与音乐舞台——墨尔本应有尽有，
包括国际顶尖体育赛事以及丰富多彩的文化庆典。如果你热爱美
食，在澳大利亚的美食之都定能让你如愿以偿，墨尔本有3,000多家
餐厅，荟萃世界各地的琳琅美食。

* 经济学人智库，2011-2017年

墨尔本连续七年被评为全
球最宜居城市*。在这个多
姿多彩的多元文化都市中，
友善而开明的居民可享受
发达的教育服务、医疗体
系、公共交通和安全环境，
并且社会就业率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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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授课型研究生

蒙纳士大学信息技术学院还开设了一系列授课型研究生课程。成绩优
异的授课型研究生通过修读研究课程可获得研究型学位。研究课程包
括研究方法的培训以及所选课题的独立研究项目，其最终要求汇总为
一篇小论文。

商业信息系统硕士（MBIS）
商业信息系统硕士属于研究生学位，旨在帮助学生为日后从事以商
业为中心的信息技术工作做好准备，例如信息技术管理、项目管理、
商业信息系统、信息管理和知识管理等。该学位课程涵盖了支持商
业运营、支持管理者决策等商业信息技术范畴。商业信息系统硕士
课程包括理论基础和实践应用两个部分。

详情请访问monash.edu/it/courses/mbis

数据科学硕士（MDS）
数据科学硕士课程旨在帮助你掌握有效进行数据分析、数据管理和
数据处理所需的相关技能，做好数据科学领域的就业准备。课程内
容包括统计与探索性分析、数据格式与语言、海量数据集处理、数据
管理以及其在组织和社区中的作用和影响。此外，该课程还会探讨
更广泛的组织和社会问题，以及数据科学对社会的影响。

详情请访问monash.edu/it/courses/mds



29

我决定来澳大利亚，特别是蒙纳
士大学求学，看中的是这里的计算
机科学在机器学习和可视化领域
的实力。墨尔本是一座美丽的城
市，软件公司接二连三地涌现，这
让我的决定更加简单。在蒙纳士
大学的求学经历以及顺利完成课
程，对我的学术生涯产生了很大的
影响。它让我认识到自己擅长做研
究，而且激励我继续攻读机器学
习博士学位。”

Nandini Anantharama 
信息技术硕士及博士生

信息技术硕士（MIT）
信息技术硕士课程可赋予你应用尖端技术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
学会如何策划创新的信息技术解决方案、支持组织运行，并解决复
杂的社会、经济和技术问题。该学位课程将在特定领域深度培养学
生的理论和实践知识，为你传授信息技术行业领导职务所必需的
技能。

详情请访问monash.edu/it/courses/mit

网络安全硕士（MNS）
网络安全硕士课程将深入介绍各种最佳实践方法，以及有关设计、
分析、实施并管理网络安全系统和通信网络的原理。该课程将探讨
现代技术的运行与交互方式。学会在设计新系统时识别软件组件
和通信渠道中的潜在安全漏洞，以及如何最大限度地减少漏洞。该
课程涵盖网络安全和互联网研究界的新兴技术，带你走在行业发展
的最前沿。�

详情请访问monash.edu/it/courses/mns

项目管理硕士（MPM）
项目管理硕士学位课程是一门具有前瞻性的跨学科课程，整合了管
理跨部门项目与计划所需的知识。求学期间学生可在各种不同环境
中亲身体验战略项目的领导工作，如企业、政府和非营利组织的业
务交付、信息技术开发和工程解决方案等。该课程旨在传授专业的
项目管理知识，同时进行深度培训、讲解行业语言、授予专业工具，
助你在快速发展的领域内成为佼佼者。

详情请访问monash.edu/it/courses/m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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