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绿⾊色通道项⺫⽬目

绿⾊色通道项⺫⽬目                           
常问问题解答 

  2015年绿⾊色通道项⺫⽬目申请常⻅见问题解答 
对⼯工商管理感兴趣？是否可以⾃自由地规划⾃自⼰己的专业学习？为什么⼀一定要参加绿⾊色通道
项⺫⽬目？ 最低的录取标准是什么？这些问题都能从下⾯面找到答案，帮助你顺利申请2015
年绿⾊色通道项⺫⽬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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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你踏进UTSC的校园
时，便能了解为什么众多

学⽣生会选择这⾥里⼊入读。 
UTSC拥有⼀一流的设施，
坐落于HighlandCreek河
⾕谷公园中，是多伦多地区
最令⼈人⼼心仪的⼀一块绿地之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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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ris Bovaird, ⾼高级讲
师正在为学⽣生们上策略

管理课。⼯工商管理(BBA)
是UTSC最热⻔门的专业之
⼀一。

关于绿⾊色通道项⺫⽬目 

4 绿⾊色通道项⽬目是否要求托福或雅思成绩?

答: 考⽣生不需要提供任何包括雅思和托福在内的英⽂文考试成绩。然⽽而，考⽣生必须参加每年10⽉月
在中国举⾏行的多伦多⼤大学绿⾊色通道项⽬目英⽂文考试，若学⽣生顺利通过考试⽽而获得录取，学⽣生须到
校完成从五⽉月下旬到⼋八⽉月中旬为期⼗十⼆二周的暑期学术预备课程。成绩达到”B”的学⽣生顺利进⼊入
本科阶段的学习。

1 绿⾊色通道项⽬目的最低录取要求是什么?

答: 有机会被录取的绿⾊色通道学⽣生需要有较强的竞争⼒力。⾼高⼀一，⾼高⼆二期末成绩主要学科如英
⽂文，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历史，地理以⼀一百分制计算平均分达到80分(B以上).

2 如果不是来⾃自合作学校的学⽣生，是否能申请绿⾊色通道项⽬目?

答: 是可以的。⾮非合作学校的学⽣生可以通过合作学校进⾏行申请。⾼高中成绩平均分同样需要到达
80分。(合作学校名单，请点击: https://www.utsc.utoronto.ca/greenpath/partner-schools)。另外，⾮非
合作学校的考⽣生需要提供由所在⾼高中校长或教导主任签名的推荐信。(请点击下载：https://
www.utsc.utoronto.ca/greenpath/sites/utsc.utoronto.ca.greenpath/files/pdf/Letter%20of
%20Nomination%202014.pdf)

3 为什么考虑绿⾊色通道项⽬目?

答：⼗十⼆二周的绿⾊色通道暑期学术预备课程，⽬目的是加强绿⾊色通道学⽣生们的英语学习能⼒力，帮助
他们顺利完成从⾼高中到⼤大学的过渡，为他们以后在加拿⼤大学习⽣生活打下基础。绿⾊色通道的学⽣生
将体验加拿⼤大的教学模式和学习环境，包括学术上辅导，图书馆系统的运⽤用，增强对多伦多⼤大
学学制上的理解。这个课程设置注重于学⽣生的积极参与，培养学⽣生的独⾃自思考和研究能⼒力，深
刻地理解多伦多⼤大学教育体系，教学制度和诚信规范。学⽣生们在进⾏行语⾔言强化学习包括听、
说、读、写的同时，也不断学习和适应在加拿⼤大的新⽣生活。在成功完成绿⾊色通道的课程后，绿
⾊色通道的学⽣生9⽉月份开始⼊入读⼤大学本科⼀一年级。

https://www.utsc.utoronto.ca/greenpath/partner-schools
https://www.utsc.utoronto.ca/greenpath/sites/utsc.utoronto.ca.greenpath/files/pdf/Letter%20of%20Nomination%202014.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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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绿⾊色通道报名时，需要报考具体专业吗？那些专业具有带薪实习？

答：学⽣生⽆无需填写具体的⼦子专业，⽽而是在⽹网申当中选取专业⼤大项。关于带薪实习专业，可以参
看我们的宣传册第64, 65页。（https://www.utsc.utoronto.ca/greenpath/sites/
utsc.utoronto.ca.greenpath/files/pdf/GreenPathViewbook2015_final_low_res.pdf）

6 如果考⽣生已经学习GCE,BC,IB或其它国际⾼高中课程，是否还能申请绿⾊色通道项⽬目?

答：我们建议⾮非中国⾼高中课程的学⽣生(如国际课程中加学校，IB, A-Level)直接通过OUAC(安⼤大
略省⼤大学录取中⼼心)⾃自⾏行报考多伦多⼤大学。特殊情况下，如果学⽣生能够完成所有⾼高中考试并且
能在五⽉月底到校参加绿⾊色通道为期⼗十⼆二周的课程，那么申请将会被考虑。国际课程报名详情请
点击：https://www.utsc.utoronto.ca/greenpath/sites/utsc.utoronto.ca.greenpath/files/pdf/
App1_Messaging_for_Green_Path_Applicants_in_Non-Chinese_School_Systems.pdf)

7  绿⾊色通道项⽬目录取决定是怎样做出的？什么时候能收到正式录取通知书?

答：录取⼯工作是从接收到⼗十⽉月的绿⾊色通道英⽂文考试成绩开始。录取的标准是通过考⽣生的⾼高中成
绩和10⽉月英⽂文成绩等⽅方⾯面作出录取决定。学⽣生提交的其他学术和⾮非学术的各类获奖证书不会影
响到最终的录取决定，仅做录取⽼老师的参考。 绿⾊色通道办公室会在⼗十⼆二⽉月初⾸首先以邮件的形
式通知各个合作学校的录取结果，随后在⼗十⼆二⽉月中旬考⽣生会收到我们发出的正式通知书。

8  除英⽂文学习之外，是否有专业课学习？⼗十⼆二周的绿⾊色通道课程中我还能学到什么?

答：⽬目前⼗十⼆二周课程没有涉及任何本科专业课程。除了每天4个⼩小时英⽂文学习之外，课程还提
供⼀一系列的课外活动包括多伦多以及整个⼤大多地区著名景点的游览。另外学⽣生还会得到⽣生活技
能的训练，包括烹饪，⾝身⼼心健康，⾷食品安全以及⼈人⽣生安全⽅方⾯面的教育以及知名教授的讲座。

9 如果我已经⾼高中毕业由于⾼高考成绩不理想没有上⼤大学，是否还能申请绿⾊色通道项⽬目?

 答：不可以。

⼠士嘉堡校区学⽣生中⼼心

https://www.utsc.utoronto.ca/greenpath/sites/utsc.utoronto.ca.greenpath/files/pdf/GreenPathViewbook2015_final_low_res.pdf
https://www.utsc.utoronto.ca/greenpath/sites/utsc.utoronto.ca.greenpath/files/pdf/App1_Messaging_for_Green_Path_Applicants_in_Non-Chinese_School_System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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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身体验⾄至关重要。 UTSC的
实践性学习为同学们提供了许

多“动⼿手学习”的宝贵机会。
Marney Isaac教授正带领环
境科学系的学⽣生在实地采集样

本。 

10 ⼗十⽉月举⾏行的绿⾊色通道英⽂文考试是否与雅思相似？有⽆无过往考试的试卷样本?

答: 绿⾊色通道英⽂文考试⼀一般在⼗十⽉月的第⼆二周开始进⾏行。考试分为三⼤大部分：写作(50分钟, 阅读
理解(50分钟), ⼜⼝口语⾯面试(15分钟)，考试是由多伦多⼤大学⾃自⼰己出题，模式和雅思，托福有所不
同。因为考试保密因素，我们不提供任何试卷样本。

11 ⾼高考对于我⾮非常重要，如果我要参加6⽉月⾼高考，能否推迟到校时间?

答：不⾏行。你必须遵照录取通知书上的时间按时到校报道注册。如果你错过两周绿⾊色通道的课
程，你将⽆无法通过考试。若有特殊个⼈人或家庭紧急原因，请事先和我们取得联系以获得批准。

12
多伦多⼤大学有⾮非常特别的三校区制。如果在⼠士嘉堡校区学习并毕业，所得学位证书是否由多
伦多⼤大学统⼀一签发?毕业证书有那些学校领导签名?

答：三个校区的学⽣生都将获得由多伦多⼤大学统⼀一颁发的学位证书。毕业⽣生的⽂文凭是⼀一张附有
多伦多⼤大学印章，有校长，校董主席，院长和教务长的四⼈人签名。

13  在为期⼗十⼆二周的学习⽣生活中，我能否在校外住宿?

答：不允许。所有绿⾊色通道的学⽣生在项⽬目结束前都必须在校内住宿。

14 未通过⼗十⼆二周绿⾊色通道项⽬目课程的后果是什么? 每年有多少学⽣生不能通过绿⾊色通道项⽬目?

答：在为期⼗十⼆二周的学习中，学⽣生必须⼒力争取得“B”或以上的成绩。如果的你成绩
为”B-“或”C+”，将以留校察看⾝身份进⼊入⼤大⼀一本科的学习，⼤大⼀一选课每学期不能超过3门，并
且继续参加九⽉月到次年4⽉月周末英语课程的学习。如果成绩低于“C+”，将不能进⼊入⼤大学本科
学习⽽而需要第⼆二次英⽂文课程学习。每年我们会有较⼩小数量的学⽣生取得”B”以下的成绩。我们
相信只要学⽣生付出⾜足够的努⼒力，能够顺利通过绿⾊色通道的课程。

15 已经拥有加拿⼤大永久居民权，是否应按照加拿⼤大本国的学⽣生交付学费?

答：对于⼗十⼆二周课程⽽而⾔言，需要缴付和其他中国留学⽣生⼀一样的费⽤用。到校之后，你可以到注
册办公室(Registrar’s office)凭借移民⽂文件更新学⽣生⾝身份。在进⼊入⼤大⼀一后，所缴付的本课学费
按照加国本地学⽣生标准收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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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绿⾊色通道项⺫⽬目申请，录取程序以及本课专业 

16 ⾮非常感兴趣申请绿⾊色通道⼊入学奖学⾦金，请问申请步骤? 

答:⽬目前设有两个⼊入学奖学⾦金，E fund奖学⾦金共设⽴立12个以及江苏省奖学⾦金设⽴立两个，⾦金额每⼀一
学年加币5,000，四年共计加币20,000。报考绿⾊色通道的考⽣生⽆无需申请，我们会按照⾼高中成绩，
合作学校推荐以及其他所获得的奖项进⾏行评估。每年奖学⾦金获得者将在⼗十⼆二⽉月公布。 奖学⾦金获
得者必须在⼗十⼆二周的课程中有优秀的学术表现, 并获得⾄至少“A-”的考试成绩。颁奖仪式通常作
为绿⾊色通道毕业典礼的⼀一部分。没有获得⼊入学奖学⾦金的学⽣生在进⼊入本科阶段以后，依然会有很
多机会申请在校奖学⾦金。

17 AP课程是否可以转换学分? 如何将国际课程学分如A-Level发到多伦多⼤大学?

答: 如果考⽣生在⾼高中阶段已经选读AP课程，在选课以后及时通知绿⾊色通道办公室，告诉已选科
⽬目并且考试时间。⼀一般情况下，考⽣生需要通知US College Board(CEEB)将AP成绩直接通过互联
⽹网发送到多伦多⼤大学市中⼼心校区学⽣生注册办公室 (Enrolment Services Office)。 多伦多⼤大学的机
构号码是0982 (Assigned by CEEB)。更多详情请查阅学校⽹网站：（http://www.adm.utoronto.ca/
adm_pdf_files/aputsc.pdf). IB，GCE或其它其他国际课程转学分都能得到多伦多⼤大学的认可。学
⽣生五⽉月底到校以后，需要主动和绿⾊色通道办公室或者录取办公室取得联系，确定完成转学分。

18 我刚刚进⼊入中国⼤大学本科学习，是否还有资格申请绿⾊色通道项⽬目? 在中国⼤大学的学分是否能够
转⼊入到多伦多⼤大学⼤大⼀一的课程中?

答: 可以, 但是同时你需要提供你的⾼高考成绩单。⾼高中毕业⽂文凭以及你⼤大⼀一的成绩单和课程说
明，以上⽂文件均需要中英⽂文。诸如数学，计算机，微积分，物理，化学等类型课程将会被考虑
转学分。需要注意的是，所有已经就读⼤大⼀一的学⽣生必须在五⽉月到校后进⾏行⼀一个转学分的评
估。 详情请点击: (https://www.utsc.utoronto.ca/admissions/how-apply-transfer-credi) 
(http://webapps.utsc.utoronto.ca/regoffice/transfer_credit/tc_enter.php?id=pre_adm)

19 在⽹网上进⾏行申请本课专业最多选择⼏几个? ⽹网上申请截⽌止⽇日期是什么时候?

答：学⽣生总共能在⽹网上申请选择三种不同领域的本课专业。绿⾊色通道的截⽌止⽇日期为每年的九⽉月
30⽇日。

20 如果想考多伦多⼤大学的⼯工程，建筑，体育，⾳音乐等专业，能否通过绿⾊色通道项⽬目进⾏行申请?

答：⽬目前绿⾊色通道项⽬目仅在多伦多⼤大学⼠士嘉堡校区开展。⼠士嘉堡校区不提供⼯工程，建筑等学科
的本课专业。如果你想进⼊入上述专业学习，应该单独通过OUAC提交多伦多⼤大学圣乔治校区的
申请。 
最近⼠士嘉堡校区新设了如环境⼯工程本硕连读等专业。学⽣生在本科阶段⼊入读环境⽣生物，环境化
学，环境物理及环境地质等专业可以在⼤大三申请⼯工程硕⼠士专业，民⽤用⼟土⽊木⼯工程(Civil 
Engineering)和化⼯工⼯工程(Chemical Engineering), 获得第⼆二次录取以后，学⽣生在⼤大四阶段开始上⼀一
些硕⼠士课程，第五年毕业以后可以拿到BSc和MEng本硕双学位。详情请点击 (http://
www.utsc.utoronto.ca/~registrar/calendars/calendar/Environmental_Science.html) 

http://www.adm.utoronto.ca/adm_pdf_files/aputsc.pdf
https://www.utsc.utoronto.ca/admissions/how-apply-transfer-credi
http://webapps.utsc.utoronto.ca/regoffice/transfer_credit/tc_enter.php?id=pre_adm
http://www.utsc.utoronto.ca/~registrar/calendars/calendar/Environmental_Scienc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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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怎样选择合适的本科专业?

答：在报考绿⾊色通道项⽬目当中学⽣生需要选择本科专业。学⽣生应该尽早按照⾃自⼰己将来事业发展取
向，个⼈人兴趣做⼀一个合理的规划和⽬目标。关于⼠士嘉堡校区的本科专业，可以参考绿⾊色通道宣传
⼿手册第61-62页（电⼦子版请点击https://www.utsc.utoronto.ca/greenpath/sites/
utsc.utoronto.ca.greenpath/files/pdf/GreenPathViewbook2015_final_low_res.pdf). 如果依然⽆无法确定
要报考的专业，请与我们绿⾊色通道办公室取得联系: (https://www.utsc.utoronto.ca/greenpath/
contact-us)或到校以后到学术指导中⼼心取得帮助 (Academic Advising & Career Centre)。 
选择专业，你可以考虑以下⼏几个⽅方⾯面：1. 你的兴趣点所在; 2. 你的学术⽅方⾯面的优势; 3. 在⾼高中学
习期间那⼀一领域表现突出; 4. 所选专业是否⾮非常具有竞争⼒力，课程难度是否可以胜任？5. 所选
专业在以后在北美，中国或者其他地区获得的⼯工作机会; 6.你为什么想要申请这个专业

22 关于在本科的学位学习，多伦多⼤大学有专修，双主修和⼀一主修加两个辅修，具体有那些分别?

答:  ⼤大学毕业要求之⼀一是学⽣生在三种不同的学位学习完成所有学分学习。有包括专修，双主修
和⼀一主修加两个辅修。所有管理专业都是专修。以⼀一个主修加两个辅修是在这三种中难度相对
⽐比较低⼀一些。 
－ 专修：专修要求学⽣生对某⼀一专业进⾏行深度和集中的学习，⾄至少需要在该专业范围内(BA, BSc, 
BBA)修满9-16个学分。在C/D (⼤大三/⼤大四) ⽔水平的课程中，⾄至少完成四个学分其中D (⼤大四) ⽔水平
课不能少于⼀一个学分。 
－ 主修：主修要求学⽣生对某⼀一专业或某些专业进⾏行⼀一定深度和较为集中的学习，⾄至少需要在所
选专业范围内修满6-8.5个学分，其中⾄至少包括C/D (⼤大三/⼤大四) 两个学分的学习。学⽣生可以⾃自由
组合相近或者跨领域的两个主修专业。 
－ 辅修：辅修旨在拓宽学⽣生的知识领域，学⽣生可在不同的专业领域选择其中⼀一些并修满4个 
学分，其中不少于⼀一个C/D(⼤大三/⼤大四)学分。

23 多伦多⼤大学⼠士嘉堡校区是否提供交换⽣生项⽬目，是否将来能够到加拿⼤大以外的国家学习?

答：是的。多伦多⼤大学为学⽣生提供很多出国学习项⽬目。其中包括⼤大学交换⽣生项⽬目以及暑期国际
交流项⽬目。学⽣生所到⼤大学都是世界各国与多伦多⼤大学合作的顶尖学府。完成⼤大⼀一的学业后，学
⽣生可以申请海外学习，详情请点击：（http://www.cie.utoronto.ca/). 多伦多⼤大学与⼗十所中国⼤大陆
以及⾹香港⼤大学有交换协议。到校之后需要相关帮助，请到国际留学⽣生中⼼心，（(http://utsc-
isc.ca/)， 位于IC楼的第三层。

https://www.utsc.utoronto.ca/greenpath/sites/utsc.utoronto.ca.greenpath/files/pdf/GreenPathViewbook2015_final_low_res.pdf
https://www.utsc.utoronto.ca/greenpath/contact-us
http://www.cie.utoronto.ca/
http://utsc-isc.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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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在完成⼤大⼀一学习以后，是否可以调整专业?

答：只要符合条件是可以的。调整专业也会对学⽣生今后的课程造成变动，⽐比如需要再补修新专
业必修的⼤大⼀一课程等。建议学⽣生在转专业前能够和学术指导中⼼心的⽼老师(Academic Advising & 
Career Centre)取得帮助和建议。符合条件，学术可以在ROSI系统中的Subject POSt & Degree 
POSt选项处更改专业。

25 对⼠士嘉堡校区的带薪实习项⽬目很感兴趣，但是不知道我的成绩是否到达该项⽬目要求?

答：带薪实习项⽬目是多伦多⼤大学⼠士嘉堡校区最具竞争⼒力的项⽬目。申请理科，社会学，⼈人⽂文学，
艺术类带薪实习专业的学⽣生必须在⾼高⼀一和⾼高⼆二的考试中取得平均分85分或更⾼高并在⼗十⽉月的绿⾊色
通道英语考试中取得优异的成绩。对于申请管理系带薪实习项⽬目的学⽣生必须在⾼高⼀一和⾼高⼆二的考
试中取得平均分90或更⾼高，同样也要在绿⾊色通道⼊入学考试中取得好的成绩。

26 怎样确定带薪实习项⽬目是否有益于我?

答：带薪实习项⽬目为学⽣生提供宝贵的实习机会和北美⼯工作经验，让学⽣生在⼯工作环境和实际⽣生活
中运⽤用他们所学到的知识。如果学⽣生想在⼤大学期间获得8-12个⽉月的⼯工作经验，并且学⽣生有较好
的学术表现和表达沟通，⾃自我管理能⼒力，带薪实习项⽬目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27 ⾮非常想进⼊入带薪实习项⽬目，如果我在申请绿⾊色通道项⽬目时未能直接获得带薪实习的机会，以后
是否还能继续在校申请?

答：学⽣生在⼤大⼀一结束后可以再次申请带薪实习专业不过有相应的成绩要求。学⽣生在申请前可以
咨询带薪实习项⽬目办公室(IC楼⼀一层)或者Registrar’s office以获得更多的信息。

28 多伦多⼤大学每年会收取到多少针对于管理系的申请?　每年管理系会录取多少学⽣生?

答：随着管理专业竞争⽇日益增⼤大，所申请的学⽣生也逐年增加。就2013年⽽而⾔言，我们收到共计
2,156份管理带薪实习专业的申请 (包括经济学)竞争185个名额。在管理⾮非带薪实习专业的185个
名额中，我们收到共计1,552份的申请。未能进⼊入管理系的学⽣生将被⾃自动默认为其它专业。未申
请到管理BBA的学⽣生在⼤大⼀一可以选取BBA学位所要求的⼤大⼀一课程，并通过良好学业表现在⼤大⼆二
时获得进⼊入管理BBA的资格。

29 如果将来打算攻读⼯工商管理硕⼠士(MBA)，为什么很重要在本科期间选择管理专业(BBA)?

答：多伦多⼤大学⼠士嘉堡校区的管理专业(BBA)是北美⼤大学中最顶尖的专业之⼀一。如果你已获得
管理的本科学位并打算攻读MBA，那你的进度将快于⾮非管理本科专业出⾝身的学⽣生。许多⼤大学都
会为本科为管理专业的学⽣生豁免部分MBA硕⼠士课程，所以毕业进程会更快⼀一些。

30 管理的带薪实习专业⼀一共有多少个⼯工作期？ 第⼀一个⼯工作期在什么时候开始？我是否能在四年内
按时毕业?

答：⼀一共有三个每个均为四个⽉月的⼯工作期。第⼀一个⼯工作期在你完成七个学分后开始。学⽣生能够
在四年内完成学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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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BBA和BCom 的主要区别是什么?

答：BBA通常是北美⼤大学所开设的⼯工商管理本科专业，⽽而BCom是起源于英国，历史上⽐比较偏
重于研究欧洲的商科专业。市中⼼心圣乔治校区罗特曼商学院的BCom较侧重于经济学研究，⼠士
嘉堡校区的BBA学位则较偏向于企业现代管理。 
其实⾮非常重要的⼀一点，多伦多⼤大学这两个商科专业BBA和BCom之间的区别其实很⼩小，因为⼠士
嘉堡校区任教管理学院的教授也都在罗特曼管理学院任教, 所以两个校区的课程其实很相似。
BBA管理专业的学⽣生不但能够学到管理学的专业知识，也有扎实的经济学基础，为将来学⽣生攻
读MBA打下坚实的基础。⼠士嘉堡校区BBA的特点是： !
a.     ⼠士嘉堡校区有规模很⼤大的带薪实习项⽬目，学⽣生的课程重点在在今天雇主的需求上，学⽣生拥
有较好的⼯工作前景。 !
b.     ⼠士嘉堡校区经济学与罗特曼商学院以及多伦多⼤大学⼈人⼒力资源学院有着紧密的联系，也就意
味着经济学课程更侧重于现实的商业⽽而⾮非仅停留在理论。

32 在完成⼤大⼀一的课程后是否能够申请多伦多⼤大学其他校区?

答：可以的。你能在⼤大⼀一结束后从⼠士嘉堡校区转到圣乔治或密西沙加校区。在你作出决定之
前，建议先咨询绿⾊色通道办公室，我们会帮你分析转校区是否对你有益。以下是⼀一些引以⼠士嘉
堡校区⾃自豪的优势： 
a.     校园规模相对较⼩小，建筑紧密相连，学习环境相对安静。 
b.     课堂规模相对较⼩小。教授有预留更多的办公室时间为学⽣生解决学术上的难题。 
c.     有超过40个不同的带薪实习专业，给学⽣生提供更多的实践机会。 
d.     在整个⼤大学四年期间，将随时获得绿⾊色通道办公室团队的⽀支持和帮助。 
e.     更多助教，科研助理的在校⼯工作机会。 
f.     较新的校园，如刚刚竣⼯工的多伦多泛美运动中⼼心。

33 在⼤大学每⼀一个学期，应该选多少门课为佳？完成毕业需要读多少门课？

答：作为全⽇日制学⽣生每⼀一学年(9⽉月到次年5⽉月)， 需要⾄至少6门课，⼀一般学⽣生选满10门课。多伦多
⼤大学毕业需要完成40门课，20个学分(⼀一般是⼀一门课0.5学分)。

34 能否在圣乔治校区和密西沙加校区选读我的专业课程?

答：可以。三个校区的所有课程都能够算⼊入你的总学分中，包括专业课和选修课。如果所选其
他校区的课程为你的专业要求课程，在选课前务必咨询你的专业导师 (Program Supervisor)。另
外要达到相应的GPA和学分的最低要求。我们建议你决定选取其它校区课程之前到AACC  
(Academic Advising & Career Centre)办公室以获得更多信息。

35 多伦多⼤大学⼠士嘉堡校区⼤大学课堂的平均规模是什么样?

答：⼤大学课堂依照不同年级和专业会有不同的学⽣生⼈人数，课堂平均规模为20到500⼈人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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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如果进⼊入⼤大⼀一以后⼗十分想进⼊入⼀一个⼈人数有限制⽽而且竞争强的专业，我该如何准备？ 如果第⼀一次
申请时未能进⼊入该专业，我是否还能再次申请?

答：⼀一般情况下，有⼈人数限制的专业需要2.50以上的GPA要求，每年GPA的要求都有变化，⽽而
且想继续保留成为该专业的学⽣生，你每年的GPA都必须达到该专业要求。同时，在⼤大⼀一后申请
⾃自⼰己喜爱的专业前，还需要完成该专业所要求的相关预备课程以及达到⼀一定的学分要求，你能
在课程⼿手册（UTSC Calendar) 上找到该专业的录取要求。如果你申请的是带薪实习的专业，你
需要提交更多的信息。本科学⽣生可以多次申请有⼈人数限制的专业，每年会有两次选专业的机
会，第⼀一次在四⽉月，第⼆二次在七⽉月。然⽽而，⼀一些特殊专业对学⽣生的学分数设有要求，⽐比如管理
专业不接受拥有超过10个学分的学⽣生申请。

37  收到正式录取通知书以后，什么时候可以办理赴加拿⼤大的签证?

答：建议考⽣生在1⽉月底，2⽉月初提交签证申请。晚交申请，极有可能影响到12周课程。12⽉月考⽣生
收到的正式录取通知书已经包括12周学术预备课程的信息，所以学⽣生⽆无需在申请签证前准备雅
思，托福考试。

38 听说⼠士嘉堡校区提供较多的助教或实验助理的⼯工作机会，我是否能够申请?

答：助教的主要⼯工作有安排考场，监考，批阅考卷以及教授辅导课。助教和实验助理的职位都
能在很多不同的部门获得。如果学⽣生有较优秀的成绩，得到教授认可，极有可能会被录⽤用。上
述两种职位的⼯工作时间为每学期60-80个⼩小时不等。

39 国际留学⽣生是否有在校外⼯工作的机会？

答：国际留学⽣生能够在校外⼯工作但是必须符合加拿⼤大政府相关的移民法规。⽐比如每周最多⼯工作
⼩小时数，学⽣生必须是注册的全⽇日制学⽣生。如果需要更多关于⼯工作签证申请的信息，请到校后咨
询国际留学⽣生中⼼心 (International Student Centre)。 (⽹网站: http://utsc-isc.ca/)

“UTSC的丰富
学术资源和⾝身
边教授、教职
⼈人员的⼤大⼒力⽀支
持造就了我现
在的成功。⾄至

关重要。 UTSC
真的让我感觉
像是回到了

家。” — 包梦
恬，2013届毕
业⽣生第五届绿
⾊色通道学⽣生计
算机与数学科
学专业 

http://utsc-isc.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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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如果从多伦多⼤大学毕业以后，是否能够留在加拿⼤大找⼯工作， 定居？

答：依据现有的移民政策，国际留学⽣生在毕业后允许申请三年⼯工作签证，留在加拿⼤大以获得本
科专业相关的⼯工作经验。获得⼯工作以后，可以申请定居加拿⼤大的永久居民。

41 每年在UTSC的本科学费是多少？

答：每年多伦多⼤大学本科学费将在六⽉月公布。2015-2016年度国际学⽣生⼀一学年，两个学期(9⽉月－
5⽉月) 的学费为加币$ 38,810. 请参看总教务长⽹网站 (http://www.provost.utoronto.ca/link/students/
fees15/intl_as.htm). ⼤大学费⽤用有变化恕不另⾏行通知. 请注意部分热门专业如UTSC的管理，计算机
在⼤大⼆二以后费⽤用会略⾼高于平均⽔水平。详情参阅学⽣生缴费⽹网站: (www.fees.utoronto.ca). 每⼀一学期
的带薪实习费⽤用⼤大致在$320到$400之间。 

42 ⽗父母⾮非常想了解我在校的成绩？这⽅方⾯面学校有那些建议？

答：我们⾮非常希望学⽣生尽可能诚实，直接和⽗父母分享在⼤大学阶段的学习进步情况，这样他们会
更加的⽀支持和理解。

mailto:michaelli@utsc.utoronto.ca
http://www.provost.utoronto.ca/link/students/fees15/intl_as.htm
http://www.fees.utoronto.c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