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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利法克斯

Canada

U.S.A.

新斯科舍省(Nova Scotia)省会哈利法克斯市(Halifax)是加拿大东海岸（大西洋沿岸）最大的城

市。每年约有5万名大学生来到这里的10余所高等院校求学。哈利法克斯被称为加拿大的“教育城

市”, 以其夜生活，节日，现场音乐，和美食而闻名，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安全，且对留学生极

其有好的城市。与加拿大其他大多数城市不同的是，哈利法克斯97％的人口以英语为主要语言，

同时ECLC能够提供全英语生活的寄宿家庭，让学生能够沉浸其中体验到完整的英语生活。低于加

拿大其他城市的生活成本也是留学生选择哈利法克斯作为学习目的地的原因之一。ECLC位于哈利

法克斯市中心，能够确保学生们充分享受与了解拥有自然之美且历史悠久的城市。无论是短期

的语言学习，还是有计划接受高等教育(University与College)，哈利法克斯都将会成为你的新

家。欢迎来到哈利法克斯！

2



EAST COAST
LANGUAGE COLLEGE

ECLC是一所英语学校，是雅思考试指定考点。 

1998年由ESL培训专家创建至今。学校旨在通过激

励学生不断进取，帮助学生取得学业和个人成功。

 

2011年落成的新校园不仅明亮温馨，而且功能齐

全。明快的颜色搭配和精心的装饰布置遍布校园。

在温馨的氛围中，学生可以在宽敞的休息室里放松

或者学习。

哈利法克斯
市中心

最多200名学生
19间教室

学生 
休息室

每班8-10人

免费
Wi-fi

电脑室

3



食宿

寄宿家庭

每周$200 (未成年学生每周$220) 包含3餐

我们强烈推荐学生选择寄宿家庭项目。和当地加拿大家庭生活在一起非常有利

于学生提高英语水平，了解当地风俗文化，以及适应在哈利法克斯的新生活。

寄宿家庭项目能给学生在加拿大宾至如归的感受，学生也能从寄宿家庭获得适

应新文化的帮助。

学生宿舍 – Granville Hall（格兰维尔宿舍）

每周$245-$265

格兰维尔是专为国际学生考虑而设计建造的宿舍。学生不但能够居住在哈利法

克斯市中心，而且周到完善的服务环境帮助学生间缔结终身友谊。

追求高质量住宿条件的学生可以选择单人间或者双人间。长住宿舍管理员为学

生提供各种支持。宿舍楼内空间宽敞，方便学生学习、休闲和交友，每一层都

设有多个卫生间、公共区域和一个厨房，保证了学生生活在一个舒适、私密兼

顾社交的氛围中。

Bed Airport
Pickup

Private
Closet

Study
Desk

Highspeed
Internet

Laundry
Access

3 Meals
per 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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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外活动
ECLC每周都会为学生们提供2至4个社交

活动。小型活动有语言交换，访问当地

公园和餐厅，大活动有参加城市特别活

动，去海边看灯塔，野营和去爱德华王

子岛等周末旅行-每个学生都会找到适

合自己的活动！
足球

泡泡球

毕业典礼

滑雪

高帆船节 滑雪 宇宙保龄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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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滩欢乐 万圣节舞会

划独木舟摘草莓野营

哈利法克斯公共花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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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提升必要的英语语言能力，UCP大学衔接课程能够为国际学生

日后大学学业的成功做好准备. 

目标

UCP课程注重提高学生在学术环境中的整体英语能力，包括阅读、写

作、听力和口语。在这些技能领域中，学生侧重发展：

• 学术写作与文献

• 聆听讲座与记录笔记

• 阅读与注释

• 编辑与校对

• 做演示

• 调研

• 避免抄袭

• 学术词汇

• 演讲

• 辩论

 

所有课程均包含人际交往技巧、增进跨文化意识和提高批判性思维

等教学目标。学生必须通过解决问题和团队合作来成功达到课程要

求。

研究生衔接课程（PGP）

研究生衔接课程是为期十周的全日制课程，学生将通过研究生级别

的集中训练取得所需的语言和学术技能。课程结束后，PGP毕业生将

拥有相当于7.0雅思的语言技能并且满足进入合作大学研究生学习的

英语条件。

大学衔接课程
UCP

教育培训

语言技能

批判性思维能力

时间管理技巧

衡
量
大
学
学
业
成
功
的
因
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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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时长

学生到达ECLC后会首先进行入学测试, 学习时间取决于入学时的英语水平。课程每个级别的时长是10周。 没有雅思

成绩的学生可以通过入学测试判断级别.

研究生衔接课程(PGP)：

计划进入爱德华王子岛教育学硕士的学生需要读此级别。

*图表仅供估算参考。基于入学测试结果中学生英语应用能力和写作能力情况，ECLC保留调整学生课程级别的权力。
**入读UCP500课程的学生可以下午同时兼修大学课程。尚未获得大学录取通知书的学生或者无法兼修大学课程的学生须在ECLC全职就读
选修一门下午课程。
**学生只能在每个新学期之初参加UCP500课程。

60周进入大学 - 50周进入学院 

50周进入大学 - 40周进入学院

40周进入大学 - 30周进入学院

30周进入大学 - 20周进入学院

20周进入大学 - 10周进入学院

10周进入大学

UCP
EC
LC
 衔

接
课
程

无
衔
接
课
程

课程 一般英语课程 大学衔接课程

级别* 基础 100级 200级 300级 400级 500级**

雅思要求 4.0 4.5 5.0 5.5 6.0

入学测试

入学测试

日常交流英语课程
基础&100级
(如有需要)

日常交流英语课程
基础&200级
(如有需要)

大学衔接课程
200-500级

(学院只需通过
200-500级)

雅思考试预备课程/

雅思考试强化课程

 达到大学语言
录取要求

(无需雅思成绩)

雅思考试
达到大学语言
录取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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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CP
课时

时间 课程

08:45 - 10:15 基本技巧或雅思课程

10:15 - 10:30 休息

10:30 - 12:00 基本技巧或雅思课程

12:00 - 13:00 午间休息

13:00 - 14:10 UCP课程

14:10 - 14:20 休息

14:20 - 15:30 UCP课程

*周五下午没有课.

其他费用

申请费 $160

书本费(每期) $180

食宿安置费 $285 

寄宿家庭费(每周)(19岁及以上成人) $200/周

寄宿家庭费(每周)(19岁以下未成年人) $220/周

寄宿家庭重置费 $110 

监护人费(19岁以下未成年人) $190 

全日制课程教材费(包含教科书) $180 

非全日制课程教材费(包含教科书) $125

留学生健康保险 每天$2 

学生证 $20

学费

全天强化学习 1 周  10 周

日常交流英语(EC) $300  $3,000

雅思课程(IP) $325 $3,250

雅思强化课程(II) $365 $3,650

大学衔接课程(UCP)200-500级 $4,875

UCP兼职500级(兼修大学正课) $3,600

研究生衔接课程(PGP) $4,875

ECLC 级别 CEFR 雅思 托福 

UCP 200 B1 5.0 35-45

UCP 300 B1+ 5.5 46-59

UCP 400 B2 6.0 60-78

UCP 500 B2+ 6.5 79-93

研究生衔接课程(PGP) C1 7.0 94-101

*此表仅作参考

9



UCP

UCP 500(兼修大学课程)  

雅思要求6.0分，小分不低于5.5分 

8:45-12:00 星期一至星期五 

研究生衔接课程(PGP) 

雅思要求6.5分，小分不低于6.0分 

8:45-15:30 星期一至星期四 

8:45-12:00 星期五
2019年日期:

1月 2日 – 3月8日 

3月11日 – 5月17日

5月21日 – 7月26日 

9月3日 – 11月1日

2019年日期: 

6月24日 – 8月30日

10月7日 – 12月13日

UCP 500

雅思要求6.0分，小分不低于5.5分 

8:45-15:30 星期一至星期四 

8:45-12:00 星期五

特别强化课程每天16:00结束 

2019年日期:

1月 2日 – 3月8日 

3月11日 – 5月17日

5月21日 – 7月26日 

6月24日 – 8月30日

7月29日 – 8月30日(特别强化课程)

9月3日 – 11月1日

10月7日 – 12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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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UCP 200

雅思要求4.5分，小分不低于4.0分 

8:45-15:30 星期一至星期四 

8:45-12:00 星期五

2019年日期: 

1月 2日 – 3月8日 

3月11日 – 5月17日

5月21日 – 7月26日 

7月29日 – 10月4日

10月7日 – 12月13日

UCP 400

雅思要求5.5分，小分不低于5.0分 

8:45-15:30 星期一至星期四 

8:45-12:00 星期五 

2019年日期: 

1月 2日 – 3月8日 

3月11日 – 5月17日

5月21日 – 7月26日 

6月24日 – 8月30日

7月29日 – 10月4日

10月7日 – 12月13日

UCP 300

雅思要求5.0分，小分不低于4.5分 

8:45-15:30 星期一至星期四 

8:45-12:00 星期五

2019年日期:

1月 2日 – 3月8日 

3月11日 – 5月17日

5月21日 – 7月26日 

7月29日 – 10月4日

10月7日 – 12月13日



合作院校
合作大学 地点 学院文凭 学士学位 研究生学位

达尔豪斯大学 Dalhousie University 哈利法克斯, 新斯科舍

圣文森特山大学 Mount Saint Vincent University 哈利法克斯, 新斯科舍

新斯科舍艺术与设计大学 NSCAD University 哈利法克斯, 新斯科舍

圣玛丽大学 Saint Mary’s University 哈利法克斯, 新斯科舍

国王学院大学 University of King’s College  哈利法克斯, 新斯科舍

阿卡迪亚大学 Acadia University 沃尔夫维尔, 新斯科舍

比索大学 Bishop’s University 舍布鲁克(谢布克), 魁北克

布鲁克大学 Brock University 圣凯瑟琳, 安大略

湖首大学 Lakehead University 桑德贝, 安大略

纽芬兰纪念大学 Memorial University 圣约翰，纽芬兰

蒙特爱立森大学 Mount Allison University 塞科维尔, 新不伦瑞克

圣佛朗西斯泽维尔大学 St. Francis Xavier 

University 
安蒂戈尼什, 新斯科舍

爱德华王子岛大学 University of Prince Edward 

Island
夏洛特敦, 爱德华王子岛

里贾纳大学 University of Regina 里贾纳，萨斯喀彻温

合作学院 地点 学院文凭 学士学位 研究生学位

东方学院 Eastern College 哈利法克斯, 新斯科舍

新斯科舍早期儿童教育学院 Nova Scotia College 
of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哈利法克斯, 新斯科舍

新斯科舍社区学院
Nova Scotia Community College

哈利法克斯与其他12个校区, 
新斯科舍

新不伦瑞克社区学院 New Brunswick Community 
College

蒙克顿与其他5个校区, 新布伦瑞
克省

乔治亚学院 Georgian College 贝瑞， 安大略

圣劳伦斯学院 St. Lawrence College 金斯顿, 安大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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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学术名校, 北美顶级大学之一. 成立于1818年,是加拿大最古老的

大学之一,吸引超过18500名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 达尔豪斯大学坐落于

加拿大东海岸, 拥有着世界顶级学术课程和尖端研究项目, 是加拿大新

斯科舍省最著名及规模最大的大学, 各类专业齐全.

平均学费:

学生总数:

国际学生:

ECLC UCP 500级毕业分数要求:

$17,000

18,500

16%

80%

哈利法克斯, 新斯科舍 www.dal.ca 公立大学

热门专业: 工程，计算机科学，建筑，医学, 法律

达尔豪斯大学

计算机科学学院 
计算机科学本科学士 (可选带薪实习)

人工智能与智能系统 / 通讯技术与网络安全 / 数据科学 / 环境可持续与社会 

/ 制图、游戏与多媒体

信息学本科学士 (实习课程)

环境可持续发展与社会 / 软件系统

管理学院
商业本科学士 (实习课程)

会计 / 创业学 / 金融 / 国际商务 / 人员和组织管理 / 市场营销 / 市场管理

管理本科学士 (可选带薪实习)

创业与创新 / 环境可持续发展与社会 / 知识管理 / 领导力与机构 / 管理与

全球化 / 公共区域管理

管理本科 /科学娱乐本科双学位

工程学院 
工程大专文凭

工程本科学士(可选带薪实习)
化学 / 土木 / 电气 / 环境 / 工业 / 材料 / 机械 / 矿产

有条件录取通知书(CLOA)等待时间: 8周

申请截止时间: 9月份入学4月1日截止申请; 1月份入学9月15日截止申请

录取押金: $200 (不退还)

申请材料:  

• 申请表

• 申请费 ($70)

• 原毕业学校成绩单（证书）原件 

• 护照复印件

• ECLC录取通知书

• 个人简历 (如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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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00

4,050

17% 

75%

哈利法克斯, 新斯科舍 www.msvu.ca 公立大学

圣文森特山大学

理学本科学士 (BSC)
应用营养学 / 应用统计学 / 生物 / 化学 / 计算机科学 / 数学 / 物理 / 心

理学

职业研究
应用营养学 / 商务管理 / 儿童与青少年研究 / 家庭研究与老年学 /

信息技术 / 公共关系 / 科学通讯 / 旅游酒店

文学本科学士（BA）
加拿大研究/传播学/文化研究/经济/英语/家庭研究/法语/德语/老年学/历史/

信息技术/哲学/政治研究/心理学/公共政策/宗教研究/社会学/人类学/西班牙

语/妇女研究/写作 

有条件录取通知书(CLOA)等待时间: 2 周

申请截止时间: 

9月份入学6月22日截止申请 

录取押金: $275 (不退还) 

申请材料: 

• 在线填写申请表

• 申请费: $40

• 原毕业学校成绩单（证书）原件

• 护照复印件

• ECLC录取通知书

圣文森特山大学一直致力于成为创新型教学和科研的典范，培养具有

社会责任感的国际化人才。圣文森特山大学以其独树一帜的教学理念

和校园特色在当地、加拿大国内乃至世界有着深远的社会影响力。学

校以小班化教学和注重个性化学习而享誉世界。来自于加拿大和超过

50个国家的4000多名学生通过在校或者远程学习都可以共享富有特色

的学校课程和校园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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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学费:

学生总数:

国际学生:

ECLC UCP 500级毕业分数要求:

特色专业: 营养学, 商务, 旅游，教育，公共关系



新斯科舍艺术与设计大学是加拿大最古老的独立艺术设计类大学之

一，该校对视觉艺术领域的教育和研究在北美地区一直处于领先和核

心地位。新斯科舍艺术与设计大学注重为艺术家、设计家、学者和公

众建立紧密而又富有建设性的联系，是引领地区、国内和国际间艺术

交流的领导者。

$17,600

900

70%

哈利法克斯, 新斯科舍 www.nscad.ca 公立大学

特色专业: 设计研究生, 设计本科, 艺术本科

新斯科舍艺术与设计大学

学士文凭
工作室视觉艺术证书

陶瓷/设计/绘画/电影/一般实践/跨媒体/珠宝设计与冶金/绘画/摄影/版画/雕

塑/纺织品

教师视觉艺术证书

设计学士证书

研究生
设计硕士

艺术硕士

本科
文科学士 – 主修艺术史

设计学士 – 主修跨界设计

艺术学士
无主修（跨界）/ 制陶 / 影视 / 精细艺术 / 跨媒体 / 珠宝设计和金属加工 

/ 摄影 / 纺织

有条件录取通知书(CLOA)等待时间: 2周

申请截止时间: 9月份入学6月1日截止申请；1月份入学10月1日截止申请；研

究生1月15日截止申请。 

详细信息请参阅: www.nscad.ca

录取押金: $200 (不退还)； PBAC+研究生 $2000

本科申请材料: 

• 在线填写申请表

• 在线作品集

• 申请费: $70

• 原毕业学校成绩单(证书)原件

• 护照复印件

• ECLC的录取信

• 申请文书(本科) 

作品集要求:

基础申请：

1.10-20件完成的作品(可以是近期作品，也可以是3年内作品)–如果列入3年前

的作品，申请人需要在列表中说明列入的原因以及作品与此次申请具有何种相

关性。    

申请人的文件夹中必须使用至少3种不同的媒质。请参看不同媒质的范例。也可

以使用范例之外的媒质。

2.另外10张写生或素描本/笔记本/平日日志等

这些图片应该展示申请人的作品制作过程, 你是如何规划的, 你的灵感来源于

哪里. 例如, 列表, 故事板, 写作, 研究, 废料零头, 碎片剪报, 拼贴画或素

描。

优秀申请：

1.10-20 件完成的作品:

a.作品包含的媒质应体现申请人对申请主修专业的兴趣。(例:想主修摄影专业

的作品应包含摄影作品)

b.不仅如此，申请人还要囊括体现出对基础艺术和设计原理掌握程度的其他作

品

14

平均学费:

学生总数:

ECLC UCP 500级毕业分数要求:



$14,620

7,121

30%

70%
哈利法克斯, 新斯科舍 www.smu.ca 公立大学

圣玛丽大学

有条件录取通知书(CLOA)等待时间: 1 - 2 周

申请截止日期: 9月，1月，5月，7月入学(全年接受报名)

录取押金: 无($500 用于在校住宿)

申请材料: 

• 在线填写申请表

• 申请费: $40

• 原毕业学校成绩单(证书)原件

• 护照复印件

• ECLC录取信

SOBEY商学院
证书课程
金融工具分析 / 人力资源管理

本科学士课程 
会计 / 计算机信息系统 / 经济学 / 创业学 / 金融 / 商务研究 / 全球商业

管理 / 人力资源管理和产业关系 / 产业关系管理 / 营销学

圣玛丽大学位于市中心，拥有超过七千名全日制学生或兼读制学生。

学校在全球社区中始终处于领先地位，4万名毕业生遍布超过140个国

家。众多国际合作伙伴认同圣玛丽为世界公民提供教育的办校理念，

大约25%的圣玛丽学生来自于加拿大以外的其他国家，圣玛丽以学生多

样化而备受赞誉。

文学院
证书课程
加拿大大西洋研究 / 中国研究 / 德语与文化 / 日本研究 / 语言学 /

西班牙语与西班牙文化

本科学士课程 
人类学 / 亚洲研究 / 大西洋加拿大研究 / 古典文学 / 犯罪学 / 英语 /

创业 / 经济 / 法语 / 地理 / 德语研究 / 西班牙文化研究 / 历史 /

国际发展研究 / 爱尔兰研究 / 语言学 / 数学 / 哲学 / 政治学 / 心理学 / 

宗教研究 / 社会学 / 西班牙语

15

平均学费:

学生总数:

国际学生:

ECLC UCP 500级毕业分数要求:

理学院
证书课程
工程 (文凭) / 法医学 (文凭) / 教育数学 (证书) / 人力资源管理（文凭）

本科 

天文学 / 生物学 / 地理学 / 化学 / 地质学 / 计算机科学 / 数学 / 计算科

学与工商管理 / 物理 / 心理学 / 环境科学

特色专业: 商科, 环境研究本科, 法医学, 国际发展研究



阿卡迪亚大学成立于1838年, 是加拿大最古老和最受人尊敬的文科大学

之一。阿卡迪亚位于离哈利法克斯(新斯科舍省)和国际机场仅一个小

时的车程. 是典型的大学城沃尔夫维尔的一个组成部分, 远眺安纳波利

斯谷和芬迪湾。踏进校园等于进入一个充满机会的世界。

$16,380

3,765

11%

80%
沃尔夫维尔，新斯科舍 www.acadiau.ca 公立大学

特色专业: 商科, 电脑科学, 社区发展

阿卡迪亚大学

商科, 管理 & 金融 
会计 / 商务技术 / 管理 / 就业关系 / 创业与创新 / 金融 / 营销 

理学院
本科学士
生物学 / 化学 / 计算机科学 / 工程 / 地球与环境科学 / 营养与营养学 / 物

理 / 心理学 / 数学与统计 

硕士
化学 / 计算机科学 / 地质学 / 数学与统计

有条件录取通知书(CLOA)等待时间: 本科3-4天 研究生3-4星期

申请截止日期: 9月，1月入学(全年接受报名)  

硕士项目只有化学, 计算机科学, 数学与统计, 地质学可申请双录取。化学与

地质学需提前联系导师教授。

录取押金: 本科$150 研究生$300(不返还)

申请材料: 

• 在线填写申请表

• 申请费: 本科$40，研究生$50

• 原毕业学校成绩单(证书)原件

• 护照复印件

• ECLC录取信

• 个人简历(只限研究生申请或不在校学校时间超过1年的本科申请)

• 意向声明(只限研究生课程)

• 研究生课程特定文件

16

平均学费:

学生总数:

国际学生:

ECLC UCP 500级毕业分数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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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大学是为了纪念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牺牲的纽芬兰人

所创建，1925年建校，纽芬兰省唯一的综合性公立大学，是加拿大的

顶尖大学之一，是一所拥有6个分院的世界著名大学。纪念大学的研究

领域横跨多个学科，涵盖了科学、医学、艺术、社会科学、工程学、

教育及商务。其中工程类和工学类各专业是纽芬兰纪念大学的品牌专

业，集中了学校和本地区的众多的资源和研究力量，每个专业都可提

供博士学位。

$23,716 - $27,716

(研究生两年全部费用)

18,500 (研究生3700)

16% (研究生34%)

75%
圣约翰 纽芬兰和拉布拉多 www.mun.ca 公立大学

热门专业: 海洋科学 石油 理学 工程

纽芬兰纪念大学

科学院研究生
应用科学硕士（MASc）- 电脑工程 

应用科学硕士（MASc）- 环境系统工程与管理 

应用科学硕士（MASc）- 石油与天然气工程

应用科学硕士(MASc) –能源系统工程

应用科学硕士(MASc) –安全和风险工程

有条件录取通知书(CLOA)等待时间: 报名截止后2-3个月内

申请截止时间: 

9月入学4月1日截止报名；1月入学4月1日截止报名（电脑工程只有9月开学）

详细信息请参阅: www.mun.ca 

研究生申请材料: 

• 在线填写申请表

• 申请费: $120

• 原毕业高中成绩单（证书）原件

• 原毕业大学成绩单（证书）原件

• 2-3封推荐信

• 护照复印件

• ECLC的录取信

• 个人陈述

• 简历（工作与义务劳动经验）

• 学部特别要求文件

平均学费:

学生总数:

国际学生:

ECLC UCP 500级毕业分数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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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unt Allison 大学被评为加拿大最好的本科大学之一。提供文学，科

学，商学，美术，音乐方面的学位，以及灵活的文科和理科的教育， 

为学生的职业道路做好准备。 Mount Allison大学位于新布伦瑞克省

的萨科维尔市，以高质量的学术体验，以及结合在联系紧密的社区中

的实践学习机会而自豪。来自全球50多个国家的学生组成了一个拥有

2300名学生的多元化，有创意，和有才华的学生组织。

$17,250

2,300

9%

75%

萨克维尔，新不伦瑞克 www.mta.ca 公立大学

特色专业: 航空，哲学，政治与经济

蒙特爱立森大学

商科学士
会计 / 金融 / 营销 / 管理

音乐学士
语音 / 钢琴 / 弦乐 / 木管乐器 / 铜管乐器 / 打击乐器 / 吉他 / 风琴 / 

大键琴 / 音乐教育 / 音乐史 / 指挥 / 表演 / 音乐理论，作曲和技术

理学学士
航空 / 生物化学 / 生物学 / 化学 / 认知科学 / 计 / 机科学 / 环境科学 / 

数学 / 物理学 / 心理学

有条件录取通知书(CLOA)等待时间: 1-2周

申请截止时间: 9月入学，1月入学（全年接受报名） 

详细信息请参阅: www.mta.ca

录取押金: $100（不退还）

申请材料: 

• 填写申请表

• 申请费: $50（非网上申请$60）

• 原毕业学校成绩单（证书）原件

• 护照复印件

• 个人简历（如有需要）

• ECLC的录取信 

艺术学士
图画 / 雕塑，装置 / 开源媒介 / 绘画 / 摄影（模拟和数字）/ 版画

(平版印刷, 丝网印刷, 凹版印刷, 凸版印刷) 

平均学费:

学生总数:

国际学生:

ECLC UCP 500级毕业分数要求:



有条件录取通知书(CLOA)等待时间: 1周

申请截止时间:  9月入学6月30日截止报名

录取押金: $100 (不退还) 

申请材料: 

• 申请表

• 申请费: $40

• 原毕业学校成绩单（证书）原件

• 护照复印件

• ECLC录取通知书

圣弗朗西斯泽维尔大学(简称St.FX)位于新斯科舍省安堤格尼西市,建

于1853年。有着长久的优异学术,回馈社会和教学创新的传统。圣弗朗

西斯泽维尔大学致力提供给学生卓越的完善知识,丰富人格的高等教

育。

圣弗朗西斯泽维尔大学的宗旨是提供加拿大的顶级学生们寻求的东西: 

在一个充满活力的居住环境里的高质量教育。作为公认加拿大最好的

学校之一,St.FX能够通过杰出的教学,出色的实践研究经验,最好的住

宅社区,以及独特的机会来满足大学生们的需求,从而对国内和海外的

社区做贡献。这是St.FX方式。

$16,168

4,800

5%

80%

安蒂戈尼什, 新斯科舍省 www.stfx.ca 公立大学

热门专业: 人类动力学，社会正义研讨, 环境科学, 水产资源, 商业

管理

圣弗朗西斯泽维尔大学 平均学费:

学生总数:

国际学生:

ECLC UCP 500级毕业分数要求:

19

文学学院
人类学 / 水产资源 / 艺术 / 加拿大研究 / 天主教研究 / 凯尔特研究 / 古

典研究 / 发展研究 / 经济学 / 英语 / 历史 / 人文研讨 / 现代语 / 哲学 / 

政治学 / 心理学 / 宗教研究 / 社会正义研讨 / 社会学 / 妇女与性别研 / 

音乐

商学院
商业管理

理学院
水产资源 / 生物学 / 化学 / 计算机科学 / 地球科学 / 工程 / 环境科学 /

健康研究研讨论 / 人类动力学 / 人类营养学 / 数学与统计 / 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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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德华王子岛大学(UPEI)在夏洛特敦拥有140英亩校区，是联合会的发

源地，也有着两个始创机构的丰富历史: 威尔士王子学院(1834)和圣邓

斯坦大学(1855)。UPEI通过名气越来越大的科研创新和学术荣誉恪守

着这骄傲的遗产. 

$13,709

4,400

20%

70%

夏洛特敦, 爱德华王子岛 www.upei.ca 公立大学

特色专业: 兽医学，经济，商科

爱德华王子岛大学

商学院
工商管理学士（BBA）/ 快速工商管理学士 / 旅游及酒店管理商学学士 / 商学

研究学士 / 公共管理 

理学院
应用人文科学 / 环境研究 / 生物学 / 可持续设计工程 / 生物医学物理 / 

生物技术 / 化学 / 工程 / 数学与计算机科学 / 物理 / 兽医预科 / 儿童和

家庭研究 / 计算机科学 / 营养学（食品与营养）/ 数学和统计学 / 运动学 / 

野生动物保护

有条件录取通知书(CLOA)等待时间: 3-5天

申请截止时间: 9月，1月，5月入学（全年接受报名） 

详细信息请参阅: www.upei.ca 

录取押金: $100（不退还）

申请材料: 

• 填写申请表

• 申请费: $75

• 原毕业学校成绩单（证书）原件

• 护照复印件

• ECLC的录取信

教育学院
教育学士
法语教育学士 / 教育学士 (人力资源开发)

教育学硕士

入读爱德华王子岛大学教育学硕士的学生需要完成研究生衔接课程(PGP)

平均学费:

学生总数:

国际学生:

ECLC UCP 500级毕业分数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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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条件录取通知书(CLOA)等待时间: 由于是社区学院，每

年会以新斯科舍省省民优先，其次是国内其他省（包含永

久居住权学生），最后是留学生的顺序审核，1月之后按照

顺序审核。

申请截止时间: 9月入学(全年接受申请)

详细信息请参阅: www.nscc.ca

录取押金: $400 (不退还)

申请材料:  

• 申请表

• 申请费: $75

• 原毕业学校成绩单 

(证书)原件

• ECLC的录取信

欢迎来到NSCC，新斯科舍省的最大和最多样化的家

族之一。每年，近24000名学生选择和我们一起学习

与成长。我们认为教育的力量使神奇的事情发生在

NSCC，它以不同寻常的方式把每个人，家庭和社区转

变。我们在发展新斯科舍省的经济，我们生产有高技

术的工作者，我们在建设的社区。我们是新斯科舍省

社区学院。

$10,390

全日制学生12,000

兼职学生13,000

1%

75%

哈利法克斯以及新斯科舍省12个校区 www.nscc.ca 公立学院

特色专业: 信息技术, 烹饪艺术, 机维修, 旅游管理

新斯科舍省社区学院(NSCC) 平均学费:

学生总数:

国际学生:

ECLC UCP 400级毕业分数要求:

两年文凭/高级文凭 开学
日期 长度 校区

Computer Electronics Technician 电脑电子技师 9月 2年 哈利法克斯

Graphic Design 平面设计 9月 2年 达特茅斯

IT Systems Management & Security IT系统管理与安全 9月 2年 哈利法克斯/达特茅斯/特鲁罗 

IT Web Development IT 网络开发 9月 2年 哈利法克斯/达特茅斯/特鲁罗

Aircraft Maintenance Engineer(Avionics or 
Mechanical)飞机维修工程师(航空电子/机械)

9月 2年 达特茅斯

Civil Engineering Technology 土木工程技术 9月 2年 达特茅斯

Drafting-Architectural 制图-建筑 9月 2年 达特茅斯/特鲁罗 

Electrical Engineering Technology 电气工程技术 9月 2年 达特茅斯

Electronic Engineering Technician 电子工程技术员 1月9月 2年 达特茅斯/悉尼/肯特维尔

Industrial Engineering Technology 工业工程技术 9月 2年 达特茅斯

Power Engineering Technology 电力工程技术 9月 2年 达特茅斯

Child & Youth Care 儿童与青少年护理 9月 2年 达特茅斯/特鲁罗 

Social Services 社会服务 9月 2年
雅茅斯/特鲁罗/悉尼/肯特维尔/
达特茅斯/斯泰勒顿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Accounting/Financial 
Services/Management/Marketing/Software & 
Information Management) 工商管理(会计/金融服务/管
理/营销/软件与信息管理)

9月 2年
雅茅斯/特鲁罗/悉尼/肯特维尔/
达特茅斯/卢嫩堡/斯泰勒顿

Culinary Arts 烹饪艺术 9月 2年 达特茅斯/肯特维尔/卢嫩堡/悉尼

Library & Information Technology 图书馆与信息技术 9月 2年 达特茅斯

Tourism Management (Experiential Tourism/Hotel & 
Restaurant) 旅游管理(体验式旅游/酒店餐饮)

9月 2年 达特茅斯/肯特维尔

一年证书 开学
日期 长度 校区

Aircraft Maintenance Engineer(Structures) 
飞机维修工程(结构)

9月 1年 达特茅斯

Gas Technician 燃气技师 9月 1年 达特茅斯

Continuing Care 持续护理 9月 1年 达特茅斯/特鲁罗/悉尼/肯特维尔/斯泰勒顿

Motor Vehicle Body Repair 机动车修理 9月 1年 达特茅斯

Baking & Pastry Art 烘焙与糕点艺术 9月 1年 达特茅斯/肯特维尔

Boulanger & Baking Art 法式糕点与烘焙艺术 9月 1年 达特茅斯

Cooking 烹饪 9月 1年 斯泰勒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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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布伦瑞克社区学院NBCC提供 90多个课程， 学生可培养工作需求技

能，并习得领导能力与创业技能从而帮助学生在职业生涯中脱颖而

出。NBCC2015年毕业生中91%在一年内就业， 其中 93%在新布伦瑞克省

工作。与加拿大中部和西部相比，NBCC还提供有竞争力的学费和相对

较低的生活成本。NBCC的2018-2019年度学费大约为$9,360加币

 

NBCC有多个 2+2衔接课程，意味着两年的NBCC文凭等于两年本科学位，

从而实现学院到大学的无缝过渡。通过实用培训，先进的设备，以及

实践经验，通过有力的途径通往期望的职业，NBCC将成为您在加拿大

学院中的理想选择。

$9,360

3,885

6% (来自51个国家的235 留学生)

75%

蒙克顿与其他5个校区, 新布伦瑞克省 www.nbcc.ca 公立大学

特色专业: 应用和媒体艺术，工商管理，土木工程，电子电气工程，

健康，酒店和旅游，信息技术，机械和工业工程，办公室管理，社会

科学，建筑和工程，金属加工 移动设备维修

新不伦瑞克社区学院
(NBCC)

平均学费:

学生总数:

国际学生:

UCP400级毕业分数要求:

有条件录取通知书(CLOA)等待时间: 3 周

申请截止时间: 全年接受报名 

入学时间: 9月，1月入学

录取押金: $500（不退还）

申请材料: 

• 填写申请表

• 申请费$100

• 高中成绩单原件(英文)

• 高等教育成绩原件(如有)(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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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证/入境
常见问题解答

所有移民相关问题请咨询移民局授权移民顾问或查看www.cic.gc.ca。

在ECLC学习期间可以打工吗？

答: 在ECLC学习英语期间，根据移民局的规定学生没有资格工作。

在学院/大学就读期间可以打工吗？

答:（校内工作）持一个有效的学习许可则有资格在目前就读的学校内

工作。

（校外工作）上课期间可在校外工作（每周20小时），冬季，夏季和

春季假期期间可以全职工作。如签证上无说明，可以选择任何职业工

作以及随时更换雇主。

有关临时居民签证和留学签证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http://cic.gc.ca/english/study/index.asp

什么是毕业工作签证？

答: PGWPP（毕业工作签证）允许已经从加拿大大学/学院毕业的学生

获得宝贵的加拿大工作经验。通过PGWPP获得的技术工作经验有助于毕

业生拿到通快速移民资格从而获得永久居留权。

我能拿到几年的毕业工作签证？

答: PGWPP工作签证根据就学长度发行，最长可以拿到三年签证。

毕业工作签证长度不能超过学生的学习长度，学习长度必须至少八个

月。例如，就读为期四年的学位课程，毕业后可以获得三年的工作签

证。就读八个月课程，毕业后有资格获得不超过八个月的工作签证。

关于毕业工作许可计划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http://www.cic.gc.ca/english/study/work-postgrad.asp

ECLC UCP大学衔接课程
3-12 月 

就读大学，学院
2-4 年

毕业工作签证
1-3 年

UC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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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研究生项目
纽芬兰纪念大学
Memorial University

新斯科舍艺术与设计大学 
NSCAD University

爱德华王子岛大学 
University of Prince 
Edward Island

专业 开学时间 学年 学费

MASc in Comupter Engineering 
计算机工程

9月 36学分 
2年

$27,716

MASc in Environmental Systems Engineering 
and Management 环境系统工程与管理硕士

1月, 9月 30学分 
1-2年

$23,716

MASc in Oil and Gas Engineering 
石油天然气工程硕士

1月, 9月 30学分 
1-2年

$23,716

MASc in Energy Systems Engineering应用科
学硕士 –能源系统工程

1月, 9月 1-2年 $25,948

MASc in Safety and Risk Engineering应用科
学硕士–安全和风险工程

1月, 9月 1-2年 $25,948

- 4年制大学本科相近或相关专业在读或毕业
- 最低平均成绩75%以上

申请材料：
中英文成绩单，推荐信2封，ECLC录取通知书，个人简历，个人陈述

专业 开学时间 学年 学费

Master of Design
设计学硕士

9月 60学分 
2年

$37,560 

Master of Fine Arts
艺术硕士

9月 42学分 
2年

$26,292

- 4年制大学本科相近或相关专业在读或毕业
- 最低平均成绩B(80%)以上

申请材料：
中英文成绩单，推荐信2封，ECLC录取通知书，意向声明(500
字以内)，作品集(20幅)

专业 开学时间 学年 学费

Master of Education
教育学硕士

1月, 9月 16-30
个月

$23882 
$29070

- 4年制大学本科在读或毕业
- 最低平均成绩70%以上

申请材料：
中英文成绩单，推荐信2封，ECLC录取通知书，个人简历， 
个人陈述

阿卡迪亚大学 
Acadia University

专业 开学时间 学年 学费

MSc in Comupter Science 
电脑科学硕士

1月, 9月 2年 $23,048

MSc in Mathematics and Statistics
数学与统计学硕士

1月, 9月 2年 $23,048

MSc in Chemistry 
化学硕士

1月, 5
月, 9月

2年 $23,048

MSc in Geology 
地学硕士

1月, 5
月, 9月

2年 $23,048

- 4年制大学本科相近或相关专业在读或毕业
- 最低平均成绩B（80%）以上
- 化学，地质学申请前需经过导师同意

申请材料：
中英文成绩单，标准格式推荐信2-3封，ECLC录取通知书，英语成绩 
个人简历，研究兴趣声明，部门信息表(计算机科学)，护照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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