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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卓越



在阿尔伯塔大学我们是在阿尔伯塔大学我们是
探索者。探索者。

我们相信，教育是探险。
成就卓越的途径超越了
教室 – 它是探索的旅
程。

探索是可以激励你的科
研，是真实世界的工作
经验，是在一个新的城
市里找到永久的友谊，
是在每天的生活中尝试
新的事物。

阿尔伯塔大学是带领你阿尔伯塔大学是带领你
通往卓越的地方。通往卓越的地方。

UNIVERSITY OF ALBERTA
阿尔伯塔大学阿尔伯塔大学

一所排名全球前一所排名全球前100100名的顶级大学名的顶级大学

个人探索

学术成就

职业发展

全球视野



 阿尔伯塔阿尔伯塔  是释放你内心探险的最佳地点。位

于加拿大西部的阿尔伯塔省，是一个学习，工作

和生活的好地方。许多大公司和行业都坐落于

阿伯塔省，这意味着很多发展未来职业的就业

机会和资源。 

 加拿大 加拿大  有可以激发你探险一面的精彩城市和美丽的自然之美。加拿大人和它

的景观一样特别 – 他们来自于世界各地，通过分享和接纳各自民族的传统来

庆祝多元文化。

从东海岸

到西海岸,
不仅如此，你可不仅如此，你可
以体验到世界著以体验到世界著
名的美丽风景名名的美丽风景名
胜区。胜区。

Haley Shin
商学院市场营销专业
来自韩国, 首尔

“不要害怕和别人交流，要走出自己的舒适区。尝试探索加

拿大的环境并结交加拿大本地朋友。我希望遇到不同的

人，这是为什么我来到了阿尔伯塔。



FALL WINTER SPRINGSUMMER

 埃德蒙顿埃德蒙顿  是一个理念和创新都来源

于生活的有创造性的城市，是个学习的

好地方。在这里你可以在现代化的环境

中得到良好的教育。当你需要放松和享

受大自然的时候...你可以去蜿蜒穿过

整个城市心脏的美丽的河谷公园！

夏天夏天 秋天秋天 冬天冬天 春天春天

 阿尔伯塔大学阿尔伯塔大学  有五个校区。大部分学院位于

埃德蒙顿中心地带的北（主）校区北（主）校区，距离市中心

只有几分钟的路程，周围环绕着北萨斯卡彻温

的美丽河谷。

其他校园包括其他校园包括:
圣约翰校区 圣约翰校区 (法语为主要教学语言),

奥古斯塔那校区奥古斯塔那校区 (位于阿尔伯塔省卡姆罗斯市),

市中心校区市中心校区 (位于埃德蒙顿市中心),

南校区南校区 (体育设施). 

在意大利的科尔托纳市我们还有一所卫星校
区。

四季的变更给我们 

带来了新的历险！

“真正激励我的是作为课程中真正激励我的是作为课程中
的一部分而去德国实习的机的一部分而去德国实习的机
会。我在那里的一家医学生化会。我在那里的一家医学生化
实验室里工作。实验室里工作。”

Vineet Rathod
理科学院

生物化学专业

来自坦桑尼亚, 达累斯萨拉姆



来自于164个国家和地区的来自于164个国家和地区的
7000+国际留学生7000+国际留学生

$4.63 亿加元校外科研经亿加元校外科研经
费

全世界全世界275,000 多位校友多位校友

39,500 名学生名学生

超过超过450 个学生俱乐部和个学生俱乐部和
协会协会

400 多个科学实验室多个科学实验室

200 多个本科专业多个本科专业

500 多个研究生专业多个研究生专业

65 座全国锦标冠军 座全国锦标冠军 

教授教授24 种语言种语言

24个体育校队个体育校队

18 个学院个学院 

17 个男生和女生联谊会 个男生和女生联谊会 

校园里有两只熊吉祥物校园里有两只熊吉祥物

校园里有零只真的熊校园里有零只真的熊成立于成立于1908年
大学的颜色:大学的颜色:
绿色和金色绿色和金色

加拿大科研类大学加拿大科研类大学U15的成员的成员

加拿大第二大的科研图书馆系统加拿大第二大的科研图书馆系统

世界大学联盟的成员世界大学联盟的成员  (WUN)



探索你感兴趣的领域的研究 探索你感兴趣的领域的研究 – 无论是本科学生还是无论是本科学生还是

研究生，阿尔伯塔大学都有优秀的教授和世界一流的研究生，阿尔伯塔大学都有优秀的教授和世界一流的

设施来支持你们的科研。设施来支持你们的科研。 

www.studyincanada.ualberta.ca/research

我在位于阿尔伯塔省嘉士伯的加拿大国

家公园资源保护办公室里进行实习。这是

一个改变人生的经历，让我有机会住在落

基山脉里，结交新朋友，并从加拿大国家

公园的工作人员那里获得启发。”

Luiz Drummond
农业，生命和环境科学学院林业学专业

来自巴西，贝洛奥里藏特

通过体验成就卓越 - 学习期间

进行工作的锻炼 以及探索你的
职业选择！

www.studyincanada.ualberta.

ca/working

通过入住大学宿舍 来更多地了
解自己和他人 - 我们提供保证

住房！!

www.studyincanada.ualberta.

ca/residences 

通过国际留学生中心获得成功
的工具 - 我们在你通往卓越的

旅程上全力支持。 

www.studyincanada.ualberta.

ca/iss 

作为阿尔伯塔大学的学生在加
拿大以外的国家进行学习,工作,

和科研 – 探索世界，建立全球

关系网！

www.goabroad.ualberta.ca

http://www.studyincanada.ualberta.ca/research
www.studyincanada.ualberta.ca/working
http://www.studyincanada.ualberta/residences
http://www.studyincanada.ualberta/iss
http://www.goabroad.ualberta.ca


  

See tuition estimates, awards availability, how to 
apply for awards, and award application forms: 

WWW.STUDYINCANADA.UALBERTA.CA/
TUITIONANDSCHOLARSHIPS

 » 如果你的录取成绩达到如果你的录取成绩达到90%90%以
上，就可以得到至少上，就可以得到至少50 0 050 0 0加币的加币的
奖学金。 奖学金。 

 » 优秀学生可以得到超过优秀学生可以得到超过39,00039,000加
币的奖学金！币的奖学金！

 » 奖学金的在线申请从奖学金的在线申请从20172017年1010
月1日开始，至日开始，至20172017年1212月1515日
截止。你可以使用一份申请来申截止。你可以使用一份申请来申
请多个奖学金。请多个奖学金。

 » 还有一些奖学金无需提交申请，还有一些奖学金无需提交申请，
在学生被录取后会自动考虑。在学生被录取后会自动考虑。

其中包括：其中包括：

 » International Entrance Leadership Award 
($5,000)

 » Centenary Award ($20,000 payable over 
4 years)

 » University of Alberta International 
Country Scholarship (up to $5,000)

 » First year Excellence Scholarship
 » University of Alberta Transfer Award
 » University of Alberta International 

Baccalaureate Diploma Scholarship
 » International Advanced Placement 

Scholarship
 » International A-Level Scholarship 
 » International Student Scholarship 

(up to $9,000 payable over four years)
 » University of Alberta Academic 

Excellence Scholarship Competition 
(from $1,000 up to $6,000)

在去年阿尔伯塔大学向本科学生发放了在去年阿尔伯塔大学向本科学生发放了
超过超过2千2百万加币的奖学金！并且对国百万加币的奖学金！并且对国

际留学生提供多个专项奖学金。际留学生提供多个专项奖学金。

学费和生活开支学费和生活开支
8个月内读个月内读30
个学分个学分
(加币)

      备注备注

学杂费学杂费 $ 22,622

备注: 此数字
基于2017/18年
文科学院和理
科学院本科学
生学费。

其他学院可能会有
更高的学费，例如：

 » 工程学院是 
$26,878

 » 商科学院是 
$29,259

学费详情请参考
以下网页: WWW.
STUDYINCANADA.
UALBERTA.CA/
TUITION AND
SCHOLARSHIPS 

校内住宿校内住宿
(合租)

$7661–$8126 本科生校内住宿
为普通学生宿舍或
拥有独立卧室的公
寓。

校内住宿校内住宿
(独住)

$9,375–$10,898

饮食饮食 $1,800

服饰服饰 $600

公交月票公交月票 $0 学生从每年9月至次
年4月的公交月票包
含在学杂费内。

书籍及文具书籍及文具 $1,200

其他支出其他支出 $1,480 其他支出包括: 每
个月电话费$55，洗
衣费$30，娱乐活
动和个人物品每月
$100。

总开支总开支 (加币) $35,363 1加币 = 5.16 人民币 
(该汇率为2017年1
月至2017年7月的平
均汇率)

源自 
(WWW.OANDA.COM)

总开支总开支 (人民币) ￥187,633

请注意: 本页所列费用均为估算数字，可能会有变动。详
细信息请参考阿尔伯塔大学官网。 每月伙食的预算来源
于 MORE THAN MINIMUM - CALCULATING EDMONTON’S 
LIVING WAGE - 2017 UPDATE BY EDMONTON SOCIAL 

PLANNING COUNCIL, 2017。

www.studyincanada.ualberta.ca/tuitionandscholarships


了解你感兴趣的专业，及
其录取要求和截止日期。

提交在线申请.

获得你的阿尔伯塔大学学
生号和电子邮箱。

递交被要求的成绩单等申
请资料以争取录取。

接受你所获得的录取。

了解奖学金。

申请大学宿舍。

申请学生签证。

在截止日期之前递交完整
的申请材料和官方成绩
单。

如何申请本科课程如何申请本科课程如何申请本科课程如何申请本科课程
你知道吗你知道吗?
 ∙ 在线申请2012017年1010月1日日开始开放。

www.studyincanada.ualberta.ca/apply

 ∙ 大多数本科专业的在线申请截止日期

是20182018年3月1日日。个别例外请参考: 

 www.studyincanada.ualberta.ca/deadlines 

 ∙ 9月份入住的宿舍申请从前一年的10月开始开放。

www.studyincanada.ualberta.ca/residences

 ∙ 阿尔伯塔大学的录取接受很多国际课程接受很多国际课程。

www.studyincanada.ualberta.ca/admissions 

 ∙ 某些高中课程可以转学分转学分。 
www.studyincanada.ualberta.ca/
advancedstanding

 ∙ 如果你是一名在中国学习加拿大高中课程的如果你是一名在中国学习加拿大高中课程的

学生学生，例如阿尔伯塔省，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新
斯科舍省等课程的学生，请通过下面的网页来
查询阿尔伯塔大学所接受的高中课程科目:
www.studyincanada.ualberta.ca/
equivalencies

英语语言能力：英语语言能力：
学生可以通过达到以下任何一项来满足该要求学生可以通过达到以下任何一项来满足该要求
• - 托福（网考）TOEFL(iBT)总分90分或以上，且听，说，读，写各单项不能低于21分。有些学院（

例如教育学院）的课程对英语口语有额外要求，“说”单项不能低于26分

• 雅思IELTS总分6.5分或以上，且听，说，读，写各单项不能低于5.5分。对口语单项有额外要求的

学院要求雅思口语单项不低于7.5分  WWW.STUDYINCANADA.UALBERTA.CA/ELP

• 没有达到直接录取英语语言能力要求的学生，可以参考桥梁课程的相关信息： 

WWW.STUDYINCANADA.UALBERTA.CA/BRIDGING

http://www.studyincanada.ualberta.ca/apply
http://www.studyincanada.ualberta.ca/deadlines
http://www.studyincanada.ualberta.ca/residences
http://www.studyincanada.ualberta.ca/admissions
http://www.studyincanada.ualberta.ca/advancedstanding
http://www.studyincanada.ualberta.ca/equivalencies
www.studyincanada.ualberta.ca/elp
www.studyincanada.ualberta.ca/bridging


你想学什么专业?

如果你已经获得了一个本科学位，你可以考虑阿尔伯塔大学所教授的500多个硕士和
博士专业。.  www.gradstudies.ualberta.ca

MORE AT WWW.STUDYINCANADA.UALBERTA.CA/PROGRAMS

农业, 生命, 及环境科学院农业, 生命, 及环境科学院

 » 农业食品与营养科学系
 » 人类生态学系
 » 可再生资源系
 » 资源经济与环境社会学

文科学院文科学院
 » 人类学系
 » 美术设计系
 » 戏剧系
 » 东亚研究系
 » 经济系
 » 英语及影视研究系
 » 历史与古文化系
 » 综合学科研究系
 » 语言学系
 » 现代语言及
文化研究系

 » 音乐系
 » 哲学系
 » 政治科学系
 » 心理学系
 » 社会学系
 » 妇女研究系

 +

奥古斯塔那校区奥古斯塔那校区
 » 艺术系
 » 人文系
 » 理学系
 » 社会科学系
 

商学院商学院
 » 财会，运营及管理信息系
 » 金融和统计分析系
 » 市场营销，商业经济及商
业法系

 » 策略管理及组织机构学
系

教育学院教育学院
 » 教育政策研究系
 » 教育心理学系
 » 初级教育学系
 » 中级教育学系

工程学院工程学院
 » 生物医学工程系
 » 化学及材料工程系
 » 土木及环境工程系
 » 电力及计算机工程系
 » 机械工程系
 » 矿业及石油工程系

法学院法学院

医学及牙医学院医学及牙医学院

土著居民研究学院 土著居民研究学院 

护理学院 护理学院 

制药及药理学院 制药及药理学院 

体育及康乐学院体育及康乐学院

圣约翰学院（法语为主要圣约翰学院（法语为主要
教学语言）教学语言）

理科学院理科学院
 » 生物学系
 » 化学系
 » 计算机科学系
 » 地球与大气科学系
 » 数学和统计科学系
 » 物理学系
 » 心理学系

我们有我们有 200 多个本科专业供你选择。多个本科专业供你选择。

我获得的最好的经历就是
认识来自全世界不同地方，
文化和国家的人。”

Horia Hasani
制药及药理学院
来自伊朗,德黑兰

http://www.gradstudies.ualberta.ca


PRINTED IN INDIA

联系方式 联系方式 
UNIVERSITY OF ALBERTA INTERNATIONAL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 RECRUITMENT

142 TELUS INTERNATIONAL CENTRE

EDMONTON, ALBERTA

T6G 2R1 CANADA

PHONE: +1 780.492.4094

FAX: +1 780.492.1488

E-MAIL: CHINA@INTERNATIONAL.UALBERTA.CA

 www.studyincanada.ualberta.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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硌
矶
山
脉

硌
矶
山
脉

埃德蒙顿 

内罗毕

拉各斯

利雅德
杜拜

柏林伦敦

巴黎

伊斯坦布尔

莫斯科

斯德哥尔摩

墨尔本

北京

德里

奥斯陆

香港

新加坡

吉隆坡

东京

上海

悉尼

马尼拉

蒙特利尔温哥华

纽约
华盛顿特区

洛杉矶

波哥大

加拉加斯圣何塞

墨西哥城
迈阿密

多伦多

卡尔加里
温哥华

西雅图

圣保罗

圣地亚哥 

利马

埃德蒙顿 

美加边境美加边境

mailto:CHINA@INTERNATIONAL.UALBERTA.CA
http://www.studyincanada.ualberta.ca
U.YOUKU.COM/UOFAINSIDEOU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