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于申请的奖学金

只需要填写一份奖学金申请表，阿尔伯塔大
学将根据你的背景，经验，学术和兴趣评估你
可以获得哪个奖学金。

University of Alberta Centenary 
Scholarship 
具有优秀学术成就的学生可能可以获得高达
20,000加元的奖学金，分4年支付。

International Entrance Leadership 
Scholarship 
拥有领导才能并且学术成就优秀的学生还有
可能再获得高达5,000加元的奖学金。

尽早申请大学以便尽早申请奖学金 - 申请奖
学金的截止日期为2019年12月11日。

奖学金

保证学费细节

• 学费保证仅适用于完成学业所需的标准要求，包含必修和选
修课。保证学费不包括任何非教学费用或其他费用，例如：公交
月票，教科书，宿舍费，学生协会等费用。保证学费也不包括额外
课程的费用，例如由于退课或挂科导致的重修课程的费用。

• 如果你选择参加春/夏小学期选课，你的总学业学费将保持不
变，但是当年的年度总额将会增加。

• 保证学费是根据你所学专业的所需时间多加上一年而设定
的。 通常大学所学专业为期为四年，因此，保证学费将在五年内
有效。

• 如果你需要第五年的学习来完成你的学业要求，你将不会在
第五年面临额外的学费。 如果你的剩余课程超出你专业的课程
要求，你需要按课程数目支付学费。 在任何一种情况下，你都需
要在第五年支付非教学费用。 如果五年后你仍然有未完成的毕
业所需课程要求，你需要按照当年的费用按课程数目支付相应
的学费。

•  如果你在阿尔伯塔大学学习期间更换专业或学位，那么你入
学时的保证学费将不再适用，你会收到新专业或学位的保证学
费金额。

• 如果这份出版物中提供的学费金额与你阿尔伯塔大学录取通
知书上所显示的金额之间存在差异，请以你的录取通知书为准。

学院 第一年(2020) 第二年 (2021) 第二年 (2022) 第四年 (2023)

奥古斯塔那校区 

圣约翰学院 

教育学院 

土著居民研究学院 

护理学院

$27,000 加元 $27,000 加元 $27,000 加元 $27,000 加元

文科学院 

农业生命环境科学院 

运动机能学，体育及康乐学院 

理科学院 

公开学习课程

$29,500 加元 $29,500 加元 $29,500 加元 $29,500 加元

商科学院 $35,000 加元 $35,000 加元 $35,000 加元 注释*

工程学院 $39,500 加元 $39,500 加元 $39,500 加元 $39,500 加元

*阿尔伯塔大学的商科为3年课程；学生需要在其他学院进行大学一年级预备课程的学习 (qualifying 
year)，符合要求后在第二年转入商学院（在此基础上获得新的保证学费）

    

保证学费  
2020年秋季入学的新生

其他费用支出  
基于2019 - 2020 学年

非教学费用 $1,600 加元

书本费 $1,750 加元

住宿费和膳食计划* $7,900 加元

*基于Lister Hall宿舍双人间，为期8个月的
住宿，包含适度的膳食计划。

关于费用的解释
• 所有关于校内住宿，膳食计划，书
本，以及非教学费用都不包括在保证
学费中。这些费用可能会在你的学习
过程中增加。

• 非教学费用包含很多大学提供的福
利项目，例如公交地铁月票，以及大
学体育和健身设施。 

• 登录网页 uab.ca/costcalc，计算
你的预估学杂费

 

学杂费

保证学费

你的大学学费（保证
学费部分）不会增加
作为一名国际留学生，你可以在收
到录取时就得知你大学四年总学
费金额为多少

确定性和透明性

• 为了帮助你规划留学所需的经
济需求，阿尔伯塔大学将保证你固
定的学费总额。

• 我们会在每一学年收取相同的
学费（共4年），总学费可以分4个
学年分期支付，或分为8个半学年
分期支付。

• 详情请参考： 
uab.ca/guarantee 

奖学金
阿尔伯塔大学每年为国际学生提供数百万加元的奖励和奖学金。如果你的阿尔伯塔大学入学平均成
绩达到90%或更高，你将自动获得至少$9000加元的奖学金，而优秀的学生可以获得更多！

基于录取的奖学金

你可以收到甚至不需要申请的奖学金！ 你的
奖学金金额取决于录取时的录取成绩。

Gold Standard Scholarship 
根据录取成绩，每个学院的前5%的学生最多
可获得$6,000加元的奖学金。

International Student Scholarship 
高中学术成绩优秀的学生可获得高达$9,000
加元的奖学金，分4年支付。

International Country Scholarship 
来自阿尔伯塔大学目标招生地区的优秀学生
可获得5,000加元。

农业， 生命与环境科学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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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科学院

• 人类学系
• 美术设计系
• 戏剧学系
• 东亚研究系
• 经济学系
• 英语与影视研究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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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音乐学系
• 哲学系
• 政治科学系
• 心理学系
• 社会学系
• 妇女与性别研究系 

 

奥古斯塔纳校区

• 艺术及人文学系
• 理学系
• 社会科学系

商学院 

• 财会，运营及信息系统管理系
• 金融及统计分析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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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教育政策研究系
• 教育心理学系
• 初级教育学系
• 中级教育学系
• 图书馆及信息研究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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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矿业及石油工程系
• 电力及计算机工程系
• 机械工程系
• 工程安全与风险管理系

可选择的专业 

在阿尔伯塔大学，你可以拥有无限的可能性！ 我们的18个学院共有388个本科专业供你选择。

详情请查询: uab.ca/programs

18个学院

350+ 本科专业

无限的可能性

全球排名
前100的

大学

运动机能学，体育及康乐学院

法学院

医学及牙医学院

土著居民研究学院

护理学院

制药及药理学院

公共卫生学院

康复医学院

圣约翰学院（法语为主要教学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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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数学与统计学系
• 物理学系
• 心理学系

7,200+  
国际学生

来自  
156 
国家

$5.13亿 
校外科研经费

280,000+  
世界范围校友

40,000+  
学生

450+   
学生俱乐部和协会

400  
科研实验室

388   
本科专业

500+  
研究生专业

78 
国家锦标冠军 

24  
体育校队

18  
学院 

11  
教授语言

2 
校园里熊的吉祥物

0  
校园里真的熊 

阿尔伯塔大学数字表明
学生数量？科研经费？ 
探索阿尔伯塔大学！

      

 申请流程

搜索你感兴趣的专业

选择你的专业

探索及比较专业选择，了解录取要
求。uab.ca/programs

技巧: 一份申请可申报两个专业。这将
为你获得录取提供更大机会。

了解录取要求

了解阿尔伯塔大学的英语语言水平要
求。如果你申请的是圣约翰校区，你需
要了解其法语语言水平要求。

确认你选择的专业的5门录取科目要
求。 uab.ca/programs 

网络申请

      10月1日网络申请开放

通过下面网页提交申请:uab.ca/
iapply

• 请附上11年级最终成绩以及12年级所学
课程列表。

• 申请费为$125加元，可使用信用卡支付。

• 提交其他被要求的文件。uab.ca/intdocs

奖学金申请 

奖学金申请截止日期为2019年12月
11日。

宿舍申请

保证宿舍申请截止日期为2020年4月
30日。 
可以在申请大学的同时提交宿舍申
请。 
通过下面网页了解宿舍信息。  
uab.ca/residence

保持联系

查看阿尔伯塔大学邮箱

提交大学申请后，你将获得阿尔伯塔大
学的电子邮箱，唯一的学生号和校园计
算机账号(CCID)。 这是我们用来与你
联系的电子邮箱。 uab.ca/mail

查看你的UALBERTA 
LAUNCHPAD

UAlberta Lanuchpad 是我们的在线
学生服务系统。提交大学申请后，你会
收到一封包含登录指南的电子邮件。
登录后你可以查询你的录取状态，需
要提交的申请材料等等。我们将通过
电子邮件通知你申请状态的变化。

     更新成绩

如果你还没有被录取，你将有机会提
交新的成绩(12年级上学期期末成绩)
被重新评估。

1 2 3
接受录取

确认你在阿尔伯塔大学的位置

收到录取通知书后，你需要接受录取
并在UAlberta Launchpad中规定的
截止日期前支付学费押金。

注意查收录取状态的通知以及如何接
受录取的电子邮件。

制定课表

在课程注册开始之前，你可以准备好初
步课表。 通过Bear Tracks浏览课程
选项并制定时间表。 
uab.ca/beartracks

注册课程

课程注册将于4月初开放。接受录取后
即可开始注册你的课程。

准备前往加拿大

申请签证和学习许可

在加拿大学习，你需要获得学习许可。 
申请授理时间可能需要三个月或更长
时间。 我们建议你尽早申请学习许
可。 你可以使用收到的录取通知书开
始你的学习许可申请。 有关移民和签
证申请要求的完整信息，请咨询加拿大
政府网站: www.cic.gc.ca

 

其他

提交申请材料

检查UAlberta Launchpad中to-do 
list列表上所需要的必要申请材料，并
确保在截止日期之前提交。 

请确保在截止日期前提交所有必需的
文件，并满足录取通知书中指定的条
件，方可取得最终录取。 文件必须在
截止日期之前直接从授权发行机构
发送到阿尔伯塔大学的Registrar’s 
Office。

请将阿尔伯塔大学7位数学生号包含在
所有文件中。

文件发送至:

University of Alberta / Office of 
the Registrar 
201 Administration Building  
Edmonton, AB, Canada 
T6G 2M7 
Tel: 001-780-492-3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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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日
网络申请开放

4月
课程注册开放

12月11日
奖学金申请截止

4月30日
校内保证宿舍申请截止

20202019
3月1日
网络申请截止

11月: 参加网络开放日 3月: 参加学院讲座

9月
开学啦！

6月: 参加国际学生服务
中心的讲座

9月: 迎新周

5月1日 
接受录取截止
除非另有说明

7月 
参加UA+课程，大学开学前
准备课程:  
uab.ca/uofaplus

8月
宿舍迎新

8月1日
最终申请材料提交截止

A B C
英语语言水平
你需要证明英语语言水平。  
uab.ca/engpro

录取要求
录取基于以下三个方面的学术背景与成就：英语语言水平，五门高中
科目，和学术平均成绩。uab.ca/iapply

有竞争的平均分
各学院和专业要求的录取分数不同。详情请参考: 
uab.ca/compreq

5门学术科目 
高中申请人必须提供5门学术科目。不同专业要求不同
的5门科目，详见: uab.ca/iapply



5个校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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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市中心只有几
分钟的路程，周围环绕着北萨斯卡彻温河的美丽
河谷。

你还可以选择在以下校区学习: 

• 圣约翰校区 (法语为主要教学语言)
• 市中心校区 (位于埃德蒙顿市中心)
• 南校区 (体育设施)
• 奥古斯塔那校区 (位于阿尔伯塔省卡姆罗斯市)

每一个阿尔伯塔大学校区都有其独特的个性和感
受 – 欢迎你来探索它们！

在阿尔伯塔大学的生活国际学生服务中心

校内住宿

申请保证宿舍的截止日期为2020年4月30日。

大多数一年级学生住在Lister Hall宿舍，

该宿舍提供带家具的不同宿舍类别（双人间，单人
间或带浴室的单人间）以及任食膳食计划。 你可
以选择安静楼层。详见 uab.ca/residence

宽广，开阔，为你的学业做好准备
阿尔伯塔大学北校区占地面积超过50个城市街区，拥
有150多座建筑，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城中城”，位于
苍翠繁茂的河谷边缘。超过100多年的历史造就了阿
尔伯塔大学古朴经典的学术氛围 – 同时也是很多世
界上最先进设施的所在地。

在加拿大学习
来到加拿大探索并体验加拿大国歌
中“True North Strong and Free - 真北
之邦自由强壮” 的含义。 

探索加拿大

从东海岸到西海岸，加拿大拥有扣人心弦的城市和令
人惊叹的自然美景，它们将激发你热衷探索的本性！
加拿大人民和我们的自然景观一样有趣 - 加拿大人民
来自世界各地，它们会分享自己的传统并接纳他人的
传统，以此来庆祝多元文化。 

在阿尔伯塔省体验成功

阿尔伯塔省被公认为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经济和最高
生活水平之一的省份。阿尔伯塔省的薪资水平高于加
拿大其他任何省份，我们还拥有世界领先的教育和医
疗保健系统。

加拿大被誉为全球生活质量最高的十大国家之一，也
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

埃德蒙顿 - 主要城市

埃德蒙顿是阿尔伯塔省的省会城市，也是加拿大西海
岸的重要经济文化中心之一。全市超过一百万居民。
城市充满活力，并拥有繁荣的商业环境与美丽的自然
风光。

中国印刷

联系方式
uab.ca/gostudy

UNIVERSITY OF ALBERTA INTERNATIONAL

142 Telus Centre, 87 Ave & 111 St. 
University of Alberta
Edmonton, AB • T6G 2R3
1.780.492.4094
Email us at chinaint@ualberta.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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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021年 
阿尔伯塔大学 

国际本科生信息

开始你的职业生涯

阿尔伯塔大学是未来就业的正确选择。 顶尖
的毕业生就业率排名，校企合作实习和学术
实习，以及职业中心的支持意味着在这里学
习将为您的职业生涯提供一个良好的开端。

CO-OP校企合作项目以及工作经验

阿尔伯塔大学的很多院系和专业都提供
Co-op校企合作项目或实习机会 - 让你在学
习的同时获得工作经验。 参加校企合作项
目或学术实习能让毕业生在职场中更具吸引
力！

 工作与就业

加拿大最好的毕业生就业能力

考虑和思量毕业后的生活和工作。 如果你希
望从事一份有意义的职业，选择一所能够帮
你实现愿望的大学很重要。根据2018年QS毕
业生就业能力排名，阿尔伯塔大学在毕业生
就业力中排名第一，并且在毕业后的就业结果
中排名全球前100。通过上岗前培训和职业辅
导，以及与雇主间的密切关系，阿尔伯塔大学
是你未来职业规划的正确选择。

阿尔伯塔大学的就业辅导中心通过很多辅导
课程支持所有在校学生和刚毕业的学生启动
你们的职业生涯计划。

毕业后的加拿大职业生涯

从阿尔伯塔大学毕业后，毕业工作许可可以让你在加拿大逗留并工作长达3年！在加拿大生活和工作
为申请永久居留权提供机会。

详情请参考:  www.cic.gc.ca/english/study/work-postgrad.asp

实习
工作

校企合作

在阿尔伯塔大学为你提供帮助
国际学生服务中心（ISC）是国际学生服务，海外教育，全球教育和来访学生项目的所在地。

国际学生服务

来到加拿大在阿尔伯塔大学学习将会是你人生
中的一次探险。在每一次探险中，你都将面临很
多等待你解决的问题。去哪里能够咨询老师，得
到老师的建议？我会在校园里交到朋友吗？在抵
达埃德蒙顿机场时，会发生什么？

我们的国际学生服务中心为帮助国际学生完成
学业和个人目标提供很多服务，活动和规划项
目。国际学生顾问随时准备辅导你成功的通过
大学体验。

详情请参考：: uab.ca/iss

得到认可

阿尔伯塔大学的全球教育项目为你提供国际学习证书 - 作为国际学生，你已经满足能过完成此证书
的其中一项要求！详情请参考： uab.ca/cil 

海外教育

阿尔伯塔大学在世界各地都拥有很多的合作伙
伴，可以为你提供在不同国家学习，工作和做志
愿者的机会。探索世界会帮助你开拓思维，以及
扩展你未来的职业选择，你会获得一次你今生
难忘的经历，并能够通过全新的视角了解你感
兴趣的领域。

在去年，阿尔伯塔大学为海外教育项目拨款100
万加币。千万不要错过这次在学习期间能够去
其他国家探索的机会！

详情请参考： uab.ca/goabroad

学生支持

全球机遇

河谷

校内宿舍

北校区

落基山脉

体验四季 

UNIVERSITY
OF

ALBERTA
英语语言要求： 

学生可以通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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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别学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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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ab.ca/engpro

• 没有达到上述英语语言要求的学生，可以参考桥梁课程的相关信息: uab.ca/bp

注：各别学院对于桥梁课程的要求进行了修改，请务必参阅上述网页中的详细信息！

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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