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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ring into
your future

大学转学分及
副学士学位课程

哥伦比亚学院



梦想，
在此起航

哥伦比亚学院将支持你的梦想起飞。

我们的大学转学分课程根据每位学生的专业和目标量

身定制课程。在这里，老师会记住每一位学生的姓

名，你可以享有小班授课的友好氛围，同时你还能体

验到大学校园的学习环境，感受无处不在的支持与关

怀。哥伦比亚学院不仅能够帮助你成功进入大学，也

会帮助你顺利融入加拿大生活的方方面面。

哥伦比亚学院成立于1936年，历史悠久、交通便

利，坐落在温哥华市中心。学院的大学转学分课程转

学成功率很高。学生满怀动力与好奇走进校园；毕业

时，他们将拥有坚实的学术基础和优秀的成绩，带着

自信、知识与历练迈向人生新阶段。

哥伦比亚学院，梦想在此启航。



精彩城市，
发现自我

安全可靠
充满活力
与众不同

哥伦比亚学院位于温哥华Salish海岸地区, 周
边居住着 Musqueam、Squamish、
Stó: lō和 Tsleil Waututh 等土著民族。他
们的文化和精神告诉我们如何爱护环境，与
自然和谐相处。

温哥华是世界最宜居城市之一，也是一个值
得探险的地方。 这里既有都市的繁华，也
有自然的静谧。这里音乐、戏剧、购物、美
食汇聚，又享有依山傍海的独特自然环境，
可山间徒步或环海骑行。夏天意味着享受碧
海蓝天和沙滩，冬天则意味着滑雪滑冰，徜
徉冰雪世界。这里还有来自世界各地令人惊
艳的餐厅、丰富多彩的节日庆典，以及等待
你去发现的美好。

选择在哥伦比亚学院学习，温哥华将成为你
的第二个家。学院便利的地理位置将方便你
接触和了解整个城市的一切。这里将是你继
续教育和体验生活的理想之地。

FAST FACTS
全球最宜居城市排名第三

加拿大气候最宜人的城市

45%的人口出生于加拿大境外

拥有顶尖大学UBC和SFU

加拿大经济增长的引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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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校园:

温哥华



融入生活
在加拿大体验家庭寄宿
为了方便学生就读哥伦比亚学院的高中课程，我们将为你找寻最

合适的寄宿家庭，让你可以在安全舒适的环境中体验新的习俗，

感受不同的世界观，顺利融入加拿大的生活。在迈向成功的旅途

中，我们与你一路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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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语10所要求的雅思成绩为总平均分5.0且写作5.0，托福iBT成绩待定。

我与我的寄宿家庭相处得十分愉快。他们都非常照顾

我，让我体验到了当地的文化。每天晚上与他们共进晚

餐时，我的英语水平都在逐渐提高。这里是我的第二个

家乡。

Gretta Ishimwe | 布隆迪

如果你还需要提高英语，我们将根据你的英语水平为你选择合适的英语课程。你有可能在学习
英语的同时，修读大学正课课程。

英语语言中心（ELC）
哥伦比亚学院英语语言中心（ELC）旨在帮助有需要的学生提高学术英语水平。ELC的学生
可以享用学院所有的设施与服务。

我们的英语培训项目包括非全日制课程和全日制课程（每周25小时），包括听、说、读、
写以及其他选修课在内的所有核心内容。

学生每学年有六次入学机会，最短的语言课程只需七周便可完成。一旦你的语言能力超过英
语096级别，便可以开始同时就读大学课程，并修读大学级别的英语语言课程。

哥伦比亚学院提供无语言双录取，如果你没有语言测试成绩，可直接参加学院的内部语言测
试。请访问以下网站了解更多详情：www.columbiacollege.ca。我们的语言培训项目拥有
加拿大语言官方机构的认证。

选择适合你的英语课程

1 2 3
学术英语（EAP）

最少7周 
高级学术英语

每学期4个月
大学英语课程

每学期4个月

英语 094
（初级）

英语097
+ 1门课程*

英语100
+ 2-4门课程**

英语 095
（中级）

英语098
+ 2门课程*

英语101
+ 2-4门课程**

* 可为大学或高中课程

** 全日制学生最少选择三门课

程
英语 096

（中高级）
英语099

+ 3门课程*

 英语101及 英语100或 英语099或 英语098或 英语097
 英语文学 英语11或 沟通12 沟通11
  英语12

雅思 总分6.5 总分6.5 总分6.0 总分5.5 总分5.0
（学术） 写作6.5 写作6.0 写作5.5 写作5.0 写作4.5

托福iBT
总分 88 79 71 64 57
写作 21 19 16 14 12
 以下任意2科 以下任意2科 以下任意2科 以下任意2科 以下任意2科
阅读 21 19 17 15 13
听力 21 19 17 15 13
口语 21 19 16 14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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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进度表

哥伦比亚学院的学生有资格直接转入其他高等教
育机构，其中成功的先例包括以下大学：

Dogwood Diploma

飞得更高
有时候，你需要一些帮助才能超越自我。我们有经验丰富

的老师协助你克服学业中遇到的各种困难。他们会深入

浅出帮助你理解和学到知识，从而在考试中取得更好的成

绩。你在哥伦比亚学院将打下坚实的基础，帮助你进入综

合性大学后继续取得学业上的成功。

Karen Atwal, BSW, MAdEd  |  顾问老师

在哥伦比亚学院工作三年

顾问老师总是很乐于引导学生实现他们的学业目标。 Karen不

但帮助我选择了最正确的课程，让我顺利进入工商管理专业，

还为我争取了很多锻炼领导技能的机会。作为星球俱乐部的一

员，我参与了学院世界动物日的组织工作，为保护动物做出了

自己的贡献。 

Navdeep Singh  |  印度



哥伦比亚学院的学生比例

95%  
的国际学生

哥伦比亚学院的班级人数都在

20-35 
人之间

哥伦比亚学院实施

三学期制度 
意味着你可以更快地完成学业

哥伦比亚学院设定的学术标准严格，学生想要获得高分必

须付出努力，这让我们在成功转入大学之后可以更轻松

地应对新的课程。但是教学也不会很深很难让你完全消化

不了。哥伦比亚学院对于刚刚抵达加拿大，正在适应新环

境的学生来说是最佳选择。这里的教授都非常负责。无论

何时何地，他们都乐于回答我们的问题。即使在我毕业

多年以后，我仍然与哥伦比亚学院的一些教授保持着联

系。我们几乎就像家人一样！他们经常与我分享过去和现

在的经历，这让我受益良多，也有助于我更好地规划未

来的生活。

Xiaoyan (Alice) Situ  |  中国

哥伦比亚学院、UBC商学院毕业生

汇丰银行全球贸易与应收账款财务部助理经理

 

勇往直前

志愿者活动

在哥伦比亚学院，学生有很多机会参与学校或城市组织的各种俱乐部活动。你
可以从中结识新的朋友，学习如何管理时间，并在实践中不断提高组织能力、
团队协作及领导能力。这些在温哥华的经历将帮助你更好地了解加拿大文化，
给你日后的生活带来很大的帮助。

工作与学习

持有学习许可的学生可以在完成学业的同时获得校内或校外的工作经验。在加
拿大全日制学习的大学生无需申请工作签证，可以从事校外工作。如果符合规
定，全职学习的大学生可在上学期间每周工作20小时（最多），而在假期（如
寒暑假）则可以从事全职工作。

哥伦比亚学院还会定期发布校内工作的需求与机会。

毕业后工作签证 (PGWPP)

从哥伦比亚学院毕业并取得副学士学位后，你可以通过申请毕业工作签证
(PGWP),获得在加拿大工作的宝贵经验。在此期间获得的工作技能，有助于你
申请加拿大永久居民的资格。

根据你的学位时长，毕业工作签证(PGWP)的期限从12个月到36个月不等。

申请毕业工作签证(PGWP)的前提是，学生必须持有有效的学习许可并能够提供
毕业证明（毕业证及最终成绩单）。请注意，学生需在学业完成后90天内提交
PGWP申请。

更多详情请访问以下网站：www.cic.gc.ca/english/study/work-postgrad.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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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规划

1110

每学分

大学转学分课程范例

学院大学转学分的课程设置与综合性大学大一、大二的课程
完全相同，而且学分可转入加拿大及美国的众多名校。学生
可以攻读某一专业（例如商科、文科、理科等），每个学期
可选择3-5门课程。同时，学生还可以修读选修课程，这意味
着转学分项目很灵活，可支持多种课程组合。

商科
课程范例（可选择其他选修课）：

第1学期  第2学期

英语100 (3)  商务272 (3)

数学111 (3)  经济学105 (3)

经济学103 (3)  商务291 (3)

心理学110 (3)  哲学102 (3)

大众传播110 (3)  英语110 (3)

15学分  15学分

工程
课程范例（可选择其他选修课）：
第1学期 第2学期

数学113 (3)  数学114 (3)

物理110 (4)  物理120 (4)

化学121 (4)  化学123 (4)

英语100 (3)  数学252 (3)

应用科学151 (4)  应用科学160 (3)

18 学分  17学分

如需获取关于大学转学分课程的更多资料，请访问 

www.columbiacollege.ca每30学分每课程

哥伦比亚
学院

温哥华大部
分大学

温哥华大部
分大学

温哥华大部
分大学

哥伦比亚
学院

哥伦比亚
学院

$1,100

$1,560 - 
$2,080

$15,600

$33,000

$3,300 - 
$4,400

$520

每年可节省
$17,400

 

大学转学分课程
大学转学分课程，在哥伦比亚学院修读大一及大二的课程
后，你可以将学分（最多60学分）转入BC省或加拿大其他地
区的任意综合性大学。从该大学毕业后，你将获得大学本科
学位。

BC省有着加拿大最完善的学院转大学的转学分体制（UT）。 
哥伦比亚学院的大学转学分课程具有如下优势：
• 与大学相同的课程安排和教学质量
• 友好的学院老师随时都可为学生提供帮助与支持 
• 小班授课模式，可更好地满足学生需求，建立更为密切的
师生关系，学生因而有机会取得更高的GPA
• 学费经济，哥伦比亚学院和大学相比相同课程的性价比更
高 
• 所有学分的收费标准均相同，无论你读任何专业

在过去的几年里，哥伦比亚学院一直是UBC和SFU国际学生
的主要输入源之一。

课程领域
文科
商科
传播
计算机科学
工程
理科

你可以网上下载或从学生服务中心获取BC省的大学转学分项目指南，它将有助于你合理规划大学转学分课程。在这份指南
中，哥伦比亚学院的每一门课程都可以转入BC省综合性大学，并与其它课程相对接。每学期开始前，你可以参考该指南完
成课程注册，也可以咨询我们的顾问。

 哥伦比亚学院 Simon Fraser University of University of  
 University British Columbia Victoria  

（学分） （学分） （学分） （单元）

Accounting 251 (3)  BUS 251 (3)  COMM 293 (3)  COM 200 level (1.5)

Applied Science 151 (4)  ENSC 204 (1) APSC 151 (3)  MECH 200 (1.5)

Biology 110 (4)  BISC 1XX (3)  BIOL 1st (4)  BIOL 184 (1.5)

Business 250 (3)  BUS 2XX (3)  COMM 296 (3)  COM 250 (1.5)

Chemistry 121 (4)  CHEM 121 (4)  CHEM 121 (4)  CHEM 101 (1.5)

Computer Science 101 (3)  CMPT 100 (3)  CPSC 1st (3)  CSC 100 (1.5)

Economics 103 (3)  ECON 103 (3)  ECON 101 (3)  ECON 103 (1.5)

English 108  ENGL 104 (3)  ENGL 111 (3)  ENG 100 level (1.5)

Mass Communications  CMNS 110 (3)  ARTS 1st (3)  HUM 100 level (1.5)
110 (3)

Mathematics 113  MATH 151 (3)  MATH 100 (3)  Math 100 (1.5)

Physics 120 (4)  PHYS 121 (3)  B-SCI PHYS 102 (3)  PHYS 100 level (1.5)

Psychology 210 (3)  PSYC 250 (3)  PSYC (3)*  PSYC 200 level (1.5)

以上课程转学分信息可能会发生变化。
如需了解最新的转学分项目信息，请登陆BC转学分指导网站www.bctransferguide.ca

本地大学转学分项目指南

副学士学位
副学士学位相当于完成四年制大学前两年的课程后所获得的学位。获得副学士学位后，学生可以对接综合性大学大三课
程，以便继续修读大学本科学位。

文科副学士学位
工商管理
经济学
文学
大众传播 
政治科学
心理学

第1年 第2年 第3年 第4年副学士
学位

学士学位

理科副学士学位
计算机科学
通用科学 
数学 

哥伦比亚
学院

哥伦比亚
学院

大部分大学 大部分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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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生活与学生服务

哥伦比亚学院非常清楚国际学生的需求，会为你
提供学习、生活、社交各种方面的服务，帮助你
尽快融入加拿大的文化氛围。

活动
哥伦比亚学院每个星期都会组织丰富多彩的活动，比如北
美和其他文化节日庆典，或者前往Whistler和Victoria的旅
行等。我们相信这些活动可以帮助学生保持健康的生活方
式，结交新的朋友。哥伦比亚学院有很多学生俱乐部和学生
协会，涵盖羽毛球、足球、篮球、舞蹈、瑜伽等众多兴趣领
域。 

想了解哥伦比亚学院最真实的学生生活吗？
你可以加入我们的社交网络账号，对我们的
校园进行一次全方位的探索吧。

欢迎关注我们的Facebook账号：
CCactivities，以及Instagram账
号：columbiacollege1936

迎新与注册
每学期开始之前，我们都会组织迎新活动，帮助新生了解哥
伦比亚学院的学习和社交生活。迎新活动对于国际学生来说
非常重要，它能帮助你顺利融入加拿大的生活，并在一天内
帮助你完成注册手续、了解学校和城市的概况，并且结交新
的朋友和认识学校的老师们！

辅导与测试中心
学生可以免费预约我们的数学、英语及经济学辅导老师，获
得课程方面的帮助。

健康
哥伦比亚学院配有两名认证护士，帮助学生解决包括感冒、
流感、运动伤害在内的各种健康问题。护士办公室的设备非
常齐全，如有必要，我们的护士还会协助学生预约医生、牙
医、心理咨询师及其他的医疗专家。

顾问与建议
哥伦比亚学院的学术顾问会帮助学生进行课程规划、转学分
选择、职业规划、甚至帮助解决个人其他问题。我们的顾问
老师欢迎学生随时向他们倾吐心声，讨论未来的职业目标。

国际学生移民顾问
基于加拿大移民顾问监管委员会（ICCRC）的规定，学院的
国际学生移民顾问（RISIA）会针对特定的移民问题定期组织
讨论会、信息宣讲等活动，并会提供宣传单帮助学生了解毕
业工作签证等移民问题。



我愿意向其他学生推荐哥伦比亚学院，因为这
里有多元文化和支持性的学习环境。小班课堂
设置让我受益良多，我不但可以更高效地学
习，还能结交和我学术经历相似的朋友。

              

2016年获得哥伦比亚学院JOHN HELM
纪念奖学金

哥伦比亚学院龙舟赛金牌冠军

VIOLA KUSTARIO 
印度尼西亚
加速高中课程与大学转学分毕业生
UBC科学与合作专业三年级学生

“大学转学分项目帮助我明确了自己的兴趣，并选择了UBC最适
合我的专业。与大学相比，这里的课堂气氛更加轻松，老师在课
堂上或办公时间都可以帮助我们。值得一提的是，这里的课程设
置旨在帮助学生做好转入大学或进入职场的准备。”

“我非常喜欢学院组织的各种活动。我和朋友们曾经在
Squamish玩过漂流，在Bowen岛体验过皮划艇，还在Whistler感
受过单板滑雪。当然，这里丰富多彩的生活还远不止这些！在温
哥华及周边地区参与各种活动是结交朋友、体验户外生活的最妙
的方式。”

成功的校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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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仅在学习上帮你做好下一步准备，也通过课外
生活帮你提高其它技能。从而让哥伦比亚毕业的学生
拥有更多的技能，能带领团队，成为领导。以下是我
们最近成功转入UBC和SFU的校友们，他们的经历和
经验能让你受益匪浅。

12:00pm
LUNCH

1:00pm
PHYSICS

2:00pm
GET TO LAST CLASS

5:00pm
MEET FRIENDS

6:00pm
SOCCER GAME

8:00pm
STUDY

9:00am
ENGLISH

4:00pm
DO HOMEWORK



“什么才是对你最重要的事情？什么才是你走到今
天的原动力？当你想要放弃的时候，请回想一下这
两个问题。万事开头难，你可能会在某时某刻感到
害怕或困惑。没关系！ 我们都曾经历过这样的过
程。质疑让你困惑的一切、勇于接受挑战、不要害
怕改变。有一天，你会看到今天所付出的努力都是
完全值得的。”

“不要忘记，你正在经历人生最美好的时光——尽
情享受吧！加入俱乐部、参与活动、结交朋友、选
购一些创业俱乐部的小食品、竞选学生领袖、为自
己在荣誉榜上赢得一席之地、成为哥伦比亚学院社
区的一部分 -- 这些经历都将让你在哥伦比亚学院的
生活变得更有意义。”

Le MInh hIeU (eThAn) 
越南
大学转学分毕业生
UBC商科2年级学生

如果你想接受良好的教育，
同时有机会对接大学课程，
那么哥伦比亚学院将是你最
好的选择。学院为学生创造
了极具竞争力和挑战性的学
习环境，在这里我学会了如
何成为一个不一样的自己。

              

FATI SAnOGO 
卢旺达
高中及大学转学分毕业生
前哥伦比亚学院学生服务助理
SFU文科2年级学生

我对学生的建议是请走出你习惯的小圈子、结交更
多朋友、参与志愿者活动、甚至还可以找份合适的
工作。尝试认识一些你认为不可能成为朋友的人
吧，因为你永远都不会知道你将遇到怎样的人。如
果愿意走出你的舒适区，你会有机会遇到非常棒
的朋友。

作为学生服务助理，我经常回答学生的
问题。我也负责在学生服务中心录入数
据并协助进行活动规划。我喜欢与人相
处！在这一过程中，我掌握了重要的技
能，这将帮助我在未来的职业生涯中取
得成功。

政治科学专业

2017年获得哥伦比亚学院大学奖学金

世界学生日志愿者

哥伦比亚学院龙舟队成员

我喜欢在哥伦比亚学院接受
高中教育，因为这里的课堂
气氛更有意思，并能帮助我
提高英语水平。当我进入大
学转学分项目之后，我已经
做好学习大学课程的准备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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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SMAn SAVKUeV 
俄罗斯
大学转学分学生
哥伦比亚学院学生服务助理
转入UBC商科并获得奖学金

“我选择来加拿大求学主要是因为
这里的气候条件与俄罗斯很接近。
不过让我意外的是，这里冬天居然
下雨，而我已经习惯了下雪。总
之，气候整体与俄罗斯差不多，适
应起来非常容易。”

“对我来说，参与足球队的活动是非常美妙的经
历，我相信每个人都可以找到自己感兴趣的俱乐部
或运动。加入学院的运动队绝对是结交新朋友的最
佳方式，因为我们会一起训练、一起比赛。这也有
助于培养我的团队精神。”

哥伦比亚学院足球队成员

加拿大的生活

2018年领取哥伦比亚学院
优秀学生奖学金

我推荐哥伦比亚学院出于
以下三个原因，便捷的校
园生活、优秀的教师团
队、更大机会转入加拿大
最好的大学。

              

2018 | 2019 课程日期
 
2018 年秋季
8月29-31日 迎新及注册
9月4日  秋季学期开学
12月3-8日 期末考试

2019 年冬季
1月2-4日 迎新及注册
1月7日 冬季学期开学
4月8-13日 期末考试

2019 年夏季
5月1-3日 迎新及注册
5月6日 夏季学期开学
8月6-10日 期末考试

2019 年秋季
9月4-6日 迎新及注册
9月9日 秋季学期开学
12月9-14日 末考试

EAP课程可在学期中的以下日期入学：

•  2018年10月22日

•  2019年2月25日

•  2019年6月24日

•  2019年10月21日

如需详细信息，请访问：www.columbiacollege.ca/
calendar

迎新活动不但可以确保学生顺利融入加拿大及哥伦比亚
学院的生活氛围，还可以帮助学生在课程开始前完成注
册、认识新的老师和同学。

申请人必须年满15周岁并需提供良好的学业成绩证明。
如果学生还不满足申请项目所要求的最低英语能力要
求，可在注册课程时同时选择不计算学分的学术英语
（EAP）课程。

现场申请
约见招生官：
电话： +1 604 683 8360
E-mail: admin@columbiacollege.ca

在线申请
访问www.columbiacollege.ca，点击“Apply Now”并
填写申请表。

申请要求
 填写申请表

          
         提供官方成绩单原件或认证件（包括英文翻译 
         件）

外部英语能力测试成绩，非必须（或参加哥伦
比亚学院内部测试）

护照信息页复印件

申请费$200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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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宿家庭
哥伦比亚学院向学生提供寄宿家庭服务，每月费用涵盖
一日三餐。在哥伦比亚学院学习期间，学生可以感受加
拿大当地的家庭生活。

寄宿押金总额 $ 1,970 

•         安置费（一次性） $ 250 

•         接机费 $ 70 

•         2个月寄宿费 $ 1,650  

寄宿家庭及监护费用（19岁以下）
学校可为选择哥伦比亚学院寄宿家庭服务且未满19周岁
的学生提供监护。所有选择寄宿家庭及监护的学生需提
前支付整个学期（4个月）的家庭寄宿费。

寄宿押金总额 $ 2,400 

•        安置费（一次性） $ 250  

•        监护安排（一次性）         $ 200  

•        监管费（一次性） $ 80  

•        接机费 $ 70 

•         2个月寄宿费 $ 1800 

  如何付款

Flywire是我们的首选付款方式：www.flywire.com/
pay/columbiacollege

如需获取其他付款方式的详细信息，请发送e-mail
至：admissions@columbiacollege.ca

生活费预估(8个月)
食宿 $ 7,200
交通 $ 770
书本 $ 1,800 
其他杂费 $ 2,500

总计 $ 12,270

学习费用
申请费  $ 200

学费(每学分) $ 520

大学课程(3学分) $ 1,560

大学课程(4学分) $ 2,080
 
学费示例
课程  期限 费用

大学转学分课程 1年*或30学分 $  15,600
大学转学分课程 2年*或60学分 $  31,200
副学士学位课程 2年*或60学分 $  31,200

*基于每年两学期
  
English for Academic Purposes (EAP)  
学术英语(EAP) 7周-全日制 $ 2,860

English for Academic Purposes (EAP)  
学术英语(EAP) 14周-全日制  $ 5,720

学费押金
海外申请人 $ 12,540
从海外提交申请的国际新生
       
押金包括两个学期24个学分的学费、
活动费及医疗保险

本地申请人  $ 4,710
在加拿大持有合法身份的申请人，
包括永久居民、公民以及学习许可持有人。

请访问以下网站了解费用详情：
www.columbiacollege.ca/calendar

会员资格认证：

加拿大大学和学院注册服务商协会（ARUCC）

独立学校联合会（FISA）

哥伦比亚学院隶属于“社团法”成员，并在加拿大税务局注册为慈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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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单位为加元，2018年9月1日 - 2019年8月31日期间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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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missions Office

438 Terminal Ave.

Vancouver, BC

V6A 0C1  Canada

T +1 604 683 8360

F +1 604 682 7191

e admin@columbiacollege.ca

north Campus

333 Terminal Ave.

Vancouver, BC

V6A 4C1  Canada

 www.facebook.com/ccactivities

 @columbiacollege1936

www.columbiacollege.ca

Spring into 
your futur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