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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将是你未来梦想
的起点。
彼得堡西蒙校区
大多伦多地区德恒校区 
特伦特大学致力于保证教育质量，丰富调研项目及不断提高学生
大学生活体验，并始终领跑在这些领域。在特伦特，我们拥有雄
厚的师资力量、友善静谧的学习环境、特色的小班教学及独一无
二的学院制学生系统。这都将保证所有特伦特的学子能够在本
科、研究生及语言项目期间获得良好的学习及成长环境。实践与
理论相结合一直以来都是特伦特大学的教育主旨，正如我们的核
心精神“Challenge the Way You Think”， 特伦特的学子们将会
在学术上获得最大限度的自由。我们鼓励学生挑战自己，并为学
生提供诸多的机会：实践、实习、调研项目、海外留学、进修课
程等。特伦特大学的教学目标是为学生们创造优良的学习环境，
并确保学生能够在学习中获得丰富多彩、宝贵实用的经验。在特
伦特大学特有的学院制学生系统管理下，学生们的生活、社交及
各项技能都将得以提高，这将会是为学生今后发展打下夯实基础
的良好机会。依山傍水、风景绝佳的彼得堡西蒙校区(Symons 
Campus)，藏于都市、日益壮大的大多地区德恒校区(Durham 
GTA Campus)，都将是您的绝佳选择。  

体验加拿大生活
多元文化一直是加拿大的特色标签之一，这是一块能为前来求
学的学子提供优良的学习环境、丰富多彩的生活体验以帮助
学生为未来发展做好十足准备的土地。作为加拿大顶级学府之
一的特伦特大学，我们致力于通过学以致用的教学模式及提高
学生实践能力的教学风格，打造全球认可的专业项目供学生学
习。

• 在进修期间累积实践及工作经验。

• 在学习之余通过全职实习及工作积攒宝贵实用的工作经验。

• 学生在毕业之后可申请长达三年的工作签证，以便于未来
移民计划。

• 在安全的环境下，体验加拿大的自然风光及多元文化的魅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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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来到
特伦特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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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腊与罗马文化研究 
 发展方向：
 › 希腊与拉丁文化
人类学 D&P 
考古学  
 发展方向：
 › 环境考古学 NEW
 › 地中海考古学 
文学荣誉学士 D&P 
文理综合学士  
生化与分子生物学  
 发展方向：
 › 健康科学
生物学 
 发展方向：
 › 保育生物学
 › 健康科学
生物医药科学 
工商管理 D&P 
 发展方向：
 › 会计 D&P
 › 经济学
 › 企业管理 D&P
 › 商业道德与可持续发展
 › 金融
 › 人力资源管理 D&P
 › 信息系统与电子商务 D&P
 › 市场营销与消费者文化 D&P
 › 原住民商业 – 领导力 
工商管理与文学 D&P 
工商管理与理科 D&P 
加拿大文化研究 
化学工程学：  
特伦特大学与斯旺西大学联合项目NEW 
化学物理学  
化学 
儿童与青少年研究 D 
交流与批判性思维 D 
计算机系统 (Co-op) D&P 
 发展方向：
 › 计算机科学
 › 数据分析
 › 软件工程
计算机系统与物理  
保育生物学 (Co-op) 

文化研究 
 发展方向：
 › 文化与定理
 › 电影与媒体
 › 综合艺术
 › 叙事文学
生态修复学  
(特伦特大学与弗莱明学院联合项目) 
经济学 
教育学
 › 教育学学士
 › 原住民教育学学士
 › 教师预科通道 D&P
英文文学 D&P 
 发展方向：
 › 历史文学 NEW
特伦特大学ESL语言课程  
环境化学 
环境地理学 
环境资源科学/研究 
环境科学/研究  (B.E.S.S.)  
金融分析* NEW 
法医生物学  
法医化学    
法医科学 
 发展方向：
 › 法律与条例
法医与文学 
法医与理科 
法医与科学
法国文化研究
 发展方向：
 › 魁北克与加拿大法国文化研究
性别与妇女研究 D&P 
地理 
历史 D&P 

人力资源管理资格证书 D&P 
原住民专业项目 
原住民环境研究/科学 
原住民文化研究 
信息系统 
国际发展研究 
 发展方向：
 › 非洲研究
 › 拉丁美洲研究
国际政治经济 
信息系统与法医学
新闻学与创作型写作 D NEW 
运动机能学* NEW 
法律与文学  
特伦特大学与斯旺西大学双专业 D&P 
法律与工商管理  
特伦特大学与斯旺西大学双专业 D&P 
市场营销与企业管理资格证书 D&P  
数学 
 发展方向：
 › 数理金融学
 › 统计学
数理金融学 
数理物理学  
传媒学 D&P 
医学预科通道 
护理学  
网络课程专业 D&P 
哲学 D&P 
 发展方向：
 › 伦理学 NEW
物理学  
治安与社区福利* D NEW 
政治学研究 
 发展方向：
 › 公共政策
法律预科通道  
医学预科通道 
 › 医学院
 › 兽医

D  该专业仅限在德恒校区 D&P  该专业在彼得堡及德恒校区均可学习

  如专业无后缀，则表示该专业仅限彼 
 得堡 校区

* 即将开启 

  NEW 新增专业
化学工程学双专业

金融分析*
运动机能学*

治安与社区福利*

专业一览
心理学 D&P 
 发展方向：
 › 心理发展 D&P
理科荣誉学士 D&P 
社会工作 D&P  
社会学 D&P 
 发展方向：
 › 犯罪学与社会法律研究
 › 健康研究
可持续发展农业与食物系统  
 发展方向：
 › 应用农业
水文科学

双专业  
热门双专业推荐：
 › 计算机系统与工商管理
 › 英文文学与传媒
 ›  环境资源研究与工商管理
 › 历史与心理学
 › 信息系统与法医学

多项专业选择搭配
特伦特大学为学生提供附加专业选项，学生在学习一项
主要专业的同时，可以选择一项附加专业。通过学习附
加专业的部分课程，学生可拥有一项主要专业加一项附
加专业毕业。

应用伦理学  
极地研究 
交流与批判性思维 D  
创作型写作 D NEW 
教育学 NEW
地理信息系统 
全球政治局势 
原住民和解与复兴  

国际发展研究 D&P
语言学习 
法律研究 D&P 
语言学 
市场营销 D&P
规划设计 NEW
医学预科   
现代文化研究预科 
剧场文化研究  
视觉艺术 NEW

硕士加速课程
如果有意向在本科毕业之后继续进修研究生课程，以下
专业的学生可在大学第三年开始申请特伦特大学的研究
生项目。特定的专业将会对本校学生开设快速通道：英
文文学、历史、文化研究或环境及生命科学。

更多详细信息：
trentu.ca/acceleratedmasters

特伦特大学对学生开放超过100个
本科专业，其中涉及的领域包括文
学、理工、社会科学及专业项目。

更多专业信息：
trentu.ca/futurestudents/international/programs

TRENTU.CA/INTERNATIONAL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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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生物学 
(B.Sc.) 
生物学对于当今社会有着至关重要的
联系，从疾病控制到全球70亿人口
的生活，生物学无处不在。特伦特大
学生物学专业将通过课堂讲学、实验
室课程及实地考察的教学模式为学生
讲解生物与生态的多样性，帮助学生
理解生物学的基本理论与概念。从而
鼓励学生将所学知识代入到现实问题
中、并寻找答案。

发展方向
保育生物学；健康科学 

选择特伦特的理由
特伦特大学鼓励学生学以致用的教学
模式将会帮助学生更好地学习该专
业。

就业加分项
• 学生将被允许参加安省境内大学举

行的野外生物学科研项目，同时学
生也被鼓励参加全加拿大或全球范
围内的野外生物课程研究

• 学生将有机会与生物系教授和安省
自然资源及林业部门的科学家一起
合作参与实验项目 

• 学生将会获得参与调研项目的机
会，并以此来丰富实践经验 

就业方向
兽医、生物信息学领域、生物医药
销售、保育生物学家、医生、病理学
家、遗传咨询师、动物学家、毒理学
家

热门课程
保育生物学、病理生理学、流行病
学、进化生物学、遗传学、医学昆虫
学、药理学、鱼类生态学、野外实地
课程

硕士加速课程 NEW!
本科期间就读环境与生命科学专业的
学生可通过特伦特大学硕士加速项目
在一年内完成该专业的硕士学习。

trentu.ca/futurestudents/biology

工商管理学学士 
(B.B.A.)
如果你想成为商业精英或杰出的企业
家，那么特伦特大学工商管理专业将
是你的不二之选。在特伦特大学商学
院的学习中，学生将会在学习之余有
机会接触并了解企业合作、自我评
估、网络市场、小型企业及其他商业
模式，并从中学习到领导力及管理学
的魅力、深入了解商业组织的运营及
商业在科技发展迅速的社会中所扮演
的角色。

发展方向
会计；经济；企业管理；商业道德与
可持续发展；金融；人力资源管理；
信息系统与电子商务；市场营销与消
费者文化；原住民商业文化

选择特伦特的理由
为今后的CPA(注册会计师)或MBA打
下夯实的基础。

就业加分项
• 学生有机会获得100小时的实践或

实习工作时长 
• 在本科四年的学习中，学生可选择

在读期间在本地商业公司进行调
研项目 

• 通过各类商业活动拓展自己的人脉 
• 有机会获得在多个本地或国有企业

单位的工作机会 

就业方向
会计师；市场营销师；人力资源管
理；金融分析师；股票分析师；投资
顾问；原住民商业管理；企业家；行
政助理

热门课程
管理能力；企业管理；金融与管理会
计；领导力、管理与发展；多元文化
融合；品牌文化；广告文化；策略
管理

trentu.ca/futurestudents/
businessadmin

计算机系统  
(B.A. or B.Sc.)
计算机系统一直以来都是热门专业。
当今社会正处于高速发展的状态，计
算机系统一直都是现代社会发展的核
心力量。计算机系统存在于各个领
域，并加速各行各业的发展。特伦特
大学计算机系统专业将会为学生提供
优良的教学，帮助学生提高计算机技
术、软件应用能力等各方面综合能
力。为今后在计算机领域的发展做好
十足的准备。

发展方向
计算机科学；数据分析；软件分析

选择特伦特的理由
体验尖端的科技技术与教授一起研究
科技的快速发展。

就业加分项
• 学生有机会获得为期一年的co-op

带薪实习机会 
• 在大三及大四的学习期间可前往实

体企业进行实习或实践体验 
• 有机会与教授一起参与科研项目 

就业方向
数据管理师；软件系统开发；网络系
统管理；科研人员；软件工程师；计
算机系统分析师；网络开发；移动应
用开发；数据科学

热门课程
网络应用开发；计算机犯罪与法医；
人工智能；系统运行；计算机绘图；
人机互动；数据开发

trentu.ca/futurestudents/
compsystems

经济学  
(B.A. or B.Sc.)
长久以来，经济领域的问题一直是国家
及全球关注的问题。在特伦特大学经济
学专业的学习中，学生将会深入学习到
应对复杂经济形势问题的最优解，如，
失业、通货膨胀、经济超速发展及市场
变化规律。完成该专业的学习后，学生
将会对当今国家及全球经济体系有全面
的了解。

选择特伦特的理由
特伦特大学经济学提供文理两个方向的
学习，学生可以通过课堂学习、小班教
学及研讨会等方式提高自己的学习。

就业加分项
• 与教授或以个人名义参与调研项目
• 与国家及国际调研人员一起分析国家

及国际经济形式，数据将由加拿大国
家数据库提供

• 经济与商科同时穿插学习
• 有机会与经济学领域的知名人士进行

交流座谈
• 在2018年，我们有幸邀请到了前加

拿大银行主管David Dodge先生 

就业方向
会计；保险计算员；商品分析/贸易；
劳动关系处理；市场调研分析师；媒体
运营；证券经纪人；国际贸易；统计学
家；金融分析师；投资顾问

热门课程
国际金融；经济带动国家发展；环境经
济学；加拿大经济

trentu.ca/futurestudents/economics

金融分析  
(B.Sc.)*
加拿大金融行业一直处于向上发展的
状态，并一直对对应专业的毕业生敞
开大门。特伦特大学金融分析专业融
合了数理、统计、经济、商科及计算
机，致力于打造一流的金融专业，为
社会输送优秀的金融人才。

选择特伦特的理由
数理与商业联合教学将会为学生提供
优良的教育，为学生今后在金融领域
的发展打下夯实的基础。

就业加分项
• 学生将有机会构思自己的金融模式

并从实体金融模式汲取经验 
• 参与贸易或金融竞赛，提高自身快

速决定的能力 
• 体验各项金融软件，分析实时数据

就业方向
商务智囊团；证券师；信用风险分
析；私人金融顾问；金融分析；保险
分析；投资管理

热门课程
金融会计；计量经济学；投资；衍生
产品；线性规划；数理风险管理

trentu.ca/futurestudents/
financialanalytics

* 即将开启

心理学
(B.A. or B.Sc.) 
心理学的主要学习方向为对行为与思想
的定义与研究。在特伦特大学就读心理
学专业的学生将会通过课堂学习、心理
实验室及小组研讨会的学习模式来进行
心理学专业本科的学习。主要的学习研
究内容为性格、心理健康、性别与感知
等。通过该专业的学习，学生将会习得
基本的研究技能和广泛的与心理专业相
关的知识。

发展方向
心理建设 

选择特伦特的理由
特伦特大学为学生提供多方面领域的调
研项目，其中包括：神经系统科学、情
商、性别、焦虑、健康、心理建设、语
言缺陷、感知能力及记忆

就业加分项
• 有机会与权威教师进行一对一科研

项目
• 学以致用的教学模式将会帮助学生在

调研项目中脱颖而出
• 认真负责的教职工将会为学生在今后

就业提供含金量极高的入职推荐

就业方向
心理治疗师；心理咨询师；危机干预
官；公务员；行为分析师；康复顾问；
社会工作者；调研员

热门课程
人格理论；认知心理学；儿童发展；梦
与梦想；变态心理学；健康心理学；语
言沟通障碍；心理学与社会学

trentu.ca/futurestudents/psychology   

THE ROAD TO RHODES
“特伦特大学的教授们都非常平易近人，他们会关注学生的各个方面，并及时给予帮助。在我学习国
际发展专业的期间，我非常喜欢Intellectual Challenge及Tight-Knit Community项目。我在特伦特
大学度过了一段非常丰富多彩及令人难忘的生活，最重要的是，我收获了很多友谊。”

 JOSHUA LOW, 国际发展研究专业
 特伦特大学第五位牛津大学Rhodes奖学金得主 (2019)

热门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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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伦特大学致力于为全国及世界各
地的优秀学生提供优质的教育，培
养全方位的人才。通过多元化的教
育与实践，帮助学生接受知识与技
能。 

不论你选择何种领域的专业，特伦
特大学都将会成为你大学学习的绝
佳选择。

特伦特大学王牌学院
› 商学院：特伦特大学的商学院有着独特的教学模式，并提多项发展方向专

业供学生选择：会计、管理学、企业管理、人力资源管理、信息系统与电
子商务、市场营销。并且，商学院的学生被允许在文理科专业中选择联合
专业进修。

› 环境学院：特伦特大学的环境学院在加拿大大学中一直是领头羊。

› 教育学院：特伦特大学的教育学院是一个有着创新精神并致力于培养优秀
教育人才的领先教育基地。

› 原住民研究：特伦特大学的原住民教育一直拥有着高知名度与师资力量。

› 特伦特与弗莱明护理学院：护理学专业的不二选择。

› 加拿大研究学习学院：特伦特大学是最早开设加拿大研究专业的大学，
 没有之一。

› 研究生学院：特伦特大学研究生学院正在不断地壮大。

 对于将来计划升学硕博及更高学位的学生来说，特伦特大学教授的推荐信
是十分有分量的，这将对学生申请更高学位有极大的帮助。

毕业于特伦特大学商学院的学生Shalico Christian在香港
的长江实业度过了他的市场调研实习。他的主要工作内容
为通过跟踪营销情况、新项目进度、土地收购及产品使用
以了解竞争对手。

的特伦特毕业生
都在6个月内成功
就业

Maclean’s University 
Rankings 2019

90%

特伦特学术优势

特伦特大学的优质教育将会为学生将来的发展进行全方位的铺路，
打下夯实的基础。

学费与奖学金
学费及生活费用
国际学生学费(2019/2020学年)*
以下所有费用的货币单位均为加币 – 每学年

学费  $21,385
学杂费  $2,605
住宿及餐饮费  $9,000 – $13,100
课本及器材  $1,000
个人开销 $1,500 – $2,000
共计 $35,490 – $40,090
 
 * 加拿大公民及持有永久居留权的国际公民需缴纳的学费及学杂费金
  额为$7,852。学费将于每年的5月由University’s Board of   
  Governors公布。

更多资讯请访问：trentu.ca/financialservices

特伦特大学ESL课程费用
特伦特大学ESL语言项目费用 – 学费及学杂费
（2019/2020）

所有费用的货币单位均为加币

CORE English 1 – 3  $5,250
Foundations for University 1 $5,450
Foundations for University 2 $4,325

ESL费用详情：
trentu.ca/esl/program/esl-fees 

我们是第一 
特伦特大学是全加拿大大学
中奖学金及助学金发放数量
排名最高的大学

特伦特大学每年都会对表现优秀；学术上有优异表现；领导能
力强及对社区有贡献的杰出国际学生颁发奖学金及表彰。除了
基本的资金鼓励外，我们还会邀请杰出学生参加有意义的课外
活动、寻找导师帮助学生进一步在大学中进修、并定期参加学
者论坛。

特伦特大学国际公民奖学金：
Global Citizen Scholarship and Awards 国际公民奖
学金
$2,000 – $24,000/每学年

特伦特大学国际学生Levy奖学金
$24,000

United World College奖学金
$10,000 – $24,000

Justin Chiu国际学生奖学金
$3,000 – $15,000

Scotiabank国际学生奖学金 
$1,000 – $5,000

申请方式

2020年9月入学的申请者，申请截止日期为2020年2
月15日。

国际招生网站：trentu.ca/intl/apply
国际学生奖学金与表彰：
trentu.ca/intl/scholarships

我们对国际学生的承诺

国际学生奖学金及表彰
入学奖学金* 
所有申请特伦特大学的国际学生都将会自动列入入学奖学金的候选名单
中，并根据最终成绩判定入学奖学金的金额。
$1,000 - $3,000 （无需额外申请） 

入学奖学金
金额

加拿大高中
毕业申请（
或等效课

程）

美式高中教育
申请（GPA总

分为4.0）

IB学生申请 英式高中
教育申请 – 
Advanced 

Level

（至少2门
课程）

$1,000 80% 3.67 30 B B

$1,500 85% 3.76 33 B A

$2,500 90% 3.85 36 A A

$3,000 95% 3.93 39 A A*

* 所有申请特伦特大学的申请者将会被自动列入入学奖学金的候选名单
中，无需额外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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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专业 12年级英语

人类学 （B.A. or B.Sc.） 数学 B.Sc.
考古学 （B.A. or B.Sc.） 数学 B.Sc.

     文学与理科 （B.A.S.）

生化与分子物理学 （B.Sc.） 生物、化学 数学

生物 （B.Sc.） 生物、化学 数学

生物医药科学 （B.Sc.）* 生物、化学、数学及物理、地球科学或空间科学三选一**
工商管理 （B.B.A.） 数学

工商管理与文学 （B.A.） 数学

工商管理与理科 （B.Sc.） 数学

化学工程学 – 双专业（B.Eng. 英国斯旺西大学，B.Sc. 特
伦特大学）*

化学、物理、数学

化学物理学 （B.Sc.） 化学、数学 物理

化学 （B.Sc.） 化学、数学

计算机系统 （B.A. or B.Sc.） 数学 B.Sc.
计算机系统 Co-op （B.Sc.）* 应用写作、数学  
计算机系统与物理 （B.Sc.） 数学 物理

保育生物学 (B.Sc.)*; 保育学生物学  （B.Sc.）* 生物、化学、数学 物理

生态修复（特伦特大学与弗莱明学院联合项目)（B.Sc.） 通过弗莱明学院网站，直接申请特伦特大学：
ontariocolleges.ca 

经济学 （B.A. or B.Sc.） 数学

环境化学 （B.Sc.） 化学、数学

环境地理学* 化学、数学 物理，地球学及空间科学

环境及资源科学（B.Sc.）；环境科学/研究（B.E.S.S.）* 生物，化学 ，数学

金融分析（B.Sc.）* 数学

法医与科学（B.Sc.） 数学

法医生物学（B.Sc.）*；法医化学（B.Sc.）；法医科学
（B.Sc.F.S.）* 

生物，化学 ，数学 物理

地理（B.A. or B.Sc.） 数学 B.Sc.
原住民环境研究（B.A. or B.Sc.） 数学 B.Sc.
信息系统 （B.A. or B.Sc.） 数学 B.Sc.
双专业 数学 B.Sc.
运动机能学（B.Sc.）* 生物、数学 、 化学、物理 11年级化学或物理 
法律-双专业（LLB，英国斯旺西大学，B.B.A.或B.A.，特
伦特大学）* 

数学

数学（B.Sc.）；数理经济学（B.Sc.）；数理物理学
（B.Sc.）

数学

医学预科通道* 自传体制图 生物，化学 ，数学

护理学（B.Sc.N.）* 生物、化学、数学、并成功用过CASPer考试 
(www.takecasper.com)

物理（B.Sc.） 数学 物理

条例与社区福利（B.A.）*
心理学（B.A. 或 B.Sc.） 数学 B.Sc.
理科（B.Sc.） 数学

可持续发展农业与食物系统（B.A.或B.Sc.） 生物 B.Sc. 数学 B.Sc.
教师预科通道（B.A. 或B.Sc.）* 数学 B.Sc.
水文科学 （B.Sc.） 数学

专业 要求 推荐课程

完成线上申请：trentu.ca/intl/apply

缴纳申请费用

提交成绩单及语言成绩(如果被要求提供)

1

2

3

入学时间 申请截止日期
9月  6月1日*
1月**  11月1日
4月 (ESL) 2月1日
5月 3月1日
7月 (ESL)  5月1日

*   部分学科专业有更早的申请截
止日期，请于1月提前申请。(
申请通道将于10月上旬开启)

** 部分专业不提供1月入学，详
情请浏览：

 trentu.ca/futurestudents/
international/programs

申请方式

 * 该专业竞争性强且可能有录取限制
 ** IB学生：IB Math【非Math Studies】，IB Biology。IB Chemistry 或 IB Physics

部分专业具体要求 
以下专业的申请者必须完成对应要求的12年级课程

International Baccalaureate (IB)
总分不低于26（包含附加分）
English Language A (非English 
Language B)，最低要求为达到5。  
前置课程需要在及格或高于及格线（对
于数学专业并要求前置课程的专业，数
学 SL或HL是必修课程。Math Studies
将不被接受）。 
HL需要完成并达到Grade 5及更高以用
于转学分。 

英式高中教育毕业申请：
5门O-level(IGCSE)课程及2门A-level 
(A2)，分数不得低于C。两门AS课程可
视为一门A2课程。
O-level英文课程达到C及C以上。
A2课程达到C或C以上，以用于转换学
分。

美式高中教育毕业申请：
高三课程须达到‘B’以上 (GPA 3.0，满
GPA 4.0),并且需要至少4门Senior等级
的学科课程。 
English 12课程分数不得低于70%。
AP课程到达4或更高，以用于转学分。

安省高中毕业申请：
6门4U/4M课程，平均分不低于70%。
每位申请者会根据自身情况被判定是否
达到语言要求。

中国高中毕业申请
平均分不得低于75%。

印度课程
CBSE的标准XII课程或Statement Board 
Exams（Academic Subjects Only）平
均分不得低于70%。

其他国际高中
请访问 trentu.ca/intl/requirements

英文语言能力测试
我们接受以下系列的语言能力测试，但
是必须为官方的原件：
CAEL 楷尔 60 
CPE C 
雅思 总分6.5，且单科不低于6.0
Pearson PTE 59
托福（机构代码 0896）
IBT 86
PBT 580及TWE不得低于4.5

本科录取信息
以下为基本录取信息，有特别录取要求的专业仅供参考。

顺利完成特伦特大学ESL语言
项目将不再被要求提供语言成
绩，并直接进入本科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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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伦特大学ESL语言项目优势
› 在完成ESL学习后，直接进入本科，无需再提供语言成绩
› CORE English课程对于初学者来说，完成仅需3个学期，或更短
› 在学习ESL的期间可兼修本科课程
› 双录取 – ESL+本科专业录取
› 学生可通过语言成绩直接分级
› 模拟真实的情景，让学生更好地学习语言
› 特伦特大学ESL语言项目是特伦特大学自身的项目，非外包项目
› 特伦特大学ESL语言项目是被加拿大语言协会所认可的，
 且是该协会会员之一
 

83%

完成特伦特大学语言课程的学生
将会在本科学习中更容易取得较
好的成绩。

的ESL毕业生将会在本科学习中
以B或B以上的成绩完成本科课程

的ESL学生将会在5年内完成ESL
及本科课程并顺利从本科毕业

超过 95%

5-15%

更好成绩

特伦特大学ESL
语言课程
特伦特大学ESL项目仅限在彼得堡校区学习。

全球国际留学生会选择在特伦特大学学习语
言课程，是因为特伦特大学自己拥有高知名
度的语言项目及可以为学生提供良好的语言
教育帮助学生顺利进入本科学习。

ESL开学季
1月     2020
4月     2020
6月     2020
9月     2020
1月     2021

ESL + 本科学分课程

› 为本科学习做好十足的准备

› 学习ESL的同时在四级和五级兼修本科学分课程

› 学生在学习ESL的期间，ESL的教职工将会全程提供学术
支持

› 提前适应大学本科生活

› ESL学生与本科学生一样，享有特伦特大学所有的学生福
利及待遇，包括：图书馆、健身房、实验室等。

› 小班教学及每周的一对一学术指导

› 多样化的社团及丰富的课余生活将会帮助学生认识来自世
界各地的学生，感受多元文化的魅力

“在我正式进入本科学习之前的一年，我分别在ESL课程中完成了
ESL 四级与五级的学习。在ESL学习期间，我的英语水平得到了显
著的提高，同时我的社交人脉也得以拓展，这使我的本科生活变得
丰富多彩，也让我能够更加快速地适应大学本科生活。”

 YIREN (IAN) TANG,  特伦特大学ESL及工商管理学会计专业毕业生

在完成ESL学习后，直接进入本科，无需再提供语言成绩

双录取 - 本科学习直通车
CORE ENGLISH 1 – 3

(1 – 3 期)

FOUNDATIONS 
I & II

本科专业

12   |   TRENT INTERNATIONAL

联系我们
trentu.ca/esl                   trent.esl                     trentesl 特伦特大学ESL费用：详情请见第9页

ESL等级 特伦特大学
ESL入学测

试（在校）
雅思 托福 IBT 托福 PBT ESL学习

周期
ESL学习时长

（每期为9-12周）

Core 1 15 – 35 所有ESL新生必须
参加入学测试

所有ESL新生必须参
加入学测试

所有ESL新生必须参
加入学测试

5 45 – 60 周

Core 2 27.5 – 35 所有ESL新生必须
参加入学测试

所有ESL新生必须参
加入学测试

所有ESL新生必须参
加入学测试

4 42 – 48 周

Core 3 37.5 – 45 5.0 60 500 3 30 – 36 周
Foundations I 47.5 – 52.5 5.5 70 525 2 18 – 24 周
Foundations II 55 6.0 80 550 1 9 – 12 周
本科专业 60+ 6.5 86+ 580+ 0 0 周

进阶等级

学术/本科专业
课程+

(1 –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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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来到彼得堡校区
这是一个拥有良好学习环境的理想的生活城市。

特伦特大学西蒙校区位于安大略省彼得堡市，她被誉为
全球Top 100最美校园之一。当你踏进校园的那一刻，你
将会被她深深地吸引。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为学子创造
了独一无二的学习及生活环境。

特伦特大学彼得堡校区位于奥托拿比河畔，据多伦多市
中心仅90分钟车程。彼得堡校区对学生开放的专业囊
括了多个领域，其中包括：文学和理科、工商管理、法

律、医药、环境学等。在这里，学生们将会体验到特伦
特大学的特色小班教学及世界一流水准的实验设备。学
生们的大学学习及生活都将得到最好的体验。

多元文化的魅力，自然风光的优美、小班教学的特色、
教学设施的完善及执教人员的亲和力都将为学生创造一
个优良的大学生活环境。

校区简短咨讯

本科在读
学生8,240 700+ 来自世界各地79个国

家国际留学生

公顷的校园
占地面积

1,400 30 km
公里长的林间
步道

12x 多达12班次
GO BUSES
往返于校区于多伦多地区

360° VR
校园参观

彼得堡也是音乐节之城

特伦特大学尊重她所位于的Mississauga Anishinaabeg的领土传统与
条约。特伦特感谢原住民们对地球生态环境的关心与教诲，以及对于
维系特伦特大学与原住民之间的良好关系的关心。

100+
拥有100个以
上的公园和林
间栈道

300+
每年300个以上
的节日与庆典

欢迎来到彼得堡
加拿大的电气之城
彼得堡市将繁荣的艺术，文化和娱乐场景与著名的卡沃萨湖区令人叹为
观止的自然景观融为一体。 这个轻松友好的社区为想要在理想环境中
学习和有机会在城市时尚的餐厅，咖啡馆，酒吧和节日与新朋友留下美
好回忆的学生提供完美的背景环境。 无论您是大自然爱好者，冒险探险
家，美食家还是以上所有，彼得堡都是一个生活，学习和获得宝贵工作
经验的好地方。

彼得堡简短资讯：
90 min
距离多伦多市
中心90分钟
车程

141,357
大彼得堡地区人口：

冬季时间： 
12月到2月
平均最高温度：-2摄氏度
平均最低温度：-10摄氏度
平均降水量： 62.0mm

春季时间：
3月到5月
平均最高温度：11摄氏度
平均最低温度：2摄氏度
平均降水量：67.1mm

夏季时间：
6月到8月
平均最高温度：24摄氏度
平均最低温度：14摄氏度
平均降水量：73.6mm

秋季时间：
9月到11月
平均最高温度：13摄氏度
平均最低温度：5摄氏度
平均降水量：72.7mm

信息来源：NOAA

加拿大最友好城市排名
中位于前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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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成长的我们 
拥有新宿舍楼和教学楼
从2020年秋季开始，您将能够住在校园内，体验特伦特大
学德恒校区提供的全天候服务。 新的教室，居住空间，户
外庭院和小组学习空间 - 您能作为第一批学生享用这些设
施！
trentu.ca/durham/expansion

效果图

欢迎来到大多伦多地区（GTA）
德恒校区
藏于都市、不断成长的我们

在特伦特大学GTA德恒校区，您将得到更具个性化的教育。 
凭借最好的学生与教师比例之一，我们对本科学生的非凡
承诺使得特伦特德恒校区与众不同。 在我们不断发展的校
园中，专业教师中有杰出的历史学家，获奖作家，著名的
社会科学家和顶尖研究人员等优秀人才，教授著名的社会
责任学术课程。

在这里，我们提供的热门课程有商科，交流与批判性思
维，法律，社会工作，儿童与青少年研究，治安，计算系
统，人类学，英文文学，传媒学，历史，教师教育，心理
学，社会学，哲学和新闻学等，你拥有丰富的专业选择，
包括创造性的辅修专业。

通过实践，学生的未来职业准备将会得到全面地提升。特
伦特大学GTA德恒校区是寻求真正个性化学习体验的顶尖
学者的首选校园 。

特伦特大学GTA德恒校区简短资讯：

本科在读
学生1,382 40 min 距离多伦多市中心

仅40分钟车程

1:18 师生比例
为1：1810 min 距离Hwy401和Oshawa GO Station

仅10分钟车程

130+
公园与林间
步道

50+
餐厅、酒吧及咖啡厅
位于奥沙瓦市中心

欢迎来到奥沙瓦市 
毗邻加拿大最大都市

德恒地区的奥沙瓦市是特伦特大学GTA德恒校区的所在地，学生将会有丰富
的体验选择：位于大多伦多地区（GTA）较小的紧密社区，加拿大最大，文
化最多元化的城市提供无尽的安置和就业机会。 户外运动爱好者可以欣赏该
地区的自然美景，探索广阔的小径网络或感受天然绿地。 享有最先进的体育
设施，一流的购物中心和蓬勃发展的艺术和娱乐场所 - 距离Oshawa GO站和
401高速公路仅几分钟路程。对于想要亲近户外运动的同时享受紧密结合社区
的魅力的学生，GTA是一个游览，探索和发现的好地方。

奥沙瓦简短资讯：
40 min
距离多伦多市
中心40分钟车
程。

645,862

德恒地区
人口总数： 

冬季时间： 
12月到2月
平均最高温度：-4摄氏度
平均最低温度：-13摄氏度
平均降水量：26.1mm

春季时间：
3月到5月
平均最高温度：9摄氏度
平均最低温度：1摄氏度
平均降水量：41.2mm

夏季时间：
6月到8月
平均最高温度：24摄氏度
平均最低温度：13摄氏度
平均降水量：65.9mm

秋季时间：
9月到11月
平均最高温度：13摄氏度
平均最低温度：4摄氏度
平均降水量：72.6mm

信息来源：NOAA

加拿大十大新移民生活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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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内住宿

OTONABEE COLLEGE   

这是特伦特大学校内最大的学院学
区，我们欢迎所有的学者加入这个
大家庭。
住宿费+餐饮费：*
传统单人间 $11,858
传统双人间 $10,768
传统三人间 $9,000
套间单人间 $10,252
套间双人间 $9,161
 

CHAMPLAIN COLLEGE 

这是一个能够让学生将劳逸结合体
验到极致的地方。

住宿费+餐饮费：*
传统单人间 $11,858
传统双人间 $10,768
传统三人间 $9,000
套间双人间 $9,161

Champlain Annex
公寓式单人间 $10,363
公寓式双人间 $9,271

GZOWSKI COLLEGE 
这是一所以加拿大知名播音员，
有着“加拿大先生”之称的Peter 
Gzowski名字命名的学院。
住宿费+餐饮费：*
酒店式单人间 $13,107

Gzowski Annex
公寓式单人间 $10,363
公寓式双人间 $9,271

LADY EATON COLLEGE 

这是一所以加拿大著名学者Lady 
Flora McCrea Eaton命名的学院。”

住宿费+餐饮费：*
传统单人间 $11,858
传统双人间 $10,768
套间单人间 $10,252
套间双人间 $9,161

LEC Annex
公寓式单人间 $10,363
公寓式双人间 $9,271 

*  注意：所列出的费用均为2019/2020学年，2020/2021学年费用将于2020年4月公布。

你拥有多项选择
特伦特大学每个学院的宿舍都有着独特的寝室文化，并且在课余时间都会有多样化的活动帮助学生在
紧张的学习之余，体验大学生活的乐趣。

TRAILL COLLEGE (WALLIS 
HALL & CRAWFORD HOUSE)

这是特伦特大学五大学院中唯一一所
在校外的学院，位于彼得堡市中心。

住宿费+餐饮费：*
传统单人间 $11,858
传统双人间 $10,768
传统三人间 $9,000
套间单人间 $10,252
套间双人间 $9,161

特伦特大学 
GTA德恒校区校内住宿

我们在大多伦多地区的德恒校区正在
不断成长。它已成为一个多元化和包
容性强的社区中心。众多学子在此汇
聚一堂，协力创造更多精彩。

选择特伦特大学德恒校区，您将获得
更上一层楼的体验！
住宿费+餐饮费：* 
传统单人间：$14,058
传统双人间：$12,906

88% 
的特伦特学生建议在大学
第一年选择住校。

GREATER TORONTO AREA

特伦特大学餐饮计划 
每位在校内住宿的学生都将会有部分餐饮费会被自动存入学生卡，学
生可以用这笔费用在校园内任何一个食堂就餐。这就是特伦特大学餐
饮计划。学生还可以使用餐饮计划的费用在学校酒吧进行消费，或在
校内学生自己开的餐厅内就餐。同时，学生卡里的费用也可在彼得堡
市中心的部分餐厅消费。

特伦特大学有自己的农场，并且会将所得有机农产品供应给学校的食
堂。让学生吃得安心，吃得放心。
同时，关注特伦特大学的饮食服务@TrentFood，每天都会有不同的
餐饮活动等待着学生来参与。 
trentu.ca/foodservices

住宿选择
校内住宿：特伦特大学的宿舍以学院为基础，共计四大校内宿舍区，
五个校外宿舍区，外加分校区自己的宿舍。我们提供单人间、双人
间、三人间及公寓式宿舍，每个宿舍都会包括一定数额的餐饮费。

住宿费+餐饮费：$7,800-$12,000/每学年
trentu.ca/housing

校外住宿：特伦特大学的校外住宿部门可以帮助学生在本地寻找适合
的房源。 
trentu.ca/housing

寄宿家庭 : 在加拿大的寄宿家庭，学生可以体验到加拿大文化的魅
力，并且拥有良好的语言环境提升学生的英语语言能力。
canadahomestaynetwork.ca

生命在于运动
特伦特大学为全校所有学生提供
一流水准的运动及健身场地、设
备及器材。

所有特伦特大学的在读生都将会自
动被加入到特伦特大学的学生福利
计划中，其中学生可以免费使用学
校健身场地的设施。基本设施、瑜
伽房、室内球场、壁球馆、恒温泳
池、室内攀岩等。
trentu.ca/athletics

›  12,000 平方英尺的体育中心

›  北美地区最先进的室内赛艇训练场

›  Justin Chiu 运动场，全面升级

›  与国际水平持平的壁球室

›  配备专业理疗

›  25米的室内恒温泳池

›  两个健身中心

›  风景优美的林间步道

›  2个沙滩排球场

›  28英尺的室内攀岩

›  全新棒球场及多功能室外运动场

TRENTU.CA/INTERNATIONAL   |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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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一无二的国际学生服务

发现更多特伦特大学的魅力
在特伦特大学，学习只是大学生活的开始。在课
余时间，特伦特大学多样化的课余活动及社区交
流将会提供丰富多彩的课后生活，帮助学生在繁
忙的学习之余，放松自我，拓展人脉。

我们向国际学生承诺，我们将会为你们提供全方
位的支持及帮助。我们致力于为国际学生的成功
提供保障。

“作为一个特伦特大学的国
际学生，我感觉自己在异
国他乡找到了归属感。所
有的国际部工作人员都非
常友好，国际部是一个值
得国际学生依靠的地方。
无论是学业还是生活，
你都可以在这里找到自己所
需要的帮助与支持。”

 ANKIT TRIPATHI, B.Sc. 环境科学与工商管理

学生社团及兴趣小组
无论你的兴趣爱好有多广泛，有多特殊，你都将会
在特伦特大学找到和你志同道合的朋友。在特伦特
大学，我们拥有超过100个学生社团及兴趣小组。如
果你想向大家介绍自己的爱好或自己国家的文化，
不妨自己创造一个属于自己的社团。

机场接机
每年秋季开学季，我们都将会为国
际新生专门提供机场接机服务，从
机场直接送到校园。在完成申请并
接受录取通知书后，我们会第一时
间为学生提供接机信息。

新生迎新周
在您抵达校园之前和入住之后，我们
都将会为您提供全方位的服务。 特伦
特的新学生入学培训计划旨在帮助您
做好准备，为您的新教育之旅做好准
备。

与国际学生代表联系并参与我们的夏
季迎新活动，将会是一个良好的开
始，并且不要错过在九月开课前的迎
新周。

我们每年都会有多个开学季，分别为
冬季、夏季及秋季。多时段的开学时
间为学生们提供了更多的选项，无论
何时，特伦特大学都一直欢迎来自世
界各地的优秀学生加入我们。
trentu.ca/orientation 
trentu.ca/durham/orientation

国际学生指导和学习签证指
导
特伦特大学国际办公室将为您提供有
关许多重要事项的信息和指导，包括
移民，学术，工作签证，健康保险，
城市服务，健康和个人事务。

游览
当您通过专门为您设计的有趣活动和
郊游探索新家乡的同时可以结识来自
世界各地的学生。

特伦特大学国
际学生办公室
国际学生办公室
是您在海外学习生涯中的另一个
家！ 在课间或晚上加入我们，您
可以在那里喝咖啡，与朋友一起
交流，或参加我们的一些特别活
动，如国际交流角。
trentu.ca/international

更多对您有帮助的资源和服务：
学术资讯： 
trentu.ca/advising 
学术学习技巧：
trentu.ca/academicskills 
职业规划中心：
trentu.ca/careerspace 
咨询服务：trentu.ca/counselling 
医疗健康服务：
trentu.ca/healthservices 
学生返校：trentu.ca/rebound 
学生沟通服务：trentu.ca/sas

医疗保险
当您来安大略省大学学习或工作
时，您必须要有保险来支付医疗
保健服务和医疗费用。大学健康
保险（UHIP）是所有在安大略省
参与的大学或附属学院学习或工
作的国际非居民的强制性健康计
划。

没有资格获得OHIP加拿大员工或
其他满足条件的个人的国际学生
和员工 OHIP等待期与参与大学
相关的短期访客。UHIP是安大略
省针对国际留学生所提供的医疗
保险项目，对于还在学习期间没
有正式工作的学生们，这将会是
你们的不二之选。

UHIP医疗保险为您和您的合格家
属在加拿大居住期间可能需要的
基本医疗服务和治疗提供保障。

更多资讯详见 uhip.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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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学习： 
专业和录取

研究生学位-研究型
•  人类学硕士 M.A.
• 应用建模和定量方法M.A or M.Sc.
• 生物环境监测与评估 M.Sc.
• 加拿大研究和土著研究 M.A.
• 加拿大研究 Ph.D. 
• 文化研究 M.A., Ph.D.
• 教育学研究M.Ed.
• 英语(公共文本)硕士 M.A.
• 环境与生命科学 M.Sc., Ph.D.
• 历史硕士 M.A.
• 原住民研究 Ph.D.
• 材料科学 M.Sc., Ph.D.
• 心理学 M.Sc.
• 可持续性研究 M.A.

研究生学位-授课型
•   应用建模和定量方法M.Sc. – 大数据分析
• 应用建模和定量方法M.Sc. – 金融分析
• 生物环境监测与评估 M.BEMA
• 教育学研究 M.Ed.
• 法医学 M.Sc.FS
• 仪器化学分析 M.ICA
• 管理学硕士 M.Mgt

更多信息请访问：
trentu.ca/graduatestudies

为组织管理和领导领域的职业发展做好准备

这个全新的专业硕士项目能够帮助你在就业市场中获得更大
竞争优势。它提供了广博的商业及管理实践知识，其中包
括：会计、企业财务、市场以及战略管理。该项目课程针对
当代雇主的实际需求设计，而你将为加拿大或国外的领导岗
位做好充分准备。

本项目为时长16个月的全职授课型学习项目，由特伦特大学
商学院在德恒校区开设。申请管理学硕士的竞争非常激烈，
我们将只考虑符合或超过基本学术要求的申请者。本项目学
习包含四个学期，以及一个结合实际工作实践的实习机会。

› 在实习期中，学生将有机会把理论融入于工作实践之中
 ( 160小时起），并提交一份10页的工作报告。
› 本项目吸引了来自加拿大以及世界各地的优秀学生。 

研究生学位
管理学硕士  
( 仅限德恒校区）

“我会推荐特伦特大学的研究生项目给所有有意
向进修硕士的本科毕业生。特伦特大学给了我
继续追求历史文学的机会。所有的教职工十分
平易近人，对学生十分的关心。教授都十分的
有学识，能从他们的课上学到很多宝贵的知识
及经验。”

 
 CHRIS EVELYN, M.A.历史与国际政治经济

大数据分析
深入研究快速增长的数据科学

特伦特大学是加拿大首批填补数据科学专业人才培训的大
学之一。 学生将会学习到独特的技巧和工具的使用方法去
分析当今金融届复杂的科学数据。此专业的学习为期16 个
月，并且着重于培养学生在可视化，数据挖掘，云端操作
领域的能力。

就业方向包括了数据分析师，数据科学家，数据分析架构
师，商业经理和业务分析师。

金融分析
为金融职业做好准备

当你准备投身于股票分析，财务预测，投资银行，商业银
行，企业规划，投资组合管理，养老基金管理，和其他金
融工作领域时，金融分析的理论和技巧将会是必不可少的
技能。这个专业可以在短短的12 个月内完成，教学内容
涉及到对数学金融，投资组合和风险管理，金融计量经济
学，数值方法学和金融管理的深入研究。

应用建模和定量方法研究生专业    研究生助学资金
在特伦特大学，无论学生是进修研究型专业或
授课型专业，均有机会申请部分助学资金在研
究生或博士生学习中使用。 

更多费用及助学金，请访问：
trentu.ca/graduatestudies/experience/
tuition-awards-funding

研究生申请
完成线上申请：
ouac.on.ca/apply/trentgrad/en_CA/
user/login

支付申请费用

提交申请材料：
trentu.ca/graduatestudies/how-apply

申请截止日期：
申请每年9月入学，截止日期为同年2月1日。

* 部分专业开放多个入学时间段

trentu.ca/graduatestudies/experience/
how-apply.  

语言成绩要求
• 雅思(学术类)：总分6.5，单科不低于6.0
• 托福：总分93，口语与写作不得低于22
• 顺利完成特伦特大学ESL语言项目，将不再

被要求提供语言成绩，直接进入研究生学习

特伦特大学ESL信息：详情请见第12-13页

研究生文凭证书
• 生物环境监测与评估 GDip
• 教育与社区领导力 GDip
• 化学仪器分析 GDip
• 心理健康与特殊护理 GDip

trentu.ca/graduatestudies

1

2

3

特色
专业 特色

专业

特色
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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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实习及CO-OP
（在读工作体验）

在今天竞争激烈的职场中，应届毕业生的工作经验是雇主在招聘 
人才时很看重的条件之一。根据这一现代社会的现象，特伦特大 
学为学生们提供了各式各样的实习、实践机会。这将帮助学生们 
在大学学习生活中同时累积工作经验，为以后的就业铺路，提高 
学生们在职场中的竞争优势。

为了帮助学生在大学在读期间达成学以致用的目的，特伦特大
学为学生提供了多样化的实践机会。如:课堂实践、调研项目、 
国际化教学、Co-op (在读工作体验)及实习项目。为你的简历添
彩，在你毕业后的职业生涯中做出更有把握的选择。

本科期间的调研项目
在本科就读期间，特伦特大学根据各科系的教学内容开设了对口 
的科研、调研项目，学生将有机会与业界知名的教授、学者及科 
研人员一起参与项目。特伦特大学拥有着独特的自然环境，其中 
包括多个自然保护区，学生将被允许在保护区内参与科研项目。 
除此之外，学生还将有机会与教授一起探讨中世纪著作;与考古 
系的教授一起前往伯利兹(Belize)进行考古科研;或在拥有着世界
上顶尖实验设备的特伦特水质中心与知名学者们一起合作。 这些
宝贵且实用的经验与技能都将会成为学生升学研究生、博士生的
良好基石。

特伦特社区调研中心
通过特伦特社区调研中心、学生将有机会参与非营利及政府机
构的研究项目。在此期间，学生可在获取工作经验的同时，获
得学分。
trentcentre.ca

国际化工作
在特伦特大学为学生提供的实践、实习机会中，国际化的工作
经验同样也被重视。学生可通过参与实地考察、科研项目、语
言项目及实习项目前往世界各地体验国际化的教学与工作。如:
前往中国香港参与贸易活动、前往洪都拉斯参与医疗保健援
助、前往伯利兹参与考古项目、前往英国职教及前往中国台湾
学习海洋生物项目等。 

校内工作
除了校外的工作实践、实习机会，特伦特大学在校内的各个岗位 
也为学生提供了工作机会。在校园网的“学生工作招聘栏”中，学 
生可寻找自己感兴趣、适合自己的工作岗位提交简历。通过面试 
及审核后，方可参与到校内的工作。

特伦特的毕业生在雇主中非常受欢迎 特伦特大学毕业生毕业后为之工作的公司有：

学以致用:授课与实践相结合的教育模式

更多详细内容，以及参加我们的活动，请访问：
trentu.ca/discover 

发现更多特伦特的魅力
秋季开放日

德恒校区
2019年11月2日，星期六

彼得堡校区
2019年11月8日，星期五

3月开放日

德恒校区
2020年3月14日，星期六

彼得堡校区
2020年3月20日，星期五

校园体验计划
享受一次由向导带领的半日文科或理科校园体验，包括一次
小型讲座与问答环节。
彼得堡校区
2019年11月30日，星期六
2020年2月1日，星期六
2020年5月9日，星期六

校园参观
校园参观是了解校园环境的最好方式之一，在时长约1.5小时
的参观中，可以了解到学校各个方面的信息以及游览校园内
的优美风景。预约校园参观请前往： trentu.ca/tours 

无法到校参观？
查看我们的校园互动地图： 
trentu.ca/map

德恒校区
2019年11月15日，星期五
2020年2月14日，星期五
2020年4月3日，星期五

实践、实习及CO-OP (在读工作体验)
学校的各专业科系都为学生开设了对口的实践、实
践及 Co-op (在读工作体验)项目，各专业学生可在
参与实践、实践及 Co-op (在读工作体验)项目的同
时修得学分。如:工商管理、 社会工作研究、法医
学、教育学、护理学、健康科学及心理学 等。

工商管理专业实习项目
工商管理专业为彼得堡及德恒校区的学生提供了当
地的企业实习机会，学生将会与当地的公司、机构
及企业合作。在大三、大四的每个学期，工商管理
专业都会开设有实习课，学生可以报名参加。实习
课的机制为学分加实习，学生将会在工作中获得学
分。

医药科学专业实习
在医药科学的专业内，包括了医药科学实习及健康
科学实践，这个项目将会为今后有意向往医疗领域
发展的学生的升学及就业打下良好的基础。

计算机系统专业
计算机系统专业在2018新增了Co-op (在读工作体
验)项目，该专 业的学生将有机会获得三个工期的有
偿实习。

保育生物学专业CO-OP 
保育生物学的学生将会有机会与安省国土资源部
(MNR)、加拿大 国家公园部及多伦多野生动物园等
多个机构的专家合作，获得专业技能与知识，并参
与到保护世界濒危野生动物的行业中。

特伦特大学独特的网上研讨
会系列：
我们期待在更方便的时间与地点解答你的所
有问题。加入我们独特的网上研讨会，视频
与直播中涵盖了所有关于专业项目，奖学金
等内容。立即注册并参加我们的网络研讨会
吧！ 查看2019/2020年网络研讨会计划表请
前往： trentu.ca/webin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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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UAN URZUA 
 来自墨西哥

“我选择特伦特是因为它为国际
学生提供了最好的奖学金。作
为一个从美国大学转学来的学
生，我当时处于一个很难获得
加拿大奖学金的处境。就在那
时，我发现了特伦特的国际公
民奖学金给了我重返校园的机
会。”

 

 ANGELETT VACA (BETSY) 
 来自厄瓜多尔

“我早已爱上了特伦特大学的国
际学生社区团体。我的教授们
总是关心我们的未来并公平地
对待每一位同学。特伦特无微
不至地关注着学生的身体以及
心理的健康，这让我感到在特
伦特大学读书非常幸运，有安
全感。” 

 JARROD WILLIAMS 
 来自巴哈马

“我与我的教授们的关系非常
不俗。他们都很平易近人，有
序有节，知识渊博，乐于支持
学生利用好上课时间去收获更
多。在我需要帮助的时候，我
的教授总是能非常及时地回复
邮件，帮助到我。”

 MAGDALENE KARIKARI 
 来自加纳

“我选择特伦特大学是因为，我
一直在寻找特伦特这样注重学
生体验的大学。我可以毫不犹
豫地说，我在特伦特找到了这
种宝贵的特征。”

 

来自世界各
地的优秀学
生代表

 MINA DEMIRCAN 
 来自德国

“我一直为加拿大着迷，我选
择特伦特的理由是它被大自
然环绕，却又离繁华的大城
市那么近。”

 

  

 KAVYA CHANDRA 
 来自印度

“作为一个来自印度的国际学
生，能在特伦特大学这样的
地方学习生活四年让我非常激
动。这让我幻想加入了一个庞
大的交响乐团，所有人一起努
力奏响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交响
乐。这一切几乎美好得令人难
以置信。”

 

 SIMON JIA 
 来自中国

“特伦特大学是加拿大最美的大
学之一。我尤其享受这里的多
元文化氛围。我在这里与各个
国家的同学成为了好朋友，并
且对全球化与多元文化有了更
深的理解。这真是一段神奇，
且令人愉悦的体验。”

 ADELYNN CHONG 
 来自马来西亚

“我一直对法医学与人类大脑
研究非常感兴趣。当我在选择
专业与大学间摇摆不定时，感
谢特伦特大学提供的法医学与
心理学双学位的机会，让我下
定了决心。那一刻，我明白了
特伦特大学就是最适合我的大
学。”

听一听我们的国际学生分享校园内的生活，学术机
遇，以及选择特伦特大学的理由。
浏览更多 #FacesofTrentU 故事：trentu.ca/news

Trent

700+ 
全校约有700多名来自79个不
同国家的国际学生

10 多个
组织与团体
成员为来自各大洲及主要地区的国际学生组成

Alex Cheng,  经
济学  

特伦特大学
学生反馈

满足你的好奇心：
海外学习项目 
特伦特大学提供多样的海外学习项目，为你提供独特的机
会，通过探索这个世界的其他地区来丰富你的教育体验。选
择用一学期或一年的时间作为交换生在50多所合作大学中学
习。精彩的世界在等着你去探索发现。
trentu.ca/studyabroad



学校地址
Trent International
1600 West Bank Drive
Peterborough, Ontario
Canada  K9L 0G2 此文件的其他版本可在以下网址申请获得：

trentu.ca/accessible

与我们保持联系！
特伦特大学的教职工善于帮助各位学生和家长。我们期待与
你保持联系，并解答你对于特伦特大学，语言课程，以及加
拿大生活等各方面的问题。

705.748.1314
international@trentu.ca
trentu.ca/cn
TrentUInternational
TrentUInternational

联系我们！

官方微信号：

美国

安大略湖

安大略省，加拿大
乔治亚湾

彼得堡

多伦多

奥沙瓦

尼亚加拉瀑布

伊利湖

渥太华

彼得堡

渥太华

多伦多
奥沙瓦

彼得堡校区和德恒校区路线与
校园地图：
trentu.ca/howtofindus

位置信息
蒙特利尔

大多伦多地区

德恒校区
到达多伦多市中心的联合车站仅需40分钟
位于大多伦多地区，几分钟内可抵达401高速与奥沙瓦车站

彼得堡校区
距离多伦多市中心仅需90分钟
占地1,400 英亩；全长30公里的漫步小径
每日从校园到大多伦多地区至少12班车次
407高速即将开启（更快抵达大多伦多地区）

纽约与华盛顿特
区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