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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LLENGE THE WAY YOU THINK

特倫特大學
加拿大安大略省
本科類大學
連續九年排名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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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驗加拿大生活
多元兼容文化是加拿大的特色之一。在這裏，每一位前來求學的
學子都能享受優良的學習環境及豐富多彩的生活體驗，為未來個
人與就業發展打好基礎。作為加拿大頂級學府之一的特倫特大
學，我們致力通過學以致用的教學模式及提高學生實踐能力的教
學風格，建立全球認可的課程與專業項目。

在加拿大與特倫特大學就讀的特色包括：

•	 在進修期間累積實踐及工作經驗。

•	 在學習之餘通過全職實習及工作積攢寶貴實用的工作經驗。

•	 學生在畢業之後可申請長達三年的工作簽證，以便於未來申請
移民計劃。

•	 在安全的環境下，體驗加拿大的自然風光及多元文化的魅力。

	加拿大安大略省本科類大學	連續九年排名第一

歡迎來臨
特倫特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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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將是你未來夢想
的起點。
彼得堡西蒙校區
大多倫多地區德恒校區 
特倫特大學致力保證教育質素，豐富調研項目及提高學生大學生
活體驗，並始終領跑在這些領域。在特倫特，我們擁有雄厚的師
資力量、友善靜謐的學習環境、特色的小班教學及獨一無二的學
院制學生系統。這都將保證所有特倫特的學子能夠在本科、研究
生及語言項目期間獲得良好的學習及成長環境。實踐與理論相
結合一直以來都是特倫特大學的教育主旨，正如我們的核心精
神 “Challenge the Way You Think”， 特倫特的學子們將會在
學術上獲得最大限度的自由。我們鼓勵學生挑戰自己，並為學生
提供諸多的機會：實踐、實習、調研項目、海外留學、進修課程
等。特倫特大學的教學目標是為學生們創造優良的學習環境，並
確保學生能夠在學習中獲得豐富多彩、寶貴實用的經驗。在特倫
特大學特有的學院制學生系統管理下，學生們的生活、社交及各
項技能都將得以提高，這將會是為學生今後發展打下夯實基礎
的良好機會。依山傍水、風景絕佳的彼得堡西蒙校區 (Symons 
Campus)，藏於都市、日益壯大的大多地區德恒校區 (Durham 
GTA Campus)，都將是您的絕佳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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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學金發放

排名第一

學生滿意度
高達

的畢業生在畢業6個月內
就職，93%	的畢業生在
畢業兩年內就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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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臘與羅馬文化研究 
	 專修範圍：
	 ›	 希臘與拉丁文化
人類學 D&P 
考古學 
	 專修範圍：	
	 ›	 環境考古學	
	 ›	 地中海考古學	
文學榮譽學士 D&P 
文理綜合學士 
生化與分子生物學  
	 專修範圍：	
	 ›	 健康科學 
生物學  
	 專修範圍：	
	 ›	 保育生物学	
	 ›	 健康科学 
生物醫藥科學 
工商管理 D&P 
	 專修範圍：	
	 ›	 會計	D&P	
	 ›	 經濟學	
	 ›	 企業管理	D&P	
	 ›	 商業道德與可持續發展	
	 ›	 金融	
	 ›	 人力資源管理	D&P	
	 ›	 信息系統與電子商務	D&P	
	 ›	 市場營銷與消費者文化	D&P	
	 ›	 原住民商業	–	領導力	
工商管理與文學 D&P  
工商管理與理科 D&P  
加拿大文化研究 
化學工程學： 
特倫特大學與斯望西大學聯合項目NEW  
化學物理學 
化學 
兒童與青少年研究 D  
交流與批判性思維 D  
計算機系統 (Co-op) D&P 
	 專修範圍：	
	 ›	 計算機科學	
	 ›	 數據分析	
	 ›	 軟件工程	
計算機系統與物理 
保育生物學 (Co-op) 

文化研究 
	 專修範圍：
	 ›	 文化與定理	
	 ›	 電影與媒體
	 ›	 綜合藝術	
	 ›	 敘事文學 
生態修復學 
(特倫特大學與弗萊明學院聯合項目) 
經濟學 
教育學 
	 ›	 教育學學士	
	 ›	 原住民教育學學士	
	 ›	 教師預科通道	D&P	
英文文學 D&P  
	 專修範圍：	
	 ›	 歷史文學	NEW 
特倫特大學ESL語言課程 
環境化學 
環境地理學 
環境資源科學/研究 
環境科學/研究 (B.E.S.S.) 
金融分析* NEW  
法醫生物學 
法醫化學 
法醫科學 
	 專修範圍：	
	 ›	 例法律與條例	
法醫與文學 
法醫與理科 
法醫與科學法国文化研究 
	 專修範圍： 
 › 魁北克與加拿大法國文化研究 
性別與女性研究 D&P  
地理  
歷史 D&P  
人力資源管理資格證書 D&P  

原住民專業項目 
原住民環境研究/科學 
原住民文化研究
信息系统  
國際發展研究 
	 專修範圍：	
	 ›	 非洲研究	
	 ›	 拉丁美洲研究 
國際政治經濟 
信息系統與法醫學 
新聞學與創作型寫作 D   
運動機能學* NEW  
法律與文學 
特倫特大學與斯望西大學雙專業 D&P
法律與工商管理 
特倫特大學與斯望西大學雙專業 D&P
市場營銷與企業管理資格證書 D&P  
數學
	 專修範圍：	
	 ›	 數理金融學	
	 ›	 統計學	
數理金融學 
數理物理學 
傳媒學 D&P  
醫學預科通道  
護理學 
網絡課程專業 D&P  
哲學  D&P  
	 專修範圍：	
	 ›	 倫理學	NEW 
物理學  
治安與社區福利* D NEW  
政治學研究 
	 專修範圍：	
	 ›	 公共政策 
法律預科通道 
醫學預科通道 
	 ›	 醫學	
	 ›	 獸醫

D  該課程僅限在德恒校區 D&P  該課程在彼得堡與德恒校區均可學習

  如專業無後綴，則表示該課程僅限於 
 彼得堡校區

* 課程尚待批准 

NEW	新增專業
化學工程學雙專業
金融分析*
運動機能學*
治安與社區福利*

本科課程一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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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學 D&P  
	 專修範圍：	
	 ›	 心理發展學	D&P 
理科榮譽學士 D&P  
社會工作 D&P   
社會學 D&P  
	 專修範圍：	
	 ›	 犯罪學與社會法律研究	
	 ›	 健康研究 
可持續發展農業與食物系統   
	 專修範圍：	
	 ›	 應用農業 
水文科學

雙課程
熱門雙主修包括：
 › 計算機系統與工商管理
 › 英文文學與傳媒
 › 環境資源研究與工商管理
 › 歷史與心理學
 › 信息系統與法醫學

多項專業選擇搭配
特倫特大學為學生提供附加專業選項，學生在學習一項
主要專業的同時，可以選擇一項附加專業。通過學習附
加專業的部分課程，學生可擁有一項主要專業加一項附
加專業畢業。

應用倫理學

極地研究

交流與批判性思維 D

創作型寫作 D NEW

教育學 NEW

地理信息系統

全球政治局勢

原住民和解與復興  

國際發展研究 D&P

語言學習

法律研究 D&P

語言學

市場營銷 D&P

規劃設計 NEW

醫學預科

現代文化研究預科

劇場文化研究

視覺藝術 NEW

碩士加速課程
如果有意向在本科畢業之後繼續進修研究生課程，以下
專業的學生可在大學第三年開始申請特倫特大學的研究
生項目。特定的專業將會對本校學生開設快速通道：英
文文學、歷史、文化研究或環境及生命科學。

更多詳細信息：
trentu.ca/acceleratedmasters

特倫特大學對學生開放超過100個
本科專業，其中涉及的領域包括文
學、理工、社會科學及專業項目。

更多專業信息：
trentu.ca/futurestudents/international/programs

TRENTU.CA/INTERNATIONAL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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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學 
(B.Sc.) 
生物學對於當今社會有著至關重要的
聯繫，從疾病控製到全球 70 億人口
的生活，生物學無處不在。特倫特大
學生物學專業將通過課堂講學、實驗
室課程及實地考察的教學模式為學生
講解生物與生態的多樣性，幫助學生
理解生物學的基本理論與概念。從而
鼓勵學生將所學知識代入到現實問題
中、並尋找答案。

專修範圍

保育生物學；健康科學

特倫特大學的特點

特倫特大學鼓勵學生學以致用的教學
模式將會幫助學生更好地學習該專
業。

提升就業力策略

• 學生將被允許參加安省境內大學舉
行的野外生物學科研項目，同時學
生也被鼓勵參加全加拿大或全球範
圍內的野外生物課程研究

• 學生將有機會與生物系教授和安省
自然資源及林業部門的科學家一起
合作參與實驗項目 

• 學生將會獲得參與調研項目的機
會，並以此來豐富實踐經驗 

畢業就業方向

獸醫、生物信息學領域、生物醫藥
銷售、保育生物學家、醫生、病理學
家、遺傳諮詢師、動物學家、毒理學
家

熱門課程

保育生物學、病理生理學、流行病
學、進化生物學、遺傳學、醫學昆蟲
學、藥理學、魚類生態學、野外實地
課程

碩士加速課程 NEW!

本科期間就讀環境與生命科學專業的
學生可通過特倫特大學碩士加速項目
在一年內完成該專業的碩士學習。

trentu.ca/futurestudents/biology

工商管理學學士
(B.B.A.)
如果你想成為商業精英或傑出的企業
家，特倫特大學工商管理專業將是你
的不二之選。在特倫特大學商學院，
學生將會在學習之餘有機會接觸並了
解企業合作、自我評估、網絡市場、
小型企業及其他商業模式，並從中學
習到領導力及管理學的魅力、深入了
解商業組織的運營及商業在科技發展
迅速的社會中所扮演的角色。

專修範圍

會計；經濟；企業管理；商業道德與
可持續發展；金融；人力資源管理；
信息系統與電子商務；市場營銷與消
費者文化；原住民商業文化

特倫特大學的特點

為今後的 CPA (註冊會計師)或 MBA
打下夯實的基礎。

提升就業力策略

• 學生有機會獲得100小時的實踐或
實習工作時長

• 在本科四年的學習中，學生可選擇
在讀期間在本地商業公司進行調
研項目 

• 通過各類商業活動拓展自己的人
• 有機會獲得在多個本地或國有企業

單位的工作機會

畢業就業方向

會計師；市場營銷師；人力資源管
理；金融分析師；股票分析師；投資
顧問；原住民商業管理；企業家；行
政助理

熱門課程

管理能力；企業管理；金融與管理會
計；領導力、管理與發展；多元文化
融合；品牌文化；廣告文化；策略
管理

trentu.ca/futurestudents/
businessadmin

計算機系統  
(B.A. or B.Sc.)
計算機系統一直以來都是熱門專業。
當今社會正處於高速發展的狀態，計
算機系統一直都是現代社會發展的核
心力量。計算機系統存在於各個領
域，並加速各行各業的發展。特倫特
大學計算機系統專業將會為學生提供
優良的教學，幫助學生提高計算機技
術、軟件應用能力等各方面綜合能
力。為今後在計算機領域的發展做好
十足的準備。

專修範圍

計算機科學；數據分析；軟件分析

特倫特大學的特點

體驗尖端的科技技術與教授一起研究
科技的快速發展。

提升就業力策略

• 學生有機會獲得為期一年的 Co-
Op 帶薪實習機會

• 在大三及大四的學習期間可前往實
體企業進行實習或實踐體驗

• 有機會與教授一起參與科研項目 

畢業就業方向

數據管理師；軟件系統開發；網絡系
統管理；科研人員；軟件工程師；計
算機系統分析師；網絡開發；移動應
用開發；數據科學

熱門課程

網絡應用開發；計算機犯罪與法醫；
人工智能；系統運行；計算機繪圖；
人機互動；數據開發

trentu.ca/futurestudents/
compsystems

熱門課程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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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經濟學 
(B.A. or B.Sc.)
長久以來，經濟領域的問題一直是國家
及全球關注的問題。在特倫特大學經濟
學專業的學習中，學生將會深入學習到
應對複雜經濟形勢問題的最優解，如，
失業、通貨膨脹、經濟超速發展及市場
變化規律。完成該專業的學習後，學生
將會對當今國家及全球經濟體係有全面
的了解。

特倫特大學的特點

特倫特大學經濟學提供文理兩個方向的
學習，學生可以通過課堂學習、小班教
學及研討會等方式提高自己的學習。

提升就業力策略

• 與教授或以個人名義參與調研項目
• 與國家及國際調研人員一起分析國家

及國際經濟形式，數據將由加拿大國
家數據庫提供

• 經濟與商科同時穿插學習
• 有機會與經濟學領域的知名人士進

行交流座談—在2018年，我們有
幸邀請到了前拿大銀行主管 David 
Dodge 先生

畢業就業方向

會計；保險計算員；商品分析/貿易；
勞動關係處理；市場調研分析師；媒體
運營；證券經紀人；國際貿易；統計學
家；金融分析師；投資顧問

熱門課程

國際金融；經濟帶動國家發展；環境經
濟學；加拿大經濟

trentu.ca/futurestudents/economics

金融分析  
(B.Sc.)*
加拿大金融行業一直處於向上發展的
狀態，並一直對對應專業的畢業生敞
開大門。特倫特大學金融分析專業融
合了數理、統計、經濟、商科及計算
機，致力建立一流的金融專業基礎，
為社會貢獻優秀的金融人才。

特倫特大學的特點

數理與商業聯合教學將會為學生提供
優良的教育，為學生今後在金融領域
的發展打下夯實的基礎。

提升就業力策略

• 學生將有機會構思自己的金融模式
並從實體金融模式汲取經驗

• 參與貿易或金融競賽，提高自身快
速決定的能力 

• 體驗各項金融軟件，分析實時數據

畢業就業方向

商務智囊團；證券師；信用風險分
析；私人金融顧問；金融分析；保險
分析；投資管理

熱門課程

金融會計；計量經濟學；投資；衍生
產品；線性規劃；數理風險管理

trentu.ca/futurestudents/
financialanalytics

* 課程尚待批准

心理學
(B.A. or B.Sc.) 
心理學的主要學習方向為對行為與思想
的定義與研究。在特倫特大學就讀心理
學專業的學生將會通過課堂學習、心理
實驗室及小組研討會的學習模式來進行
心理學專業本科的學習。主要的學習研
究內容為性格、心理健康、性別與感知
等。通過該專業的學習，學生將會習得
基本的研究技能和廣泛的與心理專業相
關的知識。

專修範圍

心理發展學 

特倫特大學的特點

特倫特大學為學生提供多方面領域的調
研項目，其中包括：神經系統科學、情
商、性別、焦慮、健康、心理建設、語
言缺陷、感知能力及記憶

提升就業力策略

• 與權威教師進行一對一科研項目
• 學以致用的教學模式將會幫助學生在

調研項目中脫穎而出
• 認真負責的教職工將會為學生在今後

就業提供含金量極高的入職推薦

畢業就業方向

心理治療師；心理諮詢師；危機干預
官；公務員；行為分析師；康復顧問；
社會工作者；調研員

熱門課程

人格理論；認知心理學；兒童發展；夢
與夢想；變態心理學；健康心理學；語
言溝通障礙；心理學與社會學

trentu.ca/futurestudents/psychology   

THE ROAD TO RHODES
“特倫特大學的教授們都非常平易近人。他們會主動關注學生的各種方面，並及時給予幫助與支援。
作為一個主修國際發展專業的本科生，我很榮幸能體驗到特倫特大學為我帶來的  INTELLECTUAL 
CHALLENGE。此外，大學裏的 TIGHT-KNIT COMMUNITY 讓我度過了一段豐富多彩，以及令人難忘的
本科經歷與生活。最重要的是，我在這小社區裏與建立了許多永久的友誼。”
 
JOSHUA LOW | 國際發展研究專業
特倫特大學第五位牛津大學 Rhodes 獎學金得主（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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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倫特大學致力為全加拿大及各國
的優秀學生提供優質、世界級的高
等教育體驗。通過多元化的教育與
實踐，每位學生都能夠為將來個人
與就業夢想奠定穩固的基礎。

課程或專修不論，特倫特大學都將
成為您的大學學習的最佳選擇。

特倫特大學頂尖學院
› 商學院：特倫特大學的商學院有著獨特的教學模式，並提多項發展方向專

業供學生選擇：會計、管理學、企業管理、人力資源管理、信息系統與電
子商務、市場營銷。並且，商學院的學生被允許在文理科專業中選擇聯合
專業進修。

› 環境學院：特倫特大學的環境學院在加拿大大學中一直是領頭羊。

› 教育學院：特倫特大學的教育學院是一個有著創新精神並致力培養優秀教
育人才的領先教育基地。

› 原住民研究：特倫特大學的原住民教育一直擁有著高知名度與師資力量。

› 特倫特與弗萊明護理學院：護理學專業的不二選擇。

› 加拿大研究學習學院：特倫特大學是最早開設加拿大研究專業的大學， 
沒有之一。

› 研究生學院：特倫特大學研究生學院正在不斷地壯大。

 對於將來計劃升學碩博及更高學位的學生來說，特倫特大學教授的推薦信
是十分有分量的，這將對學生申請更高學位有極大的幫助。

畢業於特倫特大學商學院的學 生Shalico Christian 在香港
的長江實業度過了他的市場調研實習。他的主要工作內容
為通過跟踪營銷情況、新項目進度、土地收購及產品使用
以了解競爭對手。

的特倫特畢業生
都在6個月內成功
就業

Maclean’s University 
Rankings 2019

90%

特倫特學術優勢

特倫特大學的優質教育將會為學生將來的發展進行全方位的鋪路，
打下夯實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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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費與獎學金
學費及生活費用
國際學生學費 (2019/2020學年)*
以下所有費用的貨幣單位均為加幣 – 每學年

學費  $21,385
學雜費  $2,605
住宿及餐飲費  $9,000 – $13,100
課本及器材  $1,000
個人開銷 $1,500 – $2,000
共計 $35,490 – $40,090
 
 * 加拿大公民及持有永久居留權的國際公民需繳納的學費及學雜費金
  額為$7,852。學費將於每年的5月由特倫特大學的 Board of   
  Governors 公佈。

詳情請瀏覽：trentu.ca/financialservices

特倫特大學 ESL 課程費用
特倫特大學 ESL 語言項目費用 – 學費及學雜費
（2019/2020）

所有費用的貨幣單位均為加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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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SL費用詳情：
trentu.ca/esl/program/esl-fees 

我們排名第一 
特倫特大學是全加拿大大學
中獎學金及助學金發放數量
排名最高的大學

特倫特大學每年都會對錶現優秀；學術上有優異表現；領導能
力強及對社區有貢獻的傑出國際學生頒發獎學金及表彰。除了
基本的資金鼓勵外，我們還會邀請傑出學生參加有意義的課外
活動、尋找導師幫助學生進一步在大學中進修、並定期參加學
者論壇。

特倫特大學國際公民獎學金：

Global Citizen Scholarship and Awards 國際公民
獎學金
$2,000 – $24,000/每學年

特倫特大學國際學生 Levy 獎學金
$24,000

United World College 獎學金
$10,000 – $24,000

Justin Chiu 國際學生獎學金
$3,000 – $15,000

Scotiabank 國際學生獎學金 
$1,000 – $5,000

申請須知

2020年9月入學的申請者，申請截止日期為2020年2
月15日。

國際招生網站：trentu.ca/intl/apply
國際學生獎學金與表彰：
trentu.ca/intl/scholarships

我們對於國際學生的承諾

國際學生獎學金及表彰
入學獎學金* 
所有申請特倫特大學的國際學生都將會自動列入入學獎學金的候選名單
中，並根據最終成績判定入學獎學金的金額。
$1,000 - $3,000 （無需額外申請） 

入學獎學金
金額

加拿大高中
畢業申請

（或等效課
程）

美式高中教育
申請

（GPA總分為
4.0）

IB學生申請 英式高中教
育申請 – 
Advanced 

Level
（至少2門

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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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所有申請特倫特大學的申請者將會被自動列入入學獎學金的候選名單
中，無需額外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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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 Baccalaureate (IB)
總分不低於 26（包含附加分）

English Language A (非 English 
Language B)，最低要求為達到5。  

前置課程需要在及格或高於及格線（對
於數學專業並要求前置課程的專業，
數學 SL 或 HL 是必修課程。Math 
Studies將不被接受) 。 

HL 需要完成並達到 Grade 5 及更高以
用於轉學分。 

英式高中教育畢業申請
5 科 O-level (IGCSE) 課程及2科
A-level (A2)，分數不得低於 C。兩科
AS 課程可視為一科 A2 課程。

O-level 英文課程達到 C 及 C 以上。

A2 課程達到 C 或 C 以上以用於轉換
學分。

美式高中教育畢業申請
高三課程須達到 ‘B’ 以上 (GPA 3.0/滿 
GPA 4.0)，並且需要至少 4 科Senior 
等級的學科課程。

English 12 課程分數不得低於70%。

AP 成績達到 4 或以上以用於轉學分。

安省高中畢業申請
6科4U/4M課程，平均分不低於70%。
每位申請者會根據自身情況被判定是否
達到語言要求。

中國高中畢業申請
平均分不得低於75%。

印度課程
CBSE 的標準 XII 課程或 State Board 
Exams（Academic Subjects Only）
平均分不得低於70%。

其他國際高中
請瀏覽 trentu.ca/intl/requirements

完成線上申請：trentu.ca/intl/apply

繳納申請費用

提交成績單及語言成績(如果被要求提供)

1

2

3

入學時間 申請截止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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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部分學科專業有更早的申請截
止日期，請於1月提前申請。 (
申請通道將於10月上旬開啟)

** 部分專業不提供1月入學，詳
情請瀏覽：

 trentu.ca/futurestudents/
international/programs

申請流程

本科入學條件與資格
以下為基本入學資格的信息，有特別入學資格的專業僅供參考。

英文語言能力測試
我們接受以下系列的語言能力測
試，但必須為官方的原件：

CAEL 60 

CPE C 

IELTS 總分6.5 
(且單科不低於6.0)

Pearson PTE 59

TOEFL (機構代碼 0896）
iBT 86
PBT 580及TWE不得低于4.5 

順利完成特倫特大學 ESL 
(TRENT-ESL) 語言項目將不再
被要求提供語言成績，並直接進
入本科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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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專業 12年級英語

人類學 （B.A. or B.Sc.） 數學 (B.Sc.)

考古學 （B.A. or B.Sc.） 數學 (B.Sc.)

     文學與理科 （B.A.S.）

生化與分子物理學 （B.Sc.） 生物、化學 數學

生物 （B.Sc.） 生物、化學 數學

生物醫藥科學 （B.Sc.）* 生物、化學、數學及物理、地球科學或空間科學三選一**

工商管理 （B.B.A.） 數學

工商管理與文學 （B.A.） 數學

工商管理與理科 （B.Sc.） 數學

化學工程學 – 雙專業（B.Eng. 英國斯望西大學，B.Sc. 
特倫特大學）*

化學、物理、數學

化學物理學 （B.Sc.） 化學、數學 物理

化學 （B.Sc.） 化學、數學

計算機系統 （B.A. or B.Sc.） 數學 (B.Sc.)

計算機系統 Co-op （B.Sc.）* 應用寫作、數學  

計算機系統與物理 （B.Sc.） 數學 物理

保育生物學 (B.Sc.)*; 保育學生物學（B.Sc.）* 生物、化學、數學 物理

生態修復（特倫特大學與弗萊明學院聯合項目)（B.Sc.） 通過弗萊明學院網站，直接申請特倫特大學：
ontariocolleges.ca 

經濟學 （B.A. or B.Sc.） 數學

環境化學 （B.Sc.） 化學、數學

環境地理學* 化學、數學 物理，地球學及空間科學

環境及資源科學（B.Sc.)；環境科學/研究（B.E.S.S.）* 生物，化學 ，數學

金融分析（B.Sc.）* 數學

法醫與科學（B.Sc.） 數學

法醫生物學（B.Sc.）*；法醫化學（B.Sc.）；法醫科學
（B.Sc.F.S.）* 

生物、化學、數學 物理

地理（B.A. or B.Sc.） 數學 (B.Sc.)

原住民環境研究（B.A. or B.Sc.） 數學 (B.Sc.)

信息系統（B.A. or B.Sc.） 數學 (B.Sc.)

雙專業 數學 (B.Sc.)

運動機能學（B.Sc.）* 生物、化學、數學、物理 11年級化學或物理化學或
物理

法律-雙專業（LLB，英國斯望西大學，B.B.A. 或 B.A.，
特倫特大學）* 

數學

數學（B.Sc.）；數理經濟學（B.Sc.）；數理物理學
（B.Sc.）

數學

醫學預科通道* 自傳體製圖 生物，化學 ，數學

護理學（B.Sc.N.）* 生物、化學、數學、並成功用過CASPer考試 
(www.takecasper.com)

物理（B.Sc.） 數學 物理

條例與社區福利（B.A.）*

心理學（B.A. 或 B.Sc.） 數學 (B.Sc.)

理科（B.Sc.） 數學

可持續發展農業與食物系統（B.A. 或 B.Sc.） 生物 (B.Sc.) 數學 (B.Sc.)

教師預科通道（B.A. 或 B.Sc.）* 數學 (B.Sc.)

水文科學 （B.Sc.） 數學

專業 要求 推薦課程

 * 該專業競爭性強且可能有錄取限制
 ** IB學生：IB Math【非Math Studies】，IB Biology，IB Chemistry 或 IB Physics

部分專業具體要求
以下專業的申請者必須完成對應要求的12年級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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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倫特大學ESL語言項目優勢
› 在完成ESL學習後，直接進入本科，無需再提供語言成績

› CORE English課程對於初學者，完成僅需3個學期，或更短

› 在學習ESL的期間可兼修本科課程

› 雙取錄 – ESL+本科專業錄取

› 學生可通過語言成績直接分級

› 模擬真實的情景，讓學生更好地學習語言

› 特倫特大學ESL語言項目是特倫特大學自身的項目，非外包項目

› 特倫特大學ESL語言項目是被加拿大語言協會所認可的，且是該
協會會員之一

 

83%

完成特倫特大學語言課程的學生
將會在本科學習中更容易取得較
好的成績。

的ESL畢業生將會在本科學習中
以B或B以上的成績完成本科課程

的ESL學生將會在5年內完成ESL
及本科課程並順利從本科畢業

超過 95%

5-15%

更好成績

特倫特大學ESL
語言課程
特倫特大學ESL項目僅限在彼得堡校區學習。

全球國際留學生會選擇在特倫特大學學習語
言課程，是因為特倫特大學自己擁有高知名
度的語言項目及可以為學生提供良好的語言
教育幫助學生順利進入本科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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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   TRENT INTERN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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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L + 本科學分課程

› 為本科學習做好十足的準備

› 學習ESL的同時在四級和五級兼修本科學分課程

› 學生在學習ESL的期間，ESL的教職工將會全程提供學術
支持

› 提前適應大學本科生活

› ESL學生與本科學生一樣，享有特倫特大學所有的學生福
利及待遇，包括：圖書館、健身房、實驗室等

› 小班教學及每週的一對一學術指導

› 多樣化的社團及豐富的課餘生活將會幫助學生認識來自世
界各地的學生，感受多元文化的魅力

“在我正式進入本科學習之前的一年，我分別在ESL課程中完成了
ESL 四級與五級的學習。在ESL學習期間，我的英語水平得到了顯
著的提高，同時我的社交人脈也得以拓展，這使我的本科生活變得
豐富多彩，也讓我能夠更加快速地適應大學本科生活。”

Yiren (Ian) Tang, 特倫特大學ESL及工商管理學會計專業畢業生

在完成ESL學習後，直接進入本科，無需再提供語言成績

雙錄取—本科學習直通車
CORE ENGLISH 1 – 3

(1 – 3 期)

FOUNDATIONS 
I & II

本科課程

聯繫我們
trentu.ca/esl                   trent.esl                     trentesl 特倫特大學ESL費用：詳情請參考第9頁

ESL等級
特倫特大學

ESL入學測試
（在校）

IELTS TOEFL IBT TOEFL 
PBT

ESL學習
週期

ESL學習時長
（每期為9-12週）

Core 1 15 – 35
所有ESL新生必須

參加入學測試
所有ESL新生必須參

加入學測試
所有ESL新生必須參

加入學測試
5 45 – 60 周

Core 2 27.5 – 35
所有ESL新生必須

參加入學測試
所有ESL新生必須參

加入學測試
所有ESL新生必須參

加入學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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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科課程 60+ 6.5 86+ 580+ 0 0 周

進階等級

學術/本科專
業課程+

(1 –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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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來臨彼得堡校區
這裏是一個擁有良好學習環境的理想生活城市

特倫特大學西蒙校區位於安大略省彼得堡市，她被譽為
全球Top 100最美校園之一。當你踏進校園的那一刻，
你將會被她深深地吸引。得天獨厚的自然環境為學子創
造了獨一無二的學習及生活環境。

特倫特大學彼得堡校區位於奧托拿比河畔，據多倫多市
中心僅90分鐘車程。彼得堡校區對學生開放的專業囊
括了多個領域，其中包括：文學和理科、工商管理、法

律、醫藥、環境學等。在這裡，學生們將會體驗到特倫
特大學的特色小班教學及世界一流水準的實驗設備。學
生們的大學學習及生活都將得到最好的體驗。

多元文化的魅力，自然風光的優美、小班教學的特色、
教學設施的完善及執教人員的親和力都將為學生創造一
個優良的大學生活環境。

校區簡短咨訊

本科在讀
學生8,240 700+ 來自世界各地79個國

家國際留學生

公頃的校園
佔地面積

1,400 30 km
公里長的林間
步道

12x 多達 12 班次
GO BUSES
往返於校區於多倫多地區

360° VR
校園參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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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來臨彼得堡校區
這裏是一個擁有良好學習環境的理想生活城市

彼得堡也是音樂節之城

特倫特大學尊重她所位於的 Mississauga Anishinaabeg 的領土傳統
與條約。特倫特感謝原住民們對地球生態環境的關心與教誨，以及對
於維繫特倫特大學與原住民之間的良好關係的關心。

100+
擁有100個以
上的公園和林
間棧道

300+
每年300個以上
的節日與慶典

歡迎來臨彼得堡
加拿大的電氣之城

彼得堡市將繁榮的藝術，文化和娛樂場景與著名的卡沃薩湖區令人嘆為
觀止的自然景觀融為一體。這個輕鬆友好的社區為想要在理想環境中
學習和有機會在城市時尚的餐廳，咖啡館，酒吧和節日與新朋友留下美
好回憶的學生提供完美的背景環境。無論您是大自然愛好者，冒險探險
家，美食家還是以上所有，彼得堡都是一個生活，學習和獲得寶貴工作
經驗的好地方。

彼得堡簡短資訊：

90 min
距離多倫多市
中心90分鐘
車程

141,357
大彼得堡地區人口：

冬季時間： 
12月至2月
平均最高溫度：-2攝氏度
平均最低溫度：-10攝氏度
平均降水量：62.0mm

春季時間：
3月至5月
平均最高溫度：11攝氏度
平均最低溫度：2攝氏度
平均降水量：67.1mm

夏季時間：
6月至8月
平均最高溫度：24攝氏度
平均最低溫度：14攝氏度
平均降水量：73.6mm

秋季時間：
9月至11月
平均最高溫度：13攝氏度
平均最低溫度：5攝氏度
平均降水量：72.7mm

信息来源：NOAA

加拿大最友好城市排名
中位於前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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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斷成長的我們 
德恒校區新宿舍樓和教學樓

從2020年秋季開始，您將能夠住在校園內，體驗特倫特
大學德恒校區提供的全天候服務。新的教室，居住空間，
戶外庭院和小組學習空間 - 您能作為第一批學生享用這些
設施！
trentu.ca/durham/expansion

效果图

歡迎來臨大多倫多地區 (GTA)
德恒校區
藏於都市、不斷成長的我們

在特倫特大學GTA德恒校區，您將得到更具個性化的教育。
憑藉最好的學生與教師比例之一，我們對本科學生的非凡
承諾使得特倫特德恒校區與眾不同。在我們不斷發展的校
園中，專業教師中有傑出的歷史學家，獲獎作家，著名的
社會科學家和頂尖研究人員等優秀人才，教授著名的社會
責任學術課程。

在這裡，我們提供的熱門課程有商科，交流與批判性思
維，法律，社會工作，兒童與青少年研究，治安，計算系
統，人類學，英文文學，傳媒學，歷史，教師教育，心理
學，社會學，哲學和新聞學等，你擁有豐富的專業選擇，
包括創造性的輔修專業。

通過實踐，學生的未來職業準備將會得到全面地提升。特
倫特大學GTA德恒校區是尋求真正個性化學習體驗的頂尖
學者的首選校園 。

特倫特大學GTA德恒校區簡短資訊：

本科在讀
學生1,382 40 min 距離多倫多市中心

僅 40 分鐘車程

1:18 師生比例
為1：1810 min 距離 Hwy401 和 Oshawa 

GO Station 僅 10 分鐘車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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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
公園與林間
步道

50+
餐廳、酒吧及咖啡廳
位於奧沙瓦市中心

歡迎來臨奧沙瓦市
毗鄰加拿大最大都市

德恒地區的奧沙瓦市是特倫特大學GTA德恒校區的所在地，學生將會有豐富
的體驗選擇：位於大多倫多地區（GTA）較小的緊密社區，加拿大最大，文
化最多元化的城市提供無盡的安置和就業機會。戶外運動愛好者可以欣賞該
地區的自然美景，探索廣闊的小徑網絡或感受天然綠地。享有最先進的體育
設施，一流的購物中心和蓬勃發展的藝術和娛樂場所 - 距離Oshawa GO站
和401高速公路僅幾分鐘路程。對於想要親近戶外運動的同時享受緊密結合社
區的魅力的學生，GTA是一個遊覽，探索和發現的好地方。

奧沙瓦簡短資訊：

40 min
距離多倫多市
中心40分鐘車
程。

645,862

德恒地區
人口總數：

冬季時間： 
12月至2月
平均最高溫度：-4攝氏度
平均最低溫度：-13攝氏度
平均降水量：26.1mm

春季時間：
3月至5月
平均最高溫度：9攝氏度
平均最低溫度：1攝氏度
平均降水量：41.2mm

夏季時間：
6月至8月
平均最高溫度：24攝氏度
平均最低溫度：13攝氏度
平均降水量：65.9mm

秋季時間：
9月至11月
平均最高溫度：3攝氏度
平均最低溫度：4攝氏度
平均降水量：72.6mm

信息来源：NOAA

加拿大十大新移民生活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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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內住宿

OTONABEE COLLEGE   

這是特倫特大學校內最大的學院學
區，我們歡迎所有的學者加入這個
大家庭。

住宿費+膳食費：*
傳統單人房 $11,858
傳統雙人房 $10,768
傳統三人房 $9,000
單人套房    $10,252
雙人套房    $9,161
 

CHAMPLAIN COLLEGE 

這是一個能夠讓學生將勞逸結合體
驗到極致的地方。

住宿費+膳食費：*
傳統單人房 $11,858
傳統雙人房 $10,768
傳統三人房 $9,000
雙人套房    $9,161

Champlain Annex
公寓式單人房 $10,363
公寓式雙人房 $9,271

GZOWSKI COLLEGE 
這是一所以加拿大知名播音員，
有著“加拿大先生”之稱的Peter 
Gzowski名字命名的學院。

住宿費+膳食費：*
酒店式單人房 $13,107

Gzowski Annex
公寓式單人房 $10,363
公寓式雙人房 $9,271
 

LADY EATON COLLEGE 

這是一所以加拿大著名學者Lady 
Flora McCrea Eaton命名的學院。

住宿費+膳食費：*
傳統單人房 $11,858
傳統雙人房 $10,768
套間單人房 $10,252
套間雙人房 $9,161

LEC Annex
公寓式單人房 $10,363
公寓式雙人房 $9,271 

*  注意：所列出的費用均為2019/2020學年，2020/2021學年費用將於2020年4月公佈。

你擁有多項選擇
特倫特大學每個學院都含有獨特的學院與宿舍文化。在課餘時間，各學院都會提供多樣化的活動協助
學生在學習之餘，深切體驗大學生活的樂趣。

TRAILL COLLEGE (WALLIS 
HALL & CRAWFORD HOUSE)

這是特倫特大學五大學院中唯一一所
在校外的學院，位於彼得堡市中心。

住宿費+餐飲費：*
傳統單人房 $11,858
傳統雙人房 $10,768
傳統三人房 $9,000
單人套房    $10,252
雙人套房    $9,161

特倫特大學 
GTA德恒校區校內住宿

我們正在擴建位於大多倫多地區的德
恒校區。眾多學者在這校園匯聚一
堂，共同建立多元與兼容的學術環
境。

選擇特倫特大學德恒校區，您將獲得
更上一層樓的體驗！

住宿費+膳食費：* 
傳統單人房：$14,058
傳統雙人房：$12,906

88% 
的特倫特學生建議在大學
第一年選擇住校。

GREATER TORONTO AREA



特倫特大學餐飲計劃 
每位在校內住宿的學生都將會有部分餐飲費會被自動存入學生卡，學
生可以用這筆費用在校園內任何一個食堂就餐。這就是特倫特大學餐
飲計劃。學生還可以使用餐飲計劃的費用在學校酒吧進行消費，或在
校內學生自己開的餐廳內就餐。同時，學生卡里的費用也可在彼得堡
市中心的部分餐廳消費。

特倫特大學有自己的農場，並且會將所得有機農產品供應給學校的食
堂。讓學生吃得安心，吃得放心。

同時，關注特倫特大學的飲食服務@TrentFood，每天都會有不同的
餐飲活動等待著學生來參與。

trentu.ca/foodservices

住宿選擇
校內住宿：特倫特大學的宿舍以學院為基礎，共計四大校內宿舍區，
五個校外宿舍區，外加分校區自己的宿舍。我們提供單人房、雙人
房、三人房及公寓式宿舍，每個宿舍都會包括一定數額的膳食費。

住宿費+膳食費：每學年 $7,800-$12,000
trentu.ca/housing

校外住宿：特倫特大學的校外住宿部門可以幫助學生在本地尋找適合
的房源。
trentu.ca/housing

寄宿家庭 : 在加拿大的寄宿家庭，學生可以體驗到加拿大文化的魅
力，並且擁有良好的語言環境提升學生的英語語言能力。
canadahomestaynetwork.ca

生命在於運動
特倫特大學為全校所有學生提供
一流水準的運動及健身場地、設
備及器材。

所有特倫特大學的在讀生都將會自
動被加入到特倫特大學的學生福利
計劃中，其中學生可以免費使用學
校健身場地的設施。基本設施、瑜
伽房、室內球場、壁球館、恆溫泳
池、室內攀岩等。
trentu.ca/athletics

›  12,000 平方英尺的體育中心

›  北美最先進的室內賽艇訓練場

›  Justin Chiu 世界級運動場

›  與國際水平持平的壁球室

›  配備專業理療

›  25米的室內恆溫泳池

›  兩個健身中心

›  風景優美的林間步道

›  兩個沙灘排球場

›  28英尺的室內攀岩

›  全新棒球場及多功能室外運動場

TRENTU.CA/INTERNATIONAL   |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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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一無二的國際學生服務

發現更多特倫特大學的魅力

在特倫特大學，學習只是大學生活的開始。在課
餘時間，特倫特大學多樣化的課餘活動及社區交
流將會提供豐富多彩的課後生活，幫助學生在繁
忙的學習之餘，放鬆自我，拓展人脈。

我們向國際學生承諾，我們將會為你們提供全方
位的支持及幫助。我們致力為國際學生的成功提
供保障。

“作為一個特倫特大學的
國際學生，我感覺自己在
異國他鄉找到了歸屬感。
所有的國際部工作人員
都非常友好，國際部是一
個值得國際學生依靠的地
方。無論是學業還是生活，
你都可以在這裡找到自己所
需要的幫助與支持。 ”

ANKIT TRIPATHI, B.Sc. 環境科學與工商管理

學生社團及興趣小組
無論你的興趣愛好有多廣泛，有多特殊，你都將會
在特倫特大學找到和你志同道合的朋友。在特倫特
大學，我們擁有超過100個學生社團及興趣小組。如
果你想向大家介紹自己的愛好或自己國家的文化，
不妨自己創造一個屬於自己的社團。

機場接機

每年秋季開學季，我們都將會為國
際新生專門提供機場接機服務，從
機場直接送到校園。在完成申請並
接受錄取通知書後，我們會第一時
間為學生提供接機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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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迎新周
在您抵達校園之前和入住之後，我們
都將會為每一位國際學生提供全方位
的服務。特倫特的新學生入學培訓計
劃旨在幫助您做好準備，為您的新教
育之旅做好準備。

與國際學生代表聯繫並參與我們的夏
季迎新活動，將會是一個良好的開
始，並且不要錯過在九月開課前的迎
新周。

我們每年都會有多個開學季，分別為
冬季、夏季及秋季。多時段的開學時
間為學生們提供了更多的選項，無論
何時，特倫特大學都一直歡迎來自世
界各地的優秀學生加入我們。
trentu.ca/orientation 
trentu.ca/durham/orientation

國際學生指導與 
學習簽證指導
特倫特大學國際辦公室將為您提供有
關許多重要事項的信息和指導，包括
移民、學術、工作簽證、健康保險、
城市服務、健康與個人事務。

遊覽
當您通過專門為您設計的有趣活動和
郊遊探索新家鄉的同時可以結識來自
世界各地的學生。

特倫特大學國
際學生辦公室
國際學生辦公室
是您在海外學習生涯中的另一個
家！在課間或晚上加入我們，您
可以在那裡喝咖啡，與朋友一起
交流，或參加我們的一些特別活
動，如國際交流角。
trentu.ca/international

更多給予學生的資源、 
支援、與服務
學術資訊：
trentu.ca/advising 
學術學習技巧：
trentu.ca/academicskills 
職業規劃中心：
trentu.ca/careerspace 
輔導服務：trentu.ca/counselling 
醫療健康服務：
trentu.ca/healthservices 
新生啓導服務：trentu.ca/rebound 
無障礙支援：trentu.ca/sas

醫療保險
當您來安大略省大學學習或工作
時，您必須要有保險來支付醫療
保健服務和醫療費用。大學健康
保險（UHIP）是所有在安大略省
參與的大學、附屬學院等學習或
工作的國際非居民的強制性健康
計劃。

UHIP計畫適用於：沒有資格獲
得OHIP的加拿大員工或其他滿
足條件的個人的國際學生和員
工；OHIP等待期與參與大學相關
的短期訪客。 UHIP是安大略省
針對國際留學生所提供的醫療保
險項目，適用於還在學習期間與
沒有正式工作的學生。

UHIP醫療保險為您和您的合格家
屬在加拿大居住期間可能需要的
基本醫療服務和治療提供保障。

詳情請瀏覽 uhip.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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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倫特大學研究學院： 
專業與錄取資訊

研究生學位—研究型

• 人類學碩士 M.A.

• 應用建模和定量方法 M.A or M.Sc.

• 生物環境監測與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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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教育學研究 M.Ed.

• 英語(公共文本) M.A.

• 環境與生命科學 M.Sc., Ph.D.

• 歷史 M.A.

• 原住民研究 Ph.D.

• 材料科學 M.Sc., Ph.D.

• 心理學 M.Sc.

• 可持續性研究 M.A.

研究生學位 —授課型

• 應用建模和定量方法 M.Sc.—大數據分析

• 應用建模和定量方法 M.Sc.—金融分析

• 生物環境監測與評估 M.BEMA

• 教育學研究 M.Ed.

• 法醫學 M.Sc.FS

• 儀器化學分析 M.ICA

• 管理學碩士 M.Mgt

詳情請瀏覽：
trentu.ca/graduatestudies

為組織管理和領導領域的職業發展做好準備

這全新的專業碩士項目能助於你在就業市場中獲得更大競
爭優勢。課程裡提供了廣博的商業及管理實踐知識，其中包
括：會計、企業財務、市場以及戰略管理等等。該項目課程
針對當代雇主的實際需求設計，而你將為加拿大或國外的領
導崗位做好充分準備。

本項目為時長16個月的全職授課型學習項目，由特倫特大學
商學院在德恒校區開設。申請管理學碩士的競爭非常激烈，
我們將只考慮符合或超過基本學術要求的申請者。本項目學
習包含四個學期，以及一個結合實際工作實踐的實習機會。

› 在實習期中，學生將有機會把理論融入於工作實踐之中
 ( 160小時起），並提交一份10頁的工作報告。

› 本項目吸引了來自加拿大以及世界各地的優秀學生。

研究生學位

管理學碩士 
( 僅限德恒校區）

“我會推薦特倫特大學的研究生項目給所有有意
向進修碩士的本科畢業生。特倫特大學給了我
繼續追求歷史文學的機會。所有的教職工十分
平易近人，對學生十分的關心。教授都十分的
有學識，能從他們的課上學到很多寶貴的知識
及經驗。”

 
Chris Evelyn, M.A. 歷史與國際政治經濟

重點 
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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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數據分析
深入研究快速增長的數據科學

特倫特大學是加拿大首批填補數據科學專業人才培訓的大
學之一。學生將會學習到獨特的技巧和工具的使用方法去
分析當今金融屆複雜的科學數據。此專業的學習為期16 個
月，並且著重於培養學生在可視化，數據挖掘，雲端操作
領域的能力。

就業方向包括了數據分析師，數據科學家，數據分析架構
師，商業經理和業務分析師。

金融分析
為金融職業做好準備

當你準備投身於股票分析，財務預測，投資銀行，商業銀
行，企業規劃，投資組合管理，養老基金管理，和其他金
融工作領域時，金融分析的理論和技巧將會是必不可少的
技能。這個專業可以在短短的12 個月內完成，教學內容
涉及到對數學金融，投資組合和風險管理，金融計量經濟
學，數值方法學和金融管理的深入研究。

應用建模和定量方法研究生專業 研究生助學資金
在特倫特大學，無論學生是進修研究型專業或
授課型專業，均有機會申請部分助學資金在研
究生或博士生學習中使用。

有關費用及助學金詳情，請瀏覽：
trentu.ca/graduatestudies/experience/
tuition-awards-funding

研究生申請
完成線上申請：
ouac.on.ca/apply/trentgrad/en_CA/
user/login

支付申請費用

提交申請材料：
trentu.ca/graduatestudies/how-apply

申請截止日期：
申請每年9月入學，截止日期為同年2月1日。

* 部分專業開放多個入學時間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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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語言成績要求
• IELTS (學術類)：總分6.5，單科不低於6.0
• TOEFL：總分93，口語與寫作不得低於22
• 順利完成特倫特大學ESL語言項目，將不再

被要求提供語言成績，直接進入研究生學習

有關特倫特大學ESL詳情，請參考第12-13頁

研究生文憑證書

• 生物環境監測與評估 GDip

• 教育與社區領導力 GDip

• 化學儀器分析 GDip

• 心理健康與特殊護理 GDip

trentu.ca/graduatestudies

1

2

3

重點 
專業

重點 
專業



24   |   TRENT INTERNATIONAL

實踐，實習及CO-OP
（在讀工作體驗）

在今天競爭激烈的職場中，應屆畢業生的工作經驗是雇主在招聘 
人才時很看重的條件之一。根據這一現代社會的現象，特倫特大 
學為學生們提供了各式各樣的實習、實踐機會。這將幫助學生們 
在大學學習生活中同時累積工作經驗，為以後的就業鋪路，提高 
學生們在職場中的競爭優勢。

為了幫助學生在大學在讀期間達成學以致用的目的，特倫特大學
為學生提供了多樣化的實踐機會。如:課堂實踐、調研項目、 國
際化教學、Co-op (在讀工作體驗)及實習項目。為你的簡歷添
彩，在你畢業後的職業生涯中做出更有把握的選擇。

本科期間的調研項目
在本科就讀期間，特倫特大學根據各科系的教學內容開設了對口 
的科研、調研項目，學生將有機會與業界知名的教授、學者及科 
研人員一起參與項目。特倫特大學擁有著獨特的自然環境，其中 
包括多個自然保護區，學生將被允許在保護區內參與科研項目。
除此之外，學生還將有機會與教授一起探討中世紀著作;與考古
系的教授一起前往伯利茲(Belize)進行考古科研;或在擁有著世界
上頂尖實驗設備的特倫特水質中心與知名學者們一起合作。這些
寶貴且實用的經驗與技能都將會成為學生升學研究生、博士生的
良好基石。

特倫特社區調研中心
通過特倫特社區調研中心、學生將有機會參與非營利及政府機
構的研究項目。在此期間，學生可在獲取工作經驗的同時，獲
得學分。

trentcentre.ca

國際化工作
在特倫特大學為學生提供的實踐、實習機會中，國際化的工作
經驗同樣也被重視。學生可通過參與實地考察、科研項目、語
言項目及實習項目前往世界各地體驗國際化的教學與工作。如:
前往中國香港參與貿易活動、前往洪都拉斯參與醫療保健援
助、前往伯利茲參與考古項目、前往英國職教及前往中國台灣
學習海洋生物項目等。 

校內工作
除了校外的工作實踐、實習機會，特倫特大學在校內的各個崗位 
也為學生提供了工作機會。在校園網的“學生工作招聘欄”中，學 
生可尋找自己感興趣、適合自己的工作崗位提交簡歷。通過面試 
及審核後，方可參與到校內的工作。

特倫特的畢業生在雇主中非常受歡迎 特倫特大學畢業生畢業後為之工作的公司包括：

學以致用:授課與實踐相結合的教育模式



學以致用:授課與實踐相結合的教育模式

發掘更多特倫特的魅力
秋季開放日

德恒校區
2019年11月2日，星期六

彼得堡校區
2019年11月8日，星期五

3月開放日

德恒校區
2020年3月14日，星期六

彼得堡校區
2020年3月20日，星期五

校園體驗計劃
享受一次由嚮導帶領的半日文科或理科校園體驗，包括一次
小型講座與問答環節。

彼得堡校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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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園參觀
校園參觀是了解校園環境的最好方式之一，在時長約1.5小時
的參觀中，可以了解到學校各個方面的信息以及遊覽校園內
的優美風景。預約校園參觀請瀏覽：trentu.ca/tours 

無法到校參觀？
查看我們的校園互動地圖：
trentu.ca/map

有關詳細內容，請瀏覽：
trentu.ca/discover 

德恒校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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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踐、實習及CO-OP (在讀工作體驗)
學校的各專業科係都為學生開設了對口的實踐、實
踐及 Co-op (在讀工作體驗)項目，各專業學生可在
參與實踐、實踐及Co-op (在讀工作體驗)項目的同
時修得學分。如:工商管理、 社會工作研究、法醫
學、教育學、護理學、健康科學及心理學等。

工商管理專業實習項目
工商管理專業為彼得堡及德恒校區的學生提供了當
地的企業實習機會，學生將會與當地的公司、機構
及企業合作。在大三、大四的每個學期，工商管理
專業都會開設有實習課，學生可以報名參加。實習
課的機制為學分加實習，學生將會在工作中獲得學
分。

醫藥科學專業實習
在醫藥科學的專業內，包括了醫藥科學實習及健康
科學實踐，這個項目將會為今後有意嚮往醫療領域
發展的學生的升學及就業打下良好的基礎。

計算機系統專業
計算機系統專業在2018新增了Co-op (在讀工作體
驗)項目，該專 業的學生將有機會獲得三個工期的有
償實習。

保育生物學專業CO-OP 
保育生物學的學生將會有機會與安省國土資源部
(MNR)、加拿大國家公園部及多倫多野生動物園等
多個機構的專家合作，獲得專業技能與知識，並參
與到保護世界瀕危野生動物的行業中。

特倫特大學獨特的網上 
研討會系列：
我們期待在更方便的時間與地點解答你的所
有問題。加入我們獨特的網上研討會，視頻
與直播中涵蓋了所有關於專業項目，獎學金
等內容。立即註冊並參加我們的網絡研討會
吧！查看2019/2020年網絡研討會計劃表請
前往：trentu.ca/webin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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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UAN URZUA 
 來自墨西哥

“我選擇特倫特是因為大學給國
際學生提供的獎學金。作為一
個從美國大學轉學來的學生，
我當時處於一個很難獲得加拿
大獎學金的處境。就在那時，
我發現了特倫特的國際公民獎
學金給了我重返校園的機會。”

 

 ANGELETT VACA (BETSY) 
 來自厄瓜多爾

“我早已愛上了特倫特大學的國
際學生社區團體。此外，我的
教授們都非常主動關心各同學
的去向。特倫特無微不至地關
注學生的身體與心理健康，讓
我感到在特倫特大學讀書非常
幸福，並且有安全感。” 

 JARROD WILLIAMS 
 來自巴哈馬

“我與我的教授們的關係非常
不俗。他們都很平易近人，有
序有節，知識淵博，樂於支持
學生利用好上課時間去收穫更
多。在我需要幫助的時候，我
的教授總是能非常及時地回复
郵件，幫助到我。”

 MAGDALENE KARIKARI 
 來自加納

“我選擇特倫特大學是因為，我
一直在尋找特倫特這樣注重學
生體驗的大學。我可以毫不猶
豫地說，我在特倫特找到了這
種寶貴的特徵。”

 

來自世界各
地的優秀學
生代表

Trent

700+ 
全校約有700多名來自79個不
同國家的國際學生

10 多個
組織與團體
成員為來自各大洲及主要地區的國際學生組成

滿足你的國際視野：
海外學習項目 
特倫特大學提供多樣的海外學習項目，為你提供獨特的機
會，通過探索這個世界的其他地區來豐富你的教育體驗。選
擇用一學期或一年的時間作為交換生在50多所合作大學中學
習。精彩的世界在等著你去探索發現。
trentu.ca/studyabr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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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A DEMIRCAN 
 來自德國

“我一直為加拿大著迷，我選
擇特倫特的理由是應為大學
校舍被大自然環繞，卻又離
繁華的大城市那麼近。”

 

  

 KAVYA CHANDRA 
 來自印度

“作為一個來自印度的國際學
生，能在特倫特大學這樣的地
方學習生活四年讓我非常激
動。這讓我幻想加入了一個龐
大的交響樂團，所有人一起努
力奏響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交響
樂。這一切幾乎美好得令人難
以置信。”
 

 SIMON JIA 
 來自中國

“特倫特大學是加拿大最美的大
學之一。我尤其享受這裡的多
元文化氛圍。我在這裡與各個
國家的同學成為了好朋友，並
且對全球化與多元文化有了更
深的理解。這真是一段神奇，
且令人愉悅的體驗。”

 ADELYNN CHONG 
 來自馬來西亞

“我一直對法醫學與人類大腦研
究非常感興趣。當我正在選擇
專業與大學搖擺不定時，感謝
特倫特提供的法醫學與心理學
雙學位的機會，讓我下定了決
心。那一刻，我明白了特倫特
大學就是最適合我的大學。”

聽一聽我們的國際學生分享校園內的生活，學術機
遇，以及選擇特倫特大學的理由。

瀏覽更多 #FacesofTrentU 故事：trentu.ca/news

Alex Cheng
經濟學

特倫特大學
學生心聲



本校地址
Trent International
1600 West Bank Drive
Peterborough, Ontario
Canada  K9L 0G2 如需索取此文件的無障礙版本，請瀏覽以下網址：

trentu.ca/accessible

與我們保持聯繫
特倫特大學的教職工善於幫助各位學生和家長。我們期待與
你保持聯繫，並解答你對於特倫特大學，語言課程，以及加
拿大生活等各方面的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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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繫我們

官方微信：

美國

安大略湖

加拿大安大略省

喬治亞灣 

彼得堡

多倫多

奥沙瓦

尼亞加拉瀑布

伊利湖

渥太華

彼得堡

渥太華

多倫多
奧沙瓦

彼得堡校區和德恒校區路線與
校園地圖：
trentu.ca/howtofindus

位置信息
蒙特利爾

大多倫多地區

德恒校區
到達多倫多市中心的聯合車站僅需40分鐘

位於大多倫多地區，幾分鐘內可抵達401高速與奧沙瓦車站

彼得堡校區
距離多倫多市中心僅需90分鐘

佔地1,400 英畝；全長30公里的漫步小徑

每日從校園到大多倫多地區至少12班車次

407高速即將開啟（更快抵達大多倫多地區）

紐約與華盛頓
特區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