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留学加拿大
用你的剑桥资质证书打开

留学加拿大的大门



关于我们

剑桥大学国际考评部的目标是培养学生的好奇心以及终身的学习热情，

使他们为人生做好充分准备。我们隶属于剑桥大学。

我们的国际资质证书得到了世界上最好的大学和雇主的认可，为学生提供

广泛的教育和职业选择。作为非营利组织，我们投入资源以提供高质量的

教学课程，释放学生的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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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国际 AS & A Level 资质证书被公认为迈向教育、大学和就业成功的“通行证”。它们深

受加拿大大学的青睐，被视为具有学术严谨性的资质证书，可帮助学生掌握在大学阶段乃

至今后人生中取得成功所需要的技能。

我们的资质证书得到了 50 多所加拿大大学的认可，
其中包括该国某些最负盛名的全球顶级院校。

获得剑桥资质证书的学生不仅有能力进入加拿大的大
学—他们也具备必要的学术技能，为学业成功做好了
准备。我们提供超过 55 门剑桥国际 AS & A Level 课
程，因此他们可以选择自己喜欢和想要钻研的科目。 

 麦吉尔大学有着极其严格的录取程序，重视申请人的学业成绩（平均分）。 
该大学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聪明而优秀的学生，许多人凭借剑桥国际 A Level
递交入学申请。在审核学习剑桥国际 A Level 课程的申请人的申请时，我们的招
生工作人员可以确信所提供的信息准确可靠。剑桥国际 A Level始终得到了我们
院系学科专家的认可，被视为达到同等学力。最后且最重要的是，学习剑桥国际 
A Level 课程的学生录取后在麦吉尔大学表现出色。

麦吉尔大学招生办主任 Kim Bartlett

你知道吗？

•   2015 年，加拿大有 353,000 名留学生，占

总人口的 1%。

•   大约 30% 的留学生来自中国，其次来自印

度、韩国、法国和沙特阿拉伯。

通往大学成功的桥梁——剑桥国际

Please note: All information is correct at June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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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的大学以其顶级设施、充满活力的学生社区和
创新的研究课程而闻名。加拿大的院校重视高学术标
准和严格的质量控制。这意味着您可以获得高质量的
教育，并在就业方面享受长期的益处。加拿大的学位、
文凭或证书在全球被公认为堪与美国或英联邦国家的
学位、文凭或证书媲美。

虽然生活水平和教育质量达到了世界最高水准，但在
加拿大上大学的费用通常低于美国或英国。

加拿大是非常了不起的多元文化社会，多伦多、蒙特利
尔和温哥华都有着大型的移民社区。因此，留学生更
容易参加熟悉的饮食或文化活动，同时享受加拿大的
所有独特之处。

联合国始终将加拿大列为世界上最宜居的地方。留学
生享有与加拿大当地人同等的自由，包括尊重人权、平
等以及稳定与和平的社会。

为什么选择加拿大？

考虑赴加拿大就读本科课程的原因有很多。加拿大拥有多所世界领先大学，并且接收

全球学生的申请。

主要事实

•   加拿大是世界第二大国，仅次于俄罗斯。

•   加拿大是双语国家。学校课程以英语或法语提供，
这样您可以在学习期间提高语言技能。

•   根据经合组织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
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OECD) 的数据，加拿大
在全国公立高等教育支出方面的排名高居榜首。

•   加拿大超过三分之一的研究由其大专院校承担，属
于经合组织和 G8 国家中学术研究率最高的国家。

•   留学生在加拿大学习期间可以申请一系列工作许
可。学习期间获得的这种工作经验可以帮助你在商
界建立宝贵人脉，并且有利于毕业后申请居留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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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加拿大留学—须知事项

加拿大没有联邦教育部，各院校都由其所在的省或地

区负责。加拿大的高等教育采用学期制，分别在九月、

一月和五月录取。

学院

大约有 135 所学院，提供 8000 多门学院课程。学院课

程与工商业的需求联系紧密，涵盖广泛的技术和专业

领域。学院课程可以获得各种认可的文凭，如证书、文

凭或学术或应用学位。课程长度从几个月到四年不

等，90% 的学院毕业生（平均）在毕业后六个月内找到

工作。学费从每年 5500 加元到15000 加元不等，具体

视课程而定。

大学
加拿大有 96 所公立和私立大学，以及大学学位级学
院，从小型人文学科大学到规模较大的研究型大学，
应有尽有。加拿大的大学共提供超过 15000 项本科和
研究生学位课程，可以从本科读到博士。大学还提供
专业认证、证书和文凭课程以及短期职业课程。 

大学提供三种学位：学士学位，一般需要三到四年的
本科学习；硕士学位，取得学士学位后再学习一到两
年；以及博士学位，通常在取得硕士学位后再学习三
年。根据课程的不同，学费从 7000 加元到 29000 加
元不等，但学校提供合作教育和实习的机会。留学生往
往在学习期间工作。

有关接受剑桥资质证书的加拿大学院和大学的最新信息，请访问我们的认可院校数据库： 
www.cambridgeinternational.org/programmes-and-qualifications/recognition-and-acceptance。 
有关课程学费的信息，请向您的首选院校咨询。

加拿大有 90 多所大学和 135 所学院。还有许多专注于职业培训的非大学级别 

教育机构。

 由于剑桥国际 A Level 课程久负盛名，这所大学著名的数学系将我视为经
过严格学业训练的学生，并录取了我。我的 A Level 课程中的数学内容为我的
大学学习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我还学会了如何清楚而简洁地表达思想，提高了
我的书面沟通技巧。我很高兴能从严格的剑桥国际课程中受到磨炼，这改变了
我对学习的看法。我并不是只注重考试，我也抓住机会学习材料，并深入地进行
了解，以解决日常生活中的若干问题。

滑铁卢大学的 Anzo Teh Zhao Y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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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大学有哪些入学要求？

学业要求

学院

学院在录取时通常要求学生至少获得五门剑桥 
IGCSE© 课程或 O Level 课程的资质证书，或同时获得
剑桥国际 AS & A Level和剑桥 IGCSE资质证书（具体要
求详见各大学网站）。有些大学只接受学习IGCSE 课程
或 O Level 课程的学生。同时获得 IGCSE、O Level、AS 
和/或 A Level资质证书能更好地证明入学资格。

大学

至少学习四门 AS Level和/或至少两门 A Level 课程的
学生有资格申请加拿大大学，但每个专业都有特定的
入学要求。竞争较激烈的专业（如理科或商科）可能有
额外的最低要求。成功的大学申请者通常会收到“有条
件录取通知书”，指出他们必须满足什么条件才能确认
录取。要确认录取，通常要求学业成绩必须达到特定
的平均分，并且顺利地从高中毕业。

语言要求
所有加拿大大学都会要求提供英语或法语的语言能力
证明。

对留学生的额外要求
留学生可能要满足若干额外的入学要求，请与您的首
选院校联系，以获取详细信息。

抵免学分和转学分 
学习剑桥国际 AS & A Level 课程的学生可能有资格获
得抵免学分，这样可以将学位课程从四年减少到三
年。若学生学业成绩达到很高水平，且在参加学位课
程之前已完成所有课程和考试，则可以向其提供中学
科目的预修课程（在很多情况下还会提供预修学分）。
请务必查看您的首选院校的政策以了解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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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加拿大，申请过程因院校和省份而异。如果您申请
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或安大略省的大学，您可以使用这
些省份的通用电子申请网站。

在所有其他省份，则需要通过各大学的招生办公室申
请。请咨询您的首选院校以了解详情。

申请截止日期也会有所不同，但通常在 1 月或 2 月。
许多大学采用“滚动入学”政策，在收到申请后的几周
内做出决定。

学校将收取申请费（大部分不予退还），并且您还要提
供一系列辅助信息，包括：

• 证明你的高中学历、成绩以及所参加的任何其他外
部考试的凭证

• 详细介绍你参与的课外活动和社区活动

• 个人推荐信

• 文书

• 作品集

• 犯罪记录审查。

此列表并不完全。请咨询你的首选院校，了解有关你
感兴趣的课程的特定要求。.

我如何申请就读某所加拿大大学？

第一步：选择专业—专业学习开始前 10-12 个月

• 将加拿大确认为你的首选目的地

• 决定要学习的项目和院校

• 核实申请专业的入学要求和申请期限

第二步：申请

• Make your application – make sure you understand the process for your preferred institution 

• Check your eligibility for advanced standing and transfer credit related to your Cambridge qualifications

• Receive conditional offer of admission

第三步：开始你的专业学习

• 利用有条件录取通知书开始申请学习许可（留学生必须持有有效的学习许可才能注册超过四个

月的学习课程）

• 安排入学

祝你好运！

申请过程

选择大学课程是非常重要的决定。您需要考虑自己最感兴趣的大学类型、所提供的课

程、大学的位置、可选的活动，以及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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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n Jiaxuan

专业：计算机科学

学校：上海上实剑桥外国语中学，中国

大学：加拿大多伦多大学 

Chen 学习了剑桥国际 AS & A Level 化学、物理和数

学，以及五门剑桥 IGCSE 课程。

“我之所以选择多伦多大学，是因为它风景秀丽、学

术气氛良好，同时是加拿大顶尖的大学。我的剑桥 
IGCSE和 GPA 成绩在我的申请中非常重要，帮助我

得到了录取通知书，并且在剑桥的考试中得了高分。

我的物理和化学资质证书为我赢得了两个额外的学

分，而数学则为我将来的计算机学习打下了基础，帮

助我处理数据和数字。”

学子成功故事 
留学加拿大的通行证

Samved Dhar

专业：商业经济学

学校：印度联合世界学校 
(Alliance World School)
大学：加拿大萨斯喀彻温大学

Samved 获得了剑桥国际 A Level 数学、英语、经济学

和商业研究课程的资质证书，并获得了六门剑桥 
IGCSE 课程的资质证书。

“因为我前两年的课程选择和我的 A Level 课程相

关，我之前的学科知识给了我信心，并让我轻松地融

入课堂。我的剑桥资质证书还使我在第一学期就可

以修二年级的课程。考虑到学费，这是很大的优势，

因为我能够在更短的时间内拿到学位。我的四门 A 
Level 课程的资质证书获得了 21 个学分。我需要 120 
个学分才能毕业，所以 21 个学分的价值超过 1 个学

期的学习。”

Adeline Esses

专业：金融

学校：比利时达芬奇国际学校

大学：加拿大康考迪亚大学

Adeline 学习了剑桥国际的 AS 
Level 艺术和 A Level 数学、ICT 和
商业研究。

“由于我的 A Level 数学成绩优异，我得以免修大学

里的部分数学必修课，因此可以马上修经济学课

程。A Level 数学课程培养了我解决问题的技能，这

对我的经济学和统计课程帮助极大。在大学里，良

好的时间管理是必须的，但刚开始可能会很难。多亏

了剑桥国际，我已经知道如何有效管理我的时间，

以便能跟上学业。”

Ishan Saxena 

专业：计算机科学

学校：印度联合世界学校  
(Alliance World School) 

大学：加拿大萨斯喀彻温大学

Ishan 学习了剑桥国际 A Level 物理、

数学和 ICT，以及 AS Level 英语。 

“由于我学习了剑桥国际 A Level 课程，萨斯喀彻温

大学奖励了我 12个学分，而第一年我总共只需要修 
30 个学分。作为剑桥的学生，我始终习惯于应用型学

习，因此每当我在自己的领域学到新概念时，我都想

把它们应用到真实世界的问题上，以更好地了解事物

的运行方式。这是绝妙的学习方式。因为我很幸运在

剑桥学校接受了教育，这种方法现在对我来说已经很

自然了。”

6 留学加拿大—用你的剑桥资质证书打开留学加拿大的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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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aochuan Yu

专业：政治研究与哲学

学校： 郑州外国语学校 A Level 
中心，中国

大学：加拿大女王大学

Xiaochuan 学习了剑桥国际 AS & A Level 数学、物

理、经济学和化学课程。

“学习剑桥国际 AS & A Level 课程让我在学业上取

得优异成绩，并且掌握了有利于大学学业成功的批

判式学习技能。我正在攻读哲学和政治学，这是留学

生最难学的文科专业。凭借我从剑桥国际课程中掌

握的写作和阅读技巧，我发现理解复杂的论文和哲

学课程材料对我来说不像其他人那样困难。我也对

自己以前准备剑桥考试的经历感激不尽，这些经历

教会了我如何管理时间，提高效率。”

7留学加拿大—用你的剑桥资质证书打开留学加拿大的大门

Wenya Deng

专业： Rotman 商学院 
学校：深圳国际交流学院，中国

大学：加拿大伦多大学

Wenya 学习了剑桥国际 AS & A Level 
数学、化学、经济学、地理和英语（作

为第一语言）课程。 

“我始终相信我以后会成为女商人，所以我选择了

多伦多大学，因为其 Rotman 商学院在加拿大排名第

一，而我的剑桥国际A Level 课程中全 A 的成绩让我

有信心申请。学习 A Level 课程是在英语国家大学就

学的完美自荐信，尤其适合像我这样以英语为第二

语言的学生。我马上就适应大学生活了，无论在知识

还是理解上都没有任何差距。教学风格类似，更重要

的是，剑桥那种具有挑战性的评估方式教我学会在

解决问题时要进行批判性思考。”

Sinamys Bagh

专业：生理学和神经科学

学校：科威特英语学校，加拿大

菲尔斯通学校 

大学：加拿大多伦多大学

Namys 学习了剑桥国际 AS 
Level 生物、化学、数学和英语课程，以及八门剑桥 
IGCSE 课程。

“在科威特，我学了剑桥的课程，因此来到加拿大

后，我确保自己仍然保持着在剑桥学校的状态。我认

为剑桥国际为我准备上大学打下了坚实而丰富的基

础，在我申请入学时，我的四门剑桥国际 AS Level 课
程都被接受了。虽然这个过程充满挑战，但对现在的

学生，我强烈推荐剑桥资质证书课程。如果你喜欢挑

战并且愿意付出额外的努力，最终都会得到回报。”

Nadine Mukondiwa 

专业：管理信息系统

学校：津巴布韦 Chisipite 高中

大学：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

Nadine 学习了剑桥国际的 A Level 化
学、地理和数学课程，以及 AS Level 剑
桥全球视野课程。

“作为商学院的学生，我要做大量的演示。我知道是

剑桥全球视野这门课帮助我培养了自己的演示和沟

通技能。在学业方面，剑桥国际帮助我在课程上保持

了较高的水准。我发现最大的挑战是管理自己的工作

量，但这让我很快就适应了大学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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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子成功故事 
留学学加拿大的通行证 
（续） 

Deep Patel

专业：工艺工程与化学

学校：坦桑尼亚国际中学 

(Academic International Secondary School)

大学：加拿大纽芬兰纪念大学

Deep 学习了剑桥国际 AS &A Level 物理、化学、生物

和高等数学课程。 

“我的剑桥国际 A Level成绩获得我申请的所有加拿

大大学的认可，因此申请过程很轻松。在我上第一节

课之前，我的剑桥资质证书就为我赢得了 33 个转学

分。虽然这取决于我的成绩，但仍

然让我的大学生涯开了个好头。工

艺工程是化学和机械工程的混合

学科，这对我来说绝对是很好的

职业选择。住在纽芬兰（被称为“

巨石”）也称得上奇遇。”

Tom Stubbs

专业：机械工程

学校：津巴布韦  

Peterhouse 学校 

大学：加拿大萨斯喀彻温大学

Tom 获得了九门剑桥 O Level 课程资质证书，并且获

得了剑桥国际 AS & A Level 英语、化学、物理和数

学课程的资质证书。

“在剑桥成绩好意味着，我联系的每所大学都很快

接受了我的申请。剑桥的考试让我从几千名申请者

中脱颖而出——那些课程在学业上受益颇多，并且

让你深刻地理解怎样才能达到最佳的学习效果。剑

桥的课程在结构上与大学课程类似，并且我发现我

对基础知识的深入了解已经超过了许多大一的课

程。剑桥的学习方法、考试方法、作业和以实验为基

础的科学实践让我为上大学做好了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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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ed Hussain Raza

专业：计算机科学 

学校：巴基斯坦  
Beaconhouse 学校

大学：加拿大滑铁卢大学

Syed 获得了剑桥国际 A Level 数学、物理、计算机科

学和经济学课程的资质证书。

“剑桥国际 A Level 课程被加拿大的大学认为是高

级课程，并且很受重视。按照其他学生的说法，剑桥

国际 A Level 课程比加拿大的高中课程难。由于我的

剑桥课程成绩很好，这帮助我成功被滑铁卢大学录

取。我大学第一年的学习材料中的部分内容在剑桥

国际A Level 课程中已经讲过，所以过渡很容易。由

于我的剑桥资质证书，我还被奖励了学分，并且免修

了部分大学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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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gie Ruiz

学生，在其就读的 South Broward 
中学高中班中排名第一 学校：美

国佛罗里达州 South Broward 中学

“剑桥课程与其他高中课程同样严

格，但期终考试的重点是你是否从

材料中学到了东西，以及是否能进行推理和融会贯

通，而不是能否记住。由于在全世界都使用相同的

材料，课程始终能保持国际水准，并且能从全球视

角教学。因此，剑桥课程能有效地使学生适应中学

以外的生活。你不仅可以学到更多知识和技能，还

能学会如何运用你所学到的知识，以及从全球角度

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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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oop Nair

专业：化学工程

大学：多伦多瑞尔森大学 (Ryerson University)

“学习剑桥国际 A Level 课程对我课堂内外的生活

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种应用型的教学方法教会我

无论学什么都要看得更全面，这也让我最终意识到

化学工程是我的兴趣所在。我学到了问题解决能

力，并能深入地理解课程，这让我顺利地迈向了高

等教育。我与学校的教职员工结下了不解之缘，他

们非常平易近人，并且对我的愿望非常支持，对此

我一直非常感激。在这种多样化的环境中学习还磨

炼了我的人际交往和沟通技巧。事实证明，剑桥课

程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帮助我为实现自己的目标打

下坚实的基础，并赋予了动力。”

Madhumita Varma

专业：国际关系专业学士学位课程

大学：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

“在我开始学习剑桥 A Level 课程

时，我没想到它对我今天的成就有

如此大的作用。在从学校毕业的那年，我意识到剑桥

课程在申请世界各地的大学课程时给了我极大的优

势。我最近在加拿大温哥华的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 

(UBC) 完成了四年的学士学位课程。我在剑桥 A 
Level考试中取得的成绩得到了 UBC 的承认，并且获

得了学分，这意味着我在 UBC 学习的第一年就可以

直接修第二年的课程。然而更重要的是，我在 A 
Level 课程中学到的知识仍然派得上用场，这让我大

为惊奇。我在大学没有上任何理科课程，但多亏了我

在剑桥学校接受的教育，我仍然能与 UBC 理科的朋

友们展开深入的讨论。这说明，优秀的剑桥教师以及

剑桥课程所提供的教育方法帮助我吸收了所学知

识，并能运用逻辑和推理来解决实际问题。在我看

来，这正是剑桥课程与其他课程迥然不同的地方，它

把学到的理论付诸实践，而实践才能体现出教育的

真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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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国际 A Level 课程被广泛接受，相关学生可直接入

学本科学位课程。目前，越来越多的大学现在也接受剑

桥 Pre-U 课程。在英国的学校，它是 A Level 课程的替代

选择。

以下是加拿大部分主要大学的简介，以及他们对申请人

的剑桥资质证书的要求。

多伦多大学

剑桥学生必须提供：

• 三门主要科目的剑桥 Pre-U 证书，或剑桥 Pre-U  
文凭（包括三门主要科目，或 A Level 课程加主要

科目）、全球视野和独立研究报告。 

• AS 或 A Level 课程或主要科目为前提条件—某些大

学课程可能将剑桥 IGCSE 课程或 O Level 课程成绩

优秀视为满足前提条件。

对于在申请当年参加 A Level 课程考试的学生，可以考

虑发给临时录取通知。

对剑桥资质证书的认可

麦吉尔大学

最低要求是三门剑桥国际 A Level 课程，预测和最终成

绩为 B B C 或更高，或两门 A Level 和两门 AS Level 课
程，成绩为 B B C C或更高等级，或者 B C B B 或更高。

大多数专业竞争激烈，要求剑桥 IGCSE 课程、剑桥国

际 AS & A Level 课程、CAPE 和 剑桥 Pre-U 成绩优异。

仅仅达到最低要求的申请人不能保证被录取。对于获

得最终正式成绩者，最多可以奖励 30 个免修学分。

完成 Upper Form VI 的学生将视为已完成剑桥 IGCSE  
课程、AS Level 和预计的 A Level 课程。只完成 AS Level 
Lower Form VI，且至少修完五门恰当 IGCSE 课程的学

生，如果成绩显然优秀，可以根据个人的具体情况择

优录取。

如果学生就读的学校要在第二年年底举行所有考试 

（并且该学生没有参加单元考试，且/或在 AL1 结束时

没有获得 AS Level资质证书），则必须告知麦 

吉尔大学。如果已完成，必须提交 AS Level成绩。

若学生所修科目为剑桥 Pre-U 主要科目，则成绩应至

少为 M3，且成绩为 M3 的科目不超过一门学科。

全加拿大 50 多所大学接收剑桥学生的申请。

多伦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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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剑桥国际帮助我们成功进入大学就读，因为我们拥有更多的知识。

Zongyan Yao，安大略省多伦多市菲尔斯通学校学生

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 (UBC)
学生必须至少提供五个学科领域的学分，包括英语，

其中至少有三门是 UBC 认可的剑桥国际 A Level 课程

（或者六门 AS Level 课程）。同一科目不能同时算作 
A Level 课程和 IGCSE 课程 或 O Level 课程。教学内容

不充分（由 UBC 认定）的 A Level 和 AS Level 课程无

效。录取平均分至少要计算两门 IGCSE 课程或 O Level 
课程和三门 A Level 课程，或者六门 AS Level 课程。学

生可能有资格获得 UBC 的一年级学分。想了解更多详

情，请访问该大学网站。

阿尔伯塔大学
学生可以同时使用 AS Level 或 A Level 和 O Level 课程来

满足五个科目的录取要求。至少两个（有时要三个）

科目必须为 A 或 AS Level—其余科目可以是 O Level。
有些申请人可能有资格按照预测成绩被该大学录取。

康考迪亚大学
两门合适的剑桥国际 A Level（成绩为 C 或以上）加三

门合适的 IGCSE，即可被录取。两门合适的 AS Level可
以代替 1 门 A Level，而商学院的申请人还必须有三门 

O Level，平均成绩至少为 B。某些课程需要额外的材

料——请访问网站，以了解更多信息。工程和计算机科

学专业的申请人的 A Level 数学、物理和化学的成绩必

须至少为 B，另外还要有五门合适的 IGCSE成绩优秀。

没有修完 13 年级/Upper Form VI 的学生必须至少五门

合适的 IGCSE 课程成绩达到优秀，并且此外要在学校

正式就读一年。

萨斯喀彻温大学 
申请人必须提供五门合格的 O Level（包括数学和母语

文学/写作课）和两门合格的 A Level的成绩。学生可以

申请在参加 A Level 考试的当年入学，前提是提交至少

五门恰当的 O Level成绩和 A Level的预测成绩。没有参

加 A Levl 考试的学生如果完成了四门合格的 AS Level，
也可能被大学考虑录取。

有关接受剑桥资质证书的加拿大学院和大学的完整列

表和最新信息，请搜索我们的认可数据库：  
www.cambridgeinternational.org/programmes-and-
qualifications/recognition-and-accept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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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可剑桥国际 A Level的大学

接受剑桥资质证书的加拿大大学

关于大学的其他信息来源

如需详细了解大学、学校和学生，请访问剑桥大学国际考

评部的认可学校网页： 
www.cambridgeinternational.org/programmes-and- 
qualifications/recognition-and-acceptance

如需详细了解在加拿大学习和择校的信息，请访问加拿

大政府网站 

www.canada.ca/en/immigration-refugees-citizenship/
services/study-canada/study-permit/prepare/choose-
school-college-university.html

如需详细了解如何申请到加拿大大学留学，请访问 
UniversityStudy.ca 网站：www.universitystudy.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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