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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您来到高贵林学院 WELCOME TO COQUITLAM COLLEGE 

c o n t a c t  u s :  a d m i s s i o n s @ c o q u i t l a m c o l l e g e . c o m

Chris Rands, 副校长

我们邀请你来到我们的校区, 发掘一个以满足你的求知及就业需求为宗
旨的教学体制。我们真诚和热心的教职员工孜孜不倦地工作从而保证
你在高贵林学院的学习是有所收获和终身难忘的 。

Tom Tait, 董事长 
Will Eckford, 校长

欢迎你来体验一个令人激动的崭新的教育体
制, 在这里你可以看到通往成功的捷径。自
1982年以来， 数千名本校的毕业生已在加
拿大和美国的大学完成本科课程。我们代表
热忱的教职员工邀请你加入我们学校，拓展
并发掘你在学业上的前程远景。

Eve Eckford
寄宿家庭 

Seline Chao

行政助理

Marie Chen

学生账户

Serena Zeng 

行政助理
Helen Liu 

行政助理

Linda Bao
学生顾问 
中国事务处 
主任 
1-778-895-5323

Joie Marin

学生顾问 
市场营销

Diana Wright 
学生顾问 
市场营销

Mike Williams
学生顾问

Melita O`Neill
寄宿家庭  
国际市场部主任

Gene  
MacDonald 

国际招生 

办顾问

Kaylene  
Donaldson

首席财务官

办学宗旨
高贵林学院致力于为来自各个国家的学
生提供一个学术气氛浓厚及文化融洽的
优质的教育机会。 

来自全球各地的学生因为优质的教育标准和训练有素的教师
团队而选择高贵林学院。高贵林学院的教育不仅为学生提供
了通往大学教育的成功之路，而且还给学生留下了难忘并值
得毕生珍藏的生活和学习的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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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celyn  
Hebeler

辦公室主任 
教务主任 

Sandy Chow

市场营销

Kelsey 
Mugridge 

行政助理

Jennie  
Dawon Park

行政助理

Emily Kehoe

行政助理

Janel Watson

行政助理

Carina Raj

行政助理

Kirsten Hong Tai

后台技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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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园占地7英亩， 绿树环绕  
 独立停车场 
 安全和友好的社区环境  
 步行5分钟至天车站， 购物中心和餐馆  
 �坐天车25分钟至温哥华市

OUR 
CAMPUS 

1) �Lougheed�Town�Centre�
Skytrain�Station��

2) Lougheed�Shopping�Mall�

3) 西門菲莎大學 (SFU) 

4) 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UBC)

5) 温哥华机场 

6) 史丹利公園 

7) 温哥华市中心 

8) Cypress�Mountain�

9) Grouse�Mountain�

10) Seymour�Mountain

1

2

3

6
7

8

4

5

大温地区

LOUGHEED TOWN CENTRE 天车站

素里分校 

高贵林学院的素里分校坐落于加拿
大快速发展的城市之一素里市市中
心地带。距离King�George天车站步
行仅需要五分钟。高贵林主校

阿尔伯塔省 
University�of�Calgary 
University�of�Lethbridge 
University�of�Alberta

纽芬兰 
Memorial�University�of�
Newfoundland

萨斯喀彻温省 
University�of�Saskatchewan

马尼托巴省 
University�of�Manitoba

魁北克省 
McGill�University 
Concordia�University 
Universite�Laval 
Bishop’s�University

新不伦瑞克省
University�of�New�
Brunswick 
Universite�de�Moncton

爱德华王子岛省 
University�of�PEI

新斯科舍省 
Acadia�University 
St.�Mary’s�University 
St.�Francis�Xavier�Uni-
versity

安大略省 
University�of�Toronto 
University�of�Ottawa 
University�of�Guelph 
University�of�Waterloo 
University�of�Western�Ontario 
Queen’s�University 
York�University 
Brock�University 
Wilfred�Laurier�University 
Trent�University 
Laurentian�University 
Carleton�University 
Lakehead�University 
McMaster�University 
Nipissing�University

卑诗省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Simon Fraser University 
University of Victoria  
Royal Roads University   
University of Northern British Columbia 

你知道吗
  高贵林学院每个学期开设100多门课，以便学生可以尽早完成学业

 平均每个班大约 20个学生

GO
ANYWHERE 

COQUITLAM 
COLLE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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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转学分课程
  副学士学位 
  两年文凭  
  一年证书

高中课程

英语学习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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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贵林学院高中课程

十，十一和十二年级课程

高中尚未毕业的学生

高贵林学院

文科副学士学位 • 两年大学课程 
修读大一和大二课程

高中毕业生

直接入读大学课程

UNIVERSITY DEGREE 

以下几所大学均接受高贵林学院的学分，这样你转入大学后
只需继续修读四年大学课程中最后的2-3年的课程

你修读的大学学分不仅能转往加拿大的大学而且还能转往美
国的大学

你知道吗

 你可以同时报读高中跟大学学分课程 
  BCCAT和EQA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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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学士学位要求学生至少完成60个大学学分课程，包括6个学分的
英文课程、9个学分的科学课程和36个学分的文科课程（其中的18
个学分是大二的课程）。这种广泛，系统的学习让毕业生有机会
转到加拿大和美国大学的大学三年级继续完成学业。

两年制副学士学位的好处 
 
   学生们有资格在6个月的全职学习后申请到允许每周最多工作20小时的校外工作的工
签（OCWP）。完成该学位之后，全职学生有资格申请毕业工签（PGWP）。

  全职工作一年后，毕业生们有资格申请加拿大永久居留权。

  很多大学（如SFU）将会以更低的平均分接收拿到副学士学位的学生。

  一些大学会优先录取持有副学士学位的学生。

   不列颠哥伦比亚公立研究型大学均承认副学士学位学生所有的60个学分。

副学士学位
大学转学分课程

完成副学士学位之后我就开始在银行工作。现正
在申请加拿大永久居民的身份

—Anu Davaasuren

副学士学位 — 文科
课程 

  经济学 
  人文科学 
  语言学 
  数学 
  社会科学 
  科学

未来职业的选择

  法律 
  经济 
  教育 
 传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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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知道吗 

该学位的设置是由高等教育部书面同意并且获准的。

必修课

文学副学士学位需要学生最少完成60个大学可转
学分, 包括: 

  第一年英语课的6个学分 

  理科或数学的9个学分 

   文科的36个学分（包括二年级至少18文科学
分）

  文科，理科或其他领域的9个学分

该学术上的广度能让转校生有机会转入加拿大与
美国名列前茅的大学学士学位的第三学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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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课程 UNIVERSITY PROGRAM 

文科副学士学位 ASSOCIATE OF ARTS DEGREE 

文科副学士学位要求学生完成至少六十个学分的大学学分课程，其中包括六个学分的英语课
程，九个学分的科学课程，以及三十六个学分的文科课程而且其中的十八个学分是大学二年
级的课程。这个学位广泛的学习范围让毕业生们有机会转入加拿大以及美国的各大名校继续
修读大三的课程。

一年制证书课程 1 YEAR CERTIFICATE 

我们一年制的文科,商业和科学证书课程为学生将来的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大多数的大学本
科接受我们学校的证书课程，学生可以选择在BC省任何一所大学直接上大学二年级的课程 。 
(因为每所大学的入学条件不同，我们的学生顾问可以帮助你选择申请BC省以外的大学) 所有的
证书课程要求学生完成 30-31个学分。如果你已经在其他学院完成了部分课程，你最多可以从
其他学院转来18个学分，但你最后的三门课(9个学分)必须在高贵林学院完成。想要申请第二
个证书课程的学生必须在高贵林学院完成额外的两门课(6个学分).最多可以从其他学院转6个
学分来高贵林学院完成你的第二个证书课程 。

 
两年文凭课程 2 YEAR DIPLOMA 

我们两年制的文科和商科文凭课程为你提供你一个开始专攻你感兴趣的学业领域的机会大多
数的本科课程接受我们学校的文凭课程, 学生可以根据文凭课程的成绩选择在BC省任何一所大
学直接上大学三年级的课程. (因为每所大学的入学条件不同，我们的学生顾问可以帮助你选择
申请BC省以外的大学。

所有的大专文凭要求学生完成60-61个学分。如果你已经在其他学院完成了部分课程，你可以
最多从其他学院转来30个学分用以完成文凭课程。 但你最后的三门课(9个学分) 必须在高贵
林学院完成。

学士学位1年 3年
科研大学 学士学位

学士学位2年 2年
科研大学 学士学位

文科 
证书 / 文凭 

课程
 English� 
 Second�Language 
 Humanities� 
 Science� 
 Social�Sciences

课程
 Accounting� 
 Computer�Science 
 English� 
 Economics� 
 Math�

商科
证书 / 文凭 

课程
 Biology� 
 Chemistry� 
 Physics� 
 English� 
 Computer�Sciences

理科
证书 / 文凭 

高贵林学院致力于培养学生在北美大学取得优
异成绩。

— Brianna Castro Ramire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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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要求
  通过BC省英语12年级省考以及总成绩在C+以上
  英语099成绩达到“S”
  CAEL写作部分至少达到60分
  雅思总分6.5分，写作部分不低于6分
   雅思总分5.5分，可选择就读两门大学预科英语，同时可以修读两门大学学分课程
  L.P.I.总成绩不低于4分
  托福 iBT�达到86分（每个部分至少20分）
  我们接受高贵林学院英语评估测试成绩

要了解更多入学要求的信息，请登入我们的网站：
http://coquitlamcollege.com/university_program_requirements.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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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入学要求  转学分指南

大学课程
高贵林学院提供的是择优录取方式。符合入学要求的学生
们都会顺利入读我们高贵林学院。

19岁以下

   必须具有高中毕业证
  语言要求 
（详情如下）

超过19岁
  语言要求
（详情如下）

www.bctransferguide.ca

高贵林学院是BCCAT体系中的成员并已经和所有不列颠哥伦比亚
省的学院和大学建立了转学分制的协议。

转学分指南列出了所有与高贵林学院建立协议的学院与大学
的课程。请登入上方的链接了解更多关于转学分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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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生活
高贵林学院的校园生活融入了卑诗省学生喜爱的
奇妙的西海岸生活方式。高贵林学院在为学生提
供参与各种体育、文化社团活动的机会的同时，
努力营造有助于学生成长，学习和发展友谊的环
境，让学生在努力实现自己的理想的过程中留下
终生难忘的美好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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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贵林学院，
我们很高兴能够
为学生们提供各
种资源，各类服
务并尽可能地去
帮助学生们在校
期间取得成功。

在校服务

学生服务中心
学生顾问每天都可以帮助
学生选课，做职业规划以
及其他的个人事务。 

学术社团
加入高贵林学院的学术社
团是一项最佳的课外学习
方式

 艺术社团 
 写作中心 
 数学中心 
 功课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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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
学院的图书馆为学生提供
现有的资源以及与温哥华
图书馆连接的电子版的所
有资料。图书管理员也会
非常热心地帮助学生。

社团和活动
 足球 
 排球 
 羽毛球 
 篮球 
 曲棍球 
 联谊会 
 舞蹈社团 
 卡啦ok社团 
 回收社团 
 电脑社团 
 吉他社团 
 麻将社团

拓展训练和实地教学活动
学院鼓励学生积极参加丰富多
彩的活动从而学习及掌握最新
的技能，发展独特的兴趣爱
好并结交来自世界各地的新
朋友。
 野营 
 徒步旅行 
 皮划艇 
 保龄球 
 滑冰 
 滑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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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课程 ENGLISH STUDIES PROGRAM  高中课程 HIGH SCHOOL PROGRAM 

英语课程 
我们学院清楚地知道英语语言能力是在加拿
大和美国顺利升学与就业的关键因素。 因
此我们为不同程度的学生提供了各种的英语
语言和文化课程。

入学要求
开始入读这个课程的学生必须超过十五岁。 通常
学生需耍参加高贵林学院的英语评估测试以确定
自己的英语程度。

英文证书课程 
这个课程为那些希望提高他们的语言技巧，准备
完成高中和/ 或大学课程的学生所设计。英文证
书课为所有需要提高英语 技能的学生而准备的 。
课程包括﹕

 会话  
 语法  
 阅读  
 写作和雅思预备班, 级别分为初级,中级和高级。

大学预科课程 
大学预科课程是为即将要开始大学课程学习的学
生提供。在大学预科课程里学生将接受最高级别
的英语技能的训练, 尤其是学术英语和商业英语。 
课程包括﹕

 UP 学术英文 
 UP 商业会话
 UP 专业英文
 UP 学习技巧
 UP�写作
 UP 托福/雅思预备班
 UP�阅读

顺利完成两门预科英文课和两门大学

课, 便可开始修读全时的大学课程。

全时的大学课程

两门预科英文课和两门大学课

会话, 语法, 阅读, 写作

会话, 语法, 阅读, 写作

会话, 语法, 阅读, 写作初级 
中级 

高级

正规高中毕业文凭  
DOGWOOD DIPLOMA – ENTER IN GRADE 10, 11 OR 12

 高中毕业后直接申请大学  
 大多数中国高中课程的学分可转来我们的高中课程 

加速课程一 （成人高中毕业证） 
EXPRESS ONE (ADULT GRADUATION) 

 适合十八岁以上的学生  
 完成五门高中课程，部分课程可以从国內转来  
 完成八门大学一年级课程，可转入大学修读大二课程

加速课程二 
EXPRESS TWO (ADVANCED PROGRAM)

 适合未满19岁但有能力及希望尽快就读大学课程的学生 
 学生必须完成4 门高中课程，包括英语12及省试 
 完成八门大学一年级课程，可转入大学修读大二课程

高中课程 
由于我们的学生来自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
教育背景，因此我们特别设计了三种高中课
程，以确保学生能尽快完成高中学分并早日开
始大学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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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贵林学院的高中课程完全
通过卑诗省教育部私立院校
部的认证。

详情请联系:  
admissions@coquitlamcolleg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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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宿家庭
享受加拿大家庭体验

寄宿家庭给学生们提供了独特的机会去体验加拿大的本土文化和家庭活动。

寄宿家庭包括：

  一天三餐（C$1100/月） 
  私人卧室 
  靠近学校 
  洗衣设施 
  网络设施

你知道？

  高贵林学院的工作人员为您仔细筛选寄宿家庭
  安全又舒适的环境

| 22 |

监护人

如果您未满19岁，您需要有监护人才能从加拿大公民和移民局（CIC)获取学习
许可签证。

怎样申请寄宿家庭

您可以在我们学院的网页中申请寄宿家庭或者通过联系我们的寄宿家庭负责人 
进行申请：

1.   在网上填写寄宿家庭申请表或者在我们的网站下载申请表格进行填写 
https://www.coquitlamcollege.com

2.   发送申请表至�Melita�O'Neill:� 
homestay@coquitlamcollege.com 
联系电话：604-939-6633  传真号码：604-939-0336

寄宿家庭计划
这个计划全部由高贵林学院独立安排和经营的。在高贵林学院，您可以
通过我们这个寄宿家庭计划体验加拿大的本土习俗与文化。我们会为您
安排一个既安全、舒适又靠近学校的本地家庭，在这里您可以享受到家
常饭菜和一个良好的家庭氛围。

高贵林学院每个学期的学生人数介于 3000 到
3300之间，来自于20多个不同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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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年日程安排: SEPTEMBER�2020�TO�DECEMBER�2021

学费 TUITION FEES 

费用均以加元计算
ALL�FEE�AMOUNTS�ARE�IN�CANADIAN�DOLLARS

一门课
PER�COURSE

一学期 
ONE�SEMESTER

两学期
TWO�SEMESTERS

申请费 Application (一次性收费，无退费) $200.00 $200.00

高中课程�High�School�Program
(some�courses�may�require�additional�workbook�fees)

$1,440.00
(一门课)

$5,760.00
(四门课)

$11,520.00
(八门课)

英语语言课程�English�Studies�Program $1,260.00
(一门课)

$5,040.00
(四门课)

$10,080.00
(八门课)

大学学分课程 University�Transfer�Program $1,680.00
一门课 (3 学分)

$6,720.00
(12 学分)

$13,440.00
(24 学分)

书本订金�Book�Deposit�
完成高中及英语课程后，如课本无损坏，
学院将退还学生$150加元

$175.00
(一次性)

$175.00

寄宿家庭申请费 Homestay�Application�Fee�
 (一次性收费，无退费)

$200.00
(一次性)

$200.00

寄宿家庭 Homestay�(monthly)—包三餐 $1100.00
(每个月)

$1100.00
(每个月)

机场接机费�Airport�Pick-Up $80.00 $80.00

NOTE: 1.  在高贵林学院，全日制的大学生一般每学期必须修读四门课，高中
和英语课程的学生也是每学期修读四门课。

2.  由于海外申请人录取时间至少为两个学期，故所需交的学费至少是
两个学期的学费，学生必须在被录取之后,开学之前缴付该项学费。

3.  在本册出版以后（2018年 10月）费用有可能会增加，恕不另行
通知。

4.  高贵林学院的学费是由卑诗教育部私立院校处担保（适用于高中跟
英语课程。

5.  所有学生必须购买医疗保险，我校可以在学生登记入学的时候代为
办理 。

| 24 |

Fall�2021
Sept.�3 Student�Orientation
Sept.�7 Classes�begin�for�the�Spring�Semester

Late�Registration�Begins
Sept.�11 Last�Day�to�Add/Change�Courses

Late�Registration�Ends
Dec.�14 Spring�Semester�Ends

Summer�2021
Apr.�28 Student�Orientation
Apr.�29 Classes�begin�for�the�Fall�Semester

Late�Registration�Begins
May�5 Last�Day�to�Add/Change�Courses

Late�Registration�Ends
July�2 Fall�Semester�Ends

Spring�2021
Jan.�4 Student�Orientation
Jan.�5 Classes�begin�for�the�Smmer�Semester

Late�Registration�Begins
Jan.�11 Last�Day�to�Add/Change�Courses

Late�Registration�Ends
Apr.�14 Summer�Semester�Ends

Fall�2020
Sept.�4 Student�Orientation
Sept.�8 Classes�begin�for�the�Spring�Semester

Late�Registration�Begins
Sept.�14 Last�Day�to�Add/Change�Courses

Late�Registration�Ends
Dec.�15 Spring�Semester�Ends

如何申请
欲递交申请
学生可以填写以及递交反面的申请表，然后邮递至:
Coquitlam�College� 
516�Brookmere�Avenue,�Coquitlam,�British�Columbia,�V3J�1W9,�Canada
或传真至 :�604 939 0336
或通过校网递交申请: https://www.coquitlamcollege.com/admissions/apply-now/

或电邮申请至: admissions@coquitlamcollege.com
Be�sure�to�include�the�application�fee�of�$200�in�Canadian�funds

申请必须包括 :
1)  通过校网提交申请费用－ 加币 $200 － 接受Visa 或MasterCard�
2) 就读学校成绩单
3) 护照大小照片一张
4)  托福，雅思，CAEL 或其他认可英语测试成绩

一经录取，学生会收到由高贵林学院发出的录取信，信上会注明应交纳的学费
详情。

所有学生都要提交医疗保险证明。学生一旦被录取，学院可以替学生办理医疗
保险。 
 
 
 
付费方法
学院接受用Visa 或 MasterCard�或 PayMyTuition�付费或 GlobalPay 
PayMyTuition�或 GlobalPay是学生首选的国际付款方式
国际付款 PayMyTuition�或 GlobalPay方便学生支付学费和其它费用
 
学生可以将学费和其它费用通过银行转账在指定的货币中使用该种有效而且便
利的支付方式。根据银行规定， 并非全部货币形式都能提供。 如果你选择的货
币不存在，你可以用其它货币付款 ， 例如：美金。

要了解更多，请登入我们的网站：
https://www.coquitlamcollege.com/admissions/tuition/how-to-p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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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QUITLAM COLLEGE 

高贵林学院 – 高贵林主校
516�Brookmere�Avenue,�Coquitlam,�British�Columbia,�Canada,�V3J�1W9 
Phone: 604.939.6633 
Fax: 604.939.0336 
Email: admissions@coquitlamcollege.com

高贵林学院 – 素里分校
C350—9801�King�George�Boulevard,�Surrey,�British�Columbia,�Canada,�V3T�5H5 
Phone: 778.735.1017

coquitlamcollege.com

WeChat� Weib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