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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选择留学加拿大？
加拿大是全球最受国际学生欢迎的五个留学目的地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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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情且包容的文化优质的教育体系和
学习体验		

毕业后工作签证国际旅游目的地

多样化和灵活的大
学学习选择

您还在寻找选择留学加拿大的更多理由？访问	EduCanada网站，了解更多优势。

加拿大政府将在未来五年内投资高达9.5亿美元支持全国各地的创新中心，加快经济增长，提高生产力
和竞争力。

https://www.educanada.ca/why-canada-pourquoi/reasons-raisons.aspx?lang=eng 


卑诗省经济与就业
这里拥有丰富的就业机会。温哥华岛/海岸地区是卑诗省第二大就业增

长地区。

77%的未来工作要求	大学教育学

历，以满足卑诗省2029年861,000

个预期工作岗位的需求。

劳务市场劳务市场

卑诗省
• 销售与服务

• 商业、金融与行政管理

• 健康

• 管理

• 技术领域

的预期岗位空缺将出
现在以下领域：

未来三年， 

卑诗省接近75%

在未来10年，卑诗省预期将迎来263,000名移民。了解卑诗省强劲经济发展和就业机会的更多信息。访
问《卑诗省劳务市场前瞻：2019年版本》

有问题？	请联系	study@nic.bc.ca		 国际宣传册	2021-22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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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地：
温哥华岛
北岛学院的国际学生在温哥华岛的三个校区学习。

科莫谷校区科莫谷校区
预计人口：67,00067,000

平均夏季温度：22°C22°C

平均冬季温度：7°C7°C

discovercomoxvalley.com

坎贝尔里弗校区坎贝尔里弗校区
预计人口：37,50037,500

平均夏季温度：23°C23°C

平均冬季温度：6.3°C6.3°C

campbellriver.travel

艾伯尼港	校区艾伯尼港	校区
预计人口：18,00018,000

平均夏季温度：23°C23°C

平均冬季温度：5°C5°C

portalbernitourism.ca

2021年卑诗省最具弹性2021年卑诗省最具弹性
的地区的地区
这个地区充满机会，安全
稳定且富有探索意义

在世界五大岛屿中排在世界五大岛屿中排
名第二名第二  全球最受欢迎全球最受欢迎

的岛屿，完美适合每个
人的需求

可称之为家的地方 可称之为家的地方 
在这个地方，您可以全身

心投入，并可享受各种服
务、美好的大自然和优
质教育

20个最热门旅游目的地 20个最热门旅游目的地 
充满冒险元素的旅程，包括
观熊、赏鲸、国际美食等等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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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岛学院优势

较高的就业成功率，
卓越的未来工作预测

宝贵的学术和学生
支持来源

转入卑诗省和加拿
大的顶尖大学

毕业生工作签证指定教学
机构（PGWP）			

位于美丽的温哥华岛
的目标大学

北岛学院学生表示*

*前北岛学院文凭、副学士学位和大专学历学生
的DACSO调查	

92% 学生对他们在北岛学院接

受的教育感到满意

96% 学生认为北岛学院
的教学质量高

97% 学生认为，他们在北岛学院
做好了进一步深造的充分准
备 

有问题？	请联系study@nic.bc.ca		 国际宣传册	2021-22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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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支持	(学生支持/帮助)
我们用心关爱。	#IamNICe		#LetsConNICt

在另一个国家开始新的生活是一个巨大的转变，但不一定非得成为一个挑战。我们始

终乐于在您的北岛学院求学经历中提供帮助，让您获得最大的收获。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始终陪伴着您。

全球参与办公室全球参与办公室
您有什么疑问吗？欢迎访问我们的全球参与办公室！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一切支持，包括北岛学院内外的学生活动、
医疗保险、以及有关生活的一般问题。

	 了解全球参与办公室团队	 了解全球参与办公室团队 

申请及入学顾问申请及入学顾问
您是否有任何招生问题？应该选择哪些课程(专业)？如何申请？
北岛学院的支持团队将竭诚为您提供指导，帮助您开始在北岛学
院的旅程。

	 study@nic.bc.ca	 study@nic.bc.ca    

  www.nic.bc.ca/international/why-study-at-nic/www.nic.bc.ca/international/why-study-at-nic/

图书馆、学习共享空间和辅导图书馆、学习共享空间和辅导
协作和包容的环境可为您提供学习机会和信息资源。我们的图书馆
和学习共享空间可提供各种各样的服务，帮助您取得学业成功：

• 数学和英语（写作）支持
• 跨学科的免费伴学辅导
• 研究帮助和学术研讨会	

了解有关线上学术支持的更多信息：

	 www.nic.bc.ca/life-at-nic/library-learning-commons	 www.nic.bc.ca/life-at-nic/library-learning-commons

国际学生顾问	国际学生顾问	
在您被北岛学院录取之后，我们经过认证且受监管的国际学生移
民顾问（RISIA）将为您提供关于学习签证、毕业生工作签证和其
他相关移民问题的建议。

心理咨询服务心理咨询服务
如果您遇到困难或心理健康问题，北岛学院可提供咨询服务，帮
助您摆脱困境。我们经过专业培训的教职员工可以帮助您解决任
何大小问题。除了个人支持之外，我们还提供职业生涯和教育咨
询以及学习策略等辅导服务。

  www.nic.bc.ca/student-services/counsellingwww.nic.bc.ca/student-services/counselling

学生生活、外联 学生生活、外联 
和领导机会和领导机会
参与各种事项与活动。学生生活团队也可帮助您了解北岛学院的
各项政策和程序，并在您的整个留学旅程中为您提供支持。此
外，您还可以通过领导技能培训和回馈学院社区，进一步成为一
名学生领袖。

了解更多：

	 	www.nic.bc.ca/life-at-nic/student-involvement/ 	 	www.nic.bc.ca/life-at-nic/student-involvement/ 

student-leadership-teamstudent-leadership-t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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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nic.bc.ca/international/about-oge/meet-oge-team/
http://www.nic.bc.ca/international/why-study-at-nic/
http://www.nic.bc.ca/life-at-nic/library-learning-commons
http://www.nic.bc.ca/student-services/counselling
http://www.nic.bc.ca/life-at-nic/student-involvement/student-leadership-team
http://www.nic.bc.ca/life-at-nic/student-involvement/student-leadership-team


建立行业联系建立行业联系

通过志愿服务、北岛学院人脉建设活动、招聘会
和科莫谷商会的导师计划与雇主建立联系。许多
北岛学院课程都定期邀请行业专家作为课堂嘉
宾，在学生和雇主之间建立联系。		

参与工作、志愿服务和与社区成员保持联系是增加您在加拿大就业机会和提升您

在加拿大经验的最好的方式。在课程中获得工作经验，建立您的人脉并与导师一

起工作。		

获得就业支持获得就业支持

习惯寻求帮助。学生就业服务团队可以为您提供
各种支持，包括在职业探索、求职信函、简历和
面试准备、在线学生工作公告板和工作搜索以及
在线个人资料编制等各个方面。	

工学结合工学结合

通过合作实习、实习工作和实习机会、或亲身实践的行业经验，创造就业途径。课程中的工学结合机
会将可帮助您确定未来的职业方向。
 

合作实习合作实习 实习工作实习工作 实习机会实习机会 课内生活课内生活

一个学期的有偿工作机会，同时可获
得大学学分

带薪或无薪的工作机会，同时
可获得大学学分

专业要求的工作时间 在课程中纳入正规的理论课程

	420小时 	180-360小时 	可变学时 	可变学时

	全职 	全职或兼职 	全职或兼职 	部分课程

	带薪 	带薪或无薪 	无薪 	无薪

成就专业生涯

有问题？	请联系	study@nic.bc.ca		 国际宣传册	2021-22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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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高中

第1学年第1学年

毕业并获得学历证书

第2学年第2学年

毕业并获得文凭或副学士	 

证书

第3学年第3学年

毕业并获得高级文凭

第4学年第4学年

毕业并获得北岛学院工商管理学士学位

北岛学院可为学生提供许多途径，确保他们的教育适应自己的需要。作为一名大

学学生时，您可以灵活地选择您的道路，完成不同学制的证书，同时还可以选择

现在或以后完成学士学位。

开始北岛学院留学之旅

在此开始北岛学院的留学生涯

第2学年后，
转入：

第1学年后，
转入：

大学第2或第3学年大学第2或第3学年

及更多

英语语言路径英语语言路径

详细了解如何通过北岛学院课程升入大学，并从北岛学院开始攻读您的学位。

https://www.bctransferguide.ca


学校 必修课程

GV6级别，平均成绩达到至少80%，出勤率至少达到80%

完成110课程，最低评分C

完成A1课程，最低评分B或更高

学术英语9级考试，CGPA同等成绩80%

完成PW3.2（15级别）

LSI高级（5级）课程，测试最低成绩80%，并且在课程最后4周完

成作业

完成4级（英语语言课程）或ENG4U，最低成绩75%

EPE证书，SSLC的最低课程成绩为70%，以满足北岛学院雅思6.0（

任何部分不低于5.5分）的英语水平要求。学生需要在北岛学院第

一学期完成ENG104课程。

同时申请北岛学院的语言合作学校和北岛学院，保证获得北岛学院学术课程录

取。在我们的语言路径合作学校成功完成必修课程后，您可以顺利过渡到北岛学

院的学术课程。

首先提升英语水平

有关如何报名申请北岛学院语言合作学校的更多信息，请联系语言学校。

有问题？	请联系	study@nic.bc.ca		 国际宣传册	2021-22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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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里启航。在其他大学毕业。享受北岛学院大学文理学院的学术保障。

北岛学院独家大学合作伙伴关系可从您留学之初就保证获得学位直通。除了伙伴关系，

北岛学院课程可以结合创建您的专属计划，无缝转入卑诗省和其他大学。

大学文理学院

课程标题 入学日期 校区 学制 其他要求 体验式学习
预估预计每

学年费用*

人文与社会科学

文学副学士学位 9月、1月、5
月

科莫谷
校区

2年 推荐数学11 不适用 $17,750

犯罪学文凭 9月、1月 科莫谷
校区

2年 数学11 不适用 $17,750

科学与工程

理学副学士学位 9月、1月 科莫谷
校区

2年 数学12、12级科学 不适用 $17,750

工程基础证书  9月 科莫谷
校区

1-2年 数学12、化学12、
物理12

不适用 $19,900

保证录取的合作伙伴：保证录取的合作伙伴：

双录取的合作伙伴：双录取的合作伙伴：

 
其他转入大学：其他转入大学：

北岛学院的大学学位合作伙伴北岛学院的大学学位合作伙伴

根据北岛学院的合作协议，您可以转入 
以下大学课程：

• 英语

• 法语

• 西班牙语

• 人类学

• 经济学

• 环境科学

• 第一民族研究/ 

原居民研究

• 地理学

• 历史

• 通识教育

• 哲学

• 政治科学

• 心理学

• 社会学

• 女性研究

• 生物医学工程

• 土木工程

• 计算机工程/ 

计算机研究

• 电气工程

• 软件工程

• 天文学

• 生物化学

• 生物化学和分子/微生物学

• 生物学

• 化学

• 计算机科学

• 地球与海洋科学

• 环境科学

• 数学

• 物理学

• 心理学

• 统计学

• 及更多课程

https://www.nic.bc.ca/programs/university-arts-science-technology/humanities-social-sciences/associate-of-arts-degree/
https://www.nic.bc.ca/programs/university-arts-science-technology/humanities-social-sciences/criminology-diploma/
https://www.nic.bc.ca/programs/university-arts-science-technology/science-technology-engineering-math/associate-of-science-degree/
https://www.nic.bc.ca/programs/university-arts-science-technology/science-technology-engineering-math/engineering-foundations-certificate/


该专业和我的实习工作经验在我之前的酒该专业和我的实习工作经验在我之前的酒

店和旅游行业的经验上帮助了我，并提供店和旅游行业的经验上帮助了我，并提供

相应的知识和技能，让我迈出职业生涯的相应的知识和技能，让我迈出职业生涯的

下一步。下一步。

Raghav	VermaRaghav	Verma

工商管理 工商管理 

研究生学位文凭 研究生学位文凭 

全球工商管理学生全球工商管理学生

探索综合管理、市场营销或会计等课程，确定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接受一流的教师

教学，与各位商业领导者建立联系，通过一系列合作和应用学习机会针对卓越的本地

和国际职业生涯做好准备。

北岛学院商学院

课程标题 入学日期 校区 学制 其他要求 体验式学习
预估预计每

学年费用*

大学课程

工商管理证书 9月、1月、5月 科莫谷
校区

1年 数学11 不适用 $17,580

工商管理文凭 9月、1月、5月 科莫谷
校区

2年 数学11 合作实习 $17,580

工商管理学士学位

•	市场营销
•	综合管理
•	会计学

9月、1月、5月 科莫谷
校区

4年 数学11 合作实习 $17,580

研究生课程

工商管理研究生文凭 9月、1月 科莫谷
校区

1年 完成数学11、
学位课程

不适用 $17,570

工商管理研究生学位文凭	-	全球工商管理 9月、1月、5月 科莫谷
校区或
坎贝尔
里弗校
区

2年 完成数学11、
学位课程

实习工作 $16,050

工商管理研究生学位文凭	-	职前会计学 9月、1月 科莫谷
校区

2年 完成数学11、
学位课程

实习工作 $16,050

有问题？	请联系	study@nic.bc.ca		 国际宣传册	2021-22	 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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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卑诗省，北岛学院的旅游和酒店管理课程富有趣味，灵活多变，并可最大化您的选

择和职业生涯机会。无论您的有志于户外探险旅游、可持续旅游还是度假胜地管理，

您都将可在课堂理论和应用学习之间取得平衡，为您的职业生涯打下坚实的基础。

旅游及酒店

课程标题 入学日期 校区 学制 其他要求 体验式学习
预估预计每学
年费用*

大学课程

探险向导证书 9月 科莫谷
校区

1年 雅思所有部分6.0
、数学11	

合作实习 $19,500

旅游与酒店管理文凭	-	探险向导专业 9月 科莫谷
校区

2年 雅思所有部分6.0
、数学11

合作实习 $22,500

旅游和酒店管理证书 9月、1月 科莫谷
校区

1年 数学11 不适用 $19,000

旅游与酒店管理文凭	-	酒店管理专业 9月、1月 科莫谷
校区

2年 数学11 合作实习 $22,000

旅游与酒店管理文凭	-	可持续旅游管

理专业

9月、1月 科莫谷
校区

2年 数学11 合作实习 $22,000

研究生课程

全球旅游和酒店管理高级证书 9月、1月 科莫谷
校区

1年 完成数学11、文凭
或3年学士学位课程

不适用 $16,300

全球旅游和酒店管理高级文凭 9月、1月 科莫谷
校区

2年 完成数学11、文凭
或3年学士学位课程

实习工作 $16,600

观看北岛学院探险向导课程的精彩集锦

探险向导专业学生将学习如何在温哥华岛

外的海洋中进行独木舟冲浪。

https://www.nic.bc.ca/programs/business-applied-studies/tourism-hospitality-management/adventure-guiding-certificate/
https://www.nic.bc.ca/programs/business-applied-studies/tourism-hospitality-management/tourism-hospitality-management-diploma-adventure-guiding-option/
https://www.nic.bc.ca/programs/business-applied-studies/tourism-hospitality-management/tourism-hospitality-management-certificate/
https://www.nic.bc.ca/programs/business-applied-studies/tourism-hospitality-management/tourism-hospitality-management-diploma-hospitality-option/
https://www.nic.bc.ca/programs/business-applied-studies/tourism-hospitality-management/tourism-hospitality-management-diploma-hospitality-option/
https://www.nic.bc.ca/programs/business-applied-studies/tourism-hospitality-management/tourism-hospitality-management-diploma-hospitality-option/
https://www.nic.bc.ca/programs/business-applied-studies/tourism-hospitality-management/global-tourism-hospitality-management-advanced-certificate/
https://www.nic.bc.ca/programs/business-applied-studies/tourism-hospitality-management/global-tourism-hospitality-management-advanced-diploma/
https://youtu.be/L_faScGDlLo


在烹饪艺术领域拓展职业生涯，追寻您对食物的热情。在学习厨房基础知识的同

时，您将可获得专家厨师的指导，然后在北岛学院 

配备齐全的商用厨房中磨练您的技能。

该课程包括理论、专业烹饪活动、在线学习、实地旅行和应用学习等内容，同时可

获得基本的商业能力，如营销管理、人力资源和领导力。

烹饪艺术

课程标题 入学日期 校区 学制 其他要求 体验式学习
预估预计每

学年费用*

餐饮运营管理证书 9月 坎贝尔
里弗校
区

1年 数学10	 合作实习 $18,650

餐饮运营管理文凭 9月 坎贝尔
里弗校
区

2年 数学10	 合作实习 $18,650

大学学位途径

完成北岛学院的餐饮业运

营管理文凭课程，然后转

入爱尔兰的MTU或LIT大

学，攻读烹饪艺术学位。

提高您的技能并获得国际

经验。

北岛学院烹饪专业的校友，大厨Tina	Tang在阿尔伯尼港北岛学院的Roger	Street	Bistro餐馆为烹

饪学生创作屡获殊荣的芝士蛋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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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nic.bc.ca/programs/trades-apprenticeship-technical/trades-technical/culinary-business-operations-certificate/
https://www.nic.bc.ca/programs/trades-apprenticeship-technical/trades-technical/culinary-business-operations-diploma/


1414   北岛学院	 INTERNATIONAL.NIC.BC.CA

在北岛学院的高质量美术工作室探索版画、视频、绘画、素描、数字媒体、陶瓷、

摄影和雕塑等学科。追求您的职业生涯，成为一名艺术家或转入加拿大其他大学的

学位课程，培养创造性和批判性的思维技能。

美术

课程标题 入学日期 校区 学制 其他要求 体验式学习
预估预计每

学年费用*

美术文凭  9月 科莫谷
校区

2年 作品集，个人陈述 课内生活 $17,650

金属首饰设计证书 9月 科莫谷
校区

6个月 上课第一天满18岁 课内生活 $10,100

专业摄影证书 请询问以进入意向名单 课内生活 $19,000

完成美术文凭并转入其他大学完成学位课程：

北岛学院的课程让我接触到各种媒介。北岛学院的课程让我接触到各种媒介。

当我在读高中的时候，我专注于绘画，当我在读高中的时候，我专注于绘画，

但现在我从事视频、声音、拼贴、绘画但现在我从事视频、声音、拼贴、绘画

等工作——这真的拓展了我的视野。等工作——这真的拓展了我的视野。

Keegan	WhiteKeegan	White

2020年北岛学院美术文凭毕业生2020年北岛学院美术文凭毕业生

Keegan	White成功获得了艾米丽·卡尔大学的入学奖学金。得益于他在北岛学院美术文凭课程

打下的坚实基础，他将成为他所在领域内的大师。

https://www.nic.bc.ca/programs/business-applied-studies/fine-art/fine-arts-diploma/
https://www.nic.bc.ca/programs/continuing-education-and-training/professional-training/metal-jewellery-design-certificate/
https://www.nic.bc.ca/programs/business-applied-studies/fine-art/professional-photography-certificate/


1515   北岛学院	 INTERNATIONAL.NIC.BC.CA

探索移动应用程序和网络的图形设计和计算机编程。无论您要开始职业生涯还是拓

宽技能，您都将在这里获得雇主所需要的知识和经验。

数字设计与开发

课程标题 入学日期 校区 学制 其他要求 体验式学习
预估预计每

学年费用*

大学课程

设计方向

网页设计基础证书 9月、1月 科莫谷
校区

1年 不适用 不适用 $17,950

通信设计文凭 9月、1月 科莫谷
校区

2年 不适用 课内生活 $17,700

高级数字设计和 
开发文凭

9月、1月 科莫谷
校区

3年 不适用 课内生活 $17,950

开发方向

安卓应用程序 
开发证书 

9月、1月 科莫谷
校区

1年 不适用 不适用 $17,980

网页和移动应用程序 
开发文凭 

9月、1月 科莫谷
校区

2年 不适用 课内生活 $17,970

高级数字设计和开发文凭 9月、1月 科莫谷
校区

3年 不适用 课内生活 $17,950

研究生课程（设计和开发方向）

数字设计+开发研究生证书 9月、1月 科莫谷
校区

1年 完成学位课程 不适用 $15,750

数字设计+开发研究生文凭 9月、1月 科莫谷
校区

2年 完成学位课程 课内生活 $15,750

我们为全球各地的现场活动提供各种解决我们为全球各地的现场活动提供各种解决

方案，比如Coachella和Comic	con。我帮方案，比如Coachella和Comic	con。我帮

助开发和维护现有的应用程序，并与合作助开发和维护现有的应用程序，并与合作

伙伴一起集成他们的项目。北岛学院让我伙伴一起集成他们的项目。北岛学院让我

为这个工作做好了100%准备，因为我一直为这个工作做好了100%准备，因为我一直

在使用我在这个课程中学到的技术在使用我在这个课程中学到的技术

Thiago	Ortiz	MartinThiago	Ortiz	Martin

移动应用程序 移动应用程序 

开发证书课程毕业生开发证书课程毕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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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nic.bc.ca/programs/business-applied-studies/digital-design-development/web-design-fundamentals-certificate/
https://www.nic.bc.ca/programs/business-applied-studies/digital-design-development/communication-design-diploma/
https://www.nic.bc.ca/programs/business-applied-studies/digital-design-development/advanced-digital-design-and-development-diploma/
https://www.nic.bc.ca/programs/business-applied-studies/digital-design-development/advanced-digital-design-and-development-diploma/
https://www.nic.bc.ca/programs/business-applied-studies/digital-design-development/android-application-development-certificate/
https://www.nic.bc.ca/programs/business-applied-studies/digital-design-development/android-application-development-certificate/
https://www.nic.bc.ca/programs/business-applied-studies/digital-design-development/web-and-mobile-application-development-diploma/
https://www.nic.bc.ca/programs/business-applied-studies/digital-design-development/web-and-mobile-application-development-diploma/
https://www.nic.bc.ca/programs/business-applied-studies/digital-design-development/advanced-digital-design-and-development-diploma/
https://www.nic.bc.ca/programs/business-applied-studies/digital-design-development/digital-design-development-post-graduate-certificate/
https://www.nic.bc.ca/programs/business-applied-studies/digital-design-development/digital-design-development-post-graduate-diploma/


1616   北岛学院	 INTERNATIONAL.NIC.BC.CA

通过同理心联系彼此，给别人的生活带来改变获得	沟通技能、理论知识和实践技

能，通过社区支持和社会正义来支持社区中的儿童、成人和家庭。

公共事业

课程标题 入学日期 校区 学制 其他要求 体验式学习
预估预计每

学年费用*

幼儿保育与教育证书   9月 科莫谷校区 1年

雅思所有部分
6.0，必备技能
和能力	文件*与
参考

实习 $20,100

幼儿保育与教育文凭 -	学步婴儿教
育专业化

1月 可变学时：科莫
谷校区、坎贝尔
里弗校区、艾伯
尼港校区

2年 实习 $17,350

社会服务文凭 9月 科莫谷校区 2年 实习 $19,750

公共事业	–	教育 
助理/社区支持证书（第1年）

9月 科莫谷校区 	1年 实习 $18,900

公共事业	–	教育 
助理/社区支持、原居民关注证书 
（第1年）

9月 艾伯尼港校区 	1年 实习 $20,800

社会服务文凭	（第2年） 9月 科莫谷校区 	1年 实习 $22,150

	 与其他许多教育机构通常开设 	 与其他许多教育机构通常开设 

	 的大班相比，小班教学可以让	 的大班相比，小班教学可以让

老师更密切地关注每一个学生，并与每老师更密切地关注每一个学生，并与每

个人进行更多的互动。除此之外，最重个人进行更多的互动。除此之外，最重

要的是，这里的教师都拥有很好的教学要的是，这里的教师都拥有很好的教学

和专业经验。和专业经验。

Hairong	JiangHairong	Jiang

北岛学院幼儿保育文凭课程毕业生北岛学院幼儿保育文凭课程毕业生

https://www.nic.bc.ca/programs/health-human-services/early-childhood-education/early-childhood-care-education-certificate/
https://www.nic.bc.ca/programs/health-human-services/early-childhood-education/early-childhood-care-education-diploma/
https://www.nic.bc.ca/programs/health-human-services/human-services/social-service-diploma/
https://www.nic.bc.ca/programs/health-human-services/human-services/human-services-educational-assistant-community-support-certificate/
https://www.nic.bc.ca/programs/health-human-services/human-services/human-services-educational-assistant-community-support-certificate/
https://www.nic.bc.ca/programs/health-human-services/human-services/human-services-educational-assistant-community-support-indigenous-focus-certificate/
https://www.nic.bc.ca/programs/health-human-services/human-services/human-services-educational-assistant-community-support-indigenous-focus-certificate/
https://www.nic.bc.ca/programs/health-human-services/human-services/human-services-diploma/


从建筑到资源交易再到烹饪艺术，您将可在现代化、设备齐全的工坊中向专家教员

学习，同时，您可可以获得全国广泛公认、且深受雇主热捧的技能。

职业与技术

课程标题 入学日期 校区 学制 其他要求 体验式学习
预估预计每学

年费用*

电子技术员核心证书   
（第1年）

9月 坎贝尔里弗
校区

1年

数学11

课内生活 $18,400

工业自动化技术员文凭（第2年） 9月 坎贝尔里弗
校区

1年 课内生活 $18,400

飞机结构技术员（AME-S） 9月 坎贝尔里弗
校区

1年 课内生活 $18,050

家具设计和细木工证书 9月 艾伯尼港
校区

1年 课内生活 $16,750

计算机信息系统证书 9月 科莫谷校区 1年 课内生活 $20,300

• • 小班教学规模可允许轻松使用小班教学规模可允许轻松使用

各种设备各种设备

• • 了解最新的软件、设备和技术了解最新的软件、设备和技术

• • 教职员工具有	多个主要制造 教职员工具有	多个主要制造 

行业的丰富经验行业的丰富经验

工业自动化学生在他们的年终总结项

目中进行最后的收尾工作，将他们在

整个课程中学到的所有技能进行汇

总融合。

有问题？	请联系	study@nic.bc.ca		 国际宣传册	2021-22	 1717 

http://Electronics Technician Core Certificate 
http://Industrial Automation Technician Diploma
https://www.nic.bc.ca/programs/trades-apprenticeship-technical/trades-technical/aircraft-structures-technician-(ame-s)/
https://www.nic.bc.ca/programs/trades-apprenticeship-technical/trades-technical/furniture-design-and-joinery-certificate/
https://www.nic.bc.ca/programs/university-arts-science-technology/science-technology-engineering-math/computer-information-systems-certificate/


1818   北岛学院	 INTERNATIONAL.NIC.BC.CA

通过研究生课程来推进您的学习。

如果您拥有经过认可的教育机构的学士学位，您可以在北岛学院继续接受深造教

育。选择这些面向职业的文凭证书，为您创造 

更多机会。欢迎持有不同大学学位的学生申请入学。

研究生课程

课程标题 入学日期 校区 学制 其他要求 体验式学习
预估预计每

学年费用*

商业

工商管理研究生文凭 9月、1月 科莫谷校区 1年

完成数学11、学
位课程

不适用 $17,570

工商管理研究生学位文凭	-	全球工商
管理

9月、1月、5
月

科莫谷校区
或坎贝尔里
弗校区

2年 实习工作 $16,050

工商管理研究生学位文凭	-	职前会计学	 9月、1月 科莫谷校区 	2年 实习工作 $16,050

旅游及酒店

全球旅游和酒店管理高级证书	 9月、1月 科莫谷校区 	1年 完成数学11、文
凭或学士学位
课程

不适用 $16,300

全球旅游和酒店管理高级文凭	 9月、1月 科莫谷校区 	2年 实习工作 $16,600

数字设计与开发

数字设计+开发研究生证书	 9月、1月 科莫谷校区 	1年

完成学位课程

不适用 $15,750

数字设计+开发研究生文凭（设计与开发
方向）

9月、1月 科莫谷校区 	2年 课内生活 $15,750

在北岛学院的迎新日，国际学生齐聚一堂参

加体验式的创意活动。

https://www.nic.bc.ca/programs/business-applied-studies/business/business-administration-post-degree-diploma/
https://www.nic.bc.ca/programs/business-applied-studies/business/business-administration-post-degree-diploma-pre-professional-accountant/


北岛学院生活与学习
学费、教材和用品学费、教材和用品

北岛学院根据学分收取学费。作为北岛学院新入学的国际留学生，您需要在收到录取通知书之前支付一个学

期或两个学期的学费押金。

书籍和其他用品不包括在学费押金中，且必须在到校之前或之后单独支付。课程的预计费用可以在网上查阅。

平均预算（不包括学费）平均预算（不包括学费）

预计费用基于合租校外住宿。学生实际生活费用因生活安排而异。

费用费用 每月每月 1个学期（4个月）1个学期（4个月） 1个学年（12个月）1个学年（12个月）

教材 $0 $1000 $2000

医疗保险 $75 $300 $900

伙食 $300 $1,200 $3,600

住宿 $600 $2,400 $7,200

交通（巴士） $35 $140 $420

手机 $75 $300 $1,200

杂项 
（水电费和其他）

$150 $600 $1,800

总计总计 $1,235$1,235 $5,940$5,940 $17,120$17,120

一边工作一边学习一边工作一边学习

作为一名国际留学生，在正常的学期期间，您可以每周工作20个小时；在冬季和夏季规定的休假时间，您可

以全职工作。北岛学院校区内许多企业都定期雇用北岛学院的学生。截至2021年9月，卑诗省最低工资为每小

时15.20加币。在合作/实习岗位全职工作的学生在规定假期期间可以挣到最多10,000加币。

入学奖励
在课程入学和学习期间，北岛学院为国际留学生提供高达2000加币的奖学金。

英语能力水平奖英语能力水平奖 语言直通奖语言直通奖 高中直通奖高中直通奖 区域奖、直通奖区域奖、直通奖

$500	-	$1,500

雅思总分6.5	-	8

$1,000

来自北岛学院语言直通合作学校
的学生

$1,000	-	$2,000

来自温哥华岛合作高中的学生

$500	-	$1,000

来自特定国家和专业的学生

有问题？	请联系	study@nic.bc.ca		 国际宣传册	2021-22	 1919 



2020   北岛学院	 INTERNATIONAL.NIC.BC.CA

北岛学院入学申请流程
在选择好您的专业之后，请查阅您所选专业的入学要求，以确定您的资格。然后，您就可以

收集必要的资料并准备入学申请！

选择您要学习的专业选择您要学习的专业
查看可入学的学期以及额外的入学要求。

在线申请在线申请
访问educationplannerbc.ca，提交您的在线申请以及支持文件。

支付学费支付学费
我们的招生团队将评估您的文件，并向您发送邀请函。按照信函中的步骤提交任何未缺
少的文件，并支付学费押金，以锁定您的课程入学席位。

申请留学签证申请留学签证
提交留学签证申请和《录取通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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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33

44

最低录取要求最低录取要求
• 入学前或入学第一学期年满18岁		
• 高中毕业或同等学历	
• 达到最低英语水平要求（见下文）		
• 研究生课程要求在公认的大学院校成功完成至少3年的学
位课程	

• 您可能需要满足您所选课程的其他学术和入学要求 
（例如：11年级的数学）		

我是否需要咨询顾问/中介？我是否需要咨询顾问/中介？
如果您来自印度、孟加拉国、巴基斯坦、尼泊尔、斯里兰卡
或尼日利亚，您需要与北岛学院授权的顾问合作。北岛学院
与全球各地众多公认的教育和移民顾问机构密切合作；他们
可以协助办理申请、入学流程，并帮助您做好准备在北岛学
院学习深造。 

访问我们的网站	寻找合适的中介。

我需要达到何种英语成绩要求？我需要达到何种英语成绩要求？
如果您在学业方面达到了要求，但是没有达到英语要求，您可能会被我们的英语语言预科学校录取。请查看第8页的语言学校

列表，或访问我们的网站。	

卑诗省课程卑诗省课程

设置设置

学术	 学术	 

雅思雅思

新托福新托福 托福 托福 

（代码8538）（代码8538）

CAELCAEL PTE学术考试PTE学术考试 Duolingo Duolingo 

英语考试	英语考试	

英语12	C
总分6.0

所有部分最低
5.5

80	 
任何部分不低

于19
550

60且 
写作60

总分54， 
任意部分 
不低于46

总分105

http://educationplannerbc.ca
http://international.nic.bc.ca
https://www.nic.bc.ca/international/become-an-nic-student/find-an-agent/
http://international.nic.bc.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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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乐于回答您的问题……
让我们开始进一步沟通吧。

一般问题	 

包括您的入学申请问题包括您的入学申请问题

study@nic.bc.ca

特定国家的问题特定国家的问题
东南亚：东南亚： seasia@nic.bc.ca 

中美和南美洲中美和南美洲：	americas@nic.bc.ca

印度印度：india@nic.bc.ca

其他国家其他国家：study@nic.bc.ca 

北岛学院北岛学院
2300	Ryan	Road,	Courtenay	BC

Canada	V9N	8N6

电话：+1	250	334	5033+1	250	334	5033

www.nic.bc.ca/international

选择前往不同的国家留学是一个重大的决定；因此，我们知道，你们可能有很多疑

问。从申请入学到学成毕业，我们的全球参与办公室团队都会在这里为您提供全面支

持。

我们随时可通过网络回答任何问题。如希望了解具体联系资料，请访问我们的网

站：www.nic.bc.ca/international/why-study-at-nic/；或者，您可以在网上提交问

题，以便于我们开始进行进一步沟通。

我们期待与您见面并支持您实现您的目标！	

http://www.nic.bc.ca/international/why-study-at-nic/


加拿大是 加拿大是 
全球高等教育的最佳目的地之一。全球高等教育的最佳目的地之一。  
来源：Universitas	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