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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尼托巴被《孤
独星球》（Lonely 
Planet）评为“2019
年十大最佳旅行
目的地”

温尼伯是众所周知的 
“加拿大文化的摇篮”

曼尼托巴省温尼伯市
温哥华

蒙特利尔

纽约

多伦多

芝加哥

地理位置

温尼伯居民人口数
811,000，有100多个种族

温尼伯素以丰富多彩的
节日和独特的冬季体验

而闻名



温尼伯是生活和学习的理想之地。这得益于温尼伯
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当地失业率极低，且生活成
本不高，你将享受到所有大城市的便利措施，同时
能够享受高性价比的精彩生活。

多元文化、友好环境
曼尼托巴国际学院坐落于曼尼托巴大学的Fort Garry校区。地处
加拿大中心地带的曼尼托巴大学，以其欢迎移民的开放政策而闻
名于世。国际学生占曼尼托巴大学学生总人数的近18％，来自全
球122个国家。由于加拿大有超过22%的人口出生在国外，多元化
已成为加拿 大社会的一大特色。曼尼托巴是其中最受外来移民
青睐的定居地点之一。

温尼伯的生活
温尼伯是曼尼托巴省的首府，位于北美的地理中心附近。温尼伯在
交通、金融、制造业、农业和教育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温尼伯的
地理位置优越，使其成为探索加拿大的理想窗口。

温尼伯属于大陆性气候，夏季平均气温为26°C（6月至8月），冬季
平均气温为-12°C（11月至次年3月）。温尼伯是加拿大光照最充足
的地区之一，全年日照时间超过2,300小时，夏季日平均日照时间达
16小时。温尼伯拥有全加拿大最清澈的天空，城市享有北美最清
洁的水资源供应。

温尼伯城市卫生清洁，居住环境安全，物价适中，拥有国际大都市
应有的所有便利设施。最重要的是，作为曼尼托巴国际学院的学
生，你将享受到现代化开放社会中的个人自由。这里为迎接学术和
个人挑战的学子创造了理想的环境。

 ■ 曼尼托巴人热爱冬季——市内有很多公园可供市民滑雪和散
步，福克斯国家历史遗迹的特色项目就是露天滑冰道和冰上运
动，冰冻的河面上甚至会开设季节性餐厅。

 ■  曼尼托巴省拥有许多城市绿地和公园，可以在此露营、划独木
舟、徒步旅行、观赏野生动物。

tourismwinnipeg.com 
travelmanitoba.com 

探索曼尼托巴

3

http://tourismwinnipeg.com
http://travelmanitoba.com


曼尼托巴国际学院致力于帮助
学生充分利用身边的各种机会。
选择入读曼尼托巴国际学院课
程，可紧随众多已经成功入读曼
尼托巴大学的优秀学子，在加拿
大最具创造力和影响力的大学
学习。欢迎你选择曼尼托巴国际
学院，迈出实现自我抱负的第一
步！我们期待在你的曼尼托巴大
学学习之旅中提供支持。

Darcy Rollins 
曼尼托巴国际学院校长 

曼尼托巴国际学院
大
学
预
科

大
学

 

中学 曼尼托巴大学曼尼托巴国际学院

UTP第一阶段（预科）

UTP第二阶段（大一课程）

高三或同等学历

学士学位

 顺利高中毕业或成功完成UTP第一阶段课程即可开始UTP第二阶段大学桥梁大一的学习 
顺利在规定的入系截至时间前完成UTP第二阶段课程且达到最低入系GPA，即可转入曼大大二开始后续本科学位课程学习。

大四

大三

大二

大一

高二或同等学历

曼尼托巴国际学院（ICM）提供多种等同于曼尼托巴大学

一年级水平的桥梁课程。ICM的课程和教学方法为学生提

供机会，助其做好充分准备，迎接大学的学习，并能帮助学

生顺利升读曼尼托巴大学课程。

大学转学分课程（UTP）：第一阶段
ICM提供大学转学分课程第一阶段（UTP第一阶段），此课程为期八个
月，经过专门设计，这是中学到大学的桥梁课程。在完成UTP第一阶段
课程，并达到规定的成绩要求后，即可升入ICM的UTP第二阶段。

大学转学分课程（UTP）：第二阶段
UTP第二阶段等同于曼尼托巴大学本科大一课程。此阶段课程可在三
个学期之内完成。*

顺利完成UTP第二阶段，如果你在曼尼托巴大学大二入系截至时间前
满足入系要求，且达到指定的最低入系平均分要求，就有资格转入曼
尼托巴大学学位课程二年级学习。某些学位课程将根据名额限制择
优录取学生。

*曼尼托巴国际学院每学年分为三个学期，每学期14周。各学期的开学时间分别为1月、5月和9月，学生可在
任一学期入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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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力学业成功 
在学生学习期间，曼尼托巴国际学院将提供一系列支持服务和课程，助力学生发挥学术

潜力，促进个人发展，保持平衡的生活方式。

升读曼尼托巴大学
ICM会组织特别的信息咨询会，帮助即将完成UTP
第二阶段学习的学生顺利过渡到曼尼托巴大学。咨
询会将提供关于所选学位二年级课程、课程结构
和 申请流程方面的建议。

你还可以参加由ICM校友组织的交流活动，他们
会分享成功过渡到曼尼托巴大学学习的技巧和
方法。

学术支持
我们理解，对于曼尼托巴国际学院的部分学生而
言，过渡到大学学习阶段可能很困难。为帮助学生
培养顺利完成学业所需的技能，曼尼托巴国际学
院将提供各种学习支持服务。

我们的学习指导中心与多方面的教职员工配合工
作，组织大量信息咨询会和研讨会，帮助学生培养
时间管理能力或应试技能。学习指导中心提供课
程建议、组织交流文化研讨会，并安排同辈辅导
课程。

如果学生需要论文起草、调研、结构设计、写作和
参考索引方面的协助，个人或小组还可以通过该团
队进行预约，在学期内任意时间获得教职员工的

个人支持
如果学生遇到意外情况或个人问题，可以获得免费
的保密咨询服务。如果学生遇到的任何问题妨碍到
学习、社交或个人生活，学生可以联系曼尼托巴国
际学院的学习指导中心帮助解决问题。曼尼托巴国
际学院的学生还可以ICM学生还可以使用曼尼托巴
大学卓越的健康和咨询服务，以及国际学生支持项
目（ISSP）。

新生指导
曼尼托巴国际学院将在“迎新月”组织各种研讨会
和活动，以帮助学生获取所需的信息，创造良好的
开端。我们鼓励已报名在校内住宿的学生，积极参
加曼尼托巴大学的住宿培训活动。

学生活动
曼尼托巴国际学院组织各种定期活动和社交活
动，让学生有机会享受城市和校园服务。在曼尼
托巴国际学院学习期间参加非学术课外活动，有
助于学生结识朋友，拓宽视野，提升技能。

住宿
曼尼托巴国际学院为学生提供多种住宿方式，包
括校内住宿、寄宿家庭或私人住宿。有关住宿选
项，请访问以下网站寻找符合个人预算和生活需
求的住宿方式。

icmanitoba.ca/microsites/predeparture/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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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尼托巴大学是省内最
大和唯一的研究型医学

博士类大学。

校内有350多个社团可供
学生选择，帮助学生达
到个人目标掌握雇主所

需的技能。

 
29,400+  

学生

25,000  
本科生

5,200+  
国际学生

2,400+  
当地学生

曼尼托巴大学是U15成
员——加拿大的15所顶

尖研究型大学。

曼尼托巴大学开设有 
100多个国际认可的专业。

转入曼尼托巴大学之后



 
140,000+  

校友遍布 
全球137个国家

曼尼托巴大学跻身全球认可
的QS世界大学排名和泰晤士
高等教育大学排行榜之中。

几乎每个学院的本科生
都将获得研究机会。

在2017/18学年，学校颁发
了超过1,700万美元的奖
学金和助学金，助力学

生开启新征程。
 

5,200+  
教职工 

Fort Garry校区的绿地 
资源丰富，建有步道， 
拥有各种传统和现代化

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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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中生涯结束半年后，我在2018年一月进入了ICM学
习，也同时在温尼伯这个地方学习、生活、成长。在曼大的
校园里度过我充实的大一生活，在这一年的学习与生活中
ICM给予了我良好的师生氛围与学习环境 帮助我突破自己 
认识自己。在ICM的多次志愿者活动在帮助他人的同时让我
认识了来自不同国家拥有不同文化的其他留学生。现在的我
虽然只是大学第二年可我拥有了来自各个国家的好朋友，
现在我顺利的进入了曼大的大学二年级  很感谢ICM在我迷
茫彷徨的大一给我了前进的方向,让我能够继续自信的迎接
我的大学生活.”

Elaine Fu 
曼尼托巴大学大二在读学生

理学院（精算数学专业)

曼尼托巴 
国际学院
开启你的 
留学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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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向曼尼托巴大学的桥梁

我们全球知名的课程、备受赞誉的研究学者和导师在全球颇具声望。学费与加拿大大

多数大学相比更加低廉，且城市生活成本不高，让学生找到家的感觉，并能以非常合理

的 价格享受到高质量的教育。

农业与食品科学学院
通过研究可持续农业实践，探索可再生生物资源
以及发展更安全、更健康的食品，助力全球发展，
减少地球消耗。

umanitoba.ca/afs

文学院
培养口头和书面沟通能力、调研能力和批判性思
维 能力，这是当今众多领域的公司重点寻求的工
作技能。

umanitoba.ca/arts

I. H. ASPER商学院
ASPER商学院是获得国际认可的商学院，致力于提
供学生取得商业成功所需的经验、领导能力和交
流机会。

umanitoba.ca/asper

 

工程学院
利用创造力和技术寻找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培养
学生的科学和数学知识，帮助学生为周边社区做出
贡献。

umanitoba.ca/engineering

CLAYTON H. RIDDELL环境、地球与资源学院
致力于解决全球面临的未来环境问题，聚集不同
学科的专家，从多视角看待地球面临的问题，在加
拿大独树一帜。

umanitoba.ca/environment

理学院
通过最广泛的理科课程，学生有机会与世界知名科
学家共同开展研究，参加曼尼托巴省规模最大的带
薪实习课程，探索未知领域，开创未来。

umanitoba.ca/science

加拿大 

80% 
的热门职业 
要求本科 
以上学历*

* 《加拿大商业杂志》，“2016年加拿大最佳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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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与食品科学学院

可选专业

 ■ 农业综合学 ■

 ■ 农业学： ■

 -农业经济学、动物系统、植物生
物技术

 ■ 农业生态学 ■ 
 ■ 昆虫学 ■ ■

 ■ 食品科学 ■

 ■ 人类营养科学 ■

 ■ 土壤科学 ■

文学院

可选专业

 ■ 人类学

 ■ 艺术史

 ■ 亚洲研究

 ■ 加拿大研究

 ■ 天主教研究 ■

 ■ 中欧和东欧研究

 ■ 古典文学：

 -古典文学研究、希腊语，拉丁语

 ■ 经济学：

 -经济学、经济学与计量经济学、经
济学与社会学、经济学与数学、经
济学与统计学

 ■ 英语、电影和戏剧：

 -英语、电影研究、戏剧

 ■ 法语、西班牙语和意大利语：
 -法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  
意大利语研究 

 ■ 德语与斯拉夫语研究：

 -德语、波兰语 ■、俄语、乌克兰语

 ■ 全球政治经济学

 ■ 历史

 ■ 冰岛语

 ■ 犹太文化研究 ■

 ■ 人力资源研究

 ■ 拉丁美洲研究 ■

 ■ 语言学： 
 -语言学、美国手语/英语口译  

 ■ 数学

 ■ 中世纪和现代初期研究

 ■ 原住民研究：

 -原住民研究、原住民治理（须辅修
商业）、土著语言（克里语、欧及布
威族印第安语）■  

 ■ 哲学

 ■ 政治研究

 ■ 心理学

 ■ 宗教

 ■ 社会学与犯罪学

 ■ 乌克兰裔加拿大人遗产研究

 ■ 妇女与性别研究

I. H. ASPER商学院

可选专业

 ■  土著商业研究 ■

 ■ 会计 ■

 ■  精算数学 ■

 ■  创业/小型企业 ■

 ■  金融 ■

 ■  全科 ■

 ■  人力资源管理/产业关系学 ■

 ■  国际商务 ■

 ■  领导力与组织 ■

 ■  物流与供应链管理 ■

 ■  管理信息系统 ■

 ■  营销学 ■

 ■  运营研究/运营管理 ■

 ■ 仅限辅修课程 ■

 ■ 提供Co-op带薪实习项目 ■

ICM本科专业列表 
请查阅曼尼托巴大学申请信息公告栏，获取详细信息，了解你的专业课程如何申请升入二年级学习。获
取详细信息请访问： 

umanitoba.ca/student/admissions/application/programs/program-admission-requirements

■ 仅供辅修方向 
■  提供Co-op带薪实习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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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学院

可选专业

 ■  生物系统工程 ■

 ■  土木工程 ■

 ■  计算机工程 ■

 ■  电气工程 ■

 ■ 机械工程（航空航天方向）■

CLAYTON H. RIDDELL环境、地球
与资源学院

可选专业

 ■  环境科学 ■

 ■  环境研究 ■

 ■  地理学

 ■ 地质科学： 
 -地质学、地球物理学

 ■ 自然地理学 ■

FACULTY OF SCIENCE

可选专业

 ■ 精算数学

 ■ 生物化学 ■

 ■ 生物科学： ■

 -细胞、分子与发育生物学、生态学与
环境生物学、环境与综合生理学、进
化与生物多样性、综合生物学

 ■ 化学： ■

 -生物分析化学、生物制药化学、生物
物理化学、化学/物理联合荣誉课程、
环境化学、无机化学、材料科学、有
机化学、物理化学、量子/计算化学

 ■ 计算机科学： ■

 -人工智能、计算机系统、数据库、人
机交互与计算机图形学、网络与安
全、软件工程、理论计算机科学、网
络系统、计算机科学-数学联合课程、
计算机科学-物理与天文学联合课
程、计算机科学-统计学联合课程

 ■ 遗传学 ■

 ■ 数学：

 -应用数学（计算机科学方向、经济
学方向、统计学方向）、数学-经济
学联合课程、数学-物理与天文学联
合课程

 ■ 微生物学 ■

 ■ 物理与天文学：

 -天文学、物理学、生物学及医学物
理学

 ■ 心理学

 ■ 统计学： ■

 -统计学-精算数学联合课程、统计
学-经济学联合课程、统计学-数学
联合课程

11



“我在商学院学习，打算选择会计作为主修课程。在
ICM，每个人都是国际学生，所以你可以在这里体验
不同的文化。我强烈推荐大家参加各种活动，将业余
时间花在宿舍娱乐室。而且最重要的是，不要害羞。
大家都很宽容友善。我非常喜欢在这里生活！”

YU CHIEH (JIE) WANG 
中国，台湾

UTP第二阶段：商学

选择你的课程

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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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M桥梁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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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转学分课程 (UTP)：第一阶段

课程
从以下课程中选择8门:

 ■ 基础化学

 ■ 基础物理

 ■ 英语技能（阅读）

 ■ 英语技能（写作）

 ■ 数学基础

 ■ 心理与健康基础

 ■ 英语史

 ■ 代数概论

 ■ 企业管理概论

 ■ 经济学概论

 ■ 数学导论

 ■ 世界问题

→ icmanitoba.ca/programs/utp-stage-i

http://icmanitoba.ca/programs/utp-stag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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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转学分课程 (UTP) 第二阶段： 
农业与食品科学 
一年级可选课程（部分）
 ■ 农业经济学

 ■ 生物学

 ■ 化学

 ■ 经济学

 ■ 人类营养学 

 ■ 数学

 ■ 心理学 

 ■ 统计学

→ icmanitoba.ca/programs/utp-stage-ii-agriculture

大学转学分课程 (UTP) 第二阶段： 
文科 
一年级可选课程（部分）
 ■ 批判性思维

 ■ 文化人类学

 ■ 经济学

 ■ 环境学

 ■ 心理学概论 

 ■ 大学导论

 ■ 文学主题

 ■ 政治研究 

 ■ 统计学

→ icmanitoba.ca/programs/utp-stage-ii-arts

大学转学分课程 (UTP) 第二阶段： 
商科 
一年级必修课程
 ■ 微积分

 ■ 经济学

 ■ 英语文学 

 ■ 统计学

选修课程（部分）
 ■ 农业经济学 

 ■ 代数

 ■ 人类学

 ■ 商务沟通

 ■ 批判性思维 

 ■ 国际商务

 ■ 市场营销 

 ■ 政治研究 

 ■ 心理学

→ icmanitoba.ca/programs/utp-stage-ii-business

http://icmanitoba.ca/programs/utp-stage-ii-agriculture
http://icmanitoba.ca/programs/utp-stage-ii-agriculture
http://icmanitoba.ca/programs/utp-stage-ii-agriculture


大学转学分课程 (UTP) 第二阶段： 
工程学 

一年级必修课程
 ■ 微积分I和II

 ■ 化学

 ■ 计算机科学

 ■ 批判性思维或文学欣赏选修课

 ■ 设计工程

 ■ 电气与计算工程概论 

 ■ 静力学导论

 ■ 文学主题

 ■ 物理学：力学

 ■ 经典代数与线性代数 

 ■ 热能学

→ icmanitoba.ca/programs/utp-stage-ii-engineering

大学转学分课程 (UTP) 第二阶段：
理科 

一年级可选课程（部分）
 ■ 代数

 ■ 生物学

 ■ 微积分

 ■ 化学

 ■ 计算机科学 

 ■ 环境学

 ■ 人类营养学 

 ■ 心理学概论

 ■ 大学导论

 ■ 物理学：力学 

 ■ 统计学

→ icmanitoba.ca/programs/utp-stage-ii-science

大学转学分课程 (UTP) 第二阶段： 
环境、地球和资源学 

一年级可选课程（部分）
 ■ 生物学

 ■ 化学

 ■ 计算机科学

 ■ 经济学

 ■ 环境学 

 ■ 地理学 

 ■ 地质学 

 ■ 数学

 ■ 物理学 

 ■ 政治学 

 ■ 统计学

→ icmanitoba.ca/programs/utp-stage-ii-environment

http://icmanitoba.ca/programs/utp-stage-ii-agriculture
http://icmanitoba.ca/programs/utp-stage-ii-agriculture
http://icmanitoba.ca/programs/utp-stage-ii-agriculture


“带薪实习课程提高了我的专业技能，让我有机会向领先的行业
专业人士学习。带薪实习课程能够让你认清自我，树立个人形象，
学会自律和时间管理。带薪实习课程提升了我的自信心和专业水
平，让我有机会锻炼自己的社交能力，适应不熟悉的新环境。我
感觉自己的成长很快，已经为毕业后的工作做好准备。”

SIDHANT SHARMA
曼尼托巴国际学院校友

    

通过带薪实习
发掘潜力。
Sidhant Sharma是曼尼托巴国际学院的毕业生，他在Asper商
学院获得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他当前正在参与带薪实习（Co-
op）项目，同时担任商科学生会的学术活动副主席。Sidhant
获得多项本地和全国的营销和传播奖项，甚至在毕业前已立
志成为所在领域的领导者。

了解Sidhant的故事：bit.ly/icmsidh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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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参加过带薪实
习项目的商学
院毕业生获得
了全职工作*

不论从事何种职业，毕业生都能够将所学的个人技能和学术知识运用于实际生活。通过参

加课外活动，学生将提升学习体验，培养所需技能，取得卓越的联合课程经历。

实际工作经验
在完成曼尼托巴国际学院的课程，升读曼尼托巴
大学后，学生将有机会申请带薪实习（Co-op）项
目。带薪实习项目有助于将课堂知识与实际带薪
工作相结合，以进一步提高学生的能力。学生所取
得的带薪实习经验，将令学生在职场上脱颖而出。

我们开设了多个领域的带薪实习项目。有关完整清
单，请参阅第11页和第12页。带薪实习项目的学生
有机会建立社交网络和获得职业机会，相较于未
参加带薪实习项目的学生，他们有机会更快找到工
作，获得更高的薪酬。

曼尼托巴大学带薪实习课程的顶级雇主包括：

 ■ Amazon

 ■ Boeing Canada Operations Ltd.

 ■ Electronic Arts Canada

 ■ KMPG LLP

 ■ PwC

 ■ Ubisoft

umanitoba.ca/student/coop

毕业后的职业选项
不论你尚未确定未来职业道路，或者希望在特定
行业中取得成功，曼尼托巴大学的职业服务中心
将帮助学生规划和培养雇主需要的知识、技能和
品质。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可访问下列网站，在
申请之前探索自己的职业选项。

umanitoba.ca/student/careerservices

学在这里，留在这里 
曼尼托巴省通过曼尼托巴省提名计划，积极接纳长
期居民和加拿大新公民。

immigratemanitoba.com

开启你的全球职业生涯

ASPER商学院带薪实习项目学生的
平均时薪为18.39加元/小时。
2018年Asper商学院带薪实习项目薪酬信息

*2016/17年Asper商学院就业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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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学学术要求 
查看是否符合就读曼尼托巴国际学院课程的要求，请访问我们的网站！进入 
icmanitoba.ca/admission-requirements网站，点击“立即申请”在线提交申请，我们的

招生团队将免费进行资格评估。

UTP第一阶段
UTP第一阶段通常要求顺利完成高二或同等 
学历*，具体取决于学生所在的国家/地区。

UTP第二阶段
UTP第二阶段通常要求顺利完成高三或同等学历，
总成绩和单科要求取决于所选择的课程。*入学评
估将依据申请人的完整学业成绩。

icmanitoba.ca/admission-requirements

奖学金和助学金
曼尼托巴国际学院的优势之一在于，学费合理。同时，曼尼托巴省的生活成本较低，因此曼尼托巴国际学
院非常适合更在意预算的学生。我们还为UTP第二阶段的优秀学生提供奖学金和纳维教育家庭助学金。
有关优秀学生奖学金、Susan Deane纪念奖学金和家庭助学金的信息，请访问我们的网站。

icmanitoba.ca/scholarships

*即使符合最低英语和学术要求，亦并不保证录取。此信息仅供参考，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国家/地区 UTP 第一阶段 UTP 第二阶段 UTP 第二阶段：工程学

国际文凭 (IB) 国际文凭课程 18 国际文凭课程 22 国际文凭课程24，数学、化学
和物理最低4级

普通教育 
证书 (GCE)

GCE O级，3个学术性科目成绩
合格

GCE A Level 成绩，以D成绩通过
2个学术性科目或GCE AS Level成
绩，以D成绩通过4个学术性科
目

GCE A Level 成绩，数学、化学和
物理最低等级C

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11年级，总体成绩及
格，所有科目（包括英语）成
绩50%以上

澳大利亚12年级，获得UAI证
书，平均成绩55%以上

澳大利亚12年级，获得UAI证
书，数学、化学和物理最低平
均分数75%，各单科成绩不低于
70%

加拿大 圆满完成加拿大11年级学习，
最少顺利完成12年级3门课程 

完成加拿大12年级学习，4门12
年级学术课程平均分55%以上 

完成加拿大12年级学习，数
学、化学和物理最低平均分数
75%，各单科成绩不低于70%

中国 高中毕业，且高三4门学术课程
平均分70%以上

高中毕业，且高三4门学术课程
平均分60%以上

圆满完成高中3年级学习，数学、
化学和物理最低平均分数75%，
各单科成绩不低于70%

美国 完成USA 11年级学习 完成USA 12年级学习， 
平均学分绩点1.0 (D)

完成USA 12年级学习， 
数学、化学和物理最低平均分数
75%，各单科成绩不低于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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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要求
曼尼托巴国际学院采用英语教学。在申请曼尼托巴国际学院的课程时，学生须证明自己
具备适当的英语水平。查看是否符合招生英语要求，请访问我们的网站： 
icmanitoba.ca/english-language-requirements

标准课程
如果达到标准课程的英语语言要求及所在国家的
相关学术要求，则有资格*直接入读UTP第一阶段或
UTP第二阶段。

混合课程
如果满足混合课程的英语语言要求及所在国家的
相关学术要求，则可以开始学习UTP第一阶段或
UTP第二阶段，但需要在入学第一学期增加学习一
门学术英语课程。.

英语预备课程
如果不满足曼尼托巴国际学院课程的最低英语要求，学生可选择参加曼尼托巴大学的
英语课程，以提升英语水平。

学术英语强化课程（ELC语言中心）
曼尼托巴大学的学术英语强化课程为准备大学学
习的国际学生提供英语语言培训。该课程在Fort 
Garry校区上课，以便学生在享受英语学习体验的
同时可以使用所有的大学设施。新课程的开学时
间为1月、5月和9月。

在完成曼尼托巴大学英语语言中心的课程，并通
过相应等级测试后，将有资格入读ICM，且无需参
加任何后续英语测试。根据语言中心的测试结果
可以入读UTP第一阶段、第二阶段的标准课程或混
合课程。ICM的工作人员将协助你完成申请流程。

密集型英语强化课程（IEP语言中心）
英语强化课程有助于学生提高英语水平，同时了解
加拿大的文化。本课程每月滚动开课。可以根据自
己的需要选择从新初级到高级的不同英语课程。

本课程还包含各类文化活动。学生完成0500级别
的英语课程，且每门0500级别课程成绩不低于C，
即可入读ICM的混合课程；完成0600级别的英语课
程，且每门0600级别课程成绩不低于B，即可入读
ICM的标准课程。 

icmanitoba.ca/english-language-requirements

*即使符合最低英语要求，亦并不保证录取。此信息仅供参考，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英语语言能力证明
标准课程 

（UTP第一阶段或UTP第二阶段）

混合课程 

（UTP第一阶段或UTP第二阶段）

雅思 5.5（单项成绩不低于5.0） 5.0 （单项成绩不低于4.5）

托福 Computer/Paper/iBT 196/525/69 （单项成绩不低于15） 172/500/60

加拿大高中 英语40S成绩70%或同等水平证明* 英语40S成绩55-69%或同等水平证明*

日本EIKEN Pre-1 Eiken 2A

GCE O 级英语为第一语言 C D

HKDSE 英语水平3 英语水平2

SPM 英语 (1119) C+ C

国际文凭课程 标准4或高等3 标准3

ICM会定期检阅录取要求及相关英语语言要求。要求内容的任何变动都会在icmanitoba.ca进行更新，列于“录取和费用”部分。此信息
在发布时全部正确。学生若提交托福分数，则须将原件寄往ICM，并直接注明机构编码6961。

* 若学生在入读ICM前，已在加拿大圆满完成为期三年的学术课程，则可申请豁免英语水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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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投资
曼尼托巴国际学院2020/2021学年各项费用

课程 标准学制 课程总费用

英语语言课程

混合课程（仅限英文课程部分） 1学期 5,485加元

大学预科课程

UTP第一阶段 2学期 17,379加元

大学本科课程

UTP第二阶段 3学期 18,527加元*
*UTP第二阶段的课程费用按30个学分计算，每学分617.57加元。超过30学分则需支付额外费用。学杂费以加元（C$）为单位，如有变动，恕不另行通知。实际的
费用可能会根据你选择的课程而有所不同。在适用的情况下，所列费用不包括商品及服务税（GST）。

课程费用包括：
 ■  全额学费*

 ■  新生培训课程

 ■  学生升学指导课程

 ■  学习技能交流与培训

 ■  学习辅导 

你的生活开支
除学费外，学生每年的生活开支约为12,000加元。

其中包括住宿费、餐饮费用、水电费、交通费用、
教材费及娱乐费用。生活成本因学生的个人要求
而有所不同，不含购买汽车或笔记本电脑等大额
开支。

曼尼托巴大学学位课程的预计学费和费用
学费由学生所注册的曼尼托巴大学二年级起所学 
课程数量和类型决定。

校历
年份 入学时间 学期开始日期（包括迎新日） 学期结束日期（包括考试）

2020 1月 2020年1月3日 2020年4月18日

2020 5月 2020年4月30日 2020年8月14日

2020 9月 2020年8月27日 2020年12月11日

2021 1月 2021年1月7日 2021年4月23日

上述日期在印刷时准确无误，如有变更，恕不另行通知。

其他费用
费用 金额 收费频率

学生服务费（强制） 105加元 每学期

运动和健身场所会员（强制） 250加元 每年

医疗保险/国际学生支持课程（强制） 900加元 每年

UTP第一阶段电子课本（仅限第一阶段课程） 105加元 每门课程

费用以加元（C$）列示，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实际费用可能有所不同。上述费用不包括商品和服务税（GST）（如适用）。有关其他费用的最新信息，请访
问icmanitoba.ca/fees。

icmanitoba.ca/fees

umanitoba.ca/student/admissions/finances/tuition-fees

icmanitoba.ca/important-dates20

http://icmanitoba.ca/fees
http://umanitoba.ca/student/admissions/finances/tuition-fees
http://icmanitoba.ca/important-dates


NOTIFICATION CANCELLATION FEE

Study permit refusal (proof of refusal necessary; for example, 
letter of rejection from Canadian Embassy)

C$500

Notification of withdrawal from the program accompanied by required documentation received prior to commencement of classes* 

More than 10 weeks prior to commencement of classes* 20% of term fees† (+ a C$500 administration fee)

10 weeks or less, prior to commencement of classes* 50% of term fees† (+ a C$500 administration fee)

On or after commencement of classes* for

- Students in their first term of study:
- Returning students:

50% of program fees‡ (+ a C$500 administration fee)

100% of term fees† (+ a C$500 administration fee)

Withdrawal from single course

Weeks 1–3 No penalty, funds remain with ICM and are credited against 
enrolment in a subsequent term. Fees are forfeited if the student 
does not re-enrol in a subsequent term.

Weeks 4–14 No refund

* Commencement of classes will be the day of orientation.  † Term fees = 4 courses   ‡ Program fees can be found at icmanitoba.ca/fees 
Please note: The cancellation fees listed above refer only to ICM tuition, fees and charges. For cancellation fees relating to airport reception or homestay placement, please contact the relevant third party.

CONDITIONS OF ENROLMENT
1. For the purposes of this Fee Refund Policy, tuition, fees and 

charges are defined in terms of one full-time term of study 
(four courses) in any program at ICM.

2. Students may dispute ICM’s decision regarding a refund by 
submitting a written request for reconsideration, together 
with details supporting their request, to the ICM College 
Director. This process does not restrict the student’s right to 
pursue other legal remedies.

3. In cases of the cancellation of enrolment or withdrawal from 
a program or course, the cancellation fee, administration 
charge, if relevant, and the refund of tuition, fees and 
charges, is calculated as shown in the table below.

4. In cases of deferrals, the tuition, fees and charges paid by the 
student will be retained by ICM, without interest or penalty, 
until the student recommences their studies or withdraws 
from ICM.

5. If the student withdraws from ICM after having deferred, the 
Fee Refund Policy will apply as at the date ICM was advised of 
the student’s deferral. The Fee Refund Policy will be applied 
as if the student started in the semester they deferred from 
and applied as at the date of that semester.

6. Where a Study Permit:

 - is refused to the student; or

 - is not, for any reason, extended by Immigration, 
Refugees and Citizenship Canada;

ICM will retain the cancellation fee set out in the table 
below for “study permit refusal” and refund the balance of 
the tuition, fees and charges paid by the student.

7. A student whose enrolment is terminated by ICM due to a 
breach of the terms and conditions of the contract between 
the student and ICM, including, without limitation, the rules, 
regulations and policies of ICM, will not be entitled to any 
refund of any tuition, fees and charges.

8. As set out elsewhere in these conditions of enrolment, ICM 
reserves the right to withdraw a program or course(s) from 
offer. If, as a result, a student is unable to enrol in a similar 
program or course(s) at ICM and the student wishes to cancel 
their enrolment, all tuition, fees and charges will be refunded, 
with the exception of a C$500 administration fee.

9. The cancellation fee in the table below will be applied 
based on the date of the completed withdrawal forms 
are submitted with all supporting documents attached. 
Withdrawal requests must be accompanied by such 
information as is reasonably required by  
ICM. In the case of a cancellation unrelated to a visa rejection 
this includes but is not limited to:

 - an unconditional Letter of Acceptance to another 
institution for post-secondary level study leading to a 
diploma or degree; or 

 - a confirmed airline ticket back to the home country.

All refunds applied for under this Fee Refund Policy will be 
assessed and paid within four weeks of receiving a completed 
withdrawal form from the student and containing such 
information as is reasonably required by ICM and stated above.

icmanitoba.ca/policies-and-procedures

icmanitoba.ca/terms-and-condi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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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自己
规划未来！

我们会在你开始申请之前，为你提供申请指引，助你实现留学梦想：study.icmanitoba.ca/start

http://study.icmanitoba.ca/start


如需申请，请联系你的留学中介，填写申请表并附上成绩单、英语语
言测 试成绩（若适用/若有），及一份护照首页的复印件。

一经收到付款，你在ICM的席位将以书面形式得到确认。随后，你将
收到 电子形式的录取确认函和付款收据。

收到录取通知书后，你必须：

1. 阅读并理解录取通知书的内容。   
2. 在接受录取表上签字。

3. 支付录取通知书中注明的最低学费定金。款项应直接支付到ICM。
请参阅icmanitoba.ca/how-to-accept-your-offer了解付款选项。请于
决定 接受录取通知后尽快申请住宿。

在确定入学名额及入学条件后，请在开学典礼前约一个月在线注册
课程。曼尼托巴国际学院将通过电子邮件向你提供注册信息。请务必
在入学前几个月经常查阅注册的电子邮箱。

在完成注册后，你将在学期开始时参加强制性开学典礼。你将与我们
的教师和全球各地的学生见面。

如何申请
第1步

立即申请

第2步
收到录取函

第3步
确认录取

第4步
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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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manitoba.ca
umanitoba.ca/admissions

University of Manitoba
Fort Garry Campus
Room 190  
Extended Education Complex
406 University Crescent
Winnipeg, Manitoba
Canada R3T 2N2 

电话：+1 204 474 8479 
传真：+1 204 474 8420 
电子邮箱：info@icmanitoba.ca

CRA BN 81210 5146

本学生指南所含信息在出版时准确无误，
但曼尼托巴国际学院（ICM）保留随时更
改、修订或删除相关细节的权利，恕不另
行通知。

本指南免费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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