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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学生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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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尼伯被国家地理旅行杂志
（National Geographic Travel） 
评为全球最佳旅游胜地之一！

温尼伯是加拿大第七大城市，人口81.1万。

曼尼托巴省有着优 

美独特的自然风光。

迷人的沙滩，优美的风景,

神奇的野生动物， 

无一不让人流连忘返。

我们的校区位于市中心， 
充满活力且十分多元化。

来自于不同背景和不同文化的人汇聚于此， 

不断带来生机和活力。校园内的现代化设施与古老建筑 

完美融合；各种商店及艺术、文化设施仅数步之遥， 

大量就业机会也近在咫尺。

我们提供超过400门课程， 
涵盖了50多个研究领域。

400+ 我们推崇文化多样性 –  

校园内使用的语言超过100种。

VANCOUVER

WINNIPEG
TORONTO

温尼伯平均每年有316 
个晴天，是加拿大阳光最充沛

的城市之一！



本科课程项目
uwinnipeg.ca/programs

文学院

古典文学

冲突解决研究

刑事司法

发展研究

残障研究

东亚语言与文化

英语

德裔加拿大人研究

历史

艺术史

人权

原住民研究

跨学科语言学

原住民语言

国际发展研究

门诺派研究

现代语言和文学

哲学

政治学

心理学

宗教与文化

修辞与传播

社会学

戏剧与电影

舞蹈专业

城市与内城研究

妇女与性别研究

商业与经济学院

工商管理

提供以下专业方向：

– 会计

– 合作企业

– 人力资源管理

– 国际贸易

– 市场营销

经济学

经济与金融

理学院

人类学

应用计算机科学

生物人类学

生物化学

生物学

化学

环境研究及科学

地理学

数学

神经科学

物理学

统计学

数据科学

古普塔（GUPTA） 

运动机能与应用健康科学学院

运动康复学

运动机能学

体育与健康教育

专业预科学习

脊骨神经医学预科 

牙科学预科 

法学预科 

医学预科 

职业疗法预科 

视光学预科 

药剂学预科 

理疗学预科 

助理医师预科

 我们提供全球认可的3年制与4年制本科学

位。3年制的学位可以让您在感兴趣的领

域里就业，而4年制的学位可以让您完成荣

誉课程，以便进行研究生阶段的学习。

The Collegiate 

collegiate.uwinnipeg.ca

学校提倡批判性思维并始终保

持社区精神，在其大学校园内

提供了面向9年级、10年级、11

年级和12年级的高中课程，并

建立了能无缝对接温大第一学

年学习的录取流程.

Graduate Studies 

uwinnipeg.ca/grad-studies

我们的课程项目为研究生提供

了各种机会。很多课程项目都

采用跨学科的特色教学方法 ; 

所有课程项目均为小班授课, 

让学生有更多机会能与其他学

者进行交流互动。

Professional, Applied and 

Continuing Education (PACE) 

pace.uwinnipegcourses.ca

职业、应用与继续教育项目

(PACE）具有很强的多样性与

灵活性。该项目提供全日制课

程、在线课程、与其他组织合

作开展的校外课程以及可直通

大学学位的各类课程。

其他机会
English Language Program 

(ELP) uwinnipeg.ca/elp

如果您尚未达到本科阶段的入

学英语要求，您可通过ELP项目

参加“学术/直通英语课程”

。完成最高级别的课程后，您

将会获得6个学时。这些学时

可以在温大的学位项目中进行

抵扣。



家一般的校园生活
uwinnipeg.ca/campus-living

学校宿舍生活会带给您独一无二的体验，您既可以享受独立生活，

也不会感到孤单寂寞。在宿舍中，您将遇见来自加拿大全国以及世

界各地的学生，与他们建立起长期坚固的友谊，并能够体验校区周

围以及市中心区域内的各种多彩活动。

学生服务
uwinnipeg.ca/student/intl

国际学生服务

您可从这里获得持续的支持。我们提供周到

多样的服务、趣味盎然的活动和研讨会，让

您的校园生活精彩纷呈。

机场接机

首次抵达时，您可以请求提供接机并将您送至

住处的服务。

学术咨询

学术顾问可以帮助您创建学习计划，并协助

您进行课程注册。

结对指导计划

与温大学生结对，帮助您全面了解校园生活。

就业服务

您在校期间和毕业后均可进行就业咨询。

> 提供单人或双人宿舍

> 现代化设施

> 私人盥洗室

> 公用的休闲娱乐区、 

学习区和洗衣房

> 提供膳食计划

大一学生优先权

符合条件的大一学生在申请过程中

可享有宿舍的优先分配权。 

请注意，一学期制的学生不享有该

优先权。

学校现有1650多名来自94
个国家/地区的国际学生.

在学校宿舍生活是结识全球
各地好友的绝佳方式。

1650



入学奖学金
uwinnipeg.ca/intl-awards

全球领袖校长奖学金

这项奖学金面向首次入读温大任何学院的国际学生（包括美国学生）。 

申请者必须曾参与能体现其领导才能的活动，其录取平均分不低于80% 

或同等水平，同时为其所读课程项目的大一新生。 

奖学金将颁发给来自下列各地区的学生，每个地区两个名额：

> 美洲和加勒比地区 > 非洲和欧洲地区 > 亚洲和中东地区

金额：$5,000

国际文凭大学预科课程（IB）入学奖学金

申请者必须获得毕业证书且成绩不低于30，其中包括拓展论文 

和知识理论课程，同时三篇高级论文和三篇次级论文的成绩均不低于4。

金额：$2,250

大学预修（AP）课程入学奖学金

这项奖学金将颁发给以“国家AP学者奖”获奖者身份入读温大， 

且在五次期末考试中平均成绩不低于4.0的学生。

金额：$2,250

其他优势
工读兼顾

参加校企合作办学项目、工读项目， 

或通过校内外的就业机会打工。

毕业后

在温大完成本科学位的学生有机会获得工

作许可，毕业后有望凭此在加拿大就业。

移民加拿大

“曼尼托巴省省提名计划”为国际毕业生

提供了申请加拿大永久居留权的机会。更

多信息，请访问 immigratemanitoba.com

有关工作或学习许可的更多信息， 

请联系国际学生服务中心： 

iirss@uwinnipeg.ca

学费和费用 
uwinnipeg.ca/intl-fees

住宿选项和一学年的费用 

(九月至四月）

McFeetors Hall 

带家具的单人宿舍，含膳食计划 
$9,495

Balmoral Houses 

带家具的单人宿舍
$5,100

Homestay

秋冬季学期 

仅秋季学期

$6,340 

$3,340

注：
1.  以上金额为针对2021/22学年的估算值，可能会发生变化。有些课程含额外费用，所有费用均以加元报价。
2.  秋/冬季最大课程负荷为五门6个学时的课程或30个学时。
3.  医疗保险包括基本医疗保险和延伸医疗保险

每学年学费和费用预估 

(九月至四月）

申请费（不退还） $120

学费 – 全负荷课程 

(任意学院30学时)
$15,240–$19,300

常规费用、书籍和用品 $1,900–$2,100

医疗保险（365天) $1,330

合计 $18,590–$22,850 



如何申请
uwinnipeg.ca/apply

515 Portage Avenue

Winnipeg, Manitoba, Canada

R3B 2E9

+1.204.786.9844

+1.204.779.3443

welcome@uwinnipeg.ca

uwinnipeg.ca/study

01.
审查入学条件

我们的网站上按不同的国家/地区， 

列出了入学条件：uwinnipeg.ca/intl-req

如果您来自非英语豁免的国家/地区， 

则需提供相关文件以证明您达到了英语

语言要求：uwinnipeg.ca/language-req

例如：

托福（TOEFL)：最少86分， 

单项不低于20分（托福网络考试）

雅思（IELTS)：学术类总分不低于6.5分

02.
在线申请
uwinnipeg.ca/apply

请先用您的个人电子邮件和密码创建一 

个帐户。您将收到一封邮件，确认您的申

请已提交，并随附一个学生编号。在与 

招生办进行任何沟通时，需使用该编号

03.
支付申请费
可以通过 Paypal 或 Flywire 等多种方式支

付$120的申请费，也可选择银行转账或信

用卡支付。

04.
提交全部所需文件
对于能通过网上核实的正式成绩单的扫

描件（比如，国际普通中等教育证书，

雅思)，可以直接将扫描件上传到大学的

申请网站。

或者申请通过您的学校（邮箱地址必须

为学校的正式邮箱）将成绩单直接电邮

给大学的招生办公室： 

intladmissions@uwinnipeg.ca

提交申请后，您将收到一封要求您提供正

式文件的邮件。这些文件可能包括成绩

单的官方副本*、英语语言水平证明以及

公民身份证明。非英文文件需提供官方

翻译。

无法扫描上传或电邮的文件可以邮寄

到：

Office of Admissions 

515 Portage Avenue 

Winnipeg, Manitoba, Canada  R3B 2E9

*官方文件可以退至学生的家庭住 

址或在学生到校后归还。

如需查看所需提交文件的完整列表， 

请访问：uwinnipeg.ca/already-applied

05.
查看您的申请进度 

登录自助平台查询申请进度以及任何来

自招生办公室的信息。

申请截止日期

秋季学期：6月1日 

冬季学期：10月1日 

春季学期：3月1日

Mandarin Edi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