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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辞

Baihua Chadwick 

国际事务副校长，TRU World 全球运行首席执行官

首先，我谨代表汤姆逊大学（TRU）向各位学生朋友致以最诚挚的问候。我们非常高兴您在
北美众多的高等学府中选择TRU作为您高等教育的起点。TRU是一所有着深厚历史底蕴的新
兴公立大学。从1970年的社区学院经过45年的不断积淀，今天的TRU已经演化成一所以服务
学生为宗旨的加拿大杰出的高等学府之一。TRU为拥有不同学习能力和兴趣的学生定制了丰
富的专业课程，覆盖了从ESL（英语第二语言教育）到硕士研究生的课程培养体系。TRU拥
有超过1万3千名在校学生，其中包括大约来自85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大约1750名国际学生。

25年来，TRU 国际培训中心始终致力于为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以及各领域专业人士量身定
制各类课程培训项目，是发展多方面学习渠道的全球行业领导者。一直以来，这些项目的开
发不断满足了各行业广泛的教育培训需求，在要求您专注学习的同时，我们还将为您安排大
量时间进行实地考察活动，使您充分了解和体验加拿大文化。同时，我们也希望借此机会和
各位朋友一道分享和学习由您带来的本国文化。“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我们坚信今天
彼此间的互相学习一定会成为我们未来发展的重要基石。您要讲述的故事一定与众不同。请
来TRU，和我们一同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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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甘露市之巅遥望南北汤姆逊河，枝繁叶茂中拥簇的就是
一片绿色生机的汤姆逊大学（TRU）。现代化的设施和历
史的印记交织在一起，使TRU散发出独有的魅力。

来自全加境内以及世界各地超过13000名的学子在这所生气
盎然的学府中进行着本科以及硕士研究生的学习。此
外，TRU还培养学生进行大专、职业技术教育、职业证书
教育、后续性研究，以及英语第二语言教育的学习。与此
同时，还有超过17000名学生利用TRU的弹性学习计划，通
过TRU网络课堂接受在线和远程教育。学生还可以通过遍
及BC省内陆的区域中心进行学习，其中之一便是TRU威廉
湖校区的卫星校园。

TRU专注于每一位学生的学习体验。小班授课、平易近人
的教职员工、丰富的本科及研究生科研机会、带薪实习以
及海外学习课程，这一切使得TRU成为卓越的全球型人才
培养机构

汤姆逊大学 

来自85个国家和地区的学子选择TRU作为高等教育的起点

Afghanistan Australia Austria Bangladesh Belgium Belize Bhutan Brazil Burundi Cambodia Cameroon Chile 

China Colombia Côte D’Ivoire Croatia Czech Republic Denmark Ecuador Egypt Estonia Ethiopia Finland France 

Germany Ghana Greece Guatemala Hong Kong Hungary Iceland India Indonesia Iran Ireland Italy 

Jamaica Japan Jordan Kazakhstan Kenya Kuwait Latvia Libya Macao Malaysia Mauritius Mexico 

Morocco Netherlands New Zealand Nicaragua Nigeria Norway Oman Pakistan Philippines Poland Romania Russia 

Saudi Arabia Singapore South Africa South Korea Spain Sri Lanka Sudan Sweden Switzerland Taiwan Tanzania Thailand

Trinidad 
and Tobago

Turkey UAE Uganda UK Ukraine USA Uzbekistan Venezuela Vietnam Zambia Zimbabwe

欢迎来到汤姆逊大学（TRU）国际培训中心（ITC）
25年来，汤姆逊大学（TRU）始终致力于发展高水准的定
制培训课程项目并赢得了国际赞誉。国际培训中心（ITC）
短期精华课程项目以实现教学资源最大化为基本策略，通
过精挑细选的一系列课外活动，使学员充分品鉴加拿大文
化，从而获得一笔终身享用的知识财富。

本项目手册将重点介绍国际培训中心（ITC）的开放性课程
项目。在这些课程中，每年有超过一半的ITC课程是为合作
伙伴量身定制。

很多定制课程以英语第二语言教育和行业专业英语为重要
组成部分，这两项内容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开放性课程的
典范。与此同时，ITC为来自各行各业的合作伙伴交付多种
门类的技术培训和行业继续教育课程。您可以选择在甘露
市的TRU校区进行学习，您也可以选择在加拿大境外的理
想地点接受培训。

汤姆逊大学（TRU）各门类课程体系完备，这使得国际培
训中心（ITC）在课程开发方面具备了更为广泛的专门领域
知识。在本手册列出的课程实例中，您将看到我们为满足
各类培训需求而作出的努力。

TRU World通过国际培训中心（ITC）与全球合作伙伴密切
联系，为盈利性跨国公司，政府部门或教育科研机构量身
打造专业课程。

以往课程项目和合作伙伴

课程项目
2008北京奥运会通讯站点经理英语客服培训课程

合作伙伴:中国网通 地点:中国 北京

医生及护理人员呼吸理疗培训课程

合作伙伴:湖南省卫生厅，湖南省人民医院 地点:中国 长沙

矿山行业职业技术工种培训课程

合作伙伴:凯泽铝业，牙买加凯泽铝土矿业
有限公司

地点:牙买加 曼彻斯特高
原

客服培训/智利政府旅游热线行业专业英语

合作伙伴:智利政府原住民发展机构
（CONADI）

地点:加拿大 甘露市 TRU

在职英语教师培训课程

合作伙伴:比亚德尔玛市政府 地点:智利 比亚德尔玛

共有特点
除去每个课程项目的专门针对性，我们提供的课程培训都
将具备以下共有特点:

• 以学生为中心的课堂教学

• 专门定制，基于内容的课程体系

• 精彩刺激的文化休闲活动

• 经验丰富，行业认证的TESL讲师

• 综合技能培训

• 交流性的学习过程

• 多样灵活的英文水平测试方法

• 多元文化互动的校园生活

• 小班授课

• 结业课程评估，跟踪并确保教学质量

• 加拿大政府认证的公立大学

• 中国教育部认证的公立大学

• 超过100个专科、本科和硕士学位课程

• 成立于1970年

• 590个远程教育课程

• 位于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省甘露市

• 13000名在校学生

• 来自85个国家和地区的1750名国际学生

• 拥有近35年来首个被加拿大政府批准成立的法学院

行业认证及学术隶属
• 不列颠哥伦比亚政府认证高等教育学术机构

•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认证高等教育学术机构

• 加拿大高等教育学会会员单位(AUCC)

• 加拿大双语（英、法）教育学会会员单位

• 加拿大国际学校理事会会员单位

• 加拿大教育品质认证（EQA）指定学术机构

• 加拿大政府“学在加拿大”指定高等教育学术机构

有关汤姆逊大学（TRU）

欢迎来到 tr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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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文化交流技巧课程
我们的语言文化课由4个超体验互动式课程开始。学生将以
探索文化意义为开端，进而接触到一些文化理论的基本知
识。之后，学生们将运用和语言以及非语言交流手段相关
的一些核心文化概念实地验证所学知识。最后，学生们将
有机会思考和展示各自不同的优点和不足，并借此制定各
自切实的目标以培养更深层次的文化意识。

此外，本研习班的另外一个功能是辅助我们对学生进行有
效评估。我们将依照学生不同的语言能力对学员进行分组
来有效地完成之后的课程。

选修课程
您可以在这个类别中挑选部分或全部选修课程。我们将努
力协调各部门，适当调整日程安排，来满足学员的要求。
需要请您留意的是，届时可能受实际情况制约而导致您无
法选择全部选修课程，所以请您适当考虑优先选择项目。

1. 应用英语课程:这是一门非常有趣的选修课程，将安排
学生以小组形式共同完成一件或几件任务。在本课程
中，学员将以两人一组共同完成一系列学习任务，最
后以海报论文的形式结束本课程的学习。

2. 学习技巧课程:有时，我们会遇到这样一些学生，他们
不知道自己是不是一个会学习的人，或者他们不知道
自己是不是会真正利用每一个学习机会来掌握新的知
识。这门选修课程将带领学生探索多种学习技巧，制
定可行性的学习目标、加强阅读理解速度、提高记忆
力、实现学习时间和效率最大化。我们将带领学生应
用广泛的实用学习工具，帮助他们高效的学习，最终
实现学业上的成就。

3. 应试教育课程:考试成绩在任何地方都非常重要，并且
往往作为评价学习成果和专业能力的指标。在一些应
对大考的情况下，除去对学习内容的充分掌握，学生
还应当在精神和情绪上做好充分准备，以在考试中发
挥出优异成绩。换句话说，学生们应当知道如何学
习。这门选修课的设计将引导学生解构标准化测试的
试卷内容，确保他们获得可靠的诀窍和技巧正确应答
考试的每一个环节。

课程项目概览
国际培训中心（ITC）的语言文化开放性课程项目旨在满足每年来自世界各地近千名热情学习者的不同需求，是其
他项目的奠基之作。

目前，我们为语言文化课程设计了4个超体验互动式课程，使得学生能够发展和拓宽各自的多元文化互动交流技
巧。除此之外，学生还可通过选择学习一系列实践和相关选修课程，借此提升他们的学习体验。各课程项目整合了
门类繁多、精挑细选的文化休闲活动，为不同程度的英语授课班级保留了充裕的时间。我们所交付的成果是一个积
极互动的课程项目，将使您具备更加丰富的社会文化知识、流利的英语表达能力，以及深厚的社会生活阅历。

• 激情夏日--夏季4周语言文化课程项目   
• 激情夏日--夏季3周语言文化课程项目   
• 奇幻冬季--冬季4周语言文化课程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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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与文化 

开放性课程项目 
本课程项目着重于培养学生参与
各类活动的完全能力及技巧，教
学重心将始终集中在语言学习的
核心环节:听、说、读、写、以及
词汇和语法。

您将收获

• 更好的英语演讲技巧

• 跨文化交流培训

• 真实场景中的英语学习交流机会

• 与来自世界各地的同学成为一生朋友

课程项目包含内容

• 寄宿家庭（含三餐）

• 甘露市机场免费接机，送机

• TRU校园和甘露市游览讲解

• 免费校园WIFI

• 课堂和课外活动助教支持

• 所有既定文化和休闲项目费用

• 国际学生顾问免费支持

奇幻冬季--冬季4周语言文化课程项目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欢迎仪式

9:00-10:00

入学指导

10:00-12:00

TRU 校园参观

13:00-15:00

跨文化交流

9:00-12:00

市中心参观

13:00-15:00

I跨文化交流

9:00-12:00

甘露市简介参观

13:00-15:00

语言学习

全天

语言学习

9:00-12:00

趣味滑雪

13:00-16:00

语言学习

9:00-12:00

冰壶

13:00-15:00 

选修课

9:00-12:00

语言学习

13:00-15:00

高山滑雪或单板滑雪

日之峰旅游度假村

7:00-16:00

选修课

9:00-12:00

语言学习

13:00-15:00

语言学习

全天

语言学习

9:00-12:00

嘻哈音乐和土风舞

13:00-15:00

选修课

9:00-12:00

语言学习

13:00-15:00.

语言学习

9:00-12:00

雪橇之旅

13:00-16:00

选修课

9:00-12:00

语言学习

13:00-15:00

语言学习

全天

TRU WolfPack

比赛

19:00-21:00

语言学习

9:00-12:00

室内攀岩

13:00-15:00

选修课

9:00-12:00

语言学习

13:00-15:00

选修课

9:00-12:00

本地艺术品欣赏

13:00-15:00

甘露市火焰队冰球赛

19:00-21:00

选修课

9:00-12:00

语言学习

13:00-15:00

语言学习

9:00-12:00

闭幕式

13:00-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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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情夏日--夏季4周语言文化课程项目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欢迎仪式

9:00-10:00

入学指导

10:00-12:00

TRU 校园参观

13:00-15:00

跨文化交流

9:00-12:00

市中心参观

13:00-15:00

跨文化交流

9:00-12:00

甘露市简介参观

13:00-15:00

语言学习

全天

语言学习

9:00-12:00

户外运动

13:00-15:00

加拿大户外探险

9:00-18:00 

选修课

9:00-12:00

室内攀岩

13:00-15:00

语言学习

全天

选修课

9:00-12:00

语言学习

13:00-15:00

语言学习

全天

学子朋友圈

19:00-22:00

语言学习

9:00-12:00

高尔夫

13:00-15:00

选修课

9:00-12:00

语言学习

13:00-15:00

趣味划水一日游

9:00-16:00

选修课

9:00-12:00

骑马

13:00-16:00

语言学习

9:00-12:00

郊外远足

13:00-15:00

语言学习

9:00-12:00

本地艺术品欣赏

13:00-15:00

选修课

9:00-12:00

嘻哈音乐和土风舞

13:00-15:00

语言学习

全天

选修课

9:00-12:00

语言学习

13:00-15:00

语言学习

9:00-12:00

闭幕式

13:00-15:00

激情夏日--夏季3周语言文化课程项目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欢迎仪式

9:00-10:00

入学指导

10:00-12:00

TRU 校园参观

13:00-15:00

跨文化交流

9:00-12:00

市中心参观

13:00-15:00

跨文化交流

9:00-12:00

甘露市简介参观

13:00-15:00

语言学习

全天

语言学习

9:00-12:00

户外运动

13:00-15:00

加拿大户外探险

9:00-18:00

选修课

9:00-12:00

室内攀岩

13:00-15:00

语言学习

全天

选修课

9:00-12:00

语言学习

13:00-15:00

语言学习

9:00-12:00

骑马

13:00-16:00

语言学习

9:00-12:00

高尔夫

13:00-15:00

选修课

9:00-12:00

本地艺术品欣赏

13:00-15:00

趣味划水一日游

9:00-16:00 

选修课

9:00-12:00

郊外远足

13:00-15:00

语言学习

9:00-12:00

闭幕式

13:00-15:00

4. 工作情景英语课程:学生朋友应当如何学习才能得到理
想的工作呢？答案非常简单，不打无准备之仗！这门
互动选修课程将向学生全面介绍求职的各个重要环节,
包括个体化劳动力市场调查，求职信，应聘面试技
巧。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员将在更加充分了解北美
就业市场的情况下收获进一步的自信。

5. 领导力技巧课程:任何一个行业中，强有力的领导力都
将是取之不竭的一笔财富，这一点毋庸置疑。这门选
修课程将向学生普及领导力的基本理论，帮助他们确
立自身领导品质。学生通过进行一系列案例研究，将
掌握不同领导力所包含的不同优劣。学生通过本课程
的学习，英语交流能力将在听、说、读、写以及词汇
语法方面得到长足进展。

本课程项目最低年龄要求 —— 16岁

  我最喜欢加拿大的户外探险活动。在
韩国我根本无法有相同的体验！！这对我来
说是无比珍贵的经历。谢谢你们！  
——学生的话

在“激情夏日--夏季4周语言文化课程项目”中，“学子朋友圈”为来自世界各地的学员提供了

一个交流互动的平台。在TRU参加不同项目课程学习的朋友将会聚集在一起。现场DJ，大

头照，各种奖品、风味小吃应有尽有。“学子朋友圈”一直是最受欢迎的活动之一。

学子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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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预备班--语言与文化衔接课程项目
在一个陌生的国度体验并调整新的生活既让人兴奋又充满
了挑战。如果你已下定决心到海外开始你的留学生涯，这
个过程可能会令你有些许无措和焦虑。别担心，因为你不
是一个人在战斗！同时的好消息是，我们开设了专门的课
程来帮你解答那些重要的问题:

• 我该如何准备入学后的摸底考试？

• 怎样才能掌握实用的学习技巧？

• 上课能听懂吗？老师讲话会不会很快？

• 加拿大和中国的课堂究竟不同在哪里？

• 融入校园和周围生活会很困难吗？

我们在原有“激情夏日--夏季3周语言文化课程项目”（参看
第五页）这个最受欢迎项目的基础上又新增了6个加强课
程。新开设的这个课程项目将满足那些将在9月份入学国际
学生的学习需求。

语言成绩提高课程
本课程为入学摸底考试而设计，将使学员在摸底考试中发
挥最佳成绩。

学习技巧提高课程 
成功的学生始终明白一点，掌握最新最有效的学习方法是
有效学习的关键所在。本学习班将为学员提供大量实效学
习方法及观点，使您达到事半功倍的学习效果。

课程优势
• 12小时额外课堂教学

• 备战入学摸底考试，获得高分

• 完善英语语言能力，提高听说技巧

• 建立自信，减轻压力

• 拥有更多时间熟悉校园和周围生活，找到回家的感觉

本课程项目将给予TRU在校学生优惠政策。本课程项目与
语言文化开放性学习项目内容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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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情夏日--夏季3周语言文化“衔接”课程项目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欢迎仪式

9:00-10:00

入学指导

10:00-12:00

TRU 校园参观

13:00-15:00 

跨文化交流

9:00-12:00

市中心参观

13:00-15:00

英语加强课程

15:15-17:15

跨文化交流

9:00-12:00

甘露市简介参观

13:00-15:00

语言学习

全天

英语加强课程

15:15-17:15

语言学习

9:00-12:00

户外运动

13:00-15:00 

加拿大户外探险

9:00-18:00

选修课

9:00-12:00

室内攀岩

13:00-15:00

英语加强课程

15:15-17:15

语言学习

全天

选修课

9:00-12:00

语言学习

13:00-15:00

英语加强课程

15:15-17:15

语言学习

9:00-12:00

骑马

13:00-16:00

语言学习

9:00-12:00

高尔夫

13:00-15:00

选修课

9:00-12:00

本地艺术品欣赏

13:00-15:00

英语加强课程

15:15-17:15

趣味划水一日游

9:00-16:00

选修课

9:00-12:00

郊外远足

13:00-15:00

英语加强课程

15:15-17:15

语言学习

9:00-12:00

闭幕式

13:00-15:00

课程项目概览
汤姆逊大学（TRU）国际培训中心（ITC）多年来获得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就是我们有完全的能力满足整体课堂
学习需求，同时也满足每一位学员的个体学习需要。本章节中介绍的每一套教育服务内容将保留语言文化课程
项目中的精华部分，但课程重心将聚焦学员专门的学习需求。

“大学预备班--语言与文化衔接课程”是为有意愿参加语言文化课程项目并且已经注册9月份全日制学习的国际学
生开设。此外一些附加课程还将帮助这些学生更好地适应校园生活。

“大学预备班--校园学习生活成功课程”是为有意愿出国学习的国际学生开设，帮助他们熟悉方方面面的校园生
活。

对于那些内心深处渴望追溯历史，体验西进运动开拓者们的牛仔生活，“狂野之西部”语言文化课程是他们的最
佳选择。

TRU校园周围有超过13个风景优美的高尔夫球场和一个世界一流的冬季旅游胜地。这使我们有条件为学员开设
顶级体验的高尔夫、高山滑雪以及单板滑雪的课程项目。这些课程项目将全天候为休闲运动发烧友们提供完美
体验。

• 大学预备班--语言与文化衔接课程项目  
• 大学预备班--校园学习生活成功课程    
• “狂野之西部” 语言文化项目           
• 商务英语与职业高尔夫                
• ESL 高山滑雪和单板竞技之旅           

8 | 国际培训中心（ITC）项目说明手册   · 专门化学习语言与文化课程项目

专门化学习
 语言与文化课程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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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预备班--校园学习生活
成功课程夏季项目
本课程为期6周，充满创新与挑战，包含四大块内容:

• 旁听大学专门课程，体验校园生活

• 掌握相关学习技巧，确保未来专业学习方面的成功

• 提高学术英语流利表达能力

• 体验加拿大文化，参与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

本课程前两周重点使学生适应校园生活，参加课程旁听，
参与师生互动，发展及拓展学习技巧，以及了解其他学业
选择。

课程旁听 
我们将带领学生到TRU的各个学院进行课程旁听。此项内
容将使学生熟悉未来的学习方式和教师的授课方法。

学业成功
在学生选择了自己的专业之后，如果他们对一些基本概
念，比如，批判性思维技巧、演讲技巧，以及领导力技巧
有充分彻底的认识，那么这将更便于学生获得学业上的成
功。

在本课程项目的后四周，学员将与其他国际学生一道共同
参与我们的语言文化项目（参看第5页）。

加拿大文化
全球一体化要求今天的世界领导者必须具备对文化动力学
的深刻理解和领悟。本课程项目将使学员在全球国家文化
的相似性以及差异性方面得到全新理解。

课程包含项目
• 寄宿家庭（含三餐）

• 课堂及课外活动助教支持

• 免费校园WIFI

• 既定学术和课外活动

• 学生安全监护

• 国际学生顾问支持 

项目语言能力要求
• 中级英语及以上水平

该项目两周课程结束之后将并入“激情夏日--夏季4周语言文化课程项目”

大学预备班--校园学习生活成功课程
前两周课程安排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到达温哥华

游览温哥华 

游览温哥华

到达TRU 欢迎仪式

9:00-10:00

入学指导

10:00-12:00

市中心参观

13:00-15:00

预备班学习

9:00-12:00

教师课程展示

13:00-15:00

预备班学习

9:00-12:00

教师课程展示

13:00-15:00

预备班学习

9:00-12:00

郊外瀑布远足

13:00-16:00

加拿大国庆日 预备班学习

9:00-12:00

课程旁听

13:00-15:00

预备班学习

9:00-12:00

课程旁听

13:00-15:00

预备班学习

9:00-12:00

课程旁听

13:00-15:00

预备班学习

9:00-12:00

课程旁听

13:00-15:00

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淘金者与火车大
盗，拓荒者与牛仔的故事共同构筑了色彩斑斓的历史印
记。这门独特而刺激的课程项目同时也为各位学生朋友创
造了最好的条件来追溯历史。

除去三周在魅力BC省腹地的生活之外，您还将...

• 享受传统秋季市集和西部牛仔竞技表演为您带来的欢欣
和刺激

• 在山间小径马背上品味淡淡山艾幽芳

• 学习品鉴原住民为新大陆做出的杰出贡献

• 卷起袖管，拿起金筛，在涓涓溪流中体验百年前的淘金
梦

• 体验野营夜晚，篝火，烤棉花糖

• 在经典的驿站马车中参观游览古老的果园牧场
课程包含项目
• 寄宿家庭（含三餐）

• 甘露市机场免费接机，送机

• TRU校园和甘露市游览讲解

• 免费校园WIFI

• 课堂和课外活动助教支持

• 所有既定文化和休闲项目

• 国际学生顾问免费支持 

本课程项目最低年龄要求 – 16岁

“狂野之西部” 语言文化课
程项目

课程项目安排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到达

甘露市

欢迎仪式

9:00-10:30

入学指导

10:30-12:00

TRU校园参观

13:00-15:00

语言学习

9:00-12:00

市中心参观购物

13:00-15:00

语言学习

9:00-12:00

参观本地艺术品

13:00-15:00

参观本地牧场

9:00-16:00

语言学习

全天

参观市集和牛仔竞
技表演

9:00-16:00

语言学习

9:00-12:00

骑马

13:00-16:00

语言学习

全天

加拿大户外探

险/野营 

加拿大户外探险/野营 加拿大户外探险/野营

返回TRU

语言学习

9:00-12:00

淘金与河岸远足

13:00-16:00

语言学习

9:00-12:00

参观原住民博物馆
和穴居

13:00-15:00

参观哈特克里克牧场

9:00-17:00

语言学习

全天

语言学习

9:00-12:00

闭幕式

13:00-15:00

离开甘露市

 我们的老师既耐心又风趣，所有的课程完全不
用担心乏味——学生的话

  桑德拉老师的语言课太厉害啦！我们
学到了很多知识，通过游戏和唱歌学习新的词
汇！这门课程真的很棒！——学生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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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不一边打球一边学英语呢？本课程项目会很好地把
您这两个爱好结合起来。让我们边说英语边在世界一流的
球场切磋技艺吧！

商务英语
今天，那些在全球化工作环境中的成功商务人士都需要使
用英语自信、准确、高效地进行交流。这门独一无二的课
程项目将使那些繁忙的商务人士掌握必备的英语语言技
巧，决胜商场。

课程包含项目
• 住宿

• 交通

• 果岭及球车费用

• 加拿大职业高尔夫球协会（CPGA）专业教练私人指导

• 练习场和练习果岭无限使用

• 球杆可自由搭配租用

• 晚间社交活动

• 国际学生顾问免费支持

甘露市的世界顶级球场

商务英语和 
职业高尔夫

课程项目安排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到达

甘露市

欢迎仪式

9:00-10:00

入学指导

10:00-12:00

高尔夫大师分析课程

13:00-16:00

TRU欢迎晚宴

17:00-19:00

高尔夫英语

9:00-12:00

练习以及18洞

13:00-15:00

高尔夫体能训练课程

9:00-10:00

高尔夫大师课程

10:00-13:00

领导力讲座研讨会

13:00-15:00

商务英语

9:00-12:00

练习以及18洞

13:00-15:00

商务英语

9:00-12:00

高尔夫大师课程

13:00-16:00

晚间社交活动

17:00-19:00

参观酒庄

9:00-18:00

自由活动

商务英语

9:00-12:00

高尔夫大师课程

13:00-16:00

高尔夫英语

9:00-12:00

练习以及18洞

13:00-15:00

商务英语

9:00-12:00

团队建设课程

13:00-15:00

商务英语

9:00-12:00

练习以及高尔夫大师
分析课程

13:00-15:00

晚间社交活动

17:00-19:00

比赛及欢送晚宴

9:00-18:00

离开甘露市

上午语言课，下午高山或单板滑雪。在这个课程项目中，
学员可以在提升他们的雪道技巧的同时，提高英语表达能
力。如果您渴望使用英语进行训练并提升您的滑行姿态，
这门课程将是您的最佳选择！

所有课程将被安排在太阳峰度假村。太阳峰度假村是四季
旅游胜地，将为每一位学员带来非凡体验。

课程包含项目
• 甘露市和太阳峰度假村住宿

• 索道费以及教练费

• 可选择性租用各类雪具

• 所有既定项目费用

• 国际学生顾问免费支持

英语第二语言（ESL），高
山滑雪以及单板滑雪课程
项目

课程项目安排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到达

甘露市

欢迎仪式

9:00-10:00

入学指导

10:00-12:00

TRU校园参观

13:00-15:00

太阳峰度假村简介

9:00-12:00

语言学习

13:00-15:00

语言学习

9:00-12:00

滑雪课程

13:00-16:00

滑雪课程及练习

9:00-16:00

晚间社交活动

17:00-19:00

语言学习

9:00-12:00

晚间社交活动

17:00-19:00

滑雪课程及练习

9:00-16:00

滑雪课程及练习

9:00-16:00

语言学习

9:00-12:00

滑雪课程

13:00-16:00

晚间社交活动

17:00-19:00

滑雪课程及练习

9:00-16:00

语言学习

9:00-12:00

下午自由活动

晚间社交活动

17:00-19:00

滑雪课程及练习

9:00-16:00

语言学习

9:00-12:00

闭幕式

13:00-15:00

离开甘露市

 这是我前所未有的经历。 
——学生的话

 我享受在这里的每一个瞬间。——学生的话

• 日川球场 
sunrivers.com

• 甘露市高尔夫乡间会所 
kamloopsgolfclub.com

• 松岭球场 
pineridgegolf.com

• 滨河球场 
rivershoregolflinks.com

• 太阳峰球场 
sunpeaksresort.com

• 鹰巢球场
eaglepointgolfresort.com

• 圣保罗峰球场
mountpaulgolf.com

• 麦克阿瑟岛球场 
mcarthurislandgolf.com

• 沙丘球场 
golfthedunes.com

• 托比亚诺球场 
tobianogolf.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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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加拿大
• 全球领土面积第二

• 3500万人口

• 10个省3个领地

• 联合国生活指数名列前茅

• 多元文化社会：每6人中就有一位是新
移民

• 英语、法语为官方语言，国民使用超过
200种不同语言

• 教育事务由各省负责 

有关甘露市
• 人口约10万，现代化城市、安全、舒

适

• 文化生活生机勃勃

• 城市周围有超过200个天然湖泊

• 众多顶级高尔夫球场

• 恢宏壮丽的自然景观

• 生活成本低廉

• 户外活动五花八门，城市和校园生活
色彩斑斓

• 与温哥华相隔3.5小时车程，飞行距离
45分钟

• 只需45分钟车程即可到达北美顶级滑
雪胜地，加拿大第二大雪场，奥地利
国家队指定定训练场地，太阳峰滑雪
场

• 独一无二的气候优势

 › 加拿大最美的夏天           排名第一

 › 加拿大最温暖的春天         排名第二

 › 加拿大最干燥的城市气候     排名第
二

 › 加拿大日照时间最长         排名第二

 › 每年平均日照时间2040小时

 › 平均最高气温：21℃

有关TRU
• 成立于1970年，授予各种学位的公立

大学

• 13000名全日制在校学生

• 来自超过85个国家的约1750名国际学
生

• 17000名远程教育学生

• TRU坐落在甘露市中心，步行即可到
达各类城市便利设施

• 11%的原住民学生

• 平均班容量 -- 第一学年：39名学生，
第四学年：20名学生 

Bruce: Excellent School, Excellent Faculty

TRU Moose: Kamloops is amazing for its ability 
to accommodate a variety of sports and 
activities. From snowboarding to waterskiing... 
you can try it all!

Facebook 网友 Bruce：卓越的大学，优秀
的老师。

 TRU吉祥物 麋鹿：甘露市是一个神奇的地
方！在这里你可以玩所有五花八门的体育运
动。从滑雪到划水… 快来都试一遍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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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程项目是专门为在北美留学的学子而定制，使他们获
得他们学业上的成功。学员将学习并且掌握一些列实用的
学习技巧来确保他们优异的学习成绩，使学生有效使用这
些重要学习技能和实用工具在海外进行高效学习。

这个留学预备课程项目包含以下三块内容：

 第一部分：教师实地指导培训（1周）
我们将派遣一名TRU知名教师亲自前往您所在的学校
为您专门提供一个定制的课程教学计划，该教学计划
将在每周末进行授课。除去让各位老师预先学习授课
内容和课堂活动，TRU派遣的这位老师还将对授课教
师进行培训，确保各位老师熟悉并掌握本教学项目的
授课技巧和方法。

第三部分：海外游学（2周）
所有参加“助力海外学霸”课程的学生都可以选择参加为期2周的TRU游学项目。授课内容将作为“大学直通车”
（University Pathway Program）的补充。除此之外，学生还将完成大学入学摸底考试（Accuplacer）确定他们的英语语
言水平等级。随着对大学环境的逐渐熟悉，学生将了解到更多的加拿大文化，并且在安全和友好的氛围中参与各类社
会文化活动。

第二部分：课后辅导（每周2小时，9月至5月）
在教师实地指导培训结束之后，有资格的老师将为高二年级的学生教授“助力海外学霸”课程项目。本课程项目进行全
英文授课，每周一次，时间约2小时。所有课堂内容都经过精心筛选，确保学生成功地在北美的高校中进行学习。具体
课程包括：文化研究、学术写作、批判性思维技巧、演讲技巧、成功校园生活，及研究和报告技巧。每门课程都将安
排期末考试，并在全部课程结束之后安排综合测验。

助力海外学霸

课程项目概览
世界上诸多文化都存在显著差异，这种文化差异在教育的方方面面都实质性地被体现出来。例如，当学生们在适应
全新的教学方法遇到困难时，当他们面对陌生的写作形式时，当他们要应对不同的评价标准时，当他们不得不进行
全新方式进行思维时，等等，这一切与过去的差异都可能令人感到无所适从。“助力海外学霸”项目是一个综合性助
学课程项目，共分三块内容来专门应对这些挑战带来的不利因素，确保学子们海外学习的成功。该课程项目自开办
以来一直受到学生和家长的好评。

对于计划参加BC省高考的国际学校学生而言，他们也将面临相同的挑战。“BC海外高中成绩提高班”课程项目是针
对BC省考科目中英语和社会研究两门学科而开设，主要提高学生们的思辨性英语语言能力，扩展他们的基础知识。

• 助力海外学霸           
• BC 海外高中成绩提高班  
• 交换生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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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TRU的学生，我总是感到非常开心。 
——学生的话

助力海外学霸课程项目优势

• 学生不出国门便可接触和学习加拿大大学的课程体系

• 完成该课程项目之后，申请TRU录取更加简单便捷

• 该课程和高三备战高考没有冲突

• 高二结束之后没有高考压力

• 学生的文化生活和学业都将与北美大学生活顺利融合

目前合作伙伴

• 乌克兰 科诺索尔高级中学

• 乌克兰 日托米尔州立师范大学

提高学习成绩课程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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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夏天，学生朋友们能够一边在加拿大展开他们的探索
之旅，一边在BC省考科目的准备中先拔头筹！TRU开设了
特别的课程项目专门帮助学员应对BC省考中的英语和社会
研究两门重点课程。同时，本课程项目将帮助学员在省考
中发挥出优异成绩，更好地适应将来的大学生活。本课程
项目为期4周，由经验丰富的BC海外高中专职教师设计监
督，将课堂内容与加拿大真实生活实践有机结合，达到从
实践中巩固知识的效果。

英语课程 
精挑细选的一系列授课内容和课堂活动将使学生发展和拓
宽自身的英语语言能力。课程将集中在听与说、写作与表
达、阅读与观点和综合写作几方面。本课程将巩固和加强
BC省教师的课堂讲学内容，同时给学生提供专门指导，提
高他们的应试技巧，以在BC省考中取得优异成绩。 

社会研究课程
本课程将按照BC省社会研究课程大纲的教学目的和教学目
标要求，激发学生们探索加拿大历史和民族特性相关问题
的兴趣。内容包括省考必考题目，例如，加拿大政治与政
府管理（Politics and Government）、加拿大社会与民族特
性(Society and Identity)。完成本课程后，学生将对加拿大的
过去、现在和未来有更深层次的理解。

BC 海外高中成绩提高班 文化研究课程  
21世纪，全球一体化的进程将继续扩大，这一点毋庸置
疑。应对未来的机遇和挑战，每一位学生必须具备扎实的
文化理论知识，并且积累充分的跨文化交流经验。在4周的
学习过程中，各位学员将有充分的机会和来自其他国家不
同文化背景的学员一起生活、学习。

雅思（IELTS）课程 
对于大部分学生而言，在雅思考试中取得优异成绩是通向本
科和研究生教育的必由之路。本课程着重于雅思考试的每一
个细节，使学员在下一次考试中有更加完备的知识，更加饱
满的信心。 

学习技巧课程 
作为老师，当我们让自己的学生暂时停下学习，开始思考
他们的学习习惯，再把这些习惯和最新的学习技巧进行比
较时，我们往往会发现，他们的学习成绩会得到大幅提
高。我们在这门课程中将传授给学员各种新型策略，充分
发展他们的批判性思维能力、与他人分工合作的能力、时
间管理能力，以及信息处理能力。

课外活动 
本课程既定的这些课外活动的目的在于，使学生充分了解
加拿大文化的独特方面，加强巩固并且将社会研究课和英
语课所学概念有机地与现实生活结合起来。这些课外活动
包括，参观法院并体会加拿大司法体系如何运作、参观原
住民寄宿学校、骑马、淘金、划独木舟，等等。 

课程包含项目
• 寄宿家庭（含三餐）

• 甘露市机场免费接机，送机

• 免费校园WIFI

• 课堂和课外活动助教支持

• 所有既定文化和休闲项目费用

• 国际学生顾问免费支持 

课程项目安排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欢迎仪式

9:00-10:00

入学指导

10:00-12:00

TRU校园参观

13:00-15:00. 

课程概述

9:00-12:00

参观市中心

13:00-15:30

英语

9:00-10:30

学习技巧

10:45-12:00

文化研究

13:00-15:00

社会研究

9:00-10:30

英语

10:45-12:00

参观原住民博物馆及寄宿学校

12:45-15:30

英语 
9 a.m. – 10:30 a.m.

社会研究 
10:45 a.m. – 12 p.m.

学习技巧 
1 p.m. – 3 p.m.

雅思  
3:15 p.m. – 5:00 p.m.

社会研究

9:00-10:30

英语

10:45-12:00

文化研究

13:00-15:00

英语

9:00-10:30

社会研究

10:45-12:00

学习技巧

13:00-15:00

雅思

15:15-17:00

社会研究

9:00-10:30

英语

10:45-12:00

骑马

12:00-16:30

英语

9:00-10:30

社会研究

10:45-12:00

学习技巧

13:00-15:00

雅思

15:15-17:00

社会研究 
9 a.m. – 10:30 a.m.

英语 
10:45 a.m. – 12 p.m.

文化研究 
1 p.m. – 3 p.m.

加拿大户外探险

8:30-18:30

 

英语

9:00-10:30

社会研究

10:45-12:00

学习技巧

13:00-15:00

雅思

15:15-17:00

社会研究

9:00-10:30

英语

10:45-12:00

文化研究

13:00-15:00

英语

9:00-10:30

社会研究

10:45-12:00

学习技巧

13:00-15:00

雅思

15:15-17:00

社会研究 
9 a.m. – 10:30 a.m.

英语 
10:45 a.m. – 12 p.m.

文化研究 
1 p.m. – 3 p.m.

社会研究

9:00-10:30

英语

10:45-12:00

本地艺术品参观

13:00-15:00.

英语

9:00-10:30

社会研究

10:45-12:00

学习技巧

13:00-15:00

雅思

15:15-17:00

参观法院旧址

9:00-11:00

英语

11:15-12:30

文化研究

13:30-15:00

英语

9:00-10:30

社会研究

10:45-12:00

学习技巧

13:00-15:00

雅思

文化研究 
9 a.m. – 10:30 a.m.

社会研究 
10:45 a.m. – 12 p.m.

闭幕式 
1 p.m. – 3 p.m. 

 在文化研究课中，我们的老师带我们参观了原
住民寄宿学校、法院、市中心和基本整个城市。
参观结束之后，我学习到了很多难懂的东西，但
这些东西非常有意思。我们同时学习了雅思考试
技巧，这对我们通过雅思考试很有必要。我们的
雅思老师讲授了很多应试技巧，我非常愿意上他
们的课，这是一个寓教于乐的课堂。 
——学生的话

 在文化研究课中，我们的老师带我们参观了原住民寄宿学校、法院、市中心和基本整个城市。参观结束之
后，我学习到了很多难懂的东西，但这些东西非常有意思。我们同时学习了雅思考试技巧，这对我们通过
雅思考试很有必要。我们的雅思老师讲授了很多应试技巧，我非常愿意上他们的课，这是一个寓教于乐的
课堂。 ——学生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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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U交换生项目为来自其他国家的学生朋友提供了在加拿
大学习的机会。根据TRU与相关合作高校的协议，所有在
TRU所修课程将计入学生所在母校的学分系统。

项目时长：1学期或2学期

课程结构

共五门：

1. 跨文化交流（必修）

2. 全球劳动力市场应聘技巧（必修）

3. 领导力技巧（必修）

4. 开放课程选修（在TRU网络教学部选课）

5. 普通选修课（根据合作高校要求开设，或与合作高校
联合授课

交换生项目

国际培训中心（ITC）项目说明手册 21

课程项目概览
当今世界，行业竞争依然是时代的主要背景之一，保持自身在行业领域内不掉队成为适应当今社会的必要条件之
一。对于教育从业人员，这一点尤其重要。我们开设的职业继续教育课程项目专门为教育从业者而设计，为学员讲
授教育理论与实践的最新发展动态。课堂将以研习班或工作坊的形式进行互动式的组织教学，教学内容聚焦业内前
沿理论、热点话题，诸如，课堂教学、整合现代科技，以及教学评价，等等。结业后，学员将收获大量新式教学技
巧及教学资源，以便应用于未来的教学实践当中。本课程项目还可由TRU委派教师进行海外教学。

课程包含项目

• 寄宿家庭（含三餐）

• 高等院校教师继续教育课程      
• 英语教师（TEFL）继续教育课程  

专业人员培训以及 
职业继续教育课程项目

• 可选择学校宿舍

• 校园免费WIFI

• 图书馆和机房免费试用

• 课堂授课和课外活动助教支持

• 课堂教学

• 结业证书

• 无限免费使用城市公交系统

• 相关既定社交活动费用

• 国际学生顾问免费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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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院校教师继续教育课程

课程项目安排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欢迎仪式

9:00-10:30

入学指导

10:30-12:00

TRU校园参观

13:00-14:00

甘露市参观

14:00-16:00

加拿大文化概述

9:00-12:00

教师英语

13:00-16:00

东西方比较教育

9:00-12:00

学习成果

13:00-16:00

批判性思维技巧

9:00-11:00

电子教案

机房

11:00-12:00

高尔夫练习场

13:00-16:00

学生为本教育

9:00-12:00

教师英语

13:00-16:00

教学观摩

9:00-12:00

研讨会准备

13:00-14:00

小组研讨

14:00-16:00

学习方式

9:00-12:00

教师英语

13:00-16:00

教学评估

9:00-12:00

瀑布远足

13:00-16:00

布鲁姆分类法

9:00-12:00

客座教授：现代科技与课堂教学

13:00-16:00

教学反馈

9:00-12:00

教师英语

13:00-14:00

本地艺术品参观

14:00-16:00

教学观摩

9:00-12:00

研讨会准备

13:00-14:00

小组研讨

14:00-16:00

职业发展研究

9:00-12:00

教师英语

13:00-16:00

参观历史著名哈

特克里克牧场

9:00-16:00

微型课程

9:00-12:00

客座教授：教师行动研究

13:00-14:00

教师英语

14:00-16:00

网络教学

9:00-12:00

教师英语

13:00-16:00

学习动机与

课堂激励

9:00-12:00

研讨会准备

13:00-14:00

小组研讨

14:00-16:00

教师教学档案

9:00-12:00

入学指导

教师英语

13:00-16:00

课程设计创新

9:00-12:00

9洞高尔夫

13:00-16:00

教师英语

9:00-12:00

客座教授：创造性课堂

13:00-16:00

毕业校前调查

9:00-12:00

闭幕式

13:00-14:00

本课程将使学员对当前全球最新教学理论有进一步的深
层次理解。课程主要围绕一系列行业内多年实证的教学
方法和教学策略展开，便于同行应用于广泛领域的各学
科课堂教育和教学专长之中。本课程以学员为中心、对
话交流为课堂组织形式，TRU专家团队设计、讲授并引
导教学。

本课程深受广大学员好评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专门小组
讨论时间，以及一对一教学研讨。此外，敬请留意的
是，以往学员曾表达过强烈的意愿，渴望借此机会提高
自身的英语表达能力，因此，我们在课程安排上为学员
每周增加了若干小时的英语教学。

在本课程的教学法部分，我们将使学员对当前有关教学法
方面的主要发展趋势有更进一步、深层次的理解。此外，
本课程将着重提高学员在听、说、读、写、和词汇语法方
面的教学技能，利用行业内公认的教学技术和教学策略，
使学员在各语言层次教学方面具备多样化的技能。

在本课程当中，我们为各位学员安排了“教师英语”这个模
块。本模块将对各位学员的英文表达进行一次“完美微调”
，着重于识别错误用法、减少口音，等等。本课程深受广
大学员好评的一部分是，专门小组讨论时间，以及一对一
教学研讨。在这个过程中，一些具体的问题，比如同行共
同关切的行业热点，能够得到一一解决。本课程以学员为
中心、对话交流为课堂组织形式，TRU专家团队设计、讲
授并引导教学。

英语教师（TEFL）继续教
育课程

课程项目安排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欢迎仪式

9:00-10:30

入学指导

10:30-12:00

TRU校园参观

13:00-14:00

甘露市参观

14:00-16:00

教学法

9:00-12:00

TRU校园参观

13:00-16:00

教学法

9:00-12:00

加拿大研究

13:00-16:00

教学法

9:00-12:00

参观图书馆和机房

13:00-16:00

教师英语

9:00-12:00

电子教案

机房

13:00-16:00

参观西洋参工厂

10:00-12:00

教学法

9:00-12:00

学区概述

13:00-14:00

教师英语

14:00-16:00

研讨会

16:00-18:00

教学法

9:00-12:00

参观学区学校

13:00-14:00

高尔夫

14:00-16:00

教学法

9:00-12:00

教师英语

13:00-16:00

教学法

9:00-12:00

加拿大研究

13:00-16:00

参观学区学校

9:00-12:00

客座教授：现代科技与课
堂教学

13:00-16:00

教学法

9:00-12:00

语言教师英语

13:00-16:00

研讨会

16:00-18:00

教学法

9:00-12:00

客座教授：创造性课堂（
第一部分）

13:00-16:00

红酒鉴品课

16:00-18:00

教学法

9:00-12:00

教师英语

13:00-16:00

教学法

9:00-12:00

参观学区学校

13:00-16:00

加拿大研究

9:00-12:00

教师英语

13:00-16:00

基隆拿一日游

8:30-19:00

教学法

9:00-12:00

教师英语

13:00-15:00

研讨会

16:00-18:00

教学法

9:00-12:00

客座教授：创造性课堂（
第二部分）

13:00-16:00

教学法

9:00-12:00

教师英语

13:00-16:00

教学法

9:00-12:00

闭幕式

13:00-16:00

离会

 我收获了更多自信！ ——学生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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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姆逊大学（TRU）国际培训中心（ITC）多年来为多种行
业的专业技术人员提供教育培训服务，获得业内人士广泛赞
誉。我们开设的行业专业英语课程项目（ESP）是一个精华
课程，旨在使学员准确掌握行业专业英语词汇，提高本专业
英语语言表达能力。本课程利用真材实料的同时，安排学生
进行实地学习，着力于提高学员听、说、读、写方面的技
能，使学员在各自专业领域获得完备而有效的交流能力。

环境科学英语课程 
这门课程将向学员概述有关环境科学和公民环保义务的相关
基本概念。通过课堂和课后举行的研习讨论会和工作坊，我
们将使学员掌握如何建设和维护一个更加清洁卫生的共同家
园。通过亲自动手实践的课程，以及参观甘露市目前世界最
先进的净水处理设施，并在设施内部进行实地研讨，我们将
向学员全面展示个人行为对整体环境健康发展的重要意义。
此外，学员还将参观位于TRU校园内，获得全球能源与环境
设计先锋奖（LEED）的“布朗书苑”（The Brown Family 
House of Learning）。

商务英语和加拿大文化课程 
随着全球一体化和国际商务的进一步兴起，今天的全球型
人才必须对未来的就业市场有先鉴之明。本定制课程将使
学生掌握英文就业材料的文书准备，例如，求职信与简历
的书写。在商务英语课程模块中，将向学生传授通用商务
技能，例如，展开对话、电话沟通、谈判技巧、收发电
邮、处理投诉，以及流程解释，等等。

通用英语课程模块将提高学员全方位的英语表达能力，跨
文化交流研习模块将向学员普及文化理论和文化能力的基
本概念。

参观访问课程模块，我们将带领学员实地考察甘露市内及
周边的样板单位，从而获得海外机构有关营销举措的深层
理解，以及此类机构聘用海外人员的流程及要求的相关信
息。此外，本课程项目还包括客座教授讲座以及10小时的
模拟工作单元。

. 

职业技能发展与实习课程

在工作环境中充分施展自己的才华，对于一个成功的汽车
机械工程师来讲，仅仅凭借对车辆工作系统、原配件，以
及工作流程的深刻理解还远远不够。他们还需必备的是与
领导、同事，以及客户之间有效的交流能力。本课程中有
关语言学习的模块将使学员掌握口头及书面交流技巧，用
于应用在本课程的课堂教学和模拟工作环节。

本课程将培养立志在汽车工业和机械设计领域发展的从业
人员，使其具备行业基本技能要求。所有科目使学员理论
联系实际，均包含课堂教学和实地操作部分。

模拟工作实习单元

这个单元给学员提供了在加拿大本地企业实习的机会，将
课堂内容和具体实践有机结合，使学员充分接触日常工作
操作流程，获得宝贵的加拿大工作经验。本单元中，学员
首先将模拟熟练员工进行1:1的实地操作，之后，逐渐承担
其他工作职责。完成模拟工作单元之后，在学员的简历
中，将会增添加拿大工作经验这一项宝贵条目。

本课程项目适用于各学习领域。

行业专业英语 
课程项目

探索

记忆

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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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国际培训中心（ITC）课程项目学员的另一个优势
就是，他们可以下榻在加拿大本地的寄宿家庭，从而将
自己置身于完全的英语语言环境当中。寄宿家庭将提供
学员的一日三餐，学生和传统的加拿大家庭一起，课后
在支持和舒适的环境中继续使用英语进行交流，体验加
拿大人的日常生活。通常，我们的学生会与他们的寄宿
家庭建立深厚的情感纽带，这样的友谊在课程结束之后
还在延续。

我们的寄宿家庭热爱加拿大，对TRU也有深厚的情感。
他们张开怀抱迎接国际学生的同时也明白，构建一个国
际大家庭、在不同的文化中交互生活，这是对于提高国
际学生的英语交流能力是最完美的方式。加拿大是色彩
斑斓之地，我们的寄宿家庭大都有自己的移民故事和飘
扬过海的不俗经历，因此，他们更加明白如何去面对机
遇和挑战，适应全新的文化。

寄宿家庭的类型也很多样化，有的同学愿意选择忙碌的
工薪阶层家庭，而有些则愿意与享受天伦的退休老人们
共度时光，还有一些喜欢安静的家庭环境，而其他则享
受与热闹的大家庭一起生活。住宿条件也不尽相同，有
的是舒适方便的公寓，而有的则是宽敞明亮的别墅。另
外，很多加拿大人愿意在生活中找一些额外的伙伴，比
如养几只宠物。除去这些不同，我们的寄宿家庭都有一
个共同点——他们真诚地欢迎所有的国际学生来到
TRU，来到我们这个大家庭，来到他们温暖的家。

所有选择项目——周末活动和一日游，均可
整合到任意课程项目当中，或根据客户需求
及预算专门定制。

温哥华
我们将带您游览著名的斯坦利公园，参观印第安人的图腾
柱，再从卡皮拉诺吊桥上欣赏一下峡谷森林的惊艳之美，沿
声名远扬的洛逊街购物，在煤气镇发掘一下历史顺便淘宝，
对着格兰维尔岛的工匠和艺术品发出啧啧赞叹。

说到这，您可能一出温哥华国际机场就想在来TRU之前玩上
一两天。不过，等我们的课程全部结束时，再让我们用温哥

华之旅作为您此次加拿大之行的最后乐章吧！

葡萄酒之乡——欧肯纳根
来到BC就一定要来看一看BC最大的葡萄种植区，这里独一
无二的自然条件和乡村美景让人流连忘返。如果您对葡萄
酒感兴趣，还想看一看当地的酒庄，快来吧！别担心，我
们还会在奥查德公园购物中心停一下，基隆拿第一大购物
中心哟！

班夫 
班夫镇坐落在落基山脉阿尔伯塔省的一端，那里有世界著
名的加拿大班夫国家地质公园。班夫公园的壮丽景观绝对
会令您不虚此行。从甘露市到班夫的时间会过得比较快一
些，因为透过车窗外，映入您眼帘的将是一路惊艳的美
景。我们将带您在翡翠湖、贾斯珀，和罗布森山观景台等
地停留。

太阳峰度假村
甘露市距美丽的太阳峰度假村只有45分钟的车程。一年四
季，这个世界顶级的旅游胜地都在等着您去探索。冬季，
这里有全世界的滑雪以及单板发烧友，夏季，这里有高尔
夫、远足、室外大型演唱会，和当地特色农产品市集。

维多利亚 
坐落在温哥华岛上的维多利亚是不列颠属哥伦比省的首
府，BC议会大厦、王后大酒店、灯塔山公园，以及包括著
名的布查特花园在内的多彩鲜艳的各式花园都座落于此。
这里旧时代的魅力和新世界的体验并存，所以，维多利亚
一定要去！ 

惠斯勒黑梳峰 
惠斯勒的黑梳峰曾经举办过2010年冬奥会的雪上项目，与
甘露市相隔4小时车程，是北美第一大滑雪胜地。惠斯勒黑
梳峰冬季有超过200条标示雪道，夏季则举办丰富多彩的文
化活动。另外，连接惠斯勒峰和黑梳峰的天际缆车就在这
里。

 我在寄宿家庭过得非常开心。我们在一起
的时光令人难忘。我会一直和他们保持联
系。——学生的话

寄宿家庭

 我寄宿家庭的叔叔教我和我的室友单词和发
音。每当我们有问题问阿姨的时候，她总是
给我们耐心讲解。——学生的话

 我爱我的寄宿家庭！他们什么事都帮我！他
们人真好！——学生的话

 我和我的寄宿家庭用英语聊天，应为我有太
多在学校的事要和他们分享！——学生的话

和来自世界各地的老师和朋友在一起交流学
习是最棒的一件事。我们可以共同分享彼此
的文化和想法。——学生的话

我非常喜欢独木舟和骑马这类户外活
动。——学生的话

我非常喜欢在玩的同时学习新的词汇、习语
和固定用法。——学生的话

选择项目—— 
周末活动和一日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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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选择海外学习？

选择在海外学习有诸多受益方面，同时会在职业与个人发
展方面得到良好历练。有的朋友希望通过海外学习来拓展
新的就业渠道，或者增加自己履历的含金量，还有的朋友
渴望学习新的语言和文化，同时收获人际交往能力，拓宽
眼界。

为什么选择国际培训中心（ITC）的课程项目？

• 甘露市是一个特别安全的城市，人口约10万人，其中有
13000名TRU学生

• 所有寄宿家庭必须通过无刑事犯罪记录调查，TRU派专
门代表上门确保寄宿家庭符合TRU住宿要求

• TRU WORLD 配有多名多语言国际学生顾问，为国际学
生在加拿大的学习生活提供全方面的支持

• 在课程开始之前，我们将使您对TRU和甘露市有全面系
统的了解

• 在海外学习是学习了解加拿大文化的最佳途径，是提高
英语表达能力最直接有效的方式

如果我的英文水平有限，我还可以报名参加TRU WORLD国
际培训中心（ITC）的课程项目吗？

可以！我们随时欢迎您报名参加我们的课程项目！您不必
担心自己的英文水平，我们的开放性课程项目就是为不同
程度英语语言能力的学员而开设。

除了课堂学习的机会，您还将在课外活动、寄宿家庭中学
习英语。 

我需要托福或雅思成绩才可以参加TRU WORLD国际培训中
心（ITC）的课程项目吗？

我们在报名时不要求您的托福或雅思成绩。在课程开始的
时候，我们将使用一系列评估工具来对您进行合理分班，
确保安排您和水平相当的同学在同一班级进行学习。

我需要签证才能进行海外学习吗？

这将依照您所在国家和地区的具体情况而定。请在出行前
详细咨询有关机构。

如何支付课程项目费用？

一旦您决定参加我们的海外课程项目，请立刻联系国际培训
中心（ITC）索取相应申请表格。完成表格填写之后，请您
将将表格连同支付方式发回到国际培训中心（ITC）。具体
支付手段可以通过银行转账或信用卡来完成。我们在收到您
的申请表之后，即会完成扣款。支付完成后，您将收到相应
收据。 

我该如何支付寄宿家庭的相关费用？

寄宿家庭（含每日三餐）均已计算到您的报名费用当中，
计算时间从课程项目开始的前一晚，到闭幕式当晚的住宿
费用。多余天数费用自理，且必须由指定给您的住宿家庭
直接安排。

甘露市离温哥华多远？如果去温哥华，哪种交通工具最便
捷？ 

甘露市距温哥华相隔3.5小时车程，之间有45分钟的飞行距
离。到温哥华最经济的交通方式是乘坐灰狗巴士，而选择
航班则会节省您的旅行时间，最为便捷。 

我需要购买医疗保险吗？

是的，每位学员都被要求购买一定保额的医疗保险，并且费
用自理。请联系国际培训中心（ITC）获得更多保险方面的
有关信息。 

学员临行核对清单
□ 护照：请确保您的护照在海外学习期间处于有效

期内

□ 签证：请根据您所在的国家和地区办理相关签证
手续

□ 预定机票

□ 医疗保险

□ 旅行保险

□ 银行：请确保您在海外学习期间能够通过相关金
融机构取款或进行消费

□ 移动电话或电话卡

□ 衣物与洗化用品：请留意您海外学习地区的文化
和天气状况

常见问题
新朋友

新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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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汤姆逊大学国际培训中心（ITC）
Thompson Rivers University 
900 McGill Road, Kamloops, BC Canada V2C 0C8

咨询电话 +1.250.377.6103 
电子信箱 globaltraining@tru.ca 
中文请发至 china@tru.ca

truworld.ca/itc
请在社交媒体上找到我们 TRU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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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