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程费用
课程费用*

加拿大元
加拿大元

本科生学费
本科生学费
课程、大学准备课程及学术课程）
•• 所有课程（ESL
所有课程（ESL
课程、大学准备课程及学术课程）
另: 水处理技术专业
学士后文凭学费
工程学专业
研究生学费
学士后文凭学费
• 工商管理研究生证书（GCBA）
•研究生学费
工商管理学硕士（MBA）
（1 年）
• 工商管理研究生证书（MBA预科/GDBA）
•• 工商管理学硕士（MBA）（1
教育学研究生证书（GCES）
年，3学期）
•• 教育学研究生证书（MEd预科/GCES）
教育学硕士（MEd）
（2 年）
•• 教育学硕士（MEd）（前3学期）
环境科学硕士（MSc）
（2 年）
第4学期（针对做项目或写论文的学生）
一般费用（图书馆、活动、学生社团、大学通行证等）
• 环境科学硕士（MSc）（2 年）
申请费（一次性缴清，不予退还）
杂费（图书馆、活动、学生社团、大学通行证等）

$6,900/学期 （至12学分/4门课）超出部分
$500/学分**
$7,900/学期
$19,750/第一学年
$527/学分（约 $7,900/学期）
$19,000/第一学年（$500/学分）
$1,725/课 （平均$6,900/学期，4门课）
$778/学分
（约 $10,190/学期）
$849/学分
$2,334/课
（至$14,000,
6门课）
$30,571/学位
$876/学分
$7,900/学期
$876/学分（约 $8,760/学期）
$8,760/学期
$5,839/学期
$4,325/第4学期
$494/学期
$5,839/学期

$100
$502/学期

申请费（一次缴清，不予退还）
住宿费
请参见 ttruworld.ca/internationalstudents/housing$100
了解详细信息。

住宿费 请参见 truworld.ca/internationalstudents/housing 了解详细信息。
寄宿家庭项目
$2,880/学期
加拿大家庭提供一日三餐和带家具的私人房间。
$150 安置费
$3,000/学期
寄宿家庭
$150
$360安置费
押金
加拿大家庭提供一日三餐和带家具的私人房间。
$375 押金
平均 $3,300/学期
汤姆逊大学公寓及会议中心（校内）
汤姆逊大学公寓及会议中心（校内）
经装修、带有空调且禁止吸烟的安全建筑，配有互联网接
$500 押金
精装修、中央空调，无烟公寓，门禁系统，配有互联网接
$3,735/学期
入、电话服务、有线电视和简单的家政服务。四室风格，套 平均
$30 公寓活动费/学期
入、电话服务、有线电视和简单的家政服务。四室风格，套
$500 押金
房共用，但卧室为私人卧室。不提供就餐。
房共用，但卧室为私人卧室。不提供就餐。
$30 公寓活动费/学期
最短居住时间：2 学期。
最短居住时间：2 学期。
平均 $2,400/学期
McGill On-Campus Housing （校内）
McGill On-Campus Housing （校内）
平均 $2,400/学期
带家具的私人房间，有简单的厨房设施。与其他三个学生共 $150 申请费
带家具的私人房间，有简单的厨房设施。与其他三个学生共
$150 申请费
用浴室。不提供就餐。
$275押金
押金
用浴室。不提供就餐。
$275
甘露市校外住宿
甘露市校外住宿
tru.ca/services/housing/offcampus 了解详细信息。
请参见tru.ca/services/housing/offcampus
请参见
了解详细信息。
其他相关费用
估计相关费用：
$288/学期
•• 医疗保险
医疗保险
$277/学期
$100—500/学期
•• 教材
教材
$100—500/学期
预估每学期总费用
平均
平均$10,500/学期
$11,500/学期
估计每学期总费用
（基于本科生费用和McGill On-Campus Housing 校内住宿费用）
（基于本科生费用和McGill On-Campus Housing 校内住宿费用）

课程范围
课程范围
文科
文科
人类学、经济学、英语、环境学、地理
人类学、经济学、英语、环境学、地理
学、历史学、新闻学、现代语言学、哲
学、历史学、新闻学、现代语言学、哲
学、政治学、心理学、社会学、戏剧、
学、政治学、心理学、社会学、戏剧、
视觉艺术
视觉艺术
商科
商科
会计学、经济学、环境经济学与可持续
会计学、经济学、环境经济学与可持续
发展、金融学、人力资源管理、信息技
发展、金融学、人力资源管理、信息技
术、国际贸易、市场营销、公共关系
术、国际贸易、市场营销、公共关系
学、创业学
学、创业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建筑工程学、计算机信息系统、数字
建筑工程学、计算机信息系统、数字
艺术与设计、软件工程学、网页设计
艺术与设计、软件工程学、网页设计
和编程
和编程
教育与社会工作
教育与社会工作
教育学（幼儿教育、小学教育、
教育学（幼儿教育、中小学教育、
教育领导力、TESL）、ESL、社会工作者
教育领导力、TESL）、ESL、社会工作者
健康科学
健康科学
护理、医学预科、呼吸疗法
护理、医学预科、呼吸疗法
法学
科学与环境
科学与环境
生物学、化学、计算机科学、生态与环
生物学、化学、计算机科学、生态与环
境学、工程学、林学、地质学、园艺
境学、工程学、林学、地质学、园艺
学、数学、物理学、健康科学预科、
学、数学、物理学、健康科学预科、
统计学
旅游学
旅游学
冒险研究、烹饪艺术、会展管理、
冒险研究、烹饪艺术、会展管理、
国际旅游业发展、度假村和酒店管理、
国际旅游业发展、度假村和酒店管理、
体育赛事管理、旅游地开发、
体育赛事管理、旅游地开发、
旅游体验管理
旅游体验管理

***所有费用、日期和政策如有变更，恕不另行通知
通常情况下每门课程为3个学分。

* 所有费用、日期和政策如有变更，恕不另行通知。个别课程可能需要支付额外费用，详情请参见录取文件。

职业技术
职业技术
技术管理、水处理技术
技术管理、水处理技术

英语语言课程（ELP）
英语语言课程（ELP）

定制的培训课程
定制的培训课程

录取 5 级以上的全日制学术学习学生

ESL 核心课程
内容涉及语法、阅读、写作、
口语和听力的实际技能。

大学选修课程
为取自汤姆逊大学学术项目的
课程。

5级

ESL 核心课程

+ 三门大学选修课程

托福 PBT 550 分、托福 iBT 80 分雅思 6.0 的为 5 级

4级

ESL 核心课程

+ 一门大学选修课程

托福 PBT 530 分、托福 iBT 71 分雅思 5.5 的为 4 级

3级

ESL 核心课程
托福 PBT 500 分、托福 iBT 61 分雅思 5.0 的为 3 级

2级

ESL 核心课程
通过汤姆逊大学英语分级考试的为 2 级

1级

ESL 核心课程
建议入学要求为托福 PBT 350 分、托福 iBT 20 分

硕士学位。研究生证书。学士学位。
学士后文凭。证书和文凭。
副学士学位。非母语英语课程（ESL）。
大学转学分。大学预科

100+ 门学术课程
13,000 名学生
17,000 名远程教育学生
1,750+ 名以上留学生
来自超过 85 个国家

安全 舒适

友好

品质

建校日
期：1970 年，

优质教育。一流的国际支持服务。顶级休闲设施。美观现
代化的校园。小班教学。灵活的转学分课程。合作教育课
程。世界级的体育场馆。设立奖学金。绝佳的校内住宿选
择。结合 ESL 课程与学术课程。可接受无雅思和托福成绩
的申请。

学位授予公立
秋

夏

春
100,000
27ºC 夏季

平均气温

冬季

-5ºC to +4ºC
甘露市
维多利亚

温哥华
西雅图

申请 截止日期

人口

世界级

滑雪与滑板滑雪

1 月至 4 月学期

5 月至 8 月学期

9 月至 12 月学期

10 月 15 日

2 月 15 日

5 月 31 日

注：如有空位， 逾期申请将予以考虑。 网址：truworld.ca

汤姆逊大学（TRU）

CHINESE 2014 • MC121140

甘露市

冬
900 McGill Road, Kamloops, BC Canada V2C 0C8
电话：+1 250.828.5252 传真：+1 250.371.5513
咨询邮箱：welcome@tru.ca • china@tru.ca
申请邮箱：iapply@tru.ca
GradAdmissions@tru.ca （研究生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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