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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冬季的校园

年度原住民毕业庆典  年度萨斯卡通骄傲大游行(Pride Parade) 萨斯卡通校园

 加拿大光源同步加速器科研



25,900+ 学生在17个学院和学校

3,400+ 自称原住民学生

4,400+ 研究生

3,100+ 国际学生来自131个国家

163,000+ 校友遍布世界各地

大学 
世界所需 
萨斯喀彻温大学 (University of Saskatchewan-

USask)是加拿大历史最悠久和杰出的大学之一，在全

世界以科研和教育领域上的卓越而声名斐然。   

自1907年建校以来，USask一直十分重视科研上的新

突破，在农业、水和食品安全、传染病和医学技术上

通过合作、创造和跨学科方式引领创新。

 在USask，您将得到我们精力充沛的教职人员的支持

成为世界所需的人才，这里的教育将让您有能力应对

我们这个时代一些重大的全球挑战。您将会为迎接

振奋人心的事业和充实作为有参与感的世界公民的人

生而做好准备。

无论您是决定居住校内还是校外，做为我们USask

大家庭一员—the Huskies—您将会融入我们来自加

拿大和世界各地的多元化、充满活力、热情的学生社

区。您将通过加入我们的学生社团和参加多种校内 

活动，包括使用我们的健身场馆，结交许多新朋友。

加拿大顶级科研大学      

U15 成员

加入我们成就您的未来吧

全球排名 

前100 
为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做出贡
献的大学

(2021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影响力排名)

位于 

条约6领域及梅蒂斯人
的国土

  
加拿大排名

前5
有以下专业:

 ■ 水资源

 ■ 材料科学和工程 

 ■ 公共管理

 ■ 农业科学

 ■ 化学工程 

 ■ 能源科学和工程 

 ■ 环境科学和工程

 ■ 兽医学
(2021软科世界大学学术全球专业排名)



#18 
on the New York Times list 
of '52 Places to Go in 2018'

美丽的 
萨斯卡通萨斯卡通
萨斯喀彻温大学历史悠久的主校区被誉为全国最美校园之一，而我们的城市也被游客和移居者称
为隐藏的宝石。

我们的校园坐落于活力之城萨斯卡通（Saskatoon）中心位置，目前有超过27万人口居住在此并
且这一数据在持续增长。

萨斯卡通欢迎每一位新来者并提供很多体验加拿大文化的机会，全民同庆世界文化的交融。 

作为萨斯喀彻温省最大的城市，萨斯卡通不仅拥有大城市便利的生活设施，同时也具有小城市的
友好和平易近人。

您可以在萨斯卡通这个安全、友好、高性价比的城市里体验真正的加拿大文化。

PHOTOS: TOURISM SASKATOON

#18
《纽约时报》" 2018年52个

最值得一去的地方"榜单

加拿大 

阳光最充沛阳光最充沛 
的城市之一

平均通勤时间少于

20 
分钟

全省 

空气质量空气质量 
优良



PHOTOS: TOURISM SASKATOON

萨斯喀彻温省萨斯喀彻温省 
学习和生活的优势
在加拿大生活和学习的好处众所周知，而在萨斯喀彻温省留学还有许多额外优势。

健康保险健康保险
只要持有有效学习许可并且注册为全日制学习的学生就可
以享受萨斯喀彻温省政府提供的免费健康保险。作为全日
制的本科生或者研究生，您还可以通过自己所属的学生会
选择更全面的健康和牙医保险。

萨斯喀彻温省移民提名计划萨斯喀彻温省移民提名计划
通过萨斯喀彻温省移民提名计划(Saskatchewan Immigrant 
Nominee Program – SINP)，省政府邀请有意在萨斯喀彻温
省生活的外籍人士递交居留申请。符合条件的申请人将获
得省政府向联邦政府推荐的移民提名，进而获得在加拿大
的永久居留权。更多相关信息请查询：saskatchewan.ca/
immigration。

工作机会工作机会
萨斯喀彻温省被称为加拿大的面包篮子，提供众多工作机
会，从农业到采矿，以及金融、保险、房地产和发展迅速
的科技产业，涉及许多其他行业的就业机会。全省失业率
为全国最低之一，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平均失业率仅
为4-6%。本省平均家庭收入超过每年90,000加币。  

毕业生驻留计划毕业生驻留计划
毕业生驻留计划(Graduate Retention Program)面向萨斯喀
彻温省居住的相应认可高校项目的毕业生提供高达20,000
加币的学费退税，这一退税可以在七年间获得。凡在萨斯喀
彻温省居住和报税的毕业生都有资格享受此优惠政策。 

生活成本生活成本
在萨斯喀彻温省，包括萨斯卡通在内的各城市和社区的居
住成本要低于大多数加拿大主要城市。通勤成本也很低。
如果选择住在校外，您可以使用学生专属的不限次公交
卡，您缴纳的学生费中已包含了公交卡费用。

生活质量生活质量
平衡工作、家庭和社交生活是萨斯喀彻温省文化的重要
组成部分。这里的居民可以享受多样的休闲生活。例如，可
以参观世界级的瑞迈摩登(Remai Modern)艺术馆，也可
以在获奖的餐厅享受晚餐。而冬日冰雪节 (WinterShines)
、爵士音乐节 (Jazz Fest) 和先锋戏剧节 (Fringe 
TheatreFestival) 则是体验我们最棒的省市文化的专属时
光。 

 瑞迈摩登(Remai Modern)艺术馆  卡梅科米维辛(Cameco Meewasin)滑冰场  渡头上的纽淳塔（Nutrien Tower）



本科专业本科专业
AGRICULTURE AND 
BIORESOURCES                             
农业与生物资源学院农业与生物资源学院

BACHELOR OF SCIENCE IN AGRIBUSINESS 

农业商务学理学学士农业商务学理学学士

BACHELOR OF SCIENCE IN AGRICULTURE 

农业理学学士农业理学学士

  ■ Agricultural Biology 农业生物学

  ■ Agricultural Economics 农业经济学

  ■ Agronomy 农学

  ■ Animal Science 动物科学

  ■ Applied Plant Ecology 应用植物生态学

  ■ Crop Science 农作物科学

  ■ Environmental Science 环境科学

  ■ Food and Bioproduct Sciences 

食品与生物产品科学

  ■ Horticultural Science 园艺学

  ■ Soil Science 土壤科学

BACHELOR OF SCIENCE IN ANIMAL 

BIOSCIENCE 动物生物科学理学学士动物生物科学理学学士

BACHELOR OF SCIENCE IN RENEWABLE 

RESOURCE MANAGEMENT                                       

可再生资源管理理学学士可再生资源管理理学学士

  ■ Resource Economics and Policy 

资源经济与政策

  ■ Resource Science 资源科学

DIPLOMAS 文凭文凭

  ■ Agribusiness 农业商务学

  ■ Agronomy 农学

EDUCATION 教育学院教育学院

BACHELOR OF EDUCATION 教育学学士教育学学士

  ■ Early/Middle Years 学前/小学初中

  ■ Secondary 高中

  ■ Language Teacher Education 

语言类教师教育

  ■ Sequential Music 模进音乐

  ■ Technical Vocational 职业技术教育

COMBINED BACHELOR OF SCIENCE IN 

KINESIOLOGY/BACHELOR OF EDUCATION 

人体运动学理学学士/教育学学士双学位dw

ARTS AND SCIENCE 文理学院文理学院

BACHELOR OF ARTS 文学学士文学学士

  ■ Archaeology and Anthropology 

考古学和人类学

  ■ Art History 艺术史

  ■ Business Economics 商业经济学

  ■ Classical, Medieval and Renaissance Studies 

古典、中世纪及文艺复兴研究

  ■ Drama 戏剧

  ■ Economics 经济学

  ■ English 英语

  ■ French 法语

  ■ History 历史

  ■ Indigenous Studies 原住民研究

  ■ International Studies 国际研究

  ■ Linguistics 语言学

  ■ Modern Languages 现代语言学

  ■ Music 音乐

  ■ Philosophy 哲学

  ■ Political Studies 政治研究

  ■ Psychology 心理学

  ■ Regional and Urban Planning 

地区和城市规划

  ■ Religion and Culture 宗教与文化

  ■ Sociology 社会学

  ■ Studio Art 画室艺术

  ■ Women’s and Gender Studies 

女性及性别研究

BACHELOR OF ARTS AND SCIENCE 

文理学学士文理学学士

  ■ Environment and Society 环境与社会

  ■ Health Studies 健康研究

BACHELOR OF FINE ARTS 艺术学士艺术学士

  ■ Drama 戏剧

  ■ Studio Art 画室艺术

BACHELOR OF MUSIC 音乐学士音乐学士

BACHELOR OF MUSIC – MUSIC EDUCATION 

音乐学士 - 音乐教育音乐学士 - 音乐教育

BACHELOR OF SCIENCE 理学学士 理学学士

  ■ Applied Computing 应用计算学

  ■ Applied Mathematics 应用数学

  ■ Archaeology 考古学

  ■ Biology 生物学

  ■ Chemistry 化学

  ■ Computer Science 计算机科学

  ■ Environmental Biology 环境生物学

  ■ Environmental Geoscience 环境地球科学

  ■ Food Science 食品科学

  ■ Geology 地质学

  ■ Geophysics 地球物理学

  ■ Hydrology 水文学

  ■ Mathematical Physics 数学物理学

  ■ Mathematics 数学

  ■ Palaeobiology 古生物学

  ■ Physics 物理学

  ■ Psychology 心理学

  ■ Statistics 统计学

  ■ Toxicology 毒理学

BACHELOR OF SCIENCE (BIOMEDICAL 

SCIENCE) 理学学士（生物医学科学）理学学士（生物医学科学）

  ■  Biochemistry, Microbiology and 

Immunology 生物化学，微生物学和免疫学

  ■ Biomedical Foundations 生物医学基础

  ■ Biomedical Neuroscience 

生物医学神经系统科学

  ■  Cellular, Physiological and 

Pharmacological Sciences 

细胞，生理和药理科学

  ■  Interdisciplinary Biomedical Sciences 

跨学科生物科学

ST. THOMAS 
MORE COLLEGE                                            
圣托马斯摩尔学院

圣托马斯摩尔学院(STM)是一所天主教文科 
学院，也是USask的一所联合学院，位于萨斯 
卡通市的主校区。 STM提供下列独有的文理 
专业： 

BACHELOR OF ARTS 文学学士
  ■ Philosophy 哲学

  ■ Religion and Culture 宗教与文化

CERTIFICATES AND MINORS 证书与辅修证书与辅修

  ■ Catholic Studies  (certificate) 

天主教研究(证书)

  ■ Critical Perspectives on Social Justice and 

the Common Good  (minor) 

社会公正与公众利益的批判视维（辅修） 

  ■ Jewish and Christian (certificate) 

犹太教和天主教（证书）

  ■ Ukrainian Studies (minor) 乌克兰研究(辅修)



USask有 一半本科生参与亲身实
践、以课程为基础的科研机会，从中学习创造
和分享新知识。

EDWARDS SCHOOL BUSINESS  爱德
华兹商学院

BACHELOR OF COMMERCE 商学学士

  ■ Accounting 会计

  ■ Finance 金融

  ■ Human Resources 人力资源

  ■ Management 管理学

  ■ Marketing 市场营销

  ■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供应链管理ool of 

KINESIOLOGY 人体运动学学院

BACHELOR OF SCIENCE IN KINESIOLOGY 

人体运动学理学学士

  ■ Exercise and Sport Studies 训练与运动研究

COMBINED BACHELOR OF SCIENCE IN KINESIOLOGY/BACHELOR 

OF EDUCATION 
人体运动学理学学士/教育学学士双学位

ENGINEERING 工程学院

BACHELOR OF SCIENCE IN ENGINEERING工程理学学士

  ■ Chemical Engineering 化学工程
  ■ Civil Engineering 土木工程
  ■ Computer Engineering 计算机工程
  ■ Electrical Engineering 电气工程
  ■ Engineering Physics 工程物理
  ■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环境工程
  ■ Geological Engineering 地质工程

  ■ Mechanical Engineering 机械工程                                USask提供 

众多出名的带薪实习项目助您获得"在职"工作经验：

 ■ Computer Science Professional Internship Program (CSPIP) 
计算机科学专业实习项目

 ■ Engineering Co-op Internship Program 
工程实习项目

 ■ Edwards School of Business 
Co-operative Education Program                                                           
爱德华兹商学院实习课程项目

 ■ Economics Internship Program 经济学实习项目
 ■ English Career Internship 英语职业实习
 ■ Hydrology Co-operative Education Option 

水文学实习课程项目

以下专业需要大学学习背景： 

DENTISTRY 口腔学院
DOCTOR OF DENTAL MEDICINE

 ■ Bachelor of Science in Dentistry 口腔理学学士
 ■ International Dental Degree Program 
国际口腔学位项目

LAW 法律学院
JURIS DOCTOR 法学博士

JURIS DOCTOR AND BACHELOR OF ARTS COMBINED 
DEGREE 法学博士和文学学士双学位

JURIS DOCTOR AND BACHELOR OF COMMERCE COMBINED 
DEGREE 法学博士和商科学士双学位

JURIS DOCTOR AND MASTE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COMBINED DEGREE 
法学博士和工商管理硕士双学位

NURSING 护理学院
BACHELOR OF SCIENCE IN NURSING 护理理学学士

PHARMACY AND NUTRITION    药学
与营养学院 
BACHELOR OF SCIENCE IN NUTRITION 营养学理学学士

DOCTOR OF PHARMACY 药学博士

VETERINARY MEDICINE 兽医学院
DOCTOR OF VETERINARY MEDICINE 兽医学博士

 以下专业只限招收加拿大公民和永久居民：                   

MEDICINE 医学院
DOCTOR OF MEDICINE 医学博士

每年700+ 学生加入
USask的本科科研经验(SURE)
连接和培训项目。



欢迎来到USASK!

申请步骤申请步骤
1. 确定专业 
通过 ADMISSIONS.USASK.CAADMISSIONS.USASK.CA 了解专业，入学要
求和申请截止日期。

2. 开始申请 
通过 APPLY.USASK.CA APPLY.USASK.CA 申请一个账号。如果您有
任何关于申请的问题，我们很乐意帮助您！

3. 提交您的申请和支付申请费
需注意申请截止日期。提早提交您的申请可享有
提前录取和获得奖学金的机会。

4. 递交您的申请材料
递交申请后，尽早上传您最近的成绩报告和成绩
单。

5. 查询申请状态 

通过 APPLY.USASK.CA APPLY.USASK.CA 登录申请系统关注您的申
请状态。

及时了解申请材料是否递交成功，是否需要补充
其他材料，是否已经有录取决定。 

6. 接受您的入学通知书
如果您收到了录取通知书，在网上接受录取，正
式成为萨斯喀彻温大学的学生。

访问新学生网页  
STUDENTS.USASK.CA/NEW 
了解USask学生生活方面有用的信息.

联系USask国际学生和留学中心(ISSAC)获得您过
渡到加拿大学生生活的支持，以及与其他国际学
生建立联系。

 在默利斯贝尔舍(Merlis Belsher Place)的毕业典礼  USask语言中心  在线学习



 2021

秋季 2022–2023申请开放

 11月
初

2022-2023秋季和冬季学期的学生宿舍申请开放

11月 
15

2022冬季学期大学学位课程和语言中心学术英语课程双录取申请截止

12月 
1

以下学院2022秋季学期提前录取申请截止： 
■  教育学院   ■ 人体运动学学院  

为保证有资格申请最优入学奖学金，需在此截止日期前递交入学申请

12月 
15 最优入学奖学金申请截止

 2022

2月
15

以下学院常规录取截止：  
■  教育学院   ■ 人体运动学学学院

为保证有资格申请以下奖学金，需在此截止日期前递交入学申请： 
■  最具竞争力入学奖学金   ■  国际加拿大课程学校奖学金 

■  国际学校委员会奖学金   ■  枫叶国际学校奖学金

以下奖学金无需递交申请，在此截止日期前递交入学申请可被自动列为奖
学金候选人： 
■  国际学生优秀奖学金   ■  国际文凭优秀奖学金

3月
1

以下奖学金申请截止： 
■  最具竞争力入学奖学金   ■  枫叶国际学校奖学金 

■  国际加拿大课程学校奖学金  ■  国际学校委员会奖学金  

3月
15

2022春季学期大学学位课程和语言中心学术英语课程双录取申请截止 

5月 
1

以下学院申请入学截止： 
■  农业与生物资源学院   ■  文理学院   ■  爱德华兹商学院   ■  工程学院

5月
初

学生宿舍房间选择程序开始

7月
15 2022秋季学期大学学位课程和语言中心学术英语课程双录取申请截止

重要日期 



学费和学生费
萨斯喀彻温大学大多数本科专业的学费是通过您每年注册的课程费用来计算的。

下表是学生一年内满负荷注册课程大概所需要的学费。

国际学生学费预估

农业与生物资源学院 $20,631 CAD

文理学院
文科$20,130 CAD

理科$21,078 CAD

教育学院 $21,249 CAD

爱德华兹商学院 $ 24,090 CAD

工程学院 $27,312 CAD

人体运动学学院 $20,817 CAD

上述国际学生满负荷注册课程的学费预估是指2021年秋季学期和2022年冬季学期 (九月-四月)的学费。 国际本科生的学费是基于加拿大本地学生（公民和永久居民）
学费的3.0倍进行计算的。 

学生费用于支持您大学教育涉及的部分特别学生福利。这笔费用包括支持体育运动和娱乐项目、学生服务、健康和口腔
保健计划、学生会以及可满足您本学年在本市自由乘车不受限制的公交卡(U-Pass)。  

学生费具体费用将取决于您是全日制或非全日制学生，校内上课，或远程学习。此学生费预估显示一名秋季和冬季学期
在校内上课的全日制学生需支付的费用。

学生费预估 $988.24 CAD

 在默利斯贝尔舍(Merlis Belsher Place) 的Huskies冰球比赛  使用大学公交卡可自由乘车不受限制



奖学金
在萨斯喀彻温大学，我们重视并认可您的学术成绩和个人成就。当您申请入学时，基于学术成绩，您将会被自动列为多
项奖学金的候选人：

22月月1515日日前递交大

学申请

国际学生优秀奖学金

$10,000
国际文凭优秀奖学金

$20,000

所有申请者被自动自动
列为奖学金候选人

所有被录取者均可获得的入学奖学金

$500-$3,000
奖学金金额依据您的录取平均成绩颁发

大学桥梁课程奖学金 

$1,500
双录取申请者直接进入到大学桥梁课程4级

被自动列为奖学金候选人

您还可以申请其他奖学金和助学金。这些奖学金的获得是基于您的学术成绩和领导力及对所在学校或社区的贡献：

1212月月11日日前递交大

学申请

最优入学奖学金

爱德华兹本科奖学金

$24,000
农业和生物资源学院入学奖学金

$12,000

奖学金申请截止日期1212月月1515日日

22月月1515日日前递交大

学申请

最具竞争力入学奖学金

$500-$32,000
奖学金申请截止日期33月月11日日

枫叶国际学校奖学金

$15,000
奖学金申请截止日期33月月11日日

国际加拿大课程学校奖学金

$15,000
奖学金申请截止日期33月月11日日

国际学校委员会奖学金

$15,000 
奖学金申请截止日期33月月11日日

录取平均成绩在85%以上的学生
均可以获得  

至少一项奖学金至少一项奖学金
$1300万加币万加币  
作为奖学金、助学金和各种奖励



高中毕业或者高中在读高中毕业或者高中在读
您可以在即将毕业当年申请提前录取。您可以在即将毕业当年申请提前录取。

录取平均成绩录取平均成绩
计算录取平均成绩是为了判定您是否达到所申请专业的滚动录取最低要求。如果所申请专业采取排名录取制，您在排名中的位
置取决于您的录取平均成绩。

高中在读或高中毕业高中在读或高中毕业
根据五门课程的成绩计算录取平均分，具体要求如下：

  ■■ 数学数学
  ■■ 语文语文
  ■■ 以下课程中选择三门：以下课程中选择三门：
* 生物、化学和物理中最多选两门
* 英语、历史和地理中最多选两门
* 音乐和美术中最多选一门

转学分学生转学分学生
关于如何申请转学分至萨斯喀彻温大学的更多信息请咨询admissions.usask.ca。

本科录取要求本科录取要求

本科学位或文凭本科学位或文凭 高三(高三(1212年级)必修课程年级)必修课程

农业与生物资源学院农业与生物资源学院

 ■ 动物生物科学理学学士  ■ 生物
 ■ 化学
 ■ 数学

必修课不可缺。

 ■ 农业理学学士
 ■ 可再生资源管理理学学士
 ■ 农学文凭

 ■ 生物
 ■ 化学
 ■ 数学 如缺少一门课也可能被该学院录取。

若被录取，必须在进入大二之前补上这
门课程。 ■ 农业商务学理学学士

 ■ 农业商务学文凭
 ■ 生物或或化学或或物理
 ■ 数学

文理学院文理学院

 ■ 文学学士
 ■ 文理学学士
 ■ 艺术学士
 ■ 音乐学士
 ■ 音乐学士 - 音乐教育
 ■ 理学学士

 ■ 数学 缺少数学成绩也可能被该学院录取。但
在被录取后，须向学院有关部门咨询如何
补全数学成绩。

 ■ 理学学士（生物医学科学）  ■ 生物
 ■ 化学
 ■ 数学

每门必修课不低于70%（非加拿大教育
体系分数将被换算成加拿大教育体系
分数）。
缺少必修课无法录入生物医学科学专
业。

教育学院教育学院

 ■ 教育学学士  ■ 生物或或化学或或物理或或地质学
 ■ 历史或或社会学或或原住民研究
 ■ 外语(除英语外)或或美术或或艺
术表演

 ■ 数学

 如缺少两门课程也可能被该学院录取。
若被录取，必须在进入大二之前补上所
缺课程。

 ■ 人体运动学理学学士/教育学学
士双学位

 ■ 生物
 ■ 化学或或物理
 ■ 数学

必修课不可缺。

爱德华兹商学院爱德华兹商学院
 ■ 商学学士  ■ 数学 缺少数学成绩也可能被该学院录取。若

被录取，必须在进入大二之前补上这
门课程。

工程学院工程学院
 ■ 工程理学学士  ■ 化学

 ■ 物理
 ■ 初级微积分

每门必修课不低于70%（非加拿大教育
体系分数将被换算成加拿大教育体系
分数）。

人体运动学学院人体运动学学院
 ■ 人体运动学理学学士  ■ 生物

 ■ 化学或或物理
 ■ 数学

必修课不可缺。

课程要求课程要求



常见语言考试和成绩证明常见语言考试和成绩证明 最低分数要求最低分数要求

IELTS (学术类) (学术类)*
International English Language Testing System (雅思考试)

总分不低于6.5分，单项不低于：
阅读: 6 | 听力: 6 | 口语: 6 | 写作: 6

TOEFL (网考)(网考)*
Test of English as a Foreign Language (托福考试)

总分不低于86分，单项不低于：
阅读:19 | 听力:  19 | 口语: 19 | 写作: 19

INTERNATIONAL BACCALAUREATE 国际文凭课程国际文凭课程 (IB) 
英语A1或英语A2高级或者英语B高级

5
完成国际文凭课程同样满足录取的英语语言能力要求。

ADVANCED PLACEMENT 大学先修课程大学先修课程  (AP) 
英语

4

毕业于全日制英语高中（中学）或者大学毕业于全日制英语高中（中学）或者大学

如毕业时间已经超过五年，则可能需要提供额外的英语语言能力证明。

在以英语为教学语言的全日制中学学习的时间要求在以英语为教学语言的全日制中学学习的时间要求
 ■ 至少完成包括10、11和12年级在内的三年全日制学习，并且需要成功
通过12年级英语考试A30和B30 (或同等课程)

接受加拿大课程系统教育的海外学生，其12年级的英语成绩不低于
65%

 ■ 至少完成包括11和12年级在内的两年半全日制学习，还需要成功通过
12年级英语考试A30和B30 (或同等课程)，成绩不低于70%

 ■ 至少完成包括11和12年级在内的两年全日制学习，还需要成功通过12
年级英语考试A30和B30 (或同等课程)，成绩不低于80%

在被萨斯喀彻温大学认可的、并以英语为教学和考试官方语言的大学中在被萨斯喀彻温大学认可的、并以英语为教学和考试官方语言的大学中
全日制学习的时间要求全日制学习的时间要求*

 ■ 在学位课程中学习至少一年并且成绩合格
 ■ 在加拿大境内被萨斯喀彻温大学认可的大学中完成两年文凭课程并
且成绩合格

 ■ 在加拿大境外被萨斯喀彻温大学认可的大学中完成三年文凭课程并
且成绩合格

*  学校必须申明英语是整个学校教学和考试的唯一语言，而不是只在
其中几个院系使用英语教学和考试。

萨斯喀彻温大学语言中心萨斯喀彻温大学语言中心 在萨斯喀彻温大学语言中心完成学术英语课程（English for Academic 
Purposes）并成绩合格

*所有语言成绩证明需为同一次考试成绩，不可结合使用多次考试成绩。语言成绩证明自考试日期起两年有效。学生提交的所有语言成绩(两年有效期内)在大学第一学期注册时必须有效。

如果您学术成绩满足录取要求但未达到英语语言能力要求，您有资格申请双录取，进入到萨斯喀彻温大学语言中心学习英语语
言。

双录取双录取
您在进入学位专业学习前需要提高您的语言成绩吗？以下所有六个学院都接收语言中心的学术英语课程 (English for Academic 
Purposes) 和本科学位专业的双录取：

 ■ 农业与生物资源学院
 ■ 文理学院

 ■ 教育学院
 ■ 爱德华兹商学院

 ■ 工程学院
 ■ 人体运动学学院 

英语语言能力英语语言能力
英语为非第一语言的申请者必须提供英语语言能力证明。



学术英语课程学术英语课程
萨斯喀彻温大学语言中心的学术英语课程 (English for Academic Purposes)是为学生成功而设计的。您通过该课程提
升的语言能力，文化和学术的技能将有助您的大学学习、事业和生活。

学术英语课程分为四个等级。每个等级的设立是为提高学生现有技能、函授新语言，特别有助于为您的大学学习和生活
做好准备。

1级 2级 3级 4级

大学学位专业

入门课程 中级课程 大学预备课程 大学桥梁课程

基础英语 学术优势

学术优势学术优势

学术英语(English for Academic Purposes)的高级课程为您开始大学学位专业学习提供了学术优势。该课程不仅仅是学
习英语语言，更是从语言、学术和文化上为您的成功助力。

大学预备课程大学预备课程
在大学预备课程中，您将学习关键的语言技能，这对每一位大学学生都很重要。

  ■■ 阅读阅读: 学习如何阅读和理解学术文章

  ■■ 听力：听力：学习如何有效的听课和记笔记                      

  ■■ 写作：写作：学习如何写论文和准备考试

  ■■ 口语：口语：学习如何有效演讲 



“大学桥梁课程伸出援手，引导您越过初入大学所面
临的困难，展现出一名您可以成为的学生。” 

L. KROL, 教育学硕士
大学桥梁课程协调人和授课老师

大学桥梁课程大学桥梁课程
在学术英语课程(English for Academic Purposes)的最后一个课程等级中，您将继续通过英语课程提升能运用到真正大
学课堂中的语言技能，同时获得萨斯喀彻温大学学位专业的学分。 

文理学院或农业与生物资源学院文理学院或农业与生物资源学院 爱德华兹商学院爱德华兹商学院 工程学院或教育学院工程学院或教育学院

6个学分个学分可转入您的本科专业：

英语课程3个学分 
+ 
大学课程3个学分

大学课程示例： 
人类学 111.3 
社会学 112.3

6个学分个学分可转入您的本科专业：

英语课程3个学分 
+ 
大学课程3个学分

大学课程示例：                              
商务 101.3 
社会学 112.3

3个学分的选修课个学分的选修课可能转入一些本
科专业

大学提供的课程可能会有调整

我们的大学桥梁课程等级给您提供了最佳的大学入门介绍。以下是大学桥梁课程的一些优势：

1.  获得大学桥梁课程老师的不断支
持，其与您一同参加大学课程。

2.  大学课堂中的课程、课本和作业成
为您英语语言课程的基础学习材
料。

3.  掌握重要学术英语技能的同时体验
一门大学课程。



课程函授方式课程函授方式

线下授课线下授课
萨斯喀彻温大学语言中心接收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在我们位于加拿大萨斯喀彻温省萨斯卡通市的校园内上课。

线上授课线上授课
学术英语课程(English for Academic Purpose)已设计成可线上上课，使用最先进的软件函授课程。

线上课程安排在每日的固定时间授课，您可以与老师和同学一起学习。您可以在课外完成作业和访问学习资源，在 
老师的帮助下继续独立学习。

课程特色课程特色

学生体验团队学生体验团队
在您需要时，我们的团队为您提供支
持。我们的学生顾问将回答您关于大
学学习和生活的问题。

学习资源学习资源
您可访问一整个图书馆的更多资源引
导和支持线上和线下学习。

紧密相联的辅导课紧密相联的辅导课
在每周安排好的辅导课中与老 
师和同学一同继续您的学习和建立
联系。

活动安排活动安排
融入我们社区的社交活动，与有趣的
人结交朋友。在周五的学生休息室汇
集了所有课程等级的学生，参加社区
拓展活动，了解加拿大文化，校园和
本市活动。



课程时间和申请截止日期课程时间和申请截止日期

学术英语课程(English for Academic Purposes)每年有三个学期和三个录取时间。每个学期13周长，每个课程等级可在
一个13周的学期中完成。  

冬季学期冬季学期 
(1月 - 4月) 
申请截止日期为20212021年年1111月月1515日日

春季学期春季学期 
(5月 - 7月) 
申请截止日期为20222022年年33月月1515日日

秋季学期秋季学期 
(9月 - 12月) 
申请截止日期为20222022年年77月月1515日日

录取要求录取要求

IELTS TOEFL  其他其他

1级 入门课程级 入门课程 4.5 (单项成绩均为4.0或更
高) + 必要的分级考试

60 (单项成绩均为10或更
高) + 必要的分级考试

由分级考试决定

2级 中级课程级 中级课程 5.0 (单项成绩均为4.5或更
高) + 必要的分级考试

60 (单项成绩均为12或更
高) + 必要的分级考试

由分级考试决定或完成1级
入门课程

3级 大学预备课程级 大学预备课程 5.5 (单项成绩均为5.0或
更高)

70 (单项成绩均为15或更
高)

由分级考试决定或完成2级
中级课程

4级 大学桥梁课程级 大学桥梁课程 6.0 (单项成绩均为5.5或
更高)

75 (单项成绩均为17或更
高)

完成3级大学预备课程

*请注意：1级不是初学者等级。学生需掌握基础英语能力应对分级考试。

分级考试分级考试

如果您完成申请但未递交语言成绩，我们将联系您安排参加分级考试，用于根据您现在的英语水平分班。如果在分级
考试过程中遇到任何技术问题，我们的学生体验团队会给您提供全力支持。  

学费和学生费预估学费和学生费预估

以下学费和学生费预估是一名就读学术英语课程 (English for Academic Purposes) 的国际学生每学期所需的费用。参加线
下课程的学生将会收取额外的学生费，用于支持在校学生福利。

学费学费 学生费学生费 总费用总费用

1级 入门课程级 入门课程 $5,400.00 CAD $200-$340 CAD $5,600-$5,740 CAD

2级 中级课程级 中级课程 $5,400.00 CAD $200-$340 CAD $5,600-$5,740 CAD

3级 大学预备课程级 大学预备课程 $5,400.00 CAD $200-$340 CAD $5,600-$5,740 CAD

4级 大学桥梁课程级 大学桥梁课程 + 

大学课程大学课程

$5,400.00 CAD + 
$1,740.00 CAD*

$200-$340 CAD+ 
 $750.00 CAD 
(大学桥梁课程支持费)

$8,090-$8,230 CAD

*国际本科生的学费是基于加拿大本地学生（公民和永久居民）学费的3.0倍进行计算的。



学生住宿学生住宿
我们USask的宿舍是一个可以收获持续一生友谊的社区，同时通过住宿服务享受学术和同伴支持。USask有四种类型的住
宿，提供安全，舒适和便捷的本科生和研究生的住宿，满足学生多样化的需求。

学院宿舍楼学院宿舍楼 (College Quarter)
现代、舒适、家具配套齐全的公寓式单元，与其他本科生同住。距
USask主校区仅5分钟步行路程。 

航行者宿舍楼航行者宿舍楼 (Voyageur Place)
传统的寝室风格住宿，包含 USask 马奎斯餐饮中心
(Marquis Culinary Centre)的一日三餐。位于校园中心位
置，航行者宿舍楼是一个有活力的本科生社区。

马可勇帕克宿舍楼马可勇帕克宿舍楼(McEown Park) 
供单人、情侣和有家庭的学生住宿的公寓式单元。距
USask主校区仅10分钟步行路程。

研究生宿舍楼研究生宿舍楼(Graduate House)
露天、现代的公寓式建筑，为研究生、专业课程学生和高
年级本科生提供单间套房、高挑小户型和双床房间住宿。
建有室内运动室和音乐间。

住宿费包含所有水电暖费，网费（无线）和洗衣费。住宿费包含所有水电暖费，网费（无线）和洗衣费。

在我们所有的计划工作中，社区的健康和安全是我们优先考虑的方面，增加清洁措施、提供现成的消毒用品、提高学生的
健康和安全意识以及安排相关教育培训。我们将持续对我们住宿的学生做到最佳的健康和安全引导。请访问livewithus.
usask.ca了解住宿最新信息.

COLLEGE QUARTER – 4 BEDROOM

BEDROOM

BEDROOM BEDROOM

BEDROOM

BATH 2BATH 1

KITCHEN/DINING

LIVING ROOM

COLLEGE QUARTER 4BEDROOM

985 Sq. Ft.

VOYAGEUR PLACE  
(SASK. HALL) – SINGLESASKATCHEWAN HALL 1 BED

655 Sq. Ft.

 学院宿舍楼学院宿舍楼



寄宿家庭寄宿家庭

住宿家庭的选项可能提供给就读于语言中心的学生。萨斯卡通的寄宿家庭为您提供一个安全和全英语的住宿环境。通
过寄宿家庭，您可以很快适应加拿大生活和提高语言水平。我们寄宿家庭的房东来自不同的背景，他们都能为您提供体
验加拿大文化的机会，让您拥有宾至如归的感受。

寄宿家庭费用包括机场接机、私人独立带家具的房间、一日三餐、无线上网、所有水电暖费用和使用洗衣设施。

费用估算费用估算

寄宿家庭寄宿家庭 学院宿舍楼学院宿舍楼 航行者宿舍楼航行者宿舍楼 校外租房校外租房

8个月房租个月房租(9月月-4月月) ~$8,000.00 CAD 三人或四人式单间:             
$6,792 CAD

双床间: 
$7,816 CAD

单间套房: $7,448 CAD

单人间: $10,250 CAD

两人式单间(如果在2022/2023
学年再次启用): $9,240 CAD

$6,800–$14,400 CAD

餐饮费用餐饮费用 4 包含包含

一日三餐和零食一日三餐和零食

4 部分包含

学院宿舍楼住宿学生会收到一
张住宿现金卡，可用于USask
餐饮服务餐厅

4 包含

航行者宿舍楼住宿学生可在
马奎斯餐饮中心 (Marquis 
Culinary Centre) 安排一日三餐

6 不包含

家具，水电暖费，洗衣费，家具，水电暖费，洗衣费，
无线网络无线网络

4 包含包含 4 包含包含 4 包含包含 6 不包含

生活总费用包括平均学费生活总费用包括平均学费

$21,078 CAD
(低档位学费低档位学费) 不适用不适用 $27,870–$28,894 CAD $30,318–$31,328 CAD

$25,878–$35,478 CAD 
+ 餐饮、水电暖费、无线网
费、洗衣设备使用费等

$27,312 CAD 
(高档位学费高档位学费) 不适用不适用 $34,104–35,128 CAD $36,552–$37,562 CAD

$34,112–$41,712 CAD 
+ 餐饮、水电暖费、无线网
费、洗衣设备使用费等

$5,600 CAD
(语言中心低档位学费和语言中心低档位学费和
学生费学生费)

$13,600 CAD $12,392–13,416 CAD $14,840–$15,850 CAD
$12,400–$20,000 CAD
+ 餐饮、水电暖费、无线网
费、洗衣设备使用费等

$8,230 CAD
(语言中心高档位学费和语言中心高档位学费和
学生费学生费)

$16,230 CAD $15,022–$16,046 CAD $17,470–$18,480 CAD
$15,030–$22,630 CAD 
+ 餐饮、水电暖费、无线网
费、洗衣设备使用费等

费用估算基于2021-22年度的费率，费用可能变动。

 航行者宿舍楼航行者宿舍楼



招生、录取和转学分招生、录取和转学分

R ECRU ITM E NT, ADM ISSI O NS 
AN D TR ANSFE R CR E D IT

  admissions@usask.ca
  admissions.usask.ca
  uofsask.cn 

加拿大加拿大

人口人口: 3800万
首都首都:  渥太华
国土面积国土面积: 998万平方公里 

萨斯卡通萨斯卡通

人口人口: 超过27万 
气候气候: 加拿大阳光最充沛的城市之一

  春季    夏季
8.9°C 至 -3.3°C 24.3°C 至 10.5°C

  秋季   冬季
9.2°C 至 -2.6°C -10.2°C 至 -20.7°C

飞行距离飞行距离 (非所有直航)

温哥华: 1,562公里 

埃德蒙顿: 524 公里
卡尔加里: 603 公里
温尼伯: 784 公里

行车距离行车距离

加拿大加拿大

温哥华: 1小时49分
多伦多: 3小时31分
纽约: 6小时36分
洛杉矶: 8小时7分
墨西哥城: 9小时20分
基多: 19小时52分
圣保罗：17小时58分
伦敦: 13小时25分
阿布贾: 24小时33分
约翰内斯堡: 26小时57分
内罗毕: 25小时48分
迪拜: 23小时 33分
新德里: 18小时5分
胡志明市: 23小时50分
北京: 14小时44分
东京: 14小时18分

温哥华

墨西哥城

洛杉矶

基多

圣保罗
约翰内斯堡

内罗毕
阿布贾

卡尔加里 
埃德蒙顿

     温尼伯
萨斯卡通萨斯卡通

多伦多
渥太华

       纽约

伦敦

 东京北京

胡志明市

新德里迪拜

ADMISSIONS.USASK.CA

萨斯喀彻温大学语言中心萨斯喀彻温大学语言中心

U N IV E R SIT Y O F SA SK ATCH E WAN 
L ANGUAG E CE NTR E

  uslc.registration@usask.ca
  (+1) 306-966-4351
  learnenglish.usask.c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