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路径
您将在北方 

收获更多

职业

照片：Destination BC/Megan McLel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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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喜您！您已踏上了一条特别的道
路：您将开启高等教育。无论您是
想为职业生涯做准备，学习一门专
业，还是获取一个学位，您都可以
在卑诗省北部得偿所愿，开启终身
难忘的探险之旅。

如果您有幸生活在卑诗省北部，那么您已然知道这是一个
多么充满活力、启发灵感的地方。你特别幸运，因为北方
拥有如此丰富的教育和培训机会。您可以打造自己的职业
生涯，同时从经济实惠的当地教育方案中获益。

如果您来自加拿大的其他地方，您将体会到北方社区的温
暖，在这里多样性和包容性是一种生活方式。我们的社区
充满活力，友善热情，走出家门就能开展丰富多彩的户外
活动。

国际学生来到卑诗省北部的教育机构求学，因为这里提供
加拿大式的安全和卓越教育，外加小班的额外好处和更个
性化、更热忱的教育环境。

在卑诗省北部学习还有更多优势：广泛的课程、职业选
择，以及探索你人生意义的更多潜力。在卑诗省北部， 
你可以绘制自己的人生蓝图。



热爱加拿大？
壮丽的自然风光比比皆是。精彩纷呈的户外
活动距离您所选择的学院或大学仅有几分钟
的车程。

北极光学院
西北社区 
学院

新喀里多尼亚 
学院

北英属哥伦比亚大学

欲了解我们当地校区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studynorthbc.ca。



探索北方的文化多样性。
北方的教育机构具有包容性、多样性和文化丰富
性，与原住民文化和社区密切相连。

在教室和实验室，并通过亲身经历
学习成长。
北方的教育机构与工业和地质学的联系紧密，因此您
可以通过课堂外的实践完善学习体验。

世界需要更多地倾听加拿大 

卑诗省北部的高等学府欢迎国际学生前来。卑诗省北
部的教育机构提供世界一流的设施和教学，社区环境
热情友好。

规模较小的社区提供更多的增长 
机会。
安全、较小的社区和教室提供个性化的教育体验。在卑
诗省北部，你将探索各种兴趣，发现你的激情所在，同
时为有建树的职业生涯做好准备。

利用卑诗省转学指南了解你的选项。
借助卑诗省转学指南，你可以先在一所学府学习，然后
带着你的学分转学。你可以在一个学院学习两年，然后
转学至一所大学，以完成四年制的学位。



新喀里多尼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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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国际留学生提供的家庭寄宿和校区内住宿选择



70 多个健康科学、贸易与技术、社会服务、商科
和大学学习项目。
新喀里多尼亚学院的主校区位于乔治王子城，其他校区分别坐落在伯恩
斯湖、圣詹姆斯堡、麦肯齐、克内尔和凡德霍夫。

新喀里多尼亚学院提供广泛的健康、社会科学、技术、贸易、大学转
学、成人特殊教育和基础教育项目。该学院还与北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合
作，以便学生能够在学院学习的基础上获得大学学位。

国际留学生选择新喀里多尼亚大学，以参加 ESL 课程，进行大学转学，
提高学术能力，攻读文凭或大专项目。

学府之间的学分转移

借助卑诗省转学指南，许多学生可以带上他们此前获得的学分在卑诗省
的高等教育学府之间转学。

这意味着什么？ 如果您搬家或想要改变，则只需带上学分转学。如果您
希望获得大学学位，则您可以在家附近的学院学习两年，然后在之后的
两年转学到一所大学。敬请访问 www.bctransferguide.ca 了解更多信息

丰富多彩的选择和机会

卑诗省北部的大学和学院提供广泛的学习体验，为各类职业生涯奠定成
功之路。许多课程和项目均设计有独特的实践学习机会。其共同点在于
多样性、包容性以及与其所在社区的紧密联系。



北极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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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国际留学生提供的家庭寄宿和校区内住宿选择



职业和专业培训、贸易培训及学术/大学转学 
项目。
北极光学院是石油和天然气、清洁能源技术和航空航天领域的卓越培训
中心。该学院设有八个校区和学习中心，分别位于阿特林、切特温德、
道森溪、迪斯湖、纳尔逊堡、圣约翰堡、哈德森霍普和坦伯勒岭。

20 多年来，北极光学院始终欢迎国际留学生参加其 ESL 课程，攻读学术
文凭项目（大学转学）和贸易项目。

如虎添翼的职业发展道路

您的事业可以在北方腾飞。许多行业的人才需求相当高，而且与典型的
城市地区相比合格应聘者的人数较少。北极光学院提供航空航天、石油
和天然气、矿业和清洁能源等领域的专业课程。

以学生为本的体验

卑诗省北部的教育机构提供了理想的平衡：我们的设施十分先进。我们
符合与南方较大教育机构同样高的认证标准，但提供较小的班级规模和
平易近人、个性化的体验。学生们认识他们的老师和班级中的其他 
同学。



西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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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国际留学生提供的家庭寄宿和校区内住宿选择



艺术、科学、商业、健康、人类服务、贸易和工
作场所培训方面的前瞻性实践学习。
西北社区学院是一个多元创新的教育机构，提供独特的教育体验，着眼
于体验式学习。借助实地学校、学位合作伙伴关系和大学转学，NWCC 
提供高质量、经济实惠的教育。NWCC 是西北海岸艺术 Freda Diesing 学
校和勘探与采矿学校的中心。

该学院总部位于特勒斯，服务面积 8 万平方公里，拥有 9 万名居民。七
个校区/中心分别坐落在黑泽尔顿、基蒂马特、马塞特、鲁珀特王子港、
夏洛特女王城、史密瑟斯和特勒斯。NWCC 自豪地承认我们工作和生活
在原著民族国。

你的课堂是现实世界

实地学校是获得大学学分并体验卑诗省西北部传奇历史、文化和环境的
独特方式。在读的学生们均赞同，NWCC 壮观的户外课堂不同于任何其
他地方接受的教育。

生活质量

卑诗省北部多元而和谐。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以卑诗省北部为家，
并为一个活力四射和热情友好的社会做出贡献。其城镇安全宁静，自然
景观美轮美奂。

卑诗省北部拥有原始森林、波涛汹涌的大海，以及百闻不如一见的山
脉。

在卑诗省北部，你可以逃避人群，降低城市生活的高昂费用，但不以牺
牲教育质量为代价。



地区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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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国际留学生提供的家庭寄宿和校区内住宿选择

北英属 
哥伦比亚大学  
乔治王子城



被评为加拿大首屈一指的小规模大学，提供 67 个
学术项目、27 个硕士项目和 3 个博士项目。
UNBC 致力于所有的大学活动领域，包括研究，提供与卑诗省北部相关
的项目和研究。其主校区位于乔治王子城，地区校区分别坐落在圣约翰
堡、特勒斯、克内尔和 Wilp Wilxo'oskwhl Nisga'a。

国际留学生可以首先接受语言教育，可以继续攻读本科和研究生学位。
许多学生从其他教育机构转学至 UNBC，以完成学业，从加拿大一流的
学术机构获得学位。UNBC 为从新喀里多尼亚学院、北极光学院和西北
社区学院转学并符合一定标准的学生提供入学保证。

选择卑诗省求学的理由

大多数卑诗省居民留在该省接受高等教育。卑诗省是加拿大最受国际留
学生欢迎的学习目的地之一，招收了全国约 30％ 的国际留学生。为什么
呢？ 因为加拿大学院和大学的学位受到全球的认可和尊重。我们的社区
安全而热情，拥有高品质的生活。而且，对于许多人而言，卑诗省是首
选的目的地，提供全世界独一无二的生活方式和职业机会。

社区相关的职业选择

每所卑诗省北部的教育机构均提供独特的课程和项目，其中许多旨在满
足本地区的具体需求。从采矿，到航空航天，乃至清洁能源和西北海岸
艺术，这些项目致力于满足当地的需求。许多项目均与原住民文化和社
区息息相关。这为那些想要留在北方的人们提供了货真价实的职业道路
选择，以打造成功的职业生涯，并享受这里的生活方式。



生活
您将在北方 

收获更多

学生

照片：Destination BC/Mike Seehagel



您选择的学院或大学将决定您的教育未来。在选
择之前扪心自问：我能收获更多吗？更多机会？ 
更好的生活方式？更多有趣的探险？
是的，您可以——就在卑诗省北部 

在卑诗省北部，你可以选择一条引向成功事业的道路。您可以获得在加
拿大和全世界都受到认可和尊重的学位或文凭。

您可以体验北方社区的温暖和安全。您可以拥有将学习与无限的休闲可
能性相结合的生活方式。您的课堂今天可能是实验室，明天则可能深入
山区。一切尽在卑诗省北部。

选择权在您的手中。选择在卑诗省北部收获更多。

照片：Destination BC/Grant Harder



新喀里多尼亚学院
3330 - 22nd Avenue
Prince George, BC Canada  
V2N 1P8
主校区电话： 
1-800-371-8111
电子邮件： 
recruitment@cnc.bc.ca
cnc.bc.ca

北极光学院
11401 - 8th Street
Dawson Creek, BC Canada  
V1G 4G2
主校区电话： 
1-866-463-6652
电子邮件：study@nlc.bc.ca
nlc.bc.ca

西北社区学院
5331 McConnell Avenue
Terrace, BC Canada  
V8G 4X2
主校区电话： 
1-877-277-2288
电子邮件：info@nwcc.bc.ca
nwcc.bc.ca

北英属哥伦比亚大学
3333 University Way
Prince George, BC Canada  
V2N 4Z9
主校区电话： 
1-250-960-5555
电子邮件：unbc4u@unbc.ca
unbc.ca

照片：Destination BC/Grant Har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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