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0 年多伦多大学士嘉堡校区“绿色通道”学生、父母合同中文译本 
 

注：该中文译本仅供参考。 学生和家长需签署英文版本方可生效 

请参照网上申请表格的填写格式填写下面的信息 
 
 
姓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就读学校: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性别: _________                                     出生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 
                                                                                        YYYY-MM-DD 
 
家庭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庭电话: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父母手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学生邮箱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父母邮箱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关于“绿色通道” 
 
多伦多大学士嘉堡校区准备了一本详尽的宣传手册，介绍了多伦多大学士嘉堡校区和“绿色通道”项目
的特色。英文版的材料为官方材料。您可以在下面的连接浏览www.utsc.utoronto.ca/greenpath 
 
多伦多大学士嘉堡校区“绿色通道”包括三个部分 

1) 12 周多伦多大学暑期本科预备课程 

2) 12 周多伦多大学士嘉堡校区学校宿舍住宿 

3) 在成功通过暑期本科预备课程的基础上，入学 4 年制多伦多大学本科课程 
 

 
“绿色通道”申请流程 
 

1. 高三学生在取得多伦多大学士嘉堡校区合作学校校长的推荐后才有资格报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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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正式报名时间从 2009 年 9 月 7 日开始，到 2009 年 9 月 30 号截至。报考学生应在报名截止期前将
完整的报名材料交至学校。 完整的报名材料包括： 

a) 报名表格和补充报名表格 

b) 高中一年级，二年级全部成绩 

c) 签署好的学生合同 

d) 80 加币报名费的国际汇票 

注：4 项报名材料如不齐全，多伦多大学将不受理报名。 

3. 仅有被“绿色通道”录取的学生可以不提供高考成绩。高中成绩将决定入学资格。 
 
4.多伦多大学士嘉堡校区将在 10 月份举行绿色通道入学笔试和面试。多伦多大学士嘉堡校区将在高中
成绩、笔试和面试成绩的基础上进行择优录取。学生必须达到多伦多大学士嘉堡校区的本科学术录取
标准才能正式获得多伦多大学士嘉堡校区本科专业的正式录取。 
 
5. 多伦多大学士嘉堡校区本科专业的报考竞争激烈，入学资格主要取决于优异的学习成绩。招生以分
数高低依次录取，部分专业的录取分数高于其他专业。 
 
6. 多伦多大学士嘉堡校区招生办公室主任是唯一一位有权决定学生录取结果的人员。多伦多大学士嘉
堡校区将以书面形式通知学生录取结果。任何单位或个人均无权以口头或书面的形式代表多伦多大学
士嘉堡校区宣布录取结果。 
 
7. 学生在接受预录取书后的 10 天内，需缴纳绿色通道 3400 加币做为押金。 如果学生在缴纳押金后， 

由于任何个人原因放弃接受该录取，该押金不予退回。如果学生由于签证拒签或因为学习成绩原因被
多大拒绝录取，则该费用全部退回。 
 
8. 最后正式录取将在收到学生会考成绩（或高三上学期期末考试成绩）后发出。学生的会考成绩（或
高三上学期期末考试成绩）必须要和学生的一贯学习成绩相当。获得正式录取的学生将在 2010 年 1 月
底或 2 月初收到正式的录取通知书。正式的录取通知书将会以最安全的形式邮寄给合作学校校长。学
生可以把录取通知书作为申请学生许可的辅助材料。 

 
9. 2010 年 1 月底或 2 月初收到正式的录取通知书之后，学生需在 10 天内缴纳绿色通道本科预备课程费
余额 7000 加币。如果学生在缴纳课程费余额后， 由于签证而外的任何原因放弃接受该录取，多伦多
大学将扣除 800 加币手续费， 退回余额 6200 加币。 如果学生因为签证拒签不能继续课程，多伦多大
学将扣除 800 加币手续费后退回 3400 加币押金和 6200 课程费余额。 
 
 
10. 由于所有的签证结果完全由加拿大政府决定，多伦多大学士嘉堡校区不能保证学生的赴加学习许可
申请成功。 我们强烈鼓励学生在报名的同时，认真准备高考。万一签证不成功， 仍可报考中国大学。
对于学生在得知签证结果前放弃高考准备而导致的一切不良后果， 多伦多大学士嘉堡校区概不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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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2010 年的 12 周本科预备课程费用，包括学费和住宿和机场接机费为 10,400 加币（该费用不包括机
票，交通费， 银行转账服务费，健康保险费，食物，绿色通道项目结束后和 9 月份大学开学前的过渡
过程中的花费，个人开销）。学费分两次付清。课程开始后， 一切费用均不予退款。 
 
12. 所有在多伦多大学就读的国际学生必须购买健康保险以支付健康保健服务和医疗费用。就读于本科
预备课程的学生需购买多伦多大学制定的健康保险计划。 学生一旦抵达多伦多就需购买该保险。 该保
险提供给绿色通道学生 12 周的医疗保险。2010 年度本科预备课程期间的保费预计为 175 加币。 
 
13. 学生需要额外支付$500 宿舍押金。这比押金必须在学生抵达学校时支付。如果学生搬离宿舍时，
宿舍状况良好，押金将退还学生。 
 
 

 
 
 
 
绿色通道项目包括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12 周暑期多伦多大学本科预备课程 
 
1. 绿色通道本科预备课程是按照多伦多大学本科学术要求来设计的本科预备课程，旨在提高学生全面
的英文理解和写作能力，促使学生的学习水平达到多伦多大学本科学习的要求。学生会被高标准求。
学生需要按时参加所有课程和必要的讲座。学生应该以准备高考的学习状态来对待大学的学习。在整
个绿色通道本科预备课程中，学生被要求在课堂里和课外活动中全部用英语交流。 
 
2. 课程将于 2010 年 5 月 31 日开始。所有学生必须在 5 月 26 日至 28 日之间抵达。如果不能在这个
时间段内到达，学生必须及时通过书面形式通知多伦多大学迟到原因和即将达到的日期，确保提前从
多伦多大学得到书面许可。如果学生不能在 5 月 31 日到达，有可能导致被取消绿色通道入学资格。
学生应尽早向加拿大驻华大使馆递交学生许可的申请，最好不要晚于 2010 年 3 月 1 日，否则没有足
够的审批时间。 
 
3. 在本科预备课程期间会有三次成绩报告提供给学生参考自己的学习情况。希望了解学生学习情况的
家长应当联系学生本人，与父母沟通学习情况是学生的责任。如果在学生出现持续的学习或行为问
题， 我们保留和家长直接沟通的权利。行为问题包括：经常性的缺课、迟到、违反规定、不尊重多伦
多大学人员、和其他任何形式的被认为违反多伦多大学规章制度的行为。对于行为问题严重的学生，
多伦多大学单方面保有开除学生、勒令搬离学校宿舍的权力。被开除的学生会被遣返回家，费用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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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所有交纳绿色通道之费用不予退回。 
 
4．帮助学生成功并达到自己的理想是多伦多大学的主要教育目的之一。我们视所有学生为成人。 大
学为学生提供大量的辅导和服务来帮助学生实现自己的潜质。多伦多大学的目标是从学术、社交、个
人等各个方面辅助学生。学生要对自己负责，学会充分利用学校的资源。多伦多大学士嘉堡校区有丰
富多彩的课外活动和很强的社区精神，学生可以通过参与各种不同的活动和节日来和其他同学分享自
己的兴趣爱好。积极参与，认识更多的朋友，丰富自己的大学生活。 
 
5．学生将在多伦多大学本科预备课程期末将参加达标考试并得到期末成绩报告。学生必须期末成绩达
到 B 或者更好才能顺利完成多伦多大学本科预备课程。 
 
6. 期末考试成绩没有达到多伦多大学士嘉堡校区要求的学生（期末成绩没有在 B 或 B 以上）将有两个
选择： 
 

选择 1：学生可以从多伦多大学申请退学（多伦多大学暑期本科预备课程所有交纳之费用不予退
回） 
 
选择 2：学生可以被多伦多大学士嘉堡大学“条件录取”。 被“条件录取”会有严重的后果，也许会
影响学生在多伦多大学的本科学习。 

 
a)“条件录取”的学生将被要求减少本科学习的学习科目，从而保证足够时间自费继续完成

英文学习。如果“条件录取”学生在本科学习一年级第二学期末还未能达到英文水平要
求，将会被取消多伦多大学录取资格。 

b)  在完成 3 个学分后，学校将评估“条件录取”的学生的成绩。如果达到累计平均分 1.60
或者更高，学生的“条件”将被取消，恢复成为正常学生。如果没有达到累计平均分
1.60，学生将不能继续选课，将被要求退学。 

 
 

第二部分：12 周暑期多伦多大学士嘉堡校区学校宿舍住宿 
 

1. 所有暑期本科预备课程学生在 12 周本科预备课程期间必须住校。研究表明校内居住环境会有积极的
帮助。多伦多大学力求提供： 

• 一个教室内外都能有助于学生成功的环境 

• 安全、家具设备齐全、良好管理的宿舍 

• 一个有助于学生做好 9 月份本科开学准备的环境 

• 提倡互相理解、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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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门的工作人员提供全方位的帮助。 
 
2. 学校会将学生分配到连体别墅式学生宿舍。 
 
3. 学校会在每栋学生宿舍里分配同样性别的学生。 
 
4. 学生必须遵守绿色通道宿舍管理规章制度，管理手册会在出国前提供给学生。违反规章制度会导致
处分和罚款。签署这份合同代表了学生允许多伦多大学关于行为问题联系学生父母或监护人。违反规
章制度也会被绿色通道项目开除，所有交纳之费用不予退回。 
 
5. 学生必须遵守的条例包括，但不仅限于下面的条例 

• 遵守加拿大法律，多伦多大学规章制度，宿舍规章制度，及学校工作人员的指导 

• 尊重其他同学 

• 保持宿舍卫生清洁，不破坏家具和宿舍里的设施 

• 遵守防火管理 

• 准时出席所有和宿舍室友的座谈 

• 积极参加课外活动 

• 认可学校工作人员的管理职权 

• 尊重学校工作人员 

 
 

第三部分：4 年制多伦多大学士嘉堡校区本科课程 
 

1. 顺利完成 12 周暑期本科预备课程后，学生将进入多伦多大学士嘉堡校区继续本科的学业。学生应该
参考多伦多大学士嘉堡校区绿色通道项目宣传手册中的本科专业的信息，确保士嘉堡校区开设相应的
专业。 
 
2. 本科学期 9 月开始，绿色通道项目结束，学生在各个方面成为一名多伦多大学学生，必须和其他学
生一样遵守学校的一些规章制度。在下面的网站找到学校的规章制度   
www.utsc.ca/courses/calendar  
 
3. 多伦多大学的学费每年略有不同，一般在六月份公布。2009-10 学年国际学生第一年（9 月至 5 月）
学费约为$21,400 加币。学费会每年浮动。部分专业（工商业管理和计算机科学）高年级的学费略高于
第一年。学生应该到“学生户头和奖励”的网站上寻找详细信息。带薪实习专业有带薪实习安置费。每
个带薪实习期间的安置费为 320 加币到 400 加币不等。学生可以到（www.fees.utoronto.ca）查询具体
的收费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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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本科就读的学生需以年度为时间单位购买多伦多大学制定的健康保险计划。这个保险计划的保费
约为 756 加币。保费会每年浮动。 该保费会自动在学生的账号内体现。学生可以在士嘉堡校区健康中
心领取该保险卡。详情请查阅：www.uhip.ca 

5. 学生可以在本科预备课程后选择住校。选择住校的学生要在住宿申请截止日期前递交申请。2009-10

年度的住宿费由 4794 加币到 6474 加币不等。住宿费会每年浮动。学生也可以选择在校外住宿。 多伦
多大学士嘉堡校区不为任何校外住宿负责。多伦多大学士嘉堡校区强烈鼓励学生第一学年住校以完全
了解和适应大学生活和学习。更多宿舍信息可以在下面的连接了解到 
www.utsc.utoronto.ca/residences 
 
6. 学生必须提供(i) 一份官方的三年高中成绩单，附带官方英文翻译件 (ii) 高中毕业证官方复印件，附
带官方英文翻译件。多伦多大学必须在九月开学前收到这些文件。 

 
 
 
 
这份英文合同包括六页，中文译本五页 

我， ______（学生姓名）已经阅读， 理解并同意以上条款。 我同意英文版本的合同书为正式文件。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学生签名                                                      日期 
 
 
这份英文合同包括六页，中文译本五页 

我， ______（家长姓名）已经阅读， 理解并同意以上条款。 我同意英文版本的合同书为正式文件。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父母或监护人签名                                          日期 
 

http://www.uhip.ca/
http://www.utsc.utoronto.ca/residenc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