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向学生的
信息
我们校名为 Toronto Metropolitan
University（前 Ryerson 大学）——加拿大
创新职业教育领先学校。我们学生是批判性
思考者和高效沟通者，毕业后在不同的职业
领域发光发热，或开始自己创业。他们与业
界、政府和专业领袖开展合作，创造性地解
决问题，化身为社区和全球变革的催化者。

“多伦多都会大学坐落
在该城市最受欢迎且最
具活力的位置，这提供
了绝佳的求职平台。如
果我能从学校获得一份
很好的工作，那么其他
留学生也可以.”
李
 刚（音译），酒店与旅游管理
来自中国的留学生校友

40,000+ 140+

开设了 60 多门课程，超过
45000本科在校学生

来自 140 多个国家/地区
的学生以此为家

225,000+ 100+
225000 多名校友遍布全球

100 名交换生前往 34 个国
家/地区交换学习

95%

前 10 名

95% 的课程包含实习

加拿大综合性大学学生满意
度前十名

来源： Maclean’
s 杂志

选择 TORONTO MET 的三大原因
1 您将在全球十大最宜居城市之一生活、学习和工作。
2 91% 的毕业生能够在六个月内实现就业
3 我们是 Zone Learning 所在地——可将其称为
孵化器，供学生开启头脑风暴、启动项目、创建初创企
业。

Toronto, Canada

申请方式

本科课程

1. 查看申请日期和录取要求

文学院

torontomu.ca/international/admissions/
how-to-apply
申请之前，请查看我们的申请日期网页
(torontomu.ca/)，确保我们的课程仍在接
受申请。
录取取决于一些特定课程的要求和总体
平均分要求，以及非学术要求（适用于
某些艺术类专业）*访问 torontomu.ca/
international/admissions/how-toapply/country-specific，了解针对各国
家/地区的国际录取要求的完整详情。
*请注意，申请人数远超各课程的招生名额，仅满足最低要求并
不能保证一定会被录取。因竞争激烈，申请者的平均分/成绩需
高于最低录取要求。

2. 提交申请
一月份录取*
*仅适用于需要加拿大学习许可才能在 Toronto Metropolitan
University 学习的申请者。

使用 TMU International Application 进
行申请。申请截止日期为十月上旬。因名
额有限，课程可能会在截止日期之前关闭
申请。
九月录取
使用 TMU International Application
或 Ontario Universities’ Application
Centre (OUAC) 105 Application 进行申
请。秋季学期入学申请的担保考虑截止日
期为 2 月 1 日。
扫描二维码，查找指
向 TMU International
Application 和 OUAC
105 Application 的链
接。

3. 上传所需文件
收到电子邮件确认已接受您的申请后，您
应通过 ChooseTMU Applicant Portal 开
始提交成绩单和其他证明文件。

4. 查看您的申请状态
登录您的 ChooseTMU Applicant
Portal，查看本科生录取办公室发给您的
信函/文件，并跟踪您的申请。

torontomu.ca/international/admissions/programs

理学院

- 艺术与当代研究
[BA (Hons)] ●
- 犯罪学 [BA (Hons)]
- 英语 [BA (Hons)]*
- 环境与城市可持续性
[BA (Hons)] ●
- 地理分析 [BA (Hons)]
- 历史 [BA (Hons)]*
- 国际经济与金融 (BA) ●
- 语言与跨文化交际
[BA (Hons)]
- 哲学 [BA (Hons)]
- 政治与治理 [BA (Hons)]* ●
- 心理学 (BA)
- 社会学 [BA (Hons)]* ●
- 不定专业的文科 (仅限第一学年攻读)

- 生物学 [BSc (Hons)]* ●
- 生物医学科学 [BSc (Hons)]*
- 化学 [BSc (Hons)]* ●
- 计算机科学 [BSc (Hons)]* ●
- 金融数学 [BSc (Hons)]* ●
- 数学与应用数学
[BSc (Hons)]* ●
- 医学物理学 [BSc (Hons)]* ●

●

Ted Rogers School of Management
- 会计与金融 [BComm (Hons)]*
- 企业管理 [BComm (Hons)]* ●
- 商业技术管理
(BComm)*
- 酒店旅游管理
[BComm (Hons)]* ●
- 零售管理 [BComm (Hons)]* ●

●

社区服务学院

The Creative School

- 儿童与青少年护理 (BA) ●
- 早期儿童研究 (BA)
- 护理学 (BScN)
- 护理研究生文凭 (BScN)
- 营养与食品学 (BASc)
- 职业健康与安全 (BASc)*
- 公共健康 (BASc)*
- 社会福利工作 (BSW)
- 城市与区域规划学 (BURPl)

- 创意产业 (BA) ●
- 时尚学 (BDes)
- 图文传播管理
(BTech) ●
- 影像艺术：电影研究 (BFA)
- 影像艺术：摄影研究 (BFA)
- 室内设计 (BID)
- 新闻学 (BJourn)
- 表演：表演 (BFA)
- 表演：舞蹈 (BFA)
- 表演：制作 (BFA)
- 专业传播 [BA (Hons)] ●
- 专业音乐 [BFA (Hons)]
- RTA School of Media: 媒体制作 (BA)
- RTA School of Media: 新媒体 (BFA)
- RTA School of Media: 体育媒体 (BA)

工程和建筑科学学院

- 航空航天工程 (BEng)* ●
- 建筑科学 (BArchSc)*
- 生物医学工程 (BEng)* ●
- 化学工程带薪合作教育课程 (BEng) ●
- 土木工程 (BEng)* ●
- 计算机工程 (BEng)* ●
- 电气工程 (BEng)* ●
- 工业工程 (BEng)* ●
- 机械工程 (BEng)* ●
- 机电一体化工程 (BEng)*

所有课程均于九月开学，且均为全日制课程，除非
另有说明。
* 可选带薪实习课程——五年制

需要正式批准的课程

●

- 不定专业的工科
（仅限第一学期攻读）

亦可冬季入学（2023 年 1 月）访问

torontomu.ca/ ，了解提供一月份入学的课程列
表。

最低英语能力要求 （请关注最新要求）
torontomu.ca/international/admissions/how-to-apply/english-language
TORONTO
METROPOLITAN
UNIVERSITY
本科课程分数线

IELTS

TOEFL
iBT

DUOLINGO
ENGLISH
TEST

CAEL

PTE

CAMBRIDGE
ASSESSMENT
ENGLISH

所有工科课程和理科课程、计算
机科学和建筑科学除外

6.5

83+

115

60

60

180 及 C1 Advanced
和 C2 Proficiency 以
上等级

所有其他 TMU 课程，包括计算
机科学和建筑科学

6.5

92+

115

70

60

180 及 C1 Advanced
和 C2 Proficiency 以
上等级

注释：访问 torontomu.ca 以确定您是否需要提供英语语言能力证明，了解有关获豁免国家/地区及其他可接受资格的详细信息。

校园生活

支付您的教育开支

国际学生支持 (ISS)
来加拿大学习是意义非凡的一步，ISS 将通
过提供入境、文化和社会方面的支持，帮助
您适应在加拿大和在 TMU 的生活。

预算细目
平均费用基于在九月和一月开学的学期
为期八个月的全日制本科课程学习。所
有金额均以加元列示。

辅导与指导
三重辅导计划可提供同伴辅导、职业辅导
和小组辅导，为来自不同背景和学院的学
生以及教职员工提供以多种方式获得支援
的机会。

学费和其他费用
2022-2023 学年的学费为 31749 至
38472 加元，具体视学习课程而定。

torontomu.ca/international/admissions/
life-on-campus

住宿生活
我们有三栋宿舍大楼，大约有 1144 张床
位。宿舍楼的户型多样，包括两居室到四居
室的公寓、单人间（共用卫生间）和配有套
内卫生间的开间。

torontomu.ca/international/admissions/paying-for-your-education

书杂费
1400 至 9400 加元，具体视所学习的课
程而定。
住宿
校内：
2022-2023 学年的住宿费为 9551 至
13316 加元，伙食费用另算。
校外：
12 个月的租金为 12000 至 21600 加元
（或每月租金 1000 至 1800 加元）。
伙食费
4619 至 6262 加元（可选择五天和七
天无限制膳食套餐），具体视生活安排
而定。
个人花销
3200 至 5600 加元（每月约 400 至
700 加元）。
交通
多伦多内高等教育 TTC 月度通票 128
加元。
总预计费用
CAD dollars

USD dollars

$50,519 to
$81,462 CAD

$39,304 to
$63,377 USD

奖学金和奖励
一月入学的奖学金
• International Student Winter Merit
Scholarship 每笔高达 5000 加元。
申请截止日期为 2022 年 11 月 1 日。
九月入学的奖学金
• President’s Entrance Scholarships, 每笔
高达 40000 加元。
• International Secondary School
Merit Scholarships, 每笔 5000 加元。
申请截止日期为 2023 年 2 月 1 日。
在加拿大中学就读并完成学业的国际学
生（持学习签证）
可能有资格获得担保性可续奖学金。请
参阅我们的网页，了解详细信息。
职业、带薪合作教育及学生成功
自您入学至毕业，我们的职业、带薪合
作教育及学生成功中心将全程向您提供
指导， 助力您体验大学生活，发展职业
生涯。我们团队提供一对一咨询、小组
研讨会及各种活动，帮助您对接校园资
源，探索成功之路（无论您对成功的定
义如何）。
扫描二维码，进行费用
预估，申请奖学金，并
了解工作机会。

使用 04/08/2022 数据进行货币换算。当前汇率请见
bankofcanada.ca.

英语语言衔接课程

torontomu.ca/english-language-institute
我们的英语语言学院为国际学生提供了一个理想切入点，助力其在学业和个人成绩方面
获得成功，同时提供衔接课程，帮助学生提升英语能力，从而达到 Toronto Met’s 本
科课程的语言要求。
- English Boost | 6.0 IELTS or Duolingo 100-114, or equivalent
- Pre-English Boost + English Boost | 5.5 IELTS or Duolingo 90-99, or equivalent
- ESL 基础课程（一个学期） | 6.0 IELTS or 100-114, or equivalent
- ESL 基础课程（两个学期） | 5.0 IELTS or Duolingo 80-89, or equivalent
- ESL 预科 + ESL 基础课程（两个学期） 或同等课程 | 4.5 IELTS or Duolingo 65-79, or
equivalent
注释：申请者的学术成绩必须达到 TMU 本科学位课程的要求，仅语言未达到直录本科要求。

联系我们
torontomu.ca/international/admissions
访问我们的网页，了解更多关于多伦多都
会大学的详细信息，从我们的本科课程到
带薪实习课程以及更多的机遇与资讯，尽
在其中。

有任何疑问？ 关注 @TorontoMet

与我们的招生专员会面
向我们发送电子邮件，以获得我们团队的
直接回复，或与您所在地区的国际招生专
员安排一对一线上交流，针对您的问题一
一解答。

与在校学生交谈
与像您这样的国际学生安排一次视频通
话，听听同行人对 Toronto Met. 出国留学
的看法

参加活动
查找已确认即将举行的所有国际旅行和网
络研讨会。

注册获取最新的电子邮件。
我们将向您发送一些信息和
实用技巧，助您规划在多伦
多的未来，并在您的求学路
上提供支持。

关注多伦多都会大学公众号

前 Ryerson University
2022 年 4 月，大学宣布我们的新名称多为伦多大都会大学，将分阶段予以普
及。校名 Ryerson 在一段时间内仍将出现在各种渠道上。
torontomu.ca/next-chapter

加拿大多伦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