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多伦多大学 士嘉堡校区 绿色通道项目 
 

报名信息及常见问题  
 
 

2020 绿色通道申请流程 

报名时间 2019 年 8 月 26 日 - 9 月 30 日 

报名费用 $200 加币, 网申时提交, 费用不退, 不再接受银行汇票 

报名网址 www.utsc.utoronto.ca/greenpath-china  

考试时间 
2019 年 10 月 12 日－10 月 24 日，由多伦多大学组织的英文笔试、口试，中文数学能

力测试以及中文面试 

录取结果 
通过网上申请系统实时了解录取进度，并且将于 2019 年 12 月初得知录取结果。获得

录取的同学可以直接下载电子版的录取通知书 

接受录取 
决定接受录取的考生需在 2019 年 1 月 13 日之前登录网上申请系统，通过西联汇款支

付$15,300 加币的学费；不再接受银行汇票 

绿色通道暑期 

学术预备课程 

2020 年 5 月 - 8 月，在多伦多大学士嘉堡校区参加 12 周的绿色通道学术预备课程。

若学生由于各种原因不能按时报到，其录取资格和或被取消 

 本科学习 2020 年 9 月开始多伦多大学本科阶段的学习 

本科学费 $53,290 加币（2019-2020 国际学生学费） 

注意：以上多伦多大学本科学费仅供参考，每年会有调整，学费每年一般在4月更新。  

2020 年绿色通道项目费用包括 12 周学术英文课程学费、0.5 个学分本科课程学费、健康保险费、机场接机和

12 周在校住宿费、$400 加币学生卡充值（用于校内消费）。 

 

数学能力测试指引 

考试语言/时间 中文，50 分钟 

考试分数 满分 100 分，以高考试题为标准（不使用计算器） 

试题题型/结构 选择题 20 题，基础题 60%，中档题 30%，综合题、能力题 10% 

考试内容 
集合与命题；不等式及其应用；函数及其性质；三角函数；数列；平面向量；复数；

直线与圆锥曲线；空间图形；排列组合与概率统计等。 

 

网上报名注意事项                                                                            

 考生必须使用自己常用的个人邮箱进行网申注册并如实填写网上报名表。未来相关考试、录取等重要信息均

是通过电子邮件发送至学生本人。 

 多伦多大学在中国没有授权任何机构开设绿色通道项目或其他大学预科班的培训项目。 

http://www.utsc.utoronto.ca/greenpath-china


项目更新： 

1. 获得录取的学生必须确保在2020年5月19日前到校注册，并且满足国内高中毕业要求。若学生由于各种原因

不能按规定注册时间报到，多伦多大学将保留权利取消其录取资格。 

2. 申请多伦多大学士嘉堡校区时，学生仅可以通过绿色通道项目或者安大略省大学申请中心 (OUAC) 提交一

份申请, 不能重复递交。如果有重复申请，系统将会自动取消，申请费不予退还。 

3. 申请费（$200加币）仅支持在线支付, 现已不再接受银行汇票。 

4. 从今年开始网上申请系统支持文件上传，以及实时查询录取状态等功能。学生可按申请要求，通过扫描上

传的方式提交所需文件。如果上传文件不成功，也可以将申请材料原件快递至多伦多大学士嘉堡校区绿色

通道项目办公室。学生在提交网上申请后, 请定期查收邮件, 并经常登录申请网站查看录取状态和录取结

果。获得录取的考生将在2019年12月初收到通知, 并在网申系统中自行打印正式的录取通知书。  

5. 所有获得录取的学生必须通过网申系统在期限内做出决定, 选择是否接受录取。接受录取的考生按要求在

系统中缴纳12周绿色通道项目学费, 从今年开始将不再接受汇票缴费。凭电子版录取通知书，学生缴费后

需要及时提交加拿大签证的申请。  

6. 学生要求在2020年3月27日之前将完整的高中成绩单含高三第一学期、会考/学考成绩原件等快递至多伦多

大学士嘉堡校区，这些重要材料不可以通过网上提交。 

7. 高中毕业证需要通过学信网认证 https://www.chsi.com.cn/en/，并且将认证结果通过邮件由学信网直接发送

给多伦多大学士嘉堡校区录取办公室，收件人邮箱 richardky.li@utoronto.ca；不再接受公证件。 

 

常见问题解答 

问：为什么选择绿色通道项目? 

答：绿色通道12周学术预备课程不仅仅是对学生语言能力的加强，更加是对加拿大全新生活、学习、文化环

境的关键过渡，并增强对多伦多大学校园资源的充分了解。12周的生活学习让学生提前体验多伦多大学的教学

模式和学习环境，同时培养学生的自我约束、自我管理能力。学生来自绿色通道合作学校，多是中国的知名重

点高中，学生进入是一个具有竞争力的集体。12周暑期学术预备课程期间还包括一门本科学分课程，学生们可

以提前体验本科学习的难度和强度，找到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和学习节奏，为9月份开学做好准备。 

问：三个校区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答：多伦多大学由三个校区组成，分别位于城市的东部（士嘉堡校区）、中部（圣乔治校区）及西部（密西

沙加校区)。三校区录取要求、毕业证书一致；文、理、管理类大部分专业都重复设置，但每个校区都提供一

些特色专业。士嘉堡校区主要特色项目包括：物理与环境科学学院、带薪实习专业(Co-op)、本硕连读专业

(Combined Degree)、管理金融和计量金融本科双学位(Dual Degree)、绿色通道项目(Green Path Program)等。 

问：多大三个校区毕业学生是否获得文凭都是一致的？ 

答：三校区毕业证都是由University of Toronto统一颁发，没有校区之分。更多信息请关注“绿色通道公众微信

号”，阅读《多伦多大学三校区制及为何选择UTSC》。 

问：进入士嘉堡校区后可以申请转校区吗？ 

答：士嘉堡校区校园环境优美，具有一流的教学、科研、文化体育设施，有相对比较小的课堂和师生比例。

从2013年到2016年，士嘉堡校区本科毕业生连续四年囊获了多伦多大学最佳本科毕业生奖。除了开设加拿大顶

尖的商科、国际发展学(IDS)、环境科学、城市研究、心理学、本硕连读项目，士嘉堡校区也是多大三校区中

唯一开设增强学生实际工作经验的带薪实习项目(Co-op Program)。如果学生确实因为想学一些士嘉堡校区没有

开设的专业，可以在大一时申请转校区或者其他大学，录取要求等需要咨询对方大学或校区。 

问：收到录取通知书后还可以换专业吗？ 

https://www.chsi.com.cn/en/
mailto:richardky.li@utoronto.ca


答：不可以。学生的高中课程在符合本科专业要求的前提下，可以在大一学习期间尝试调整专业，符合要求

之后在大二上学期进入专业学习。部分专业，如管理、计算机等，有比较高的GPA和学分要求。 

问：能否在圣乔治校区和密西沙加校区选读一些本科课程?  

答：可以。25%的本科学分（也就是最多5个学分）可以在另外两个校区完成。我们建议学生选取其它校区课

程之前到 AA&CC (Academic Advising & Career Centre，学术建议和就业指导中心) 咨询，获得更多信息。 

问：如果我决定参加6月高考，是否可以报考绿色通道项目?                 

答：不可以。应届高三考生必须在高考和绿色通道项目之间进行选择。获得录取后，学生必须在5月到校。 

问：如果有了托福或雅思成绩，能否代替10月的英文考试？是否对申请有帮助？ 

答：不能代替，考生仍然需要参加 10 月份的英文考试。托福或雅思成绩可以作为参考。 

 

问：10月举行的绿色通道英文考试形式是什么？有无过往考试的试卷样本? 难度大概有多大？    

答：绿色通道英文考试一般在10月的第二周开始进行。考试分为三大部分：写作、阅读理解（含选择题和完

形填空）和口语考试。考试是由多伦多大学组织出题，模式和雅思、托福有所不同。由于考试保密因素，我们

不提供任何试卷样本。难度超过高考英文，与大学四级英文考试难度相当。 

问：每年未通过12周绿色通道项目课程学生多吗？如果没有通过有什么后果?      

答：在为期12周的学习中，学生必须得到“B”或以上的成绩才能开始本科学习。每年未通过学生所占比例大

约在2-3%左右。经过10月英文考试筛选过的学生只要继续保持良好的学习态度，完全能够顺利通过12周课

程。如果学生因某些原因未能达标，成绩为”B-“或”C+”，将以留校察看的身份进入大一本科的学习,  每

学期选课不能超过3门，并且需额外缴费参加9月到次年4月英语课程的学习；如果成绩低于“C+”，将不能进

入大学本科学习，需要自费全职学习并通过第二次英语课程，或者多伦多大学有权取消该学生的录取资格及学

籍。 

问：在网上申请时，学校如何考核学生填写的志愿？ 

答：我们根据学生填写的三个志愿，按英语成绩、文化课成绩和面试结果从高到低依次录取。如果学生不能

满足所选专业录取要求，但是满足其他专业的最低录取要求，有可能获得调剂专业。学生要求在2020年1月13

日之前决定是否接受录取。 

问：绿色通道最低录取要求？士嘉堡校区最具有竞争力的专业有哪些？     

答: 1）考生平时高中成绩优秀，假设参加高考，应有实力达到中国重点大学录取线，高中主要学科如英文，

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平均分达到80分左右。 

2）必须通过道绿色通道项目10月份英文和数学考试，以及中文面试。士嘉堡校区带薪实习专业如管理，高中

成绩要求达到90分左右。其他具有竞争力的专业还包括计算机、数学、统计、生命科学等。管理学院子专业带

薪实习“国际贸易”（MIB) 和带薪实习国际发展学 (IDS) 还需要额外的视频面试。  

问：国际课程（如AP、IB、GCE等）是否可以转换学分? 如何将国际课程成绩发到多伦多大学? 

答:多伦多大学大部分院系都接受 AP、IB、GCE 转学分。学生需要通知考试中心将官方成绩直接通过电子形

式发送到多伦多大学录取办公室（Enrolment Services)。学生五月中到校之前，需要主动和绿色通道办公室或

者录取办公室取得联系，确定考试科目、成绩以及何时发送到录取办公室。 

 

问：士嘉堡校区带薪专业有多少，学生比例多少？带薪实习工作容易找吗？带薪实习期的薪水大概是多少？ 

答：士嘉堡校区带薪实习专业涵盖了艺术类、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管理等40余个专业，带薪实

习学生所占到的比例大约在17%左右。选择了带薪实习项目(Co-op)，意味着学生在毕业前需要完成8-12个月的

实习，一般分为3次，每个工作期4个月。也有少数学生完成两个，即一次8个月，第二个工作4个月。在大一期

间，带薪实习专业的学生就开始学习一门非学分的就业指导课程，积极参加带薪实习办公室所提供的就业前辅

导，包括修改简历、提高面试技巧、补充行业新知，进行模拟面试等。绝大部分的学生经过辅导都能顺利找到



第一份工作。有了工作经验之后，找第二、第三个工作就更容易一些。根据学生所学专业、经验以及用人单位

的不同，薪酬也略有差异。以管理带薪实习为例，第一个工作实习期的时薪一般在$15-$20之间，一般一周工

作37.5个小时。数据显示，第二或第三个实习期的学生工作经验更丰富、专业技能及交流能力更强，因此获得

的薪酬也相对更高。 

问：如果在申请绿色通道项目时未能直接获得带薪实习的机会，以后是否还能继续在校申请? 

答：可以。但是需要满足相应的大一成绩要求，部分专业需要提交简历并进行面试。学生在申请前可以咨询

带薪实习项目办公室(IC楼一层)或者学术建议及就业指导中心(AA&CC)以获得更多信息。 

问：校内是否有工作机会？ 校外可以工作吗？ 

答：士嘉堡校区给本科学生提供很多校内工作。例如，优秀的本科学生在校可以获得助教(TA)、实验室助理

(RA)、办公室文秘、宿舍辅导员等职位。工作时间为每学期60-80个小时不等。学生在校外工作必须是全职在

读学生，同时要求满足在加拿大合法工作的其他前提条件 (如每周工作时间上限、工作签证等)。 

问：每一个合作学校是否有固定的招生名额？非合作学校学生可以报考吗？ 

答：在每一所合作学校没有预设招生名额。我们会根据学生高中平均成绩、10月英语考试成绩以及网上申请

资料，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择优录取。非合作学校、来自省市重点高中的应届毕业生也欢迎报考，但是需要额外

提交“绿色通道项目推荐信” (在网上下载)。推荐信必须由高中校领导、教导主任或者高三年级主任亲自填

写。信件需要装进学校信封并加盖公章密封好，随其他申请材料一起寄到绿色通道办公室。 

问：12周期间必须住校吗？大一校内住宿是否可以保证？ 

答：绿色通道项目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就是提前体验大学生活，因此每一位学生 5 月到校后必须住在校内。学

生只要在规定日期之前递交申请，学校都可以保证安排大一的校内宿舍（可能是单人间或双人间）。 

 

问：绿色通道报名时，需要报考具体专业吗？ 

答：学生无需申请填写具体的子专业，而是在网申当中选取专业大类。具体子专业一般在学生完成大一学习

并符合相关要求之后，自行在系统中选择确定。 

问：学生最多可以选择几个志愿? 网上申请截止日期是什么时候? 

答：三个。带薪和非带薪作为两个不同的专业。申请截止日期为每年的9月30日。 

问：绿色通道有奖学金吗？如何申请？   

答：绿色通道项目目前设有①广东省入学奖学金（2位），金额是每年$10,000加币，四年共计$40,000加币，奖

学金获得者须是广东省户籍。；②绿色通道入学奖学金（20位），获奖者一次性获得$10,000加币，户籍不

限。我们会按照高中成绩、10月份考试成绩、学校推荐以及其他表现综合评估。每年奖学金评选结果将在十二

月公布。奖学金获得者必须在十二周的课程中有优秀的学术表现，并获得至少“A-”的成绩才可以确保奖

项。 

 

如果需要更多信息，请联系我们 

Baisong Zhang 张柏松 

电子邮箱 baisong.zhang@utoronto.ca   

手机:135-8190-0757 (9月6 - 24日） 

Michael Li 李炜  

电子邮箱 michaelli@utsc.utoronto.ca      

手机：183-1011-7429 （9月4 - 23日） 

微信号:UTSCgp  

地址： 

International Academic Programs and Initiatives 

University of Toronto Scarborough  

HL104, 1265 Military Trail, Toronto 

Ontario M1C 1A4 Canada  

 

扫二维码，关注多伦多大学绿色通

道公众微信号，获得更多官方信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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