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可颁授学位、各种文凭和证书、英语为第二语言(ESL)的语言课程
• 大学转学分课程，包括转学到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奥克拿根校区(UBC-Okanagan)
• 可获得在校期间校内外工作许可证及毕业后的加拿大工作许可证申请资格
• 政府认证的公立学院
• 小班制、强调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方式
• 辅导中心免费提供课外辅助(英语、数学、商科等)
• 位于加拿大最温暖美丽的地区之一
• 高品质的学术课程且学费合理

如何申请
• 在 www.okanagan.bc.ca/International网站
     上填写并缴交入学申请表至奥克拿根学院

• 入学申请报名费加币100元

• 如果课程学习时间超过六个月,申请人需向就 
     近的加拿大签证申请中心申请学生签证

住宿
学生可以选择居住在由奥克拿根学院家庭寄宿协
调人严格选定的当地居民家里。从当地家庭寄宿
的经历，学生易于提高他们的英文水平、适应新
的环境以及了解加拿大风俗习惯。基洛纳校园内
的学生宿舍(Skaha Place)，为学生提供一个价格
适中、实用便利的选择。学生也可以自己选择安
排住宿。

文化联络人
奥克拿根学院国际教育部的职员中有精通各国语言的文化联络
人。他们将会在学生整个学习期间协助解决在居住、文化适应
以及各种顾虑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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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了解更多有关可选择的课程、申请入学要求和程
序、学费、教学进度、课程介绍方面的资讯，请浏览
我们奥克拿根国际教育部的网站或直接和我们联系:

Okanagan College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1000 KLO Road 
Kelowna, British Columbia  V1Y 4X8 
CANADA
www.okanagan.bc.ca/international 
inted@okanagan.bc.ca 
www.facebook.com/OCInternationalEd   
电话: 加拿大国码: 1 + 电话号码: (250) 862-5443
传真: 加拿大国码: 1 + 传真号码: (250) 862-5470

奥克拿根地区
oKanagan regIon



学士学位课程(四年制)

工商管理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BBA): 
专业包括会计、金融、普通学科、旅游和酒店管理、
人力资源管理以及管理和市场营销

计算机信息系统 Computer Information Systems 
(CIS): 
专业包括软件设计和开发、计算机系统以及数据库系
统。 

副学士学位和大学转学分课程(两年制)* 

文科副学士 Associate of Arts Degree (AA): 
专业包括沟通信息交流、跨文化研究、经济学、英语、
环境研究、历史、现代语言、哲学、政治学、心理学、
社会学、女性学

理科副学士 Associate of Science Degree (AS): 
课程包括天文学、生物学、化学、计算机科学、地球
和环境科学、地理学、数学和统计学、物理学 

(* 所有副学士学位的课程学分可确保能直接转到卑诗省的其它
四年制大学。详情请浏览网站:  http://www.bctransferguide.ca/)

专科文凭课程(两年制)

• 高级烹饪艺术管理 Culinary Management Diploma:
     烹饪培训实践和工商管理课程相结合

• 工商管理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会计、金融、普通学科、旅游和酒店管理、人力资源
     管理以及管理和市场营销

• 商业航空管理 Commercial Aviation
• 计算机信息系统 Computer Information Systems:
     软件设计和开发、计算机系统    

• 犯罪和社会正义学 Criminal & Social Justice 
• 工程技术 Engineering Technology: 
     土木、电子、机械、网络和通讯、给水工程技术(包括水
     质和污水处理技术、环境监测)

• 环境学 Environmental Studies: 
     环境管理、跨学科环境艺术和环境科学

• 健康与社会发展 Health & Social Development:
     幼儿教育、社会人类服务工作者、理疗师助理

• 人体动力学 Human Kinetics: 
     健康与健身、健康与体育、运动机能学和健康科学

• 国际发展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 新闻学 Journalism Studies
• 媒体与文化研究 Media and Cultural Studies
• 写作与出版 Writing and Publishing
• 绿色/可持续建筑管理 Sustainable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三年制)

证书课程(18个月或18个月以下)

• 行政助理 Administrative Assistant 
• 飞机检修工程师 Aircraft Maintenance Engineer 
• 汽车服务技师 Automotive Service Technician
• 汽车维修技师 Collision Repair Technician
• 烹饪艺术/烘焙艺术 Culinary Arts/Pastry Arts
• 重型汽车/商用运输技工 Heavy Duty/Commercial Transport Mechanics 
• 专业会计预备课程Pathway to Professional Accounting
• 药剂师 Pharmacy Technician
• 室内木工 Studio Woodworking
• 英语为第二语言(ESL)语言教师课程(非全日制课程)  
     Teaching English as a Second Language (part-time program)

• 雅思: 学术类综合得分达到6.0或6.5分，根据所
                选专业而定
• 托福: 托福网络测验达到79分
• 高中十二年级英文课程(English 12)*
• 奧克拿根学院学术英语课程(OC EAP)达到4级* 
 (* 最低英语入学标准:  60 - 70分，根据所选专业而定)

学位/专科后进修高级文凭 Post Diploma/ Certificates:
 

• 两年制学士后会计文凭: Post Baccalaureate Diploma in 
     Accounting (涵盖申请注册会计师的课程)  

• 一年制学位或专科后商管证书: Post-Diploma Certificate in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包括会计、金融、酒店和旅游管理、人力资源管
     理、市场营销、管理以及普通学科) 

学位/专科后进修高级证书 Advanced Certificate:      
• 沟通信息交流: Communication (包括专业写作、公共关系
     理论和实践、管理沟通、营销写作、视觉沟通等)

如需查看所有提供课程的完整清单，请浏览我们的网站:                   
www.okanagan.bc.ca/programs

在完成高中学业后:

是
否

可从奥克拿根学院(Okanagan College)转学分到加拿大的其它大学，包括英属哥伦比亚大学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西蒙菲莎大学(Simon Fraser University)、维多利亚大学
(University of Victoria)、汤普森河大学(Thompson Rivers University)。

•奥克拿根学院的教育顾问将会协助学生选择适当的课程来帮助学生转学成功。

•英属哥伦比亚大学(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在奥克拿根地区基洛纳市(kelowna)设有
    校区。成功完成奥克拿根学院的学术英语课程English for Academic Purposes (EAP)就能满足
    英属哥伦比亚大学(UBC)的英语入学要求English Language Admission Standard(EL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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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英语课程 English for Academic Purposes (EAP) 

•从中级到高级共四级(包括听、说、读和写)

•平均每周20小时授课时间

•一月、五月、七月和九月均开班

•学术英语四级(EAP Level 4)成绩60分即满足奥克拿根学院所 
    有的学位(商科BBA除外)和专科文凭课程的英语入学要求

•学术英语四级(EAP Level 4)成绩70分为商科BBA学位的最低英语
    入学要求

• 学术英语四级(EAP Level 4)课程成绩70分即满足UBCO英属哥
     伦比亚大学奥克拿根校区的英语入学要求
• 学术英语高级班的学生可同时注册商科、文科、理科、工
     科和其它科目学位或专科文凭的第一年课程，例如: 商科、
     数学、计算机科学、现代语言、经济学、心理学及人类学等)。
     但有些学位或文凭课程有可能会要求须先满足所选课程的
     先修课。例如: 选秀数学系的课程往往要求需要先完成高中
     12年级数学(math 12)
      

英语作为第二语言课程 English as a Second Language(ESL)

    初级班共两级(包括听、说、读和写)  

奥克拿根学院的学术英语课程
  (申请OC EAP入学时，无需
   托福或雅思考试成绩)

大学学位、专科文凭证书或
大学转学分课程

大学转学分课程

转学选择:
     
     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奥克拿根校区
      或转到加拿大境内的其它大学

大学学位或文凭课程

毕业后获取大学学位或专科文凭证书

可选择
获取在加拿大境内工作经验、

     回国发展、
申请移民

IElTS 雅思
ToEFl 托福
English 12
oC EaP

我目前的英语水平是否
达到英语入学要求？



学士学位课程(四年制)

工商管理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BBA): 
专业包括会计、金融、普通学科、旅游和酒店管理、
人力资源管理以及管理和市场营销

计算机信息系统 Computer Information Systems 
(CIS): 
专业包括软件设计和开发、计算机系统以及数据库系
统。 

副学士学位和大学转学分课程(两年制)* 

文科副学士 Associate of Arts Degree (AA): 
专业包括沟通信息交流、跨文化研究、经济学、英语、
环境研究、历史、现代语言、哲学、政治学、心理学、
社会学、女性学

理科副学士 Associate of Science Degree (AS): 
课程包括天文学、生物学、化学、计算机科学、地球
和环境科学、地理学、数学和统计学、物理学 

(* 所有副学士学位的课程学分可确保能直接转到卑诗省的其它
四年制大学。详情请浏览网站:  http://www.bctransferguide.ca/)

专科文凭课程(两年制)

• 高级烹饪艺术管理 Culinary Management Diploma:
     烹饪培训实践和工商管理课程相结合

• 工商管理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会计、金融、普通学科、旅游和酒店管理、人力资源
     管理以及管理和市场营销

• 商业航空管理 Commercial Aviation
• 计算机信息系统 Computer Information Systems:
     软件设计和开发、计算机系统    

• 犯罪和社会正义学 Criminal & Social Justice 
• 工程技术 Engineering Technology: 
     土木、电子、机械、网络和通讯、给水工程技术(包括水
     质和污水处理技术、环境监测)

• 环境学 Environmental Studies: 
     环境管理、跨学科环境艺术和环境科学

• 健康与社会发展 Health & Social Development:
     幼儿教育、社会人类服务工作者、理疗师助理

• 人体动力学 Human Kinetics: 
     健康与健身、健康与体育、运动机能学和健康科学

• 国际发展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 新闻学 Journalism Studies
• 媒体与文化研究 Media and Cultural Studies
• 写作与出版 Writing and Publishing
• 绿色/可持续建筑管理 Sustainable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三年制)

证书课程(18个月或18个月以下)

• 行政助理 Administrative Assistant 
• 飞机检修工程师 Aircraft Maintenance Engineer 
• 汽车服务技师 Automotive Service Technician
• 汽车维修技师 Collision Repair Technician
• 烹饪艺术/烘焙艺术 Culinary Arts/Pastry Arts
• 重型汽车/商用运输技工 Heavy Duty/Commercial Transport Mechanics 
• 专业会计预备课程Pathway to Professional Accounting
• 药剂师 Pharmacy Technician
• 室内木工 Studio Woodworking
• 英语为第二语言(ESL)语言教师课程(非全日制课程)  
     Teaching English as a Second Language (part-time program)

• 雅思: 学术类综合得分达到6.0或6.5分，根据所
                选专业而定
• 托福: 托福网络测验达到79分
• 高中十二年级英文课程(English 12)*
• 奧克拿根学院学术英语课程(OC EAP)达到4级* 
 (* 最低英语入学标准:  60 - 70分，根据所选专业而定)

学位/专科后进修高级文凭 Post Diploma/ Certificates:
 

• 两年制学士后会计文凭: Post Baccalaureate Diploma in 
     Accounting (涵盖申请注册会计师的课程)  

• 一年制学位或专科后商管证书: Post-Diploma Certificate in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包括会计、金融、酒店和旅游管理、人力资源管
     理、市场营销、管理以及普通学科) 

学位/专科后进修高级证书 Advanced Certificate:      
• 沟通信息交流: Communication (包括专业写作、公共关系
     理论和实践、管理沟通、营销写作、视觉沟通等)

如需查看所有提供课程的完整清单，请浏览我们的网站:                   
www.okanagan.bc.ca/programs

在完成高中学业后:

是
否

可从奥克拿根学院(Okanagan College)转学分到加拿大的其它大学，包括英属哥伦比亚大学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西蒙菲莎大学(Simon Fraser University)、维多利亚大学
(University of Victoria)、汤普森河大学(Thompson Rivers University)。

•奥克拿根学院的教育顾问将会协助学生选择适当的课程来帮助学生转学成功。

•英属哥伦比亚大学(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在奥克拿根地区基洛纳市(kelowna)设有
    校区。成功完成奥克拿根学院的学术英语课程English for Academic Purposes (EAP)就能满足
    英属哥伦比亚大学(UBC)的英语入学要求English Language Admission Standard(EL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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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英语课程 English for Academic Purposes (EAP) 

•从中级到高级共四级(包括听、说、读和写)

•平均每周20小时授课时间

•一月、五月、七月和九月均开班

•学术英语四级(EAP Level 4)成绩60分即满足奥克拿根学院所 
    有的学位(商科BBA除外)和专科文凭课程的英语入学要求

•学术英语四级(EAP Level 4)成绩70分为商科BBA学位的最低英语
    入学要求

• 学术英语四级(EAP Level 4)课程成绩70分即满足UBCO英属哥
     伦比亚大学奥克拿根校区的英语入学要求
• 学术英语高级班的学生可同时注册商科、文科、理科、工
     科和其它科目学位或专科文凭的第一年课程，例如: 商科、
     数学、计算机科学、现代语言、经济学、心理学及人类学等)。
     但有些学位或文凭课程有可能会要求须先满足所选课程的
     先修课。例如: 选秀数学系的课程往往要求需要先完成高中
     12年级数学(math 12)
      

英语作为第二语言课程 English as a Second Language(ESL)

    初级班共两级(包括听、说、读和写)  

奥克拿根学院的学术英语课程
  (申请OC EAP入学时，无需
   托福或雅思考试成绩)

大学学位、专科文凭证书或
大学转学分课程

大学转学分课程

转学选择:
     
     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奥克拿根校区
      或转到加拿大境内的其它大学

大学学位或文凭课程

毕业后获取大学学位或专科文凭证书

可选择
获取在加拿大境内工作经验、

     回国发展、
申请移民

IElTS 雅思
ToEFl 托福
English 12
oC EaP

我目前的英语水平是否
达到英语入学要求？



• 可颁授学位、各种文凭和证书、英语为第二语言(ESL)的语言课程
• 大学转学分课程，包括转学到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奥克拿根校区(UBC-Okanagan)
• 可获得在校期间校内外工作许可证及毕业后的加拿大工作许可证申请资格
• 政府认证的公立学院
• 小班制、强调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方式
• 辅导中心免费提供课外辅助(英语、数学、商科等)
• 位于加拿大最温暖美丽的地区之一
• 高品质的学术课程且学费合理

如何申请
• 在 www.okanagan.bc.ca/International网站
     上填写并缴交入学申请表至奥克拿根学院

• 入学申请报名费加币100元

• 如果课程学习时间超过六个月,申请人需向就 
     近的加拿大签证申请中心申请学生签证

住宿
学生可以选择居住在由奥克拿根学院家庭寄宿协
调人严格选定的当地居民家里。从当地家庭寄宿
的经历，学生易于提高他们的英文水平、适应新
的环境以及了解加拿大风俗习惯。基洛纳校园内
的学生宿舍(Skaha Place)，为学生提供一个价格
适中、实用便利的选择。学生也可以自己选择安
排住宿。

文化联络人
奥克拿根学院国际教育部的职员中有精通各国语言的文化联络
人。他们将会在学生整个学习期间协助解决在居住、文化适应
以及各种顾虑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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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了解更多有关可选择的课程、申请入学要求和程
序、学费、教学进度、课程介绍方面的资讯，请浏览
我们奥克拿根国际教育部的网站或直接和我们联系:

Okanagan College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1000 KLO Road 
Kelowna, British Columbia  V1Y 4X8 
CANADA
www.okanagan.bc.ca/international 
inted@okanagan.bc.ca 
www.facebook.com/OCInternationalEd   
电话: 加拿大国码: 1 + 电话号码: (250) 862-5443
传真: 加拿大国码: 1 + 传真号码: (250) 862-5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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