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可頒授學位、各種文憑和證書、英語為第二語言(ESL)的語言課程
•大學轉學分課程，包括轉學到英屬哥倫比亞大學奧克拿根校區(UBC-Okanagan)
•可獲得在校期間校內外工作許可證以及畢業後的加拿大工作許可證申請資格
•政府認証的公立學院
•小班制、強調以學生為中心的教學方式
•輔導中心免費提供課外輔助(英語、數學、商科等)
•位於加拿大最溫暖美麗的地區之一
•高品質的學術課程且比其它一些西方國家的學費和生活費合理　

如何申請
•	朗文移民法律事務所提供全套申请及学习许

可办理的服务 http://www.nlai.ca

•	入學申請報名費加幣100元

•	如果課程學習時間超過六個月，申請人需办
理加拿大學生簽證

住宿
學生可以選擇居住在由奧克拿根學院家庭寄宿協
調人嚴格選定近校園的當地居民家裡。從當地家
庭寄宿的經歷可以為學生易於提高他們的英文水
平，適應新的環境以及瞭解加拿大風俗習慣提供
很好的機會。基隆納校園內的學生宿舍(Skaha 
Place)，為學生提供一個價格適中、實用便利的
選擇。學生也可以自己選擇安排住宿。

文化聯絡人
奧克拿根學院國際教育部的職員中有精通各國語言的
文化聯絡人。他們將會在學生整個學習期間協助解決
在居住、文化適應以及各種顧慮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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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更多有關可選擇的課程、申請入學要求和程序、

學費、教學進度、課程介紹方面的資訊，請與授權拓

展 朗文移民法律事務所联络     info@nlai.ca

Okanagan College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1000 KLO Road, Kelowna, 
British Columbia  V1Y 4X8 CANADA

授權拓展：朗文移民法律事務所

http://www.nlai.ca    電郵：info@nlai.ca

電話: 加拿大國碼: 1 + 電話號碼: (250) 899-6868

遠離煩囂、遠離誘惑
                讀書求學的理想山谷



學士學位課程(四年制)

工商管理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BBA): 
專修包括會計、金融、普通學科、旅遊和飯店接待管理
、人力資源管理以及管理和市場行銷

電腦資訊系統 Computer Information Systems (CIS): 
專修包括軟體設計發展及開發、電腦系統以及資料庫系統 

副學士學位和大學轉學分課程(兩年制)* 

文科副學士 Associate of Arts Degree (AA): 
專修包括溝通信息交流、跨文化研究、經濟學、英語、
環境研究、歷史、現代語言、哲學、政治學、心理學、社
會學、女性學 

理科副學士 Associate of Science Degree (AS): 
課程包括天文學、生物學、化學、電腦科學、地球和環
境科學、地理學、數學和統計學、物理學 

(* 所有副學士學位的課程學分可確保能直接轉到卑斯省和加拿大內的
其它四年制大學。詳情請瀏覽網站: http://www.bctransferguide.ca/)

專科文憑課程(兩年制)

• 高級烹飪藝術管理 Culinary Management Diploma:
烹飪培訓實踐和工商管理課程相結合

• 工商管理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會計、金融、普通學科、旅遊和飯店接待管理、人力
資源管理 以及管理和市場行銷

• 商業航空管理 Commercial Aviation
• 電腦資訊系統 Computer Information Systems:

軟體設計發展及開發、電腦系統

• 犯罪和社會正義學 Criminal & Social Justice
• 工程技術 Engineering Technology:

土木、電子、機械、網路和通訊、給水工程技術(包括
水質和污水處理技術、環境監測)

• 環境學 Environmental Studies:
環境管理、跨學科環境藝術和環境科學

• 健康與社會發展 Health & Social Development:
幼兒教育、社會人類服務工作者、理療師助理

• 人體動力學 Human Kinetics:
健康與健身、健康與體育、運動機能學和健康科學

• 國際發展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 新聞學 Journalism Studies
• 媒體與文化研究 Media and Cultural Studies
• 寫作與出版 Writing and Publishing
• 綠色/可持續建築管理 Sustainable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三年制)

證書課程(18個月或18個月以下) 

• 行政助理 administrative assistant
• 飛機檢修工程師 Aircraft Maintenance Engineer
• 汽車服務技師 Automotive Service Technician
• 汽車維修計師 Collision Repair Technician
• 烹飪藝術/烘培藝術 Culinary Arts/Pastry Arts
• 重型汽車/商用運輸技工 Heavy Duty/Commercial Transport Mechanics
• 專業會計預備課程 Pathway to Professional Accounting
• 藥劑師 Pharmacy Technician
• 室內木工 Studio Woodworking
• 英語為第二語言(ESL)語言教師課程(非全日制課程)

Teaching English as a Second Language (part-time program)

• 雅思: 學術類綜合得分達到6.0 或6.5分，根據所
選專業而定

• 托福: 托福網路測驗達到79分
• 高中十二年級英文課程(English 12)*
• 奧克拿根學院學術英語課程(oC EaP)達到4級*
(* 最低英語入學標準: 60 - 70分，根據所選專業而定)

學位/專科後進修高級文憑 Post Diploma/ Certificates:
 

• 兩年制學士後會計文憑: Post Baccalaureate Diploma in
accounting (涵蓋申請註冊會計師的課程)

•一年制學位或專科後商管證書: Post-Diploma Certificate in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包括會計、金融、飯店接待和旅遊管理、人力資
源管理、市 場行銷 、 管理以及普通學科)

學位/專科後進修高級證書 The Advanced Certificate:    
•溝通訊息交流: Communication (包括專業寫作、公共關係理

論和實踐、管理溝通、行銷寫作、視覺溝通等)

如需查看所有提供課程的完整清單，請瀏覽我們的網站:
www.okanagan.bc.ca/programs

在完成高中學業後:

是
否

可從奧克拿根學院(okanagan College) 轉學分到加拿大的其他大學，包括英屬哥倫比亞大學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西蒙菲莎大學 (Simon Fraser University)、維多利亞大學 
(University of Victoria)、湯普森河大學(Thompson rivers University)。

• 奧克拿根學院的教育顧問將會協助學生選擇適當的課程來幫助學生轉學成功。

• 英屬哥倫比亞大學(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在奧克拿根地區基隆納市(Kelowna)設有
校區。成功完成奧克拿根學院(oC)的學術英語課程 English for academic Purposes (EaP)
就能滿足英屬哥倫比亞大學(UBC)的英語入學要求 English language admission Standard
(Ela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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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英語課程 English for Academic Purposes (EAP) 

•從中級到高級共四級(包括聽、說、讀和寫)

•平均每周20小時授課時間

•一月、五月、七月和九月均開班

•學術英語四級(EaP level 4)成績60分就滿足奧克拿根學院所有
的學位(商科BBa除外)和專科文憑課程的英語入學要求

•學術英語四級(EaP level 4)成績70分為商科BBA學位的最低
英語入學要求

•	學術英語四級(EaP level 4) 課程成績70分即滿足UBCO英屬
哥倫比亞大學基奧克拿根校區的英語入學要求

•	學術英語高級班的學生可同時註冊商科、文科、理科、工科和
其它科目學位或專科文憑的第一年課程，例如:商業、數學、電
腦科學、經濟學心理學及人類學等)。  但有些學位或文憑課程
有可能會要求須先滿足所選課程的先修課。例如:選修數學系
的課程往往要求需要先完成高中12年級數學(math 12)

英語第二語言的語言課程 English as a Second Language(ESL)

    初級班共兩級 (包括聽、說、讀和寫)

奧克拿根學院的學術英語課程
(申請oC EaP入學時，無需

   的托福或雅思考試成績)

大學學位、專科文憑證書或
大學轉學分課程

大學轉學分課程

轉學選擇:

英屬哥倫比亞大學奧克拿根校區
  或轉到加拿大境內其它的大學

大學學位或文憑課程

畢業後獲取大學學位或專科文憑證書

可選擇
獲取在加拿大境內工作經驗、

     回國發展、
申請移民

IElTS 雅思
ToEFl托福
English 12
oC EaP

我目前的英語水平是
否達到英語入學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