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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e you SFU?
大学第一天的意义远远超出你的想象。
它是你高中结束后的新开始，未来将 
由你自己创造！无论你的人生愿望是 
什么，或许你还在为此而思考，成功之
路往往不会一帆风顺。西门菲莎大学 
开设的课程将提供给你探索和体验的
空间。这里有不同的课程、丰富的俱乐
部、来自不同国家的人们以及各行各 
业的实践体验。我们相信，未来不是 
终点，而是征程！

大学第一天是一张白纸，可书写无数 
承诺和无限可能。如果这一切激励和 
鼓舞着你，那么你来对了地方。

Yes, you are sfu!



为什么选择菲莎
国际学院(FIC)？

 ■ 在坐落于全球最宜居城市之一温哥 
华的加拿大顶尖大学学习。

 ■ 成为FIC来自全球50多个国家2,000余 
名学生中的一员。

 ■ FIC提供支持型教学环境，帮助国际 

学生更好地适应在加拿大的学习与 
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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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辞
西门菲莎大学校长寄语

我很高兴欢迎FIC学生顺利升读SFU，并在全球最美丽最具活力的

城市学习。SFU创立于1965年，已发展成为加拿大顶尖大学之一，

在创新型教学、前沿研究和社区服务方面享有很高的国际声誉。

这也得益于我们在文科、理科、跨学科和专业课程项目上的优势，

以及我们在教研整合方面的不懈努力。

SFU拥有国际公认的优秀师资力量，我们的学生毕业后在各自的

从业领域内均有建树。而与FIC及其学生们之间的联系则进一步提

升和丰富了我们的师生成就记录。FIC学生能够在SFU校区内学习

和生活，享受大学提供的各种设施及资源。我们的学生宿舍、学生

服务、娱乐和体育设施以及开设的课程项目为学生营造了一个温

馨的环境，帮助学生顺利渡过在FIC和SFU的学习生活，在这里收

获充实愉快的体验。我诚挚地邀请你加入西门菲莎大学菲莎国际

学院。

Andrew Petter教授

President and Vice-Chancellor 

西门菲莎大学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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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 SFUFIC
UTP第一阶段（预科）

UTP第二阶段

文学副学士学位

完成最后一年学习

一年级

二年级

四年级

三年级

进入SFU大学二年级学习，需顺利完成UTP第二阶段课程并满足相应课程的GPA要求。
进入SFU大学三年级学习，需顺利完成FIC文学副学士学位课程并满足相应的GPA要求。

你的学士学位

菲沙国际学院（FIC）是您
获得西门菲沙大学（SFU）
学位的最佳途径

FIC携手SFU，为国际学生取得加拿大顶尖大学

SFU的本科学位提供独特的桥梁课程。

入读菲莎国际学院，你将从以下方面受益：

学生将获得FIC桥梁课程以及SFU相关学位大二课
程学习的联合录取通知书。

 ■ 提供定制的大学课程，帮助国际学生适应加拿大教育

体系

 ■ 满足录取通知书中规定的GPA，即可升读SFU学位课

程二年级

 ■ 毕业时将获得由加拿大顶尖大学颁发，且全球认可的

学位证书

充分享受SFU校园资源，可申请校内住宿。

 ■ 使用SFU的世界级图书馆、computer laboratory=电脑

室电脑室 现代化电脑室和一流的体育设施

 ■ 为NCAA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大学体育组织中唯一的加

拿大大学成员而欢呼

 ■ 与本地学生及其他国际学生一起享受校园住宿和无限

量供应的膳食计划

FIC专为国际学生量身定制，帮助你成功进入加拿大
顶尖名校SFU。

 ■ FIC桥梁课程将帮助学生顺利完成从高中到大学的过

渡，并尽快适应新的文化与生活环境

 ■ 提供免费辅导课程，以及定期与导师一对一面谈的机会

 ■ 支持型教学环境以及小班授课模式

关于SFU或FIC的更多信息，请登录 

sfu.ca或fraseric.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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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门菲莎大学
凭借其创新课程、对学术成就的关注以及充满活力的 

校园群体，SFU一直位列加拿大重点大学之一。在这里，

您将与其他满怀热情的优秀学子一起接受世界知名教

育工作者的教导。

35,000多名在校学生

8所学院

150多个专业课程

加拿大留学生来源最多元化的大学

超过130,000位校友

所有学院均为学生提供带薪实习机会， 

已经持续4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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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门菲莎大学排名

 ■ 加拿大排名前10名 
（《麦克琳杂志》，2016）

 ■ 全球前225名  
（《QS世界大学排名》，2015/16）

 ■ 全球前250名 
（《泰晤士报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2016）

 ■ 计算机科学类，全球前75名 
（《上海交通大学世界大学500强》，2015）

 ■ 商学院全球前100名 
（《上海交通大学世界大学500强》，2015）

 ■ 加拿大商科类大学前10名 
（《麦克琳杂志》，2016）

西门菲莎大学
带薪实习项目
SFU拥有北美规模最大的带薪实习（Co-op）课程，学生可在攻读学位

课程期间参与实习工作并获得报酬。SFU开设了涵盖 

54个本科课程和10个研究生课程的所有专业的Co-op课程，每年约提

供2,500多个Co-op职位。

完成西门菲莎大学带薪实习课程后，你将能够：

 ■ 学习新技能，探索职业选择

 ■ 获得有价值的相关工作经验

 ■ 与业内专业人员建立关系网络

 ■ 12周带薪实习课程最低收入：$5016加元

FIC的学生曾在蒙特利尔银行、安永会计师事务所、美国福陆公司、 

汇丰银行、IBM、毕马威会计事务所和可口可乐等公司实习。

FIC学生在升入SFU后可申请参加Co-op项目。

加拿大综合性大学第一名
（《麦克琳杂志》，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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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温哥华
温哥华位于加拿大太平洋海岸区，是一个安全和充满活 

力的城市，冬季温暖，夏季温和少雨。温哥华经济发达， 

市中心地区繁荣昌盛，是购物、夜生活和户外娱乐活动 

的天堂。

美丽的世界级城市
 ■ 一直被评为世界上最适合居住的城市之一

 ■ 气候温和，冬天比英国伦敦温暖

 ■ 2010冬奥会主办地

 ■ 温哥华加人队（NHL）和温哥华白帽队（MLS）主场

 ■ 人口超过二百万

精彩不容错过

 ■ 格兰佛岛（Granville Island）：一个热闹非凡的特色市场， 

齐聚各类工匠室、剧院、餐馆，并售卖当地各种农产品。

 ■ 煤气镇（Gastown）：温哥华原市中心所在。走在鹅卵石街道

上，您可观赏老式蒸汽钟，享受美妙的夜生活，品尝各类餐

馆美食，流连各大艺术画廊。

 ■ 北岸山脉（North Shore Mountains）：从温哥华开车可方 

便抵达格劳斯山、西摩山和赛普里斯山，享受绝佳的滑雪、

滑板滑雪和徒步旅行体验。

 ■ 斯坦利公园（Stanley Park）：这座四季常青的公园占地 

400公顷（1,000英亩），生长着各类植物，包括挺拔的雪松、

冷杉和铁杉，可参观温哥华水族馆，参加各种艺术活动， 

沿着海岸漫步或骑行。

目的地：温哥华

省份： 
不列颠哥伦比亚

货币： 
加元（C$）

时区： 
太平洋标准时间 
 （比格林威治时间
GMT或UTC晚 8小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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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最宜居城市第三名
（《经济学人》，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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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
在开始你在加拿大的学习之旅前，需要先选择好在国外的

理想住所。作为菲莎国际学院的学生，你有资格申请西门菲

莎大学校内住宿。

校内住宿能帮助学生结识加拿大本地学生和来自其他国家的留学生，

建立终身友谊。校园内学习氛围浓厚，让你专注于学习的同时，享受校

内各种便利设施。

住宿特点：

 ■ 所有房间都是单人间

 ■ 有线电视

 ■ 每个楼层都有一个电视休息室

 ■ 可步行前往图书馆、体育中心和商店

 ■ “宿舍协会”杯！加入“宿舍协会”，参加与其他宿舍学生举行的友 

谊赛

 ■ 不限量用餐计划：在加拿大，只有西门菲莎大学提供24/7全天候 

不限量用餐计划！春季和秋季学期均可享受此计划。你不必担心生

活费正不断减少，可随时吃到你想吃的食物。宿舍位子有限，先到 

先得！

如需更多信息，请访问：sfu.ca/students/residences。

24/7  
全天候不限量 
用餐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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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E YOU SFU?
AZMARIE WANG, 中国 
UTP第二阶段：工商管理

 “我在2014年秋季入读加拿大菲莎国际
学院(FIC)，一年后成功升入西门菲莎大
学商学院，获得入学奖学金，并开始修
读商科、计算机科学双学位课程。FIC
的商科学习注重培养学生们解决问题的
能力，锻炼批判性的思维方式，为我顺
利升入SFU商学院二年级打下很好的基
础。FIC是我在加拿大的“家”，不仅给
予我学业的支持，参加志愿者项目的机
会更是让我在初到异国他乡的第一年体
会到家一样的温暖。”

24/7  
全天候不限量 
用餐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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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课程

大学转学分课程第二阶段（UTP第二阶段）

UTP第二阶段是FIC与SFU联合提供的大一桥梁课程，以帮

助学生升读SFU大学学位课程。FIC开设以下UTP第二阶

段课程：

 ■ 文科与社会科学

 ■ 工商管理

 ■ 传媒与商科

 ■ 传媒、艺术与科技

 ■ 计算机科学

 ■ 工程学

 ■ 环境学

 ■ 健康科学

UTP第二阶段所有课程均由西门菲莎大学开设，所有的授

课老师均得到大学授权。根据你的高中成绩及资质，你也

许直接申请进入UTP第二阶段。

学生需要在FIC完成至少10门学术课程，且GPA达到所选

专业的最低要求，方可升读SFU相关专业的二年级。UTP
第二阶段可在三学期（1年）内完成。

FIC开设两个硕士预科课程（PMP）：工商管理硕士（MBA）

预科课程和工程学硕士预科课程。硕士预科课程将帮助你

在加拿大顶尖大学学习精英硕士课程做好准备。

FIC硕士预科课程为学生提供了广泛的专业相关基础课程，

其入学要求略低于直接入读MBA或工程硕士（MEng）的 

要求。

FIC文学副学士学位课程为期2年，设有各类科目，灵活

多变。顺利完成本课程并取得相应GPA时，即有机会申

请入读SFU第三年相关学位课程。

预科课程

大学转学分课程第一阶段（UTP第一阶段）

UTP第一阶段是大学预科课程，专为需要学习额外课程才能

升入大一桥梁课程（UTP第二阶段）的学生而设计。

在此阶段，学生需要在两学期内学习8门学术课程（每学期

四个月，4门课程）。顺利完成本阶段课程后，即可升入UTP
第二阶段。

FIC 
桥梁课程

硕士预科课程 FIC文学副学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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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你的 
专业

UTP第一阶段

UTP第一阶段课程旨在帮助学生进入大学课程做好充足准

备。成功完成这一阶段课程后将升读FIC的UTP第二阶段

课程。

课程*

从以下课程中选择8门：

• BUS108 商业管理

• COM001 计算概念与算法导论

• COM002 计算机概论及其应用

• ECN100 经济学概论

• ESR100 英语阅读技巧

• IUW100 大学写作概论

• MTH099 代数入门

• MTH101 数学导论

• MTH103 数学基础

• PHL120 哲学推理概论

• UNI101 大学生活

• WIS100 世界问题

进入UTP第二阶段

* 学习指导老师可协助你选择合适的课程，以便满足UTP第二阶段课程的入学要

求。学生必须完成UTP第一阶段的两门数学课程并达到规定分数后，才能升读工

程学。

UTP阶段二：文科与社会科学*
课程

从以下课程中选择至少一门：

• ENGL112  当代文学

•  ENGL115  文学与文化

•  PSYC109  大脑、思维和社会

•  WL102  跨文化文学

从文科、社会科学和拓展课程清单中选择至少5门：

文科与社会科学课程

• CRIM101  犯罪学导论

•  CRIM135  加拿大法律和法律制度导论：刑事司法学

•  ECON103  微观经济学原理

•  ECON105  宏观经济学原理

•  ECON260  环境经济学

•  ENGL101  小说导论

•  ENGL105  文学与文化问题概论

•  ENGL112  当代文学

•  ENGL115  文学与文化

•  FNST101  加拿大原住民文化、语言和起源

•  HIST102  联邦时期后的加拿大

•  HIST204   加拿大社会史

•  LING110  语言的奥妙

•  LING200  英语语法导论

•  LING220  语言学导论

•  PHIL105  批判性思维

•  POL100  政治学与政府导论

•  POL141  国际政治学

•  POL231  比较政治学

•  PSYC100  心理学概论I
•  PSYC102  心理学概论II
•  PSYC109  大脑、思维和社会

•  WL102  跨文化文学

•  WL201  东/西方文化

拓展课程
• ARCH100  古人与古迹

•  CMNS110  传媒学概论

•  BUS200  商业基础

•  BUS216  商务写作概论

•  FPA135  电影导论

•  GEOG100  社会、空间与环境：人文地理学导论

•  HSCI160  全球视角看健康

•  IAT110  视觉传媒设计

•  MATH100  微积分入门

•  MATH157  社会科学微积分I
•  STAT203  社会科学统计学导论

选修课

学生还必须在FIC提供的课程中选择至少4门选修课程。

升入SFU二年级

文学学士学位

* 课程和专业可能会有所变更，如需了解最新课程信息，请访问 fraseric.ca. 
学生需要在FIC完成至少10门UTP第二阶段学术课程，GPA达到2.5且必修学术课

程每门不低于C-，方可升读SFU文学学士学位课程。 
所设课程及必修课程可能会有所变更，恕不另行通知。学习指导老师可以帮助学

生选择合适的课程来满足SFU入学要求。UTP第二阶段课程可能包含一门不带学

分、必修的学术读写课程（AL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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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TP第二阶段：工商管理

必修课

• BUS200  加拿大商务基础

• BUS216 商务写作要领

• BUS251 财务会计I
• ECON103 微观经济学原理

• ECON105 宏观经济学原理

• ENGL112 当代文学 
或  
ENGL115  文学与文化

• MATH157 社会科学微积分I
• PHIL105 批判性思维

选修课

从FIC认可的商科课程中选择2门。这些课程能帮助学生达

到对于知识广度的要求。

升入SFU二年级

工商管理学学士课程

学生需要在FIC完成至少10门UTP第二阶段学术课程，GPA达到3.2且必修学术课

程每门不低于C-，方可升读SFU工商管理学士学位课程。GPA2.8的学生可通过提

交补充材料 

(Broad-based Application)获得攻读工商管理学士学位的机会；GPA2.5的学生 

可选择商科作为辅修专业。所设课程及必修课程可能会有所变更，恕不另行通

知。UTP第二阶段课程可能包含一门不带学分、必修的学术读写课程（ALC）。 

学习指导老师可以帮助学生选择合适的商科辅修课。

商学院世界前100名
（《上海市交通大学世界大学500强》，2015）

UTP第二阶段：传媒、艺术与科技

必修课

• CMNS110 传媒学概论

• CMNS130  传媒与社会变迁

• FPA135 电影导论

• IAT102  平面设计

• IAT110  视觉传媒设计

从中选择一门课程

• ENGL112  当代文学

• ENGL115  文学与文化

• PSYC109  大脑、思维和社会

• WL102  跨文化文学

再从FIC开设的多种多样的课程中选择4门选修课程，其中

包括1门”Q”课程，这些课程能帮助学生达到对于知识广

度的要求。

升入SFU二年级

学生将进入传媒、艺术与科技学院攻读文学学士双辅修 
专业。

学生需要在FIC完成至少10门UTP第二阶段学术课程，GPA达到2.5且必修学术课

程每门不低于C-，才可转入SFU传媒、艺术与科技学院继续攻读学位课程。辅修当

代艺术方向专业可能会需要面试、试镜或提供作品集。UTP第二阶段课程可能包

含一门不带学分、必修的学术读写课程（ALC）。所设课程及必修课程可能会有所

变更，恕不另行通知。学习指导老师可以帮助学生选择合适的课程来满足SFU入

学要求。

UTP第二阶段：传媒与商科

必修课

• CMNS110 传媒概论

• CMNS130 传媒与社会变迁

• FPA135 电影导论

• IAT102  平面设计

• IAT110  视觉传媒设计

• ECON103 微观经济学原理 
• BUS200 加拿大商务基础 
• BUS216 商务写作要领

• BUS251  财务会计I

从中选择一门课程

• ENGL112  当代文学

• ENGL115  文学与文化

升入SFU二年级
学生将进入传媒、艺术与科技学院攻读文学学士双辅修 

专业。

学生需要在FIC完成至少10门UTP第二阶段学术课程，GPA达到2.5且必修学术课

程每门 不低于C-，才可转入SFU传媒、艺术与科技学院继续攻读学位课程。UTP
第二阶段课程可能包含一门不带学分、必修的学术读写课程（ALC）。所设课程及

必修课程可能会有所变更，恕不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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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TP第二阶段：计算机科学

必修课

• CMPT130  计算机程序设计概论I
• CMPT135  计算机程序设计概论II 
• MACM101 离散数学I
• MATH151 微积分I 
• MATH152 微积分II 

从中选择一门课程

• ENGL112 当代文学

• ENGL115  文学与文化

• PSYC109 大脑、思维和社会

• WL102  跨文化文学

选修课

从FIC开设的多种多样的课程中选择4门选修课程，这些课

程能帮助学生达到对于知识广度的要求。

升入SFU二年级

理学学士（计算机科学）

学生需要在FIC完成至少10门UTP第二阶段学术课程，GPA达到2.75且必修学术课

程每门不低于C-，方可升读SFU上述理学学士学位课程。所设课程及必修课程可

能会有所变更，恕不另行通知。学习指导老师可以帮助学生选择合适的课程来满

足SFU入学要求。UTP第二阶段课程可能包含一门不带学分、必修的学术读写课程

（ALC）。

UTP第二阶段：工程学

必修课

• CMPT130 计算机程序设计概论I
• CMPT135 计算机程序设计概论II
• ENSC100 应用科学、技术与社会

• ENSC105 专业流派的过程、形式和惯例

• ENSC180  工程分析概论

• MATH151 微积分I
• MATH152 微积分II
• MATH232  应用线性代数

• PHYS140 工作室物理-力学与现代物理学 
• PHYS141 工作室物理-光学、电学和磁学

升入SFU二年级

应用科学学士学位

学生需要在FIC完成至少10门UTP第二阶段学术课程，GPA达到2.75且必修学术课

程每门不低于C-，方可升读SFU上述应用科学学士学位课程。所设课程及必修课

程可能会有所变更，恕不另行通知。学生需要在FIC数学测试中取得26分或以上的

成绩，才可入读工程学课程。FIC保留将数学测试成绩在26分以下的学生重新分配

到其他专业的权利。

计算机科学课程世界
排名前75名
（《上海市交通大学世界大学500强》，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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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TP第二阶段：环境

文学学士/环境学

 必修课

• ARCH100 古人与古迹

• GEOG100 社会、空间与环境：人文地理学导论

从中选择一门课程

• ENGL112 当代文学

• ENGL115  文学与文化

• PSYC109 大脑、思维和社会

• WL102  跨文化文学

从FIC认可的环境学选修课程中选择7门，其中包括1门“Q”

课程。

理学学士课程

必修课

• ARCH100 古人与古迹

• CMPT120 计算机科学与程序设计概论I
• GEOG100 社会、空间与环境：人文地理学导论

• MACM101 离散数学

• MATH151 微积分I
• MATH152 微积分II

从中选择一门课程

• ENGL112 当代文学

• ENGL115  文学与文化

• PSYC109 大脑、思维和社会

• WL102  跨文化文学

再从FIC认可的环境学选修课程中选择3门课程。

升入SFU二年级

文学学士或理学士或环境学学士

学生需要在FIC完成至少10门UTP第二阶段学术课程，GPA达到2.5且必修学术课程

每门不低于C-，方可升读SFU上述学位课程。所设课程及必修课程可能会有所变

更，恕不另行通知。学习指导老师可以帮助学生选择合适的课程来满足SFU入学

要求。UTP第二阶段课程可能包含一门不带学分、必修的学术读写课程（ALC）。

UTP第二阶段：健康科学

必修课

• BISC100  生物学导论

• BPK140  当代健康问题

• HSCI160 全球视角看健康

• PSYC109  大脑、思维和社会

• STAT203 社会科学统计学导论

选修课 
从以下课程中选择5门，每组不超过2门。

第一组：

• ECON103 微观经济学原理

• ECON105 宏观经济学原理

• ECON260 环境经济学

• MATH100  微积分入门

• MATH151 微积分I
• MATH152 微积分II
• MATH157 社会科学微积分I

第二组：

• ENGL112 当代文学

• ENGL115  文学与文化

• FNST101  加拿大原住民文化、语言和起源

• HIST102 联邦时期后的加拿大

• HIST204 加拿大社会史

• WL102  跨文化文学

• WL201 东/西方文化 

第三组：

• CMNS110 传媒学概论

• CRIM101 犯罪学导论

• CRIM135 加拿大法律和法律制度导论

• LING110 语言的奥妙

• LING200 英语语法导论

• LING220 语言学导论

• POL100 政治学与政府导论

• POL231 比较政治学

• POL141 国际政治导论

• PSYC100 心理学概论I
• PSYC102 心理学概论II

升入SFU二年级

文学/健康科学学士

学生需要在FIC完成至少10门UTP第二阶段学术课程，GPA达到2.5且必修学术课

程每门不低于C-，方可升读SFU上述学位课程。所设课程及必修课程可能会有所

变更，恕不另行通知。学习指导老师可以帮助学生选择合适的课程来满足SFU入

学要求。UTP第二阶段课程可能包含一门不带学分、必修的学术读写课程（ALC）

。

环境科学专 
业排名前十
（《麦克琳杂志》，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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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FU院系及专业

计算机/数学

应用科学
学院

信息系统

计算机语言学

认知科学

计算机/分子生物学和生物化学
生物医学工程

计算机工程

电子工程
工程物理学

系统工程

计算机科学

与浙江大学合办计算机科学双学位

软件系统
（计算机）

地理信息科学

机电系统工程

工程科学

文科与社会
科学学院

亚洲-加拿大研究

行为神经科学

治安
研究

法律与哲学

法律研究

拉丁美洲研究

语言培训机构 劳动力研究

意大利研究

老年学

师范生法语

性别、性与女性研究

法英双语课程 法语

原住民研究

英语
经济

认知科学

犯罪学

人类学

世界文学

社会学

政治科学

心理学

哲学

语言学

历史

人文学

金融

人力资源
管理

国际商务

管理信息
系统市场营销运营管理

会计

创业与创新

BEEDIE
商学院

传媒、艺术
与科技学院

媒体与文化

戏剧
政治经济与政策

科技与社会

设计
媒体艺术

交互式系统

印刷与数字出版

视觉艺术

艺术、表演和电影研究

舞蹈

音乐

电影

当代艺术

交互式艺术与科技

传媒

环境学院

城市研究

环境资源管理

社区可持续发展

发展与可持续性

空间信息系统

可持续商业

全球环境系统

自然地理学

环境科学

地理学

考古学

地理环境学

慢性和感染性疾病

健康科学
学院

环境与职业健康

全球健康

卫生保健系统

精神卫生
人口与公共卫生

社会和
卫生政策科学

社会不公与健康

理学院

生物医学
生理学

化学物理

化学

地球科学

运动机能学

管理与系统科学

数学物理

数学

分子生物学与
生物化学

运营研究

物理学

统计学
精算

应用数学

应用物理学
行为神经学

生物物理

生物科学

教育学院

中学数学教育

中学教学通识基础

环境教育

体育

法语教育

课程与教学

早期学习

学习与发展障碍 教育心理学

咨询与人类发展

教师教育课程

学院

主修课程

辅修课程，专业课程，专题研究 
课程，或感兴趣的领域

申请时，你需要先选择一所学院，然后选择主修课程。

15



菲莎国际学
院MBA预科
课程

全日制MBA课程采用实践性强的教学方法，将理论与应用

相结合，为学生提供扎实的商业基础知识。课程注重综合

性，探索包括诸如可持续发展、创业、新型企业以及国际

商务等相关课题。

MBA预科课程由4门核心课程和一个毕业项目组成，通过

课堂授课的方式为小部分留学生开设。课程内容和导师均

经SFU Beedie商学院认可。

课程

• COMM507  沟通技巧：跨文化问题

• BUAN511  商务技能导论：统计与会计

• COL503  协同工作环境导论

• BUW501  情景学术写作：商务写作

• CAPS520  案例实践毕业项目

入学要求

• 以较好成绩从受认可机构获得本科文凭

• GMAT成绩：500分

• 雅思6.5分或同等水平

• 2.5年工作经验

• 通过SFU Beedie商学院Skype面试

学生成功完成FIC PMP课程，GPA达到3.0，即可升读SFU 
MBA课程。

SFU MBA课程

秋季学期
• BUS703  管理经济学

• BUS704  领导力与团队合作

• BUS705  财务/管理会计

• BUS706  商务分析

• BUS707  商业道德

• BUS708  财务管理

• BUS719  管理人员与组织

春季学期
• 模拟

• BUS702  营销管理

• BUS709  信息管理

• BUS710  全球企业管理

• BUS711  谈判和冲突解决

• BUS712  全球化劳动力管理

• BUS715  运营管理

• BUS724  组织分析

春季/夏季学期中
• BUS725  跨文化体验

夏季学期
• BUS714  企业家精神

• BUS716  可持续性

• BUS718  经营策略

• BUS723  管理思想概论

• BUS726  企业创新与创造力

秋季学期
• BUS727  MBA实习

你的投资
FIC PMP  
$14,496加元

SFU MBA
$46,000加元

MBA游学

$2,900 - $3,300加元

投资总额

$63,396加元

入学日期

FIC PMP
2017年5月5日

开始SFU MBA课程的学习

2017年9月

请访问fraseric.ca/programs/pre-mba下载申请表。

为期16周的MBA预科课程（Pre-MBA Program,PMP）

将协助学生积极参与团队合作，提高批判性思维技

能，培养沟通和语言表达能力，帮助学生入读西门

菲莎大学MBA课程，待学生毕业后还将为学生提供

广泛的就业机会。

FIC PMP
4个月

SFU MBA
12个月

实习
4个月

20个月
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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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莎国际学院 
工程学硕士预科课程

菲莎国际学院为期16周的工科预科课程帮助学生成 

功应对在加拿大顶尖大学学习工科专业硕士课程的 

挑战。

由西门菲莎大学机电系统工程学院开设的为期16个月的

专业硕士课程为学生提供了一流的课程设计，通过专业

课程，设计项目和企业带薪实习项目，我们让学生能够在

产品设计和制造业保持就业竞争力。

课程

• PME501  商务与技术写作

• PME503  协同工作环境导论

• PME507  跨文化交际

• PME511  会计与工程经济学导论

• PME520  产品实现毕业项目

入学要求

• 获得机械工程、电气工程、机电工程、工程科学或相关领域
的学士学位需取得3.0的累计平均积分点（GPA）（0.0-4.33）
或同等成绩

• 雅思6.5分（单项不低于6分）或同等成绩

 
SFU工程学专业硕士课程
总计：30学分

这30学分包括三个主要部分：

• 研究生课程：15学分

• 专业实验室和项目课程：12学分

• 带薪实习：3学分

研究生课程：15学分

至少从以下课程中选择2门或6个学分：

• MSE726  工程概论

优化设计

• MSE727  有限元分析 
MSE780  制造系统

其他学分课程：

• MSE801  研究与发表方法

• MSE900  加拿大工程学

• 任意一门为工程硕士开设的其他技术课程

实验室课程：12学分

• MSE995  高级建模与原型设计

• MSE921  产品实现 I
• MSE922  产品实现 II

带薪实习：3学分

• MSE793  研究生带薪实习项目

你的投资

工程学硕士预科 
$14,496加元

工程学专业硕士课程  
$31,824加元

工程学专业硕士课程包含4个月的带薪实习， 

平均实习工资为$8,000到$12,000加元。

入学日期

FIC工程学硕士预科课程

2017年5月5日

SFU工程学专业硕士课程

2017年9月

请访问fraseric.ca/programs/pme下载申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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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水平要求
FIC采取英文授课，学生在被FIC录取前需要证明其已具备一定水平的英文能力。 

学生可以通过获取以下考试成绩之一来证明其英语水平。

标准课程

如果你满足标准课程的语言要求，可以直接入读UTP第一或第二阶段。标准课程 

包含一门不带学分的学术读写课程（ALC）。标准课程学制为3个学期。

混合课程

如果你满足混合课程的语言要求，便可以开始UTP第一或第二阶段的学习。你将 

在第一学期修读INTG100英文课程和其他两门学术课程。INTG100课程成绩为A 
的学生将免修学术读写课程（ALC）。混合课程学制3个学期。

基础课程

如果你满足基础课程的语言要求，便可以开始UTP第一或第二阶段的学习。你将 

在第一学期修读英语课程，完成英语课程且成绩为A的学生将升读标准课程； 

成绩为B的学生将升读混合课程。基础课程学制为4个学期。

学术读写课程（ALC）

FIC的学术读写课程是专为帮助学生提升大学写作水平而设计的跨学科课程。 

该课程为所有UTP第二阶段学生的必修课程。*

*雅思成绩达到6.5分（单项不低于6分）或取得同等成绩的学生免修这门非学分的学术素养课程

英语水平 标准课程 混合课程 基本课程

加拿大学术英语（CAEL） 60 50（阅读/写作：60） 50 (不低於50)

雅思（学术类） 6.0（单项不低于5.5） 5.5（阅读/写作不低于：5.5； 
听力/口语不低于：5.0）

5.0（阅读/写作不低于：5.0； 
听力/口语不低于：4.5）

托福 79 69 59

BC省高中12年级英语综合成绩 + 3年加拿大
居住历史

55% 50% n/a

GCSE/O Level英语 C D n/a

香港中学文凭考试（HKDSE） 3 2 n/a

国际文凭课程（IB） 4 3 n/a
FIC定期审查录取要求以及英语水平要求。变更情况可在fraseric.ca“录取与收费”中查阅。此信息刊印时准确无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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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E YOU SFU?
JULIA CEBOLLADA FERNANDES，巴西
UTP第二阶段：传媒、艺术与科技

“在菲莎国际学院学习一直以来

都是很棒的体验。这里的人们热

情好客。我知道，如果我有任何问

题，或搞砸了什么事，都会有人来

帮助我的。我的英语水平有了很

大提高，身处不同的文化环境中

真是太棒了。我真的很高兴成为

FIC家族的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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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读UTP第二阶段需要完成高中学业或获得同等学历。 

具体的入学要求请访问fraseric.ca/ apply-today/
admissions-requirements。

并非所有的入学要求都已列出，如果你获得的学历不在列表里，请将

申请材料发送至admissions@fraseric.ca进行评估。已经完成高中学

习，但成绩未能达到UTP第二阶段录取要求的学生，仍有机会进入

UTP第一阶段。

数学要求

入读UTP第二阶段计算机科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的学生，需要完成

高中数学并取得相应成绩。录取后，在开始学习工商管理、计算机科

学、环境科学和工程学之前，你需要参加数学水平测试。基于数学水

平测试的结果，UTP第二阶段的学生可能需要在的第一学期学习微积

分入门课程，以便满足入读所选专业数学课程的要求。微积分入门课

程是学习工商管理、计算机科学、环境科学和工程学必修课程的附加

课程。

成人录取

如果你已成年（21岁或以上），能够提供相关工作记录，且（或）获得

了可接受的学历（如高中学历、大学学历或取得了职业研究成果），无

需达到正式的录取要求，也有机会入读我们课程。

录取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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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 UTP第一阶段 UTP第二阶段 UTP第二阶段 UTP第二阶段
工商管理；文科与社会科学； 
传媒、艺术与科技；环境学 

（文科）；健康科学（文科）； 
文学副学士学位

计算机科学 工程学；环境学（理科）

GCSE，O-Level
或A-Level

通过GCSE-O-Level水平考

试，4门学术课程成 

绩达到C

A Levels：2门学术课程成绩达到C A Levels： 2门学术课程成绩达

到C， 数学成绩达到B，再加1
门理科课程成绩达到C

A Levels：数学成绩达到B，再加2门理科

课程成绩达到C

澳大利亚 完成11年级，平均成绩

达到65%
12年级，UAI成绩不低于65% 平均成绩达到65%，其中数学

成绩不低于70%，且必修1门理

科课程

数学及2门理科课程平均成绩达到70%，

其中数学成绩不低于70%

加拿大 n/a 完成12年级，4门学术课平均成绩

达到75%
完成12年级，4门学术课平均成

绩达到75%，其中数学成绩不低

于75%，且必修1门理科课程

完成12年级，4门学术课平均成绩达到 

75%，其中数学成绩不低于75%，且必修 

2门理科课程

中国 完成高三，4门学术课

成绩达到70%；或完成高

二，4门学术课成绩达

到75%。

完成高三，4门学术课平均成绩达

到75%
完成高三，4门学术课平均成绩

达到75%，其中数学成绩不低于

80%，且必修1门理科课程

完成高三，4门学术课平均成绩达到 

80%，其中数学最低成绩不低于80%， 

且必修2门理科课程

香港HKDSE HKDSE-Form 5，4门学

术课成绩合格 + 10%
4门学术课平均成绩不低于3级 

 （单科不低于2级）

数学成绩不低于4级，包括1 
门理科课程在内的其他3门非

数学课程平均成绩达到3级 

 （单科不低于2级）

数学成绩不低于4级，包括2门理科课程

在内的其他3门非数学课程平均成绩达到

3级（单科不低于2级）

国际文凭课程 

 （IB）

国际文凭课程成绩达

到18
国际文凭课程成绩达到22 国际文凭课程成绩达到22 

 （其中数学成绩不低于5， 

且必修1门理科课程）

国际文凭课程成绩达到24（其中数学成

绩不低于5，且必修2门理科课程）

美国 获得高中文凭 完成12年级，4门学术课平均成绩

不低于75%
完成12年级，4门学术课平均成

绩达到75%，其中数学成绩不低

于75%，且必修1门理科课程

完成12年级，4门学术课平均成绩达到 

75%，其中数学成绩不低于75%，且必修 

2门理科课程

未在上表中列出的国家的录取要求，请联系admissions@fraseric.ca。该表仅供参考，如有变更，恕不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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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历
学年 开学 学期开始 学期结束（包括考试）

2017 1月 1月5日 4月20日

2017 5月 5月5日 8月17日

2017 9月 9月5日 12月18日

2018 1月 1月5日 4月20日
日期如有变动，恕不另行通知。

你的投资
2017学年学杂费 

标准学制 学费总额

大学课程

UTP第二阶段 3学期 30学分，共$24,360加元*
文学副学士学位 2年 每年30学分，共$24,360加元

大学预科课程

UTP第一阶段 2学期 $18,648加元

附加英语课程

混合课程 1学期 $4,921加元（另加UTP课程费用）

基础课程 1学期 $6,983加元（另加UTP课程费用）

英语语言中心入学前英语课程 16周 $6,950加元（包括$250加元申请费）

硕士预科课程（PMP）

MBA预科课程 1学期 $14,496加元

工程学硕士预科课程 1学期 $14,496加元

必缴费用

学术读写课程（ALC） 1学期 $2,436加元（另加UTP第二阶段课程费用）†

生物或物理课程实验费 $100加元

医疗保险 16个月 $920加元

学生服务和娱乐 每学期 $180加元

* 课程收费标准为每学分$812加元，共30学分。超过30学分的学生将支付额外费用。无学分的学术读写课程是UTP第二阶段标准课程的必修课。  
† 雅思6.5（单项不低于6.0）或同等语言水平的学生，可免修学术读写课程。

所有费用均以加元（C$）为单位。实际的费用可能会根据你选择的课程而有所不同。

收费标准如有变动，恕不另行通知。

课程费用包括：

• 全额学费和新生培训课程费用

• SFU设施使用费，包括学生服务、图书馆、计算机实验室

及娱乐设施

• FIC/SFU支持服务费，包括学生咨询、职业、健康和心理

辅导服务等

额外费用

除了学费，每年你还需要$13,000至$15,000加元以满足日 

常开销，这些费用包括住宿、膳食、交通、公用设施、设备、

教科书和娱乐。某些课程还将收取不包括在基本学费内的

书本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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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R CONDITIONS  
OF ENROLMENT
YOUR CONTRACT WITH FRASER INTERNATIONAL COLLEGE (FIC)

1. Upon accepting the enrolment offer from FIC, the student has initiated a 
contract with FIC and is bound by the following declaration: “I hereby accept 
and promise to observe the statutes, rules and regulations and ordinances 
(including, if any, by-laws, codes and policies) of FIC, and of the program in 
which I am registered, and to any amendments thereto which may be made 
while I am a student of FIC.”

2. The student is expected to regularly attend all their classes (including 
lectures, tutorials, seminars, etc.) and to carry out all assigned evaluations 
(assignments, projects, examinations, etc.). FIC is not responsible for the 
consequences that flow from the student neglecting their academic work 
and assignments. Students who are unavoidably absent because of illness 
or disability should report to their instructors and FIC as soon as possible. 
Any request for an academic concession must be clearly expressed.

3. FIC may, by written notice, vary the conditions of enrolment as may be 
necessary to comply with any law, regulation or amendment thereof, of 
Canada or the Province of British Columbia. Any such variance will bind FIC 
and the student upon reasonable notice being given by FIC to the FIC student 
population at large — specific notice to the student is not required.

4. FIC reserves the right to withdraw a program(s) or course(s) from offer, at 
its discretion, at any time and without prior notice. Upon being notified of the 
withdrawal of a program in which a student is enrolled, the student will be 
given the option of completing the program on a full-time enrolment basis, 
being transferred to another program within FIC for which the student is 
eligible or obtaining a refun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Fee Refund Policy set 
out below (note: a cancellation fee may be applied). Upon being notified of 
the withdrawal of a course in which the student is enrolled, the student will 
be given the option of transferring into another course in the student’s 
program or obtaining a refund of tuition, fees and charges paid in respect of 
that cours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Fee Refund Policy set out below (note: a 
cancellation fee may be applied). 

5. The contract between the student and FIC is governed by the laws of Canada 
and the Province of British Columbia. 

TUITION, FEES AND CHARGES 

1. Applicable tuition, fees and charges are as set out in the Tuition Fees section 
of the FIC website (fraseric.ca). FIC reserves the right to vary its tuition, 
fees and charges at any time and such changes are effective immediately, 
unless otherwise expressly indicated. For greater certainty, if the tuition, 
fees and charges for a student’s program increase partway through the 
student’s program, the revised tuition, fees and charges apply throughout 
the remainder of the student’s program.

2. All tuition, fees and charges for each academic term are due and payable on 
the term start date, which is listed on the FIC website (fraseric.ca), unless 
otherwise indicated. Students will not be permitted to commence or 
continue their program at the beginning of any term until all outstanding 
tuition, fees, charges and accounts, including any outstanding amounts from 
prior terms, are paid. 

3. Tuition, fees and charges for each program include the courses described in 
this brochure.

4. Where a student enrols in more courses than are required to complete their 
program, the student will pay the tuition, fees and charges for their 
program, plus the current per-course fee for each additional course 
undertaken. 

5. Where a student enrols in fewer courses than are considered a full course 
load (defined as four courses per term), the tuition, fees and charges for the 
program payable in that term will be reduced accordingly, it being 
understood that the total tuition, fees and charges for the program are not 
reduced, but will be paid over the time it takes for the student to complete 
the program.

6. If a student wishes or is required to repeat a course, the student shall pay 
the tuition, fees and charges applicable for that course, prior to 
commencing the course, in addition to any other tuition, fees and charges 
applicable to the student’s program. 

7. Any overpayment of tuition, fees or charges will remain credited towards a 

student’s account and applied against tuition, fees and charges in the 
following academic term(s). 

8. Subject to rules set out in the Fee Refund Policy below, refunds are only 
given once the policy is applied and if there is a credit in the tuition account. 

STUDY PERMITS

1. International students may be required by Canadian law to obtain a study 
permit in order to study in Canada. It is each student’s responsibility to 
obtain and maintain all required authorizations to study in Canada. For 
specific information on student permits, go to Citizenship and Immigration 
Canada (cic.gc.ca/english/study/index.asp).

2. Study permits are governed by Citizenship and Immigration Canada’s rules. 
Usually, study permits are issued for the duration of the program. Students 
must apply to Citizenship and Immigration Canada for a new study permit 
before their current study permit expires. FIC staff can assist students 
wishing to extend their study permit, but it is the student’s responsibility to 
apply to Citizenship and Immigration Canada and to comply with its rules. 

3. Everyone living in British Columbia for six months or longer, including 
international students, is required by law to obtain medical insurance 
coverage. FIC will administer the student’s enrolment in a private health 
insurance fund by registering the student for coverage for 18 months, 
collecting the applicable fees from the student (see the Tuition Fees section 
of the FIC website) and remitting the fees to the insurer. At the end of the 18 
months, students have the option to apply for Medical Services Plan (MSP) 
coverage from the British Columbia government, or to extend their private 
medical insurance. For more information, visit www2.gov.bc.ca/gov/
content/health/health-drug-coverage/msp.

ACADEMIC AND ENGLISH LANGUAGE REQUIREMENTS

Students must meet the minimum academic and English language 
requirements for entry to their chosen program (see the entrance 
requirements at fraseric.ca for the current requirements). Students must 
provide original or certified transcripts and the results of their English 
language assessments to FIC, together with their application for enrolment.  
If the results reveal insufficient academic and/or English language skills, as 
determined in reference to the entrance requirements section of the FIC 
website, FIC will, as its sole option, do one of the following: 

a. Admit the student into their chosen program, but require that the 
student enrol and achieve a certain grade in one or more academic or 
English language course in the first academic term of their program. 
The student shall pay tuition, fees and charges for each additional 
course(s). If the student fails to achieve the required grade in the 
additional course(s), FIC may, in its sole discretion, refuse the student 
access to the remaining courses in the program until such time as the 
student can demonstrate that they meet the minimum requirements for 
their chosen program. 

b. Deny the student admission to their chosen program or give the student 
the option to enrol in an intensive English language program or other 
programs at FIC. The student may wish to apply to another institution in 
order to pursue additional studies. In either case, upon completing these 
program(s) and demonstrating to FIC that the student now meets the 
minimum requirements for entry to their chosen program, the student 
may again apply for admission to their chosen program.

DEFERRAL PRIOR TO COMMENCING STUDIES

1. Deferral requests must be made in writing.

2. Once a student is accepted into their chosen program, the student may defer 
their program start date by a maximum of two terms. 

3. If the student advises FIC that they wish to defer their program start date a 
third time, the student’s acceptance to FIC will be terminated and the 
student will need to re-apply to FIC when they are ready to commence 
studies at FIC. For greater certainty, the eligibility requirements and 
tuition, fee and charge rates in effect at the time of the re-application will 
apply to the student. 

4. If a student defers their program start date, FIC will hold the tuition, fees 
and charges paid until the student commences their program, without 
interest or penal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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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If the student withdraws without commencing their program or has their 
enrolment terminated in the manner described in paragraph 3 of this 
section, the Fee Refund Policy will apply.

2. If a student has been issued with a valid study permit they may not defer 
their admission.

DEFERRAL AFTER COMMENCING STUDIES

1. Students in the first academic term of their program may not defer their 
program after the commencement of the term. 

2. Once a continuing student has completed at least one term at FIC, they may 
defer their program if they make a deferral request within the first four 
weeks of the term. In this case, FIC will hold the tuition, fees and charges 
paid by the student, without interest or penalty, and apply all such amounts 
to the next term. 

3. If the student subsequently withdraws from FIC, the Fee Refund Policy will 
apply retroactive to the original semester of entry.

4. If the student applies to defer their program after the fourth week of the 
term, the deferral request will be granted but all tuition, fees and charges 
for that term will be forfeited to FIC, except if the deferral request arises 
due to illness or compassionate reasons. 

5. For details of the academic consequences of withdrawing from a program 
after commencing studies, follow the link to FIC’s Withdrawal Policy on 
fraseric.ca.

CANCELLATION AND WITHDRAWAL

1. The student may, at any time, cancel their enrolment at FIC. In all cases, the 
Fee Refund Policy will apply. 

2. The student may, at any time, withdraw from a program. In all cases, the Fee 
Refund Policy will apply. 

3. In all cases, if the student intends to cancel their enrolment or withdraw 
from a program, the student must notify FIC in writing.

4. For details of the academic consequences of withdrawing from a program 
after commencing studies, follow the link to FIC’s Withdrawal Policy on 
fraseric.ca.

FEE REFUND POLICY

1. For the purposes of this Fee Refund Policy, tuition, fees and charges are 
defined in terms of one full-time term of study (equivalent to four subjects) 
in any program at FIC.

2. Students may dispute FIC’s decision regarding a refund by submitting a 
written request for reconsideration, together with details supporting their 
request, to the FIC Director of Finance. This process does not restrict the 
student’s right to pursue other legal remedies.

3. In cases of the cancellation of enrolment or withdrawal from a program or 
course, the cancellation fee, administration charge, if relevant, and the 
refund of tuition, fees and charges, is calculated as shown in the table 
below.

4. In cases of deferrals, the tuition, fees and charges paid by the student will 
be retained by FIC, without interest or penalty, until the student 
recommences their studies or withdraws from FIC. 

5. If the student withdraws from FIC after having deferred the start of their 
program, the Fee Refund Policy will apply as at the date FIC was advised of 
the student’s deferral, based on the original start date of the program.

6. Where a study permit:
a. is refused to the student after enrolment; or

b. is not, for any reason, extended by Immigration, Refugees and 
Citizenship Canada; 

FIC will retain the cancellation fee set out in the table below for “study 
permit refusal” and refund the balance of the tuition, fees and charges paid 
by the student.

7. A student whose enrolment is terminated by FIC due to a breach of the 
terms and conditions of the contract between the student and FIC, including, 
without limitation, the rules, regulations and policies of FIC, will not be 
entitled to any refund of any tuition, fees and (commencement of classes 
will be the day of orientation) charges. 

8. As set out elsewhere in these conditions of enrolment, FIC reserves the 
right to withdraw a program or course(s) from offer. If, as a result, a student 
is unable to enrol in a similar program or course(s) at FIC and the student 
wishes to cancel their enrolment, all tuition, fees and charges will be 
refunded, with the exception of a C$500 administration fee.

9. At the completion of the FIC program, balance remaining in the student’s 
account will be transferred entirely to Simon Fraser University for students 
enrolled in Simon Fraser University. For students not enrolled in Simon 
Fraser University, remaining balance less a $250 administration fee will be 
transferred. 

10. All approved refunds under this Fee Refund Policy will be paid within four 
weeks of receiving a written claim from the student in a form and containing 
such information as is reasonably required by the Director of Finance.

Notification period Cancellation fee
Study permit refusal (proof of refusal necessary; for example, letter of 
rejection from Canadian Embassy)

C$325 

Notification received prior to or on commencement of  
classes in any term (commencement of classes will be the  
day of orientation)

More than 10 weeks 20% of term fees* (+ a C$500 administration fee)

10 weeks or less 50% of term fees* (+ a C$500 administration fee)

On or after orientation  No refund

Withdrawal from a single course(s)

Weeks 1–4 No penalty. Funds remain with FIC and are credited against enrolment in a 
subsequent term. Fees are forfeited if the student does not re-enrol in the 
subsequent term.

Weeks 5–14 No refund

Withdrawal from a program in the first term

Prior to commencement of second semester 100% of program fees
 * Term fees = 4 courses  
The cancellation fees listed above refer only to FIC tuition, fees and charges. For cancellation fees relating to airport reception or homestay placement, please contact the 
relevant third pa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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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加信息
学术和英语语言要求
fraseric.ca/admission-requirements
请注意：

 ■ FIC评估学生的平均成绩时仅考虑学术科目成绩。

 ■ 本手册并未列出针对所有国家和资质的录取要求。 

FIC鼓励拥有其他资质的学生申请。

 ■ FIC欢迎成年学生（21岁或以上）申请，且在学生能 

提供相关工作证明的情况下考虑其工作经验。

 ■ FIC不收取任何申请费

政策和程序
fraseric.ca/policies-and-procedures
为实现优质教育，满足法律法规要求，FIC制订了一 

系列政策和程序。 这些过程形成了一个框架，以确保FIC

为我们的学生提供高品质的服务。

重要政策包括：

 ■ 学术诚信政策

 ■ 学术政策指南

 ■ 入学政策

 ■ 学生行为守则

 ■ 录取政策

 ■ 收费政策

 ■ 退款政策

 ■ 个人信息保护法案（PIPA）

国际学生签证 
cic.gc.ca/english/study/index.asp
留学加拿大的国际学生必须持有有效学生签证。请访问 

加拿大公民及移民部网站查询有关签证的常见问题解答：

 ■ 如何申请？

 ■ 签证申请必备资料？

 ■ 签证有效期？

 ■ 如何续签？

 ■ 如有家属随行怎么办？

如何申请FIC
fraseric.ca/apply

你可以直接向FIC申请，也可通过所在地的FIC代理机构 

申请。

申请流程非常简单，FIC网站上的简短的视频演示了整个

申请流程。欲通过经授权的FIC代理机构进行申请，请发 

送邮件至info@fraseric.ca。

请尽早申请并交纳费用，以确保顺利入读所选课程并有 

足够时间取得学生签证。

住宿选择 
fraseric.ca/accommodation
FIC为学生提供多种住宿方式，总有一种能够满足你的需

求。住宿选择包括：

 ■ SFU校内住宿

 ■ 寄宿家庭

 ■ 校外住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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