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际学生版

宣传册20
19

/2
02

0



MITT的优势

经验
由业内资深导师主导且注重职业发展的培训：
这是MITT30多年来让学生们为成功就业做好准备的秘诀。

强大的行业联系
MITT课程均与行业合作伙伴合作设立，他们全年都会通过课堂学习或工作实习
与您保持联系。这为您提供了找工作所需的技能和人脉。

关注学生的成功
平衡学业和生活有时会具有挑战性。在MITT，我们的教职员工为您提供丰富的
资源和支持，以帮助您从课堂过渡到所寻求的职业中。

模拟工作场所的环境
从入学第一天起，MITT就教您变得职业。您会学习沟通、团队合作和领导力等
软技能，它们与技术性技能同等重要。您向对待同事一样与同学进行互动，而
您在教室或实验室中的学习就如同在工作场所中工作一般。

能够负担的教育
MITT的学费很有竞争力，同时因为我们的许多课程可以在一年或更短的时间内
毕业并开始工作，您可以最大化降低自己的学生债务。

由于捐助者们所提供的慷慨支持，MITT为学生提供多种奖学金和助学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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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区

超过40个
国家的学生们所代表的MITT国际学
生群体

3,700多名
学生（包括中学生、高等教育学生、 
语言学习者和成人学习者）

超过25种
证书、文凭以及研究生文凭课程



尊重原住民的文化和教诲是MITT庆祝
活动中的一部分。在2018年春季校
庆上，校友Émilie McKinney（来自
于天鹅湖第一民族）就向毕业生和嘉
宾们展示了她的圈舞特长。

我们承认并感激自己立身于条约
1（Treaty 1）所规定的领土之
上。 MITT的校区（及所授课程） 
均建立在Anishinaabe、Cree、 
Oji-Cree、Dakota和Dene族原住
民的传统土地上，也建立在Metis
族人民的家园之上。我们同时承认
并感激条约3（Treaty 3）所属领
土慷慨地为我们提供了清洁的饮用
水。我们感激并尊重这份馈赠， 
因为水即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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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温尼伯
温尼伯是曼尼托巴省的首府，也是加拿大第七大都市。温尼伯位于加拿大大草原的心脏位置，堪称
北美中心，其气候多样、四季分明。

这座多元化的城市拥有纵贯全年的日照和美艳惊人的日落，全面开放的公园和绿地，在音乐和
艺术成就方面也有着悠久的传统。它也是四支职业运动队的主场所在：冰球（Winnipeg Jets和
Manitoba Moose）、橄榄球（Winnipeg Blue Bombers）和棒球（Winnipeg Goldeyes）。

强劲的经济
曼尼托巴省是加拿大就业率最高
且生活成本最低的省份之一。航
空航天、农业、生物技术、能
源、金融服务、信息技术、制
造、采矿和运输等行业构成了温
尼伯的多元化经济并促使其稳定
增长。

工作/移民机会
毕业后，学生可能有资格申请毕
业后的工作许可。此外，如果学
生希望在毕业后在曼尼托巴省居
住，他们可以通过曼尼托巴省提
名计划（Manitoba Provincial 
Nominee Program）申请永久
居留权。

一年四季都充满乐趣的城市
无论是在天寒地冻的冬季还是在
炽热炎炎的夏日，温尼伯人都能
充分利用季节的特性娱乐 – 他
们沿着世界上最长的天然冰道滑
冰，在旅行者节（Festival du 
Voyageur）上庆祝Metis族和法
裔加拿大人的文化，或者在世界
著名的大海滩（Grand Beach）
等湖畔地区享受日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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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人：Dr. Tse Li Luk

Winnipeg Jets冰球队
是一支位于温尼伯的国家
冰球联盟（NHL）职业
球队。Jets冰球队在温
尼伯市中心的Bell MTS 
Place进行主场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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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人权博物馆
学习和探索全球人权的国家
级博物馆。

市中心
温尼伯的市中心是这座城
市的商业中心，也是娱乐
和餐饮中心。 

Forks集市
这个集市多样而时尚， 
有许多本土商店和餐馆。

曼尼托巴

好客的国际性多元化城市
大约25%的温尼伯居民出生在
加拿大以外，加上原住民的强
烈存在感，当地形成了语言和
传统、世界观以及社区的文化
融合。 
温尼伯几乎每周都有庆祝活动，
其中包括“全球规模最大、历史
最悠久的多元文化节日”–  
民俗节（Folklorama）。

温尼伯



校园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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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TT社区欢迎每个人的到来。在这里，您将与
加拿大学生和来自全球40多个国家的国际学生一
起接受培训。毕业后，他们中的许多人将成为您
的同事，成为曼尼托巴省多元化劳动力的一员。

入学指导
入学指导是您MITT之旅的开端，它让您
在整个学习过程中与同学、教师和教职
员工建立联系。这些人将成为您的同伴
和向导。

活动
在一整年里，您会发现很多有趣的机会来
暂时放下学业，并在校园里结交朋友。
每年的文化展是为庆祝MITT多元化的学
生群体而举办的活动，其充满活力且欢
迎每个人的参与。如果您喜欢更放松的 

社交环境，那么您可以加入每周一次的
FIKA聚会，喝杯咖啡，吃点饼干，在聊
天中碰撞出思想火花。

学生团体
如果您想参与课堂以外的活动，可以考
虑加入MITT学生团体，如原住民学生俱
乐部、业内女性从业者团体（WITT） 
以及医疗保健专业人士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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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TT志愿者计划（MVP）
如果您想参与该计划并为您的简历增添宝贵的
工作经验，您可以通过MITT志愿者计划，或
通过担任带薪的计划大使或计划助理来获得大
量志愿者机会。您也可以作为同龄辅导员来帮
助同学成功，同时赚一些钱。

灵活的课程安排/便利的上课地点
许多MITT课程都提供白天班和晚班，以适应
您的日程安排。我们的校区均位于公交线路附
近，主校区设有收费合理的停车场。 

MITT食堂
在Henlow校区的130食堂（Café 130）， 
您可以享受到MITT的厨师们与烹饪艺术与设
计班的学生们所制作的美味佳肴。部分校区也
提供外卖服务。所有MITT校区的步行范围或
很短车程内都有零售店和餐馆。

学生休息室
每个校区都有专门的休息室，学生们可以和朋
友在这里会面、学习或休闲放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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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顾问
如果您希望在MITT获得成功，学生顾问在其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他们帮助您适应全日制大学级别的学习，与您紧密合作以帮助您了解自己
的所有选择；同时为有关学习和个人的决策提供持续指导，这些决策会对
您在学习期间的成功产生影响。

MITT的学生顾问团队为所有MITT学生提供全面的支持和课程规划，并为
国际学生、原住民学生以及有行动障碍的学生提供有针对性的资源。

MITT在其所有校区，针对未来的和在读的MITT学生全年提供支持、
资源及学生咨询服务。

学生服务

学习专家
MITT的课程节奏很快，在课堂内外都
需要学生具有很强的学术能力。MITT
的内部学习专家可以为您提供一对一或
小组学习辅导，帮助您提高学习能力，
让您在课堂上的表现更进一步。 

同龄辅导
在学习专家的引导下，您既可以获得额
外的学习和辅导支持，也可以成为同龄
辅导员，进一步提高您的学术水平和领
导力。 



社会工作
MITT的学生服务包括针对学生提供的社会工
作支持。如果您需要就诊咨询、生理和心理
健康支持或获取公共服务的协助，学校内部
的社会工作者会提供校内帮助并进行转介。 

为有孩子的学生提供托儿服务
如果您需要全日托儿服务，可以通过MITT的
Pembina校区内的Fort Garry Child Care 
Center Co-op申请，名额有限。

电话：+1 204 989 6512
电子邮件：studentservices@mitt.ca
mitt.ca/student-services

MITT拥有一名加拿大移民
顾问监管委员会（ICCRC）

注册移民服务顾问， 
其可以就签证和移 
民事务提供建议。

visainfo@mitt.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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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发展服务
MITT是曼尼托巴省唯一一所将职业发展服务融入其所提供的每一门高等教育课程的高等教
育机构。为了确保您在毕业后能顺利过渡到有意义的职业生涯，我们提供以下方面的培训：

> 就业技能和雇主期望
> 面试准备
> 简历和求职信编写
> 过渡到工作



除了为学生发展在职场中取得成功所需的软技能外， 职业发展 
服务（Career Development Services）还帮助学生直接与行业联系
人建立联系。这些联系人可能会通过每月的课堂嘉宾演讲活动以及11
月在各校区举办的年度职业和职场发展庆祝活动来进行招聘。   

学生在一整年中，通过参与制图与印刷技师年度交流会等活动来与行业建立联系并进行学习。

如需更多信息，请联系：
电话：+1 204 989 6512 
电子邮件：workconnections@mitt.ca
mitt.ca/employers/mitt-work-conne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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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los Martins
2018年工业机械/机械维修技师毕业生
目前受雇于FWS集团公司， 
担任机械维修技师学徒（1级）

14      MITT.ca

“  我在2016年12月从巴西来到温尼伯。我
第一次接触到的是MITT的学院和工作简
介课程，这课程非常不错。虽然我在巴西
有几年的工作经验，加拿大的一切对我
来说都是新的，所以我在很多方面要从
头开始。简介课程不仅教了我很多上大
学所需准备的内容，还告知了前往MITT
的公交路线以及如何为在温尼伯过冬做
准备（巴西的冬天气温为15°C），甚
至还教授如何准备简历。当我开始我的
机械维修技师培训时，我发现我的导师
和同学也非常乐于助人。现在，温尼伯
是我的家，我在这里结交了很多朋友。”



课
程概览

翻开此页以了解证书、文凭以及研究生文凭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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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证书

证书

证书

证书

12周

6周

12周

12周

一年（10个月）

一年（10个月）

一年（10个月）

一年（12个月）

秋季

秋季和春季

秋季和冬季

秋季

医疗保健助手和卫生保健单位文员

医疗办公助理

药房技师

康复助理

时长
（所有课程均为全日制）

入学时间* 实习
（包含在课程时长中，
列为选修时除外）

认证

医疗保健

4周

第1年：7周
第2年：11周

无实习

第1年：12周
第2年：12周

12周

证书（1级学徒认证）

文凭

证书（1级学徒认证）

文凭

证书

秋季、冬季和春季

秋季和冬季

秋季和冬季

秋季

秋季、冬季和春季

一年（10个月）

两年（20个月）

一年（12个月）

两年（20个月）

一年（12个月）

烹饪艺术与设计

幼儿教育

发型设计

酒店管理

酒店和接待服务

人类服务

信息与商业技术

汽车技师

CAD技师

木工

电气应用

工业电子

工业机械/机械维修

工业焊接

摩托车技师

技术工种

一年（9个月）

一年（10个月）

5个月

一年（10个月）

一年（10个月）

一年（10个月）

一年（10个月）

一年（10个月）

秋季、冬季和春季

秋季和春季

秋季和冬季

秋季和冬季

秋季

秋季和冬季 

秋季和冬季 

秋季和冬季 

4个月

无实习

无实习

无实习

4周

4周

无实习

4周

证书（1级学徒认证）

证书

证书（1级学徒认证）

证书（1级和2级学徒认证）

证书

证书（1级学徒认证）

证书（1级学徒认证）

证书（1级学徒认证）

证书

文凭

证书

证书

与温尼伯大学一同提供的联合文凭

研究生证书

研究生证书

研究生证书

研究生文凭

文凭

6周

8周（第2年）

4周

8周

4周

无实习

无实习

无实习

无实习

8周

秋季、冬季和春季

秋季

秋季

秋季和冬季

秋季

秋季和冬季

秋季、冬季和春季

秋季、冬季和春季

秋季

秋季和冬季 

一年（10个月）

两年（20个月）

一年（10个月）

一年（12个月）

16个月

一年（12个月）

一年（11个月）

一年（11个月）

两年（20个月）

一年（12个月）

工商管理助理

网络防御与云管理

制图与印刷技师

网络与计算机技术

网络安全

研究生证书
人力资源学习与发展

研究生证书
国际贸易

研究生证书
领导力与管理

研究生文凭
全球物流与供应链管理

软件开发员



入学时间*

课程可能在白天和/或晚上进行。参加证书或文凭课程

的国际学生必须在入学前参加MITT为期一个月的学院

和工作简介课程。

研究生课程学生必须在入学前参加MITT的研究生课程

学习简介课程。

要求**

一些课程可能有额外录取要求。有关详情，请参见

mitt.ca的课程页面。

课程详情可能出现变动。请访问网站以了解最新信息。

第一语言非英语的学生或在非英语国家接受教育的学生

必须达到英语语言能力要求。有关详情，请参见mitt.

ca/proficiency。MITT还提供学术英语课程。有关

详情，请参见mitt.ca/eli。

学费/费用***

学费可能出现变动。此处提供的金额不包括额外的学生

费用或用品费用。有关当前的学费和费用信息，请参阅

mitt.ca。国际学生费用中包含教材。

请访问MITT.CA/APPLY进行申请

2019/2020课程概览
$8,800

$5,100

$5,600

$5,600

$15,050

$15,300

$15,050

$15,300

高三数学和英语成绩（或同等学历）

高三数学和英语成绩（或同等学历）

高三数学、英语、生物和化学成绩（或同等学历）

高三数学和英语成绩以及生物、化学和物理其中一门的成绩（或同等学历）

要求**
（所有高等教育课程的最低入学标准要求拥有高中文凭且满足以下要求）

预估学费***

本土学生 国际学生

$4,750

$8,900/年

$5,550

$8,800/年

$8,800

$15,050

$15,150/年

$15,050

$15,050/年

$15,150

高三数学和英语成绩（或同等学历）

高三数学和英语成绩（或同等学历）英语平均成绩达到65%及以上

高三数学和英语成绩（或同等学历）

高三数学和英语成绩（或同等学历），以及1000小时的酒店业从业经验或完成
MITT酒店和酒店管理课程

高三数学和英语成绩（或同等学历）

高三数学和英语成绩（或同等学历）

高三数学和英语成绩（或同等学历）

高三数学和英语成绩（或同等学历）

高三数学和英语成绩（或同等学历）

高三数学和英语成绩（或同等学历）

高三数学和英语成绩（或同等学历）

高三数学和英语成绩（或同等学历）

高三数学和英语成绩（或同等学历）

$4,750

$4,750

$2,850

$4,750

$4,750

$4,750

$5,550

$4,750

$15,050

$15,050

不适用

$15,050

$15,050

$15,050

$15,050

$15,050

$4,750

$5,550/年

$4,750

$8,800

$8,800

$8,800

$8,800

$8,800/年

$8,800

$15,050

$15,050/年

$15,050

$15,050

$15,050

$15,050

$15,050 

$15,050/年

$15,050

高三数学和英语成绩（或同等学历）

高三数学和英语成绩（或同等学历）

高三数学和英语成绩（或同等学历）

高三数学和英语成绩（或同等学历）

请访问pace.uwinnipegcourses.ca/full-time-programs/network-security-diploma

高三数学和英语成绩（或同等学历）
完成认可的本科学位课程（如副学士或学士学位）或大专文凭课程

高三数学和英语成绩（或同等学历）
完成认可的本科学位课程（如副学士或学士学位）或大专文凭课程

高三数学和英语成绩（或同等学历）
完成认可的本科学位课程（如副学士或学士学位）或大专文凭课程

高三数学和英语成绩（或同等学历）
完成认可的本科学位课程（如副学士或学士学位）或大专文凭课程

高三数学和英语成绩，同时同时达到程序员能力测试 
(Programmer Aptitude Test)的合格分数



医疗保健

如果您想要从事提升人
们健康的相关职业，请
了解MITT在医疗保健

方面的培训选择。

医疗保健助手和卫生保健单位文员
医疗保健助手和卫生保健单位文员课
程将医疗保健助手专业与卫生保健单
位文员培训相结合，以提高您在高需
求医疗保健领域的就业能力。该课程
为您在医院和临床环境中的入门级岗
位做好准备。

mitt.ca/healthcareaide

医疗办公助理
医疗办公助理是医疗团队的重要管理
成员。作为该课程的毕业生，您将为
医院、医师及专科诊所的医疗专业人
员提供行政支持。

mitt.ca/medicalofficeass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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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房技师
在本课程中，您将学习如何帮助药剂师
准备及分发药物。该课程的目的是让您
能够与药剂师以及其他医疗保健专业人
员一同工作，为患者提供优质的处方药
和非处方药品。

mitt.ca/pharmatech

康复助理
康复助理课程教授您与物理治疗师、职
业治疗师和语言病理学家一起工作时所
需的，最新的思维、方法和流程。学习
所需技能，为患者从伤病、疾病和残疾
中康复提供支持并改善他们的生活。 

mitt.ca/rehab

2019/2020国际学生宣传册      17



让您尽情发挥自己的创造
性来探索职业发展选项，
建立一对一的联系，甚至
管理酒店和度假村等大型

接待服务供应方。

人类服务

烹饪艺术与设计*
该课程为您提供进入食品服务行业所
需的实用技能和知识。该课程教授食
品制备和生产中各个方面的实践经
验，包括基本食品服务、烘焙、肉类
和禽类制备、宴会和自助餐服务、库
存控制和菜单设计。

mitt.ca/culinary

幼儿教育文凭
该课程面向希望在幼儿园、托儿所、
早期启蒙课程以及其他儿童和家庭资
源机构中作为II级幼儿教育者工作的
学生。该课程将建立您对儿童发育、
指导技巧和基于游戏的课程（包括艺
术、音乐和文学）的理解。

mitt.ca/e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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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学徒制教育的更多信息，请访问曼尼托巴学徒制教育网站：gov.mb.ca/wd/apprenticeship



发型设计*
发型设计课程指导您完成男女护发服
务各方面的学习和实践。您将在MITT
的专业沙龙内进行学习，有机会练习
和执行各种顶级造型技术并为各种顾
客服务。

mitt.ca/hairstyling

酒店和接待服务
该课程教授您在加拿大酒店和接待行
业工作时所需的理论和实践技能，还
提供e-merit培训。该培训由加拿大旅
游业雇员、雇主和教育工作者制定，
遵循国际公认且由行业定义的职业标
准。

mitt.ca/hotelhospitality

酒店管理文凭
作为酒店管理文凭课程的毕业生，您
将拥有基础的知识、技能和能力；从
而有资格担任或加速晋升为酒店、食
品和饮料或旅游部门的主管或经理角
色。 

mitt.ca/hospitalityman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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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与商业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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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管理助理
在该课程中，您将学习Microsoft 
Office的高级技能、有效的商务沟通技
巧、记账、数据管理和基本办公程序。

mitt.ca/baa

网络防御与云管理文凭
计算机网络事实上非常脆弱且易受攻
击。业界需要大量能够分析、检测可能
的攻击和入侵，并能掌握工具、方法有
效缓解这些攻击和入侵的专业人士。 
该文凭课程让您能够发现潜在的威胁

并使用网络防御工具确定适当的行动方
案。该课程还将教授实施虚拟化以及将
云服务安全地集成到现有信息技术基础
架构中的基本技能。

mitt.ca/cdc

制图与印刷技师
该课程向您介绍设计和印刷前以及印刷
和印刷后的整个印刷生产操作过程。作
为一名毕业生，您将能够应对设计和版
面布局、图像组版、打样和制版、印刷
和装订以及整饰工作等各种工作。

mitt.ca/gpt

网络与计算机技术
该课程教授您使用Cisco Systems和
Microsoft产品来创建安全的企业网络
网络，从而为基础架构提供支持所需
的全面技能。您将使用路由、交换、防
火墙和服务器技术来部署可靠的备用
网络，该网络同时支持远程访问和广
域互连。

mitt.ca/networktech

您会在商业世界中发现各种激动人心的机遇，从而为组织提供支持并带
领其获得成功。MITT的信息与商业技术课程将教授您所需的技能， 

助您在钟爱的职业道路上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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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安全文凭
该文凭由温尼伯大学的职业、应用和
继续教育院（PACE）和曼尼托巴职
业技术学院（MITT）共同颁发，同
步全面地教授信息技术安全的实践经
验与理论/概念性知识。作为一名毕业
生，您将对各种协议、网络标准、设
计和安全解决方案有深入的了解。

mitt.ca/networksecurity

人力资源学习与发展研究生证书
人力资源学习与发展研究生证书课程
为您提供所需的知识、技能和实践经
验，助您在人力资源学习与发展领域
获得成功的职业发展。您将就当今工
作场所中的核心人力资源职能进行全
面深入的理解，然后通过关注成人学
习和发展特有的知识和技能来构建这
些概念，从而为迎接大量的人力资源
和学习、培训和人才发展机遇做好准
备。该课程的学习包括与工作相结合 
的环节，且提供人力资源特许专业人
员（CPHR）资质认证 – 此为人力资
源从业人员的国家级行业标准。

mitt.ca/hrld

国际贸易研究生证书
国际贸易研究生证书课程针对与他国
接触时会影响商业活动的习惯和做法
拓展学生的相关知识、技能和理解程
度，为您的职业发展做好准备。您将
接触到大量与国际贸易相关的课题，
面对多样的问题和挑战，从而掌握帮
助组织建立持久的全球业务所需的方
针策略。该课程与国际贸易培训论 
坛（FITT）合作开办，该论坛是由业
界和政府建立的全球商业专家团体。

mitt.ca/internationalb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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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力与管理研究生证书
在该课程中，您将探索领导力和管理
的多样性和差异。通过掌握进行成功
领导和管理所必需的知识，您还将有
机会发展自身的批判性思维技能。作
为该课程的毕业生，您将能够充分利
用您新掌握的知识和技能，在各种行
业和组织中担任领导和管理职位。

mitt.ca/leadership

全球物流与供应链管理研究生文凭  
(GLSCM)
供应链专业人员管理从省内到世界各
地的产品选择、采购、运输和分销的
各个方面。全球物流与供应链管理文
凭课程教授学生所需的基本业务和供
应链技能，助其在这个日益扩大的行
业中成为高效的专业人士。 

mitt.ca/globalogistics

软件开发员
在短短的12个月内，这门强化课程通
过教授前端和后端开发，技术性写作
和沟通、项目管理和问题解决方面所
需的最新概念和技术，来帮助您完成
软件开发行业的入行准备工作。

mitt.ca/softwaredevelo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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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工种

汽车技师*
该课程教授您进入汽车维修行业所需的
知识和技能。在模拟维修服务店的环境
中，您将学习理论及其在车辆上的实际
应用，执行维修并应用基本的诊断和故
障排除技术。

mitt.ca/automech

CAD技师
计算机辅助设计（CAD）课程所录取
的学生将获得所需的技能，使用手工和
计算机辅助绘图技术将想法、草图和规
格转变为工作图纸。您还将接触到使用
不同2D和3D软件的各门工程学科（包
括结构工程、市政工程和制造）。

mitt.ca/cadtech

电气应用*
该课程教授您所需的知识和技能，用于
在住宅、商业和工业环境中安装、操
作、排除故障、维修和修理电气设备。
该课程包括电机、发电机、变压器、电
气系统和各种控制设备的学习。

mitt.ca/electricalapps

*有关学徒制教育的更多信息，请访问曼尼托巴学徒制教育网站：gov.mb.ca/wd/apprentice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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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电子
该课程教授学生适用于电子、电气元
件、工业设备和电路的基本知识和技
能。学生通过各种理论和实验室练习
以及相关项目（包括使用电子测试设
备、制造设备和焊接建造电源）获得这
些技能。

mitt.ca/industelec

工业焊接*
工业焊接课程教授学生通过使用黑色金
属及有色金属切割、连接材料来进行产
品设计和装配时所需的知识和技能。
学生将在模拟工业车间的环境中，使
用最新的焊接和装配设备来设计并装
配项目。

mitt.ca/industrialweld

设计和建造带给您一种与众不同的成就感。我们所提供的众多技工课程中的任何
一门，都能将您的兴趣与热情转化为职业发展之路。

工业机械/机械维修*
该课程涉及现代工业中的机械和工业设
备的维修、维护和安装。我们的工业机
械/机械维修课程教授您在机器零件制
造时的切割锯、钻床、车床和铣床的安
全操作方法。

mitt.ca/industmechmill

摩托车技师*
该课程教授您在维护、修理或改装摩托
车、雪地车、全地形车和舷外发动机时
所需工具和设备的操作技能。您还将学
习有关调整、诊断和维修以及燃油喷射
和防抱死制动系统等方面的先进技术。

mitt.ca/motosporte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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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语言学院（ELI）

无论是出于提升自我的目的学习英语，还是为了申请MITT高等教育课程而参加ELI英语培训，ELI的英语课
程都可以根据您独特的学习需求量身定制。在确定了您想要的选项之后，请务必于在线申请中进行同样的选
择，如下所示： 

仅出于学习英语的目的 – 请选择“English for Academic Purposes Only（仅学习学术英语）”选项

出于为申请MITT高等教育课程目的 – 请选择“English for Academic Purposes and Post-Secondary 
Program（学习学术和高等教育课程英语）”选项。

MITT的英语语言学院（ELI）是一家
加拿大语言组织认证的英语课程提供
方。该中心靠近MITT的主校区，为像
您一样的国际学生提供现代且具有多
样文化的学习环境，让您以及来自世
界各地的同学能提升自身的（通用、
专业或学术）英语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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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亮点包括：
>  全年有多个开课日期

>  MITT高等教育课程的录取有清晰的技能
标准

>  五个英语课程级别**

>  每周23小时的指导

>  社交文化活动不收取额外费用

>  教科书不额外收费

>  文化多样，学生来自世界各地，小班授课

**5级课程名额有限。优先考虑MITT高等教育课程要求5级水
平的申请学生。只有在具有优先录取权的全部学生都收到录
取通知后（通常在入学开始前30天），名额才可能对其他学
生开放。

有关入学日期和课程费用或联系ELI工作人
员的信息，请访问mitt.ca/e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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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
仅出于学习英语的目的 

或

出于为申请MITT高等教育
课程目的

学习
学习时长从5周到52周不等， 

取决于需达到的英语水平（1-4/5）

根据您希望入读的高等教育课程的要求， 
完成所需的英语水平（4级或5级）

成果
结业证书

进入MITT高等教育课
程学习



寄宿家庭帮助您与当地家庭一起体验生活，练习和提高自
身的英语语言技能，并留给您美好的回忆。

前来MITT学习可能是您第一次离开家人。入住寄宿家庭是
一个在新的国度适应生活和学习的好方法。 

寄宿家庭对您的温尼伯体验发挥关键作用，他们带您接触
了解当地的食物、习俗和文化，并为您在适应新环境时提
供宝贵的帮助。 

所有寄宿家庭都经过全面审核，同时MITT的学生生活协调
员在您的住宿体验中会随时为您提供支持。 

我如何申请？
要申请MITT的寄宿家庭项目，请访问mitt.ca/homestay。
请同意项目的条款和条件，填写申请表并缴纳所需费用来
完成申请。

良好的食宿是学生成功的基础
我们已经对寄宿家庭项目进行了提升，从而为您提供与寄
宿家庭进行有意义的文化交流活动，并帮助您在课堂之外
加强自身的英语语言和沟通技巧。

寄宿家庭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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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哪些内容？

私人卧室、带床品的单人床、
衣柜、书桌、台灯和书桌椅

每天营养丰富的三餐

所有日用所需
（电、水、煤气、互联网）

我可以在寄宿家庭待多久？
最低入住要求为两个月，但只要您是MITT的在校
学生，您可以一直参加该项目。

每月费用
每月费用$700加元，预交前两个月总计 
$1,400的费用。
费用可能出现变动。

申请费是多少？
申请费$150，安置费$200，不予退还。

如需更多信息，请联系学生生活协调员：
电话：+1 204 989 7199  
电子邮件：homestay@mitt.ca
mitt.ca/international/mitt-homestay-pro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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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费/费用–
生活费估算

国际学生学费

用品费用

教科书

强制医疗保险

$15,050-$15,300
访问mitt.ca/programs

国际学生现在有资格于每年9月、2月
和4月入学后，获得高达$500的期中
奖学金。*

某些课程可能还需要购买笔记本电脑。 

请访问mitt.ca/programs

$50-$350
取决于您的课程 大约$900/年 

将根据课程时长而变动

$150-$1500 
取决于您的课程

*将根据学生在MITT前五个月的成绩和工作技能展示来进行选拔。由导师对学生进行遴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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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

食

寄宿家庭费用

行（公共交通）

每月$700，包括 
每日3餐（价格可能会 
有变化）

*该价格基于一室的私人公寓。费用以月为单位。价格可能会因不同生活方式而波动。

良好的预算规划可以帮助您专注于学习，而无需担心财务问题。 
我们在下方罗列了一些因素和费用估算，以帮助您创建预算并在学习期间有效地支付自己的生活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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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0-$1000*

$300-$500 $100-$150



第1步
前往mitt.ca/apply完成在线申请

上传您的成绩单、证明文件和英语语言能
力证明（如适用）。

如果您不符合我们的英语语言能力要求，
请务必向MITT的英语语言学院申请语言课

程mitt.ca/proficiency。

我们的寄宿家庭项目需要另行申请。 
请尽早前往mitt.ca/homestay申请。

第2步
亲手或通过邮件/快递向招生办公室提交正式

成绩单和支持文件：
MITT Admissions  

7 Fultz Boulevard Winnipeg,  
MB, R3Y 1G4 加拿大

在我们收到所有证明文件之前， 
您的申请将不会被完全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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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会收取不予退还的申请费用。

如果您仍未完成学业，您应该提交您当前的/预计
的高中毕业成绩和/或高等教育成绩单， 

以申请有条件录取。

非英文文件必须附有经过公证的英文翻译件。

如何申请
既然您现在已经确定MITT非常适合您，并且已经找到了将开启您职业生涯的求学途径，那么下一步就是进行申
请。MITT课程需求大，因此您最好在想要入学的日期之前提前六到八个月申请。 



第3步
接收并接受录取通知书。

您的完整申请将由我们的招生团队进行评估。 
您可以在申请门户网站中查看申请的状态。

如果您满足所有入学要求且您所选择的课程和
入学时间有空余名额，您将会通过电子邮件收

到一份录取通知书。

有关如何申请的更多信息，请访问mitt.ca/app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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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需支付不予退还的押金才能接受录取
并接收录取通知书（LOA）。

第4步
申请学习许可并向MITT提交副本。

一旦您已被高等教育课程录取，您必须在课程开
始前至少30天提供有效的学习许可证明。 
您可以将学习许可/学习许可批准信提交至

admissions@mitt.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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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 Henlow Bay
Winnipeg, MB  R3Y 1G4
电话：+1 204 989 6500 

校区位置 一般性咨询 

办公时间

7 Fultz Boulevard
Winnipeg, MB  R3Y 1G4
电话：+1 204 989 6500 

14 Fultz Boulevard
Winnipeg, MB  R3Y 0L6
电话：+1 204 989 6500 

1551 Pembina Highway
Winnipeg, MB  R3T 2E5 
电话：+1 204 989 6500 

电话：+1 204 989 6500
电子邮件：recruitment@mitt.ca 
 （本土学生）
电子邮件：international@mitt.ca 
 （国际学生）

请访问mitt.ca/programs， 
了解课程信息。

周一至周五
上午8:30至下午4:30

English Language Institute  
(英语语言学院)
67 Scurfield Boulevard
Winnipeg, MB  R3Y 1G4
电话：+1 204 989 7740 

English Language Centre  
(英语语言中心)
609 Erin Street
Winnipeg, MB  R3G 2W1
电话：+1 204 989 6434 

YouthBuild  
(青少年培养) 
Social Enterprise Centre 
Suite #308-765 Main Street
Winnipeg, MB  R2W 3N5
电话：+1 204 615 4930 

关注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