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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同学2015年9月进入我校名校精英保障班学习，达英
名校精英保障班是单独成班，学习氛围浓厚，全程学习
顾问作个别跟踪，多伦多大学在读生作一对一辅导。陈
同学利用十个月的时间，完成了10个学分的学习，成功
拿到安省高中文凭，以极其优异的成绩被多伦多大学、
麦吉尔大学、麦克马斯特大学、阿尔伯塔大学等8所大
学争相录取，其中多所学校更提供8,000-12,000加币不
等的奖学金。

录取院校：
多伦多大学
麦吉尔大学
麦克马斯特大学
阿尔伯塔大学
皇后大学
英属哥伦比亚大学
西安大略大学
卡尔顿大学

周佳辰 (Zhou Jiachen)

周同学高二读完，于2015年11月进入达英国际学院学习，虽然学
习时间紧张，但达英国际学院灵活的学期、课程设置帮助他7个
月完成所有课程，在学习顾问的协助下，成功被多所加拿大名牌
大学录取，并获得滑铁卢大学的多项奖学金。
录取院校：英属哥伦比亚大学、西安大略大学、多伦多大学、
滑铁卢大学

丁同学高二读完，于2015年9月进入达英国际学院学习，他到校
后严格按照学习顾问制定的学习计划按部就班学习，成功做到和
国内同学同步入大学，被多伦多大学、滑铁卢大学录取，并获得
滑铁卢大学入学奖学金。
录取院校：多伦多大学、滑铁卢大学

汪同学高二读完于2016年9月进入达英国际学院名校精英保障班
学习。经过十个月的学习，以优异的成绩被多伦多大学、滑铁卢
大学录取，并获得滑铁卢大学多项奖学金。
录取院校：多伦多大学、麦克马斯特大学、约克大学、滑铁卢大
学

张同学高二读完后进入达英国际学院名校精英保障班学习，名校
精英保障班浓厚的学费氛围，与多伦多大学在读生定期交流，使
学生在成绩和社交方面有了很大的提高，并以优异的成绩获得滑
铁卢大学的入学奖学金。
录取院校：多伦多大学、滑铁卢大学

陈奕澄
Chen Yi Cheng

录取院校：
多伦多大学
滑铁卢大学
西安大略大学
英属哥伦比亚大学

苏同学入学测试为ESL4级，高二在读，到校后转换安省
高中的20个学分，ESL5级通过后进入学分课程学习。每
两个月一个学期，每个学期可以同时修读3个学分，2016
年5月底学生便修完了安省高中文凭课程剩余的10个学
分，成功获得安省高中毕业证，并顺利拿到了多伦多大
学、滑铁卢大学、西安大略大学及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的
录取通知书。

黄森浩
Huang Sen Hao

录取院校：
多伦多大学
滑铁卢大学
皇后大学

黄同学初中毕业后进入达英学习。入学测试为ESLDO，
到校后提交国内初中三年的成绩单，成功申请转换了安
省高中8个学分。学生利用两年半的学习时间，成功完成
了安省高中10年级、11年级和12年级的全部课程，顺利
拿到多伦多大学、滑铁卢大学及皇后大学的录取通知
书。

西安大略大学 麦克马斯特大学 卡尔顿大学 阿尔伯特大学多伦多大学 麦吉尔大学 皇后大学 英属哥伦比亚大学

优秀毕业生（2016-2017）

EXCELLENT GRADUATES

苏沁羽
Su QinYu

丁轶斐(Ding Yifei)

汪佳琪 (Wang Jiaqi)

张鼎权 (ZhangDingquan)

费用详情
FEES

申请费

安置费
健康保险

活动费/俱乐部费

OSSD / UPC

12个月
12个月

12个月

8个月

8个月

8个月

12个月
12个月
12个月

12个月

4周

CAD$225 不可退款

不可退款

机场接送，银行开户，办理图书证

包含达英国际学院组织课外活动和俱乐部
保险公司收费，TAIE代转

两个人一间房间

两个人一间房间

两个人一间房间

单人间（需提前预定）

单人间，费用已包含餐费
单人间，费用根据房间条件相应调整

每天包早、午、晚三餐
适应于 Manson Tower和Condo学生
退房时如无公物损坏，押金可以退还

两个人一间房间

十科，不可退款（签证拒签可以退款）
八科，不可退款（签证拒签可以退款）

不可退款（签证拒签可以退款）
不可退款（签证拒签可以退款）

不可退款CAD$450

CAD$23,000
CAD$19,200

CAD$1,800
CAD$1,800

CAD$600

CAD $150
CAD $700
CAD $800

CAD $6,800

CAD $10,200
CAD $10,000

CAD $12,000
CAD $11,400
CAD $23,800

CAD $1,000-1,200

CAD $4,000
CAD $900
CAD $800

双录取项目

CAEL 预备课
IELTS预备课

10科学费
8科学费

学费

英语考试预备课程

监护费（18岁以下）

Manson Tower 学生公寓

Student Common  学生公寓

One Park Place 学生公寓
Parkside 学生公寓

Homestay 寄宿家庭

餐费
校车费用

其他费用：如旅游、长途电话、交通费、书本费、复印费和零钱等，不包括在上述费用之内
住宿押金

项目 明细 费用 备注

项目 时期 费用 备注

项目 时期 费用 备注

2018年-2019年学期安排

学费

住宿费用

其他费用

2018年 8月1日，8月30日，9月28日，10月29日，11月26日

2019年 1月7日，2月4日，3月5日，4月2日，5月2日
6月3日，7月2日

学分课程

ESL 英语作为

第二语言课程

加拿大达英国际学院
TAI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399 Church Street, Toronto, Ontario, Canada M5B 2J6
Tel: 1(416)368 2882    Fax: 1(416)955 0023
Email: info@taie.ca    Website: www.taie.ca

（签证获批准后缴付的费用）

达英国际学院
TAI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2018年 8月1日，9月28日，11月26日

2019年 2月4日，4月2日，6月3日



达英国际学院主校区坐落在多伦多市中心最繁华地段，比邻瑞尔森大学
及多伦多枫叶冰球场馆，楼高四层加地库，共 3 万多平方尺的教学与休
闲空间；多功能教室如多媒体教室、礼堂、音乐与舞蹈教室、美术室等
一应俱全，其在地库的整层学生休闲区更是众多学生的聚集热点。

学校大堂学术指导区域 学生活动区 学生休闲区

达英课程
Programs at TAIE

本课程为在本国未获得高中毕业文凭的学生设计。
就读安大略省高中课程的学生，可以获得安大略省高中文凭(OSSD)，并以
此申请加拿大和国际上任何一所大学。主要课程包括：英语、数学、科学
、商务、美术、社会科学和计算机科学。

大学预备课程(UPC)是为在本国或者加拿大已经取得高中毕业证的国际学
生而设计的项目，帮助学生提高综合学术能力和英语水平能力，为准备进
入加拿大大学的学生做好充分准备。学生可同时根据个人的目标方向，选
择学习6门加拿大大学在录取时所要求的学分课程。达英国际学院为学生提
供全面综合的课程以满足学生对课程的需求和兴趣。

大学预备课程（快速项目）针对因各样原因导致延迟预科入学的学生，能
在短时间内完成所有语言和预科课程，并顺利在来年9月升读心仪的大学。

大学预备课程（名校精英班）是一个为成绩优异和目标明确的学生独立开
办的项目。本项目针对希望入读加拿大著名大学（多伦多大学、皇后大学
、滑铁卢大学、阿尔伯塔大学、西安大略大学）的学生，被本项目录取的
学生，我校会通过有针对性的升学指导、课堂安排以及课外辅导来帮助学
生，确保学生在达英国际学院毕业后至少被五所大学其中一所的本科录取
。我校会与家长签约承诺，如因学校教学质量问题导致学生未能顺利入读
承诺大学，我校会退还全部学费，并免费为学生申请加拿大其他一所医博
类大学。

达英国际学院的ESL课程的独特之处在于教会学生如何提升他
们的英语技能，无论是个人生活、学术研究，还是今后的事业
提升，都会通过达英的个性化教学方案逐一实现。学生通过
ESL5级后，学生可以继续进修ENG3U、ENG4U、或选择修
读其它英语学分课程。学生完成课程可达到大学入学的英语
标准。

雅思预备课程帮助学生准备雅思考试 ，其成绩能被所有大学
和学院认可。通过雅思考试可以证明学生运用英语工作和学
习的能力。

ESL课程
英语作为
第二语言

雅思
预备课程

CAEL
预备课程

CAEL考试是加拿大大学及学院所要求的英语水平标准考试。
达英作为官方授权的CAEL考试中心,学生经过达英开设的
CAEL考试培训，可在本校进行CAEL考试，考试通过后，可
代替雅思/托福，作为直接进入加拿大大学的英语能力证明。

安大略省高中课程
Ontario Secondary School Diploma

（OSSD）

大学预备课程
University Preparation Course

(UPC）

大学预备课程 
（快速项目）

University Preparation Course

(UPC Fast Track)

大学预备课程
（名校精英班）

University Preparation Course

(UPC Elite Program)

语言中心
Language center 

Manson Tower 学生公寓

One Park Place 学生公寓
Parkside 学生公寓

Student Common 学生公寓
Homestay 寄宿家庭

我们致力为学生提供优质的住宿条件，因此达英国际学院为学生提供多种的住宿选择，让不同年

龄和需求的学生都能在市中心的黄金地段，以实惠的价格得到合适他们的生活方式；通过严格的

统一住宿管理系统，学生在不同的居住平台里也能得到统一的管理、关注及照顾。

多种住宿选择
Accommondation options

我的校园生活，是在整个多伦多
My campus life - the entire Toronto

达英国际学院的“精英版图扩展计划”极力为学生争取在市区资源使用最大化；让学生的视野不

在只聚焦在封闭的校园里，而是放眼整个城市，体验多伦多真正的生活文化和城市内涵。通过此

计划，达英的学生凭着学生证能免费到访世界级的博物馆、使用历史级建筑改建的健身楼、感受

百万级藏书量城市的图书馆等。这名单每天还在延长，目的是让学生的学习不再局限于书本、留

学经历不再局限于学校、视野不再局限于学校大楼的高度。

Regent Park 室内游泳馆

Maple Leaf Gardens 冰上曲棍球场

瑞尔森体育及康乐中心 (RAMS)

Maple Leaf Gardens 健身楼

达英，在多伦多的最中心
TAIE, at the heart of Toronto.

多伦多，全球最多元化的都市之一，也是越来越多精英学子趋向的留学目的地；而达英国
际学院，便是坐落在其市区唯一的国际寄宿高中。达英新校区坐落在多伦多市中心最繁华
地段，毗邻瑞尔森大学，步行5分钟即可到达Yonge街地铁，而步行至多伦多大学仅需15分
钟。达英优越的地理位置，已为你的留学生活赢在了起点。

加拿大达英国际学院成立于1998年，是多伦多市中心一所寄宿国际高中，主教学楼位于教
会街 (Church Street)，比邻伊顿中心、顿打士广场、繁华的央街。周边学区环绕，多伦多
大学、安省艺术学院、瑞尔森大学近在咫尺，地理位置得天独厚，交通四通八达，生活条
件极为便利，闹中取静，学生既可在繁忙的学业之余探访众多名胜古迹，也可参观各种现
代建筑，亲身领略加拿大本土的多元文化。

*有关住宿选择的详细资料，请参阅“达英国际学院国际留学生住宿选择”小册子或向学校咨询。

新校区
The new campus

学校大堂

地库整层学生休闲层学业咨询区

学校楼道及学生休息区

新校区外观 学生公寓大堂

达英国际学院
TAI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达英国际学院
TAI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达英国际学院
TAI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本校與上述陳述院校並無合作關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