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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啟航前往 想啟航前往 
魁北克嗎？魁北克嗎？



魁北克幅員遼 魁北克幅員遼 
闊，廣闊的天地 闊，廣闊的天地 
給您無限的機 給您無限的機 
遇。 遇。 

想像一下，在北美洲的腹地，竟然存在著一個 

法語區，一個知識彙聚之地，擁有高效的教育 

體系。這裡的生活很安全、很多元化且活力四 

射。

這就是加拿大的魁北克省，與您天涯若比鄰。

每年，55000名來自180個國家的青年來到這 

裡留學。從時髦大都市蒙特利爾出發，經過阿 

比提比地區，到濱海小城裡穆斯基，隨處可見 

青年學子彙聚于此，所學專業包括：航空工 

程、海洋科學、林業科技……



7個在魁北 7個在魁北 
克克
學習的學習的
最佳理由最佳理由

 魁北克的高校專業在全球享有盛名。

同時也和世界其他高校合作，推出聯

合培養專業。

 我們的學校已加入國際教育網路，並

且正在不斷與他國展開新的合作。

 無論規模如何，位於何處，

 魁北克的職業院校與大學均配備現代

化的基礎設施，包括：實驗室、電腦

室、運動設施、表演廳……

 魁北克擁有著名的科技園以及從事高

精尖研究的科研中心。

 全省全年提供多樣化的職業教育及技

術教育。

 魁北克地區大學本科學位畢業率名列

前茅。

魁北克省的教育體系 
十分優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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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魁北克有千萬閃耀的湖泊與河流。

這裡有峽灣、北方的森林、大河和

國家公園。在廣袤的自然世界，美

麗的風景隨著季節而變，有趣的活

動亦接踵而至。 

 在城市能享受到獨特而高品質的生

活水準。典型的北美城市氣息與歐

洲城市的魅力相互融合。

生活精彩豐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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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留學生的學費與魁北克地區所需的生

活費在北美國家中屬較低水準。

 高中、學院及大學教育體系設有用英

語或法語授課的學校。

您可以用英語或者法 
語學習。

高性價比的生活與學 
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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魁北克好客又安全

 這裡講究公平、互相尊重、平等與 

包容。

 這裡的人們熱情好客，這裡的安全 

程度亦在北美首屈一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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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驗並瞭解魁 
北克的教育體 
系

魁北克的教育體系分為4個階

段，分別是：學前教育，中小學

教育（中學包括全科教育和職業

教育），職業學院教育（包括大

學預科教育和職業技術教育）和

大學教育。

公立教育系統均為普通教育，不

同的學校採用法語或英語授課。

私立學校也會提供官方認可的學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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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獲得魁北克學校的文憑，符合一些條

件之後，可通過魁北克經驗類移民項

目（PEQ）十分便捷地拿到永居權， 

並實現移民。. 

 更多資訊: immigration-
quebec.gouv.qc.ca/peq-
etudiants. 

開始一場偉大冒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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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將體驗到活力四 
射的文化

 魁北克省身處北美洲，因獨特而

豐富的法語區文化享有盛名。

 這裡有著多元化和開放的風格。

 一年之中，各種大規模的跨文化

國際活動接連而至，節慶、狂歡

節、藝術表演、體育賽事等不一

而足。

http://www.immigration-quebec.gouv.qc.ca/en/immigrate-settle/students/stay-quebec/application-csq/index.html
http://www.immigration-quebec.gouv.qc.ca/en/immigrate-settle/students/stay-quebec/application-csq/index.html
http://www.immigration-quebec.gouv.qc.ca/en/immigrate-settle/students/stay-quebec/application-csq/index.html


體驗並瞭解魁 
北克的教育體 
系

 中學階段教育完成之後可以繼續攻讀魁

北克教育體系中獨有的職業學院。簡稱

為cégeps的職業學院和一些私立大學 

可提供這類已成體系的專業化教育。有

以下兩種學制：

 大學預科學習（2年）：為就讀大學作

準備

 職業技術教育

 （3年）：以實現就業為主要目標，但

之後也可以進入大學深造

 可以獲得的文憑

 職業教育文憑（DEC）

 學院教育證書（AEC）

職業學院教育

 您正在上大學嗎？

 或正在讀研究生？或尋找短期的專業化

培訓？無論你目前情況如何，魁北克的

大學為您提供了各種選擇。

 可以獲得的文憑 

 第一種學制：學士，3或4年

 第二種學制：碩士，1或2年

 第三種學制：博士，3年及以上

 同時提供其他時長不一的短期教學專案

（例如讀完部分專業可拿到高等專業化

教育文憑）。

大學教育 高中職業教育

 想要快速就業？職業教育根據企業

的專業需求培育學生。

 您可以在完成中等教育的第3或第 

4學年（高中9年級或10年級）後 

接受職業教育。這些職業教育學科

由學業服務中心和私立學校提供。

 可以獲得的文憑 

 職業教育證書（AEP）

 職業教育文憑（DEP）

 專業資格證書（ASP）



前往魁北克學習只 

需4步

 聯繫魁北克的學校，諮詢不同的專

業。

 教育和高等教育部的網站也能提供

幫助。

選擇專業和學校

 每個專業包含入學要求以及申請的

時間和截止日期。選中專業後，請

聯繫設置該專業的學校以便獲知以

上資訊。

 高中職業教育

 您應當向有關學校提交入學申請或

者聯繫由國際教育部門管理的魁北

克未來職業支援服務中心。

 職業學院教育

 您應當向地區入學辦事處提交入學

申請，若申請的職業學院（cégep）

未納入地區教學服務目錄則直接向

該職業學院提交申請。如果您想讀

私立學校，可直接聯繫相關院校。

 大學教育 直接聯繫選中的大學  

申請入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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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行 開始行 
動動

 當您收到專業錄取通知書，請立即

向移民、法語化和融合部（MIFI）

申請魁北克入省許可(CAQ)。

 除某些特殊情況外，所有留學超過6

個月、任意教育級別的國際留學生

必須持有此許可。

 許可審批大約需要4周時間，不包括

郵寄時間。入省許可最長期限為49

個月，在整個學習期間有效。

 申請許可，瞭解豁免條件請點擊以

下連結:  immigration-quebec.
gouv.qc.ca/demande-caq-
etudes.

為前來學習獲得魁北
克入省許可(CA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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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CAQ一樣，除某些特殊情況外，所 

有留學超過6個月的留學生必須持有 

加拿大留學許可。該證件需向移民、

難民及公民部（IRCC）申請。

 為了讓您入境加拿大，可能會要求您

提供臨時居住簽證。在這種情況下，

發放簽證的加拿大簽證辦事處會同時

提供留學許可。

 提交申請後，可能還會需要您提供指

紋和照片（生物鑒別資料）。

 如需獲取留學許可、簽證以及生物鑒

別資料，請根據以下指示辦理：   
canada.ca/en/immigration-
refugees-citizenship/services/
study-canada/study-permit.
html.

獲得加拿大留學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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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immigration-quebec.gouv.qc.ca/en/immigrate-settle/students/obtaining-authorizations/certificat-acceptation/index.html
http://www.immigration-quebec.gouv.qc.ca/en/immigrate-settle/students/obtaining-authorizations/certificat-acceptation/index.html
http://www.immigration-quebec.gouv.qc.ca/en/immigrate-settle/students/obtaining-authorizations/certificat-acceptation/index.html
https://www.canada.ca/en/immigration-refugees-citizenship/services/study-canada/study-permit.html
https://www.canada.ca/en/immigration-refugees-citizenship/services/study-canada/study-permit.html
https://www.canada.ca/en/immigration-refugees-citizenship/services/study-canada/study-permit.html
https://www.canada.ca/en/immigration-refugees-citizenship/services/study-canada/study-permit.html


規劃您的留 規劃您的留 
學開支學開支 

 部分國際留學生可以獲得僅對留學

生群體提供的免高獎學金。這意味

著獲獎留學生的學費與魁北克本地

的學生相同。此項措施惠及的人數

有限。

您能申請免高獎學金
嗎？

 如果您學業出色，教育與高等教育部

可能會向您發放精英獎學金。想要申

請，必須登記就讀魁北克學校提供的

全日制專業。

 想瞭解更多有關這兩項資金支援的措

施，請點擊以下連結：   
education.gouv.qc.ca/ 
etudier-au-quebec.

您能申請精英獎學金
嗎？

 是的，魁北克省的生活成本和學費和

北美其他地方相比並不高。但是為了

來此留學，仍需表明已有足夠的資金

以承擔以下費用：  

 學費

 註冊以及相關費用：註冊費、教材

費、學生組織會費、醫療保險費用

 與原籍國家之間的交通費（往返）

 第一學年的安置費用

 留學期間的生活費

 為了獲取魁北克入省許可或者留學許

可，在規劃時也需要考慮到由此可能

產生的考試費用。

http://www.education.gouv.qc.ca/en/references/studying-in-quebec/advantages-of-studying-in-quebec/
http://www.education.gouv.qc.ca/en/references/studying-in-quebec/advantages-of-studying-in-quebec/


尋找工作機 尋找工作機 
會會

 如果您滿足某些條件，在校期間可

以在校內或校外工作，無須額外申

請工作許可。您也可以申請工作許

可，以便參加教學範疇內的實習。

若您的配偶與您一同前往魁北克，

他/她也可以獲得工作許可。

 一旦獲得文憑，便可以申請工作許

可從事全職工作。

 注意：為了充分把握各種機會，您

需要持有有效的留學許可，並登記

就讀職業高中、職業學院和大學提

供的全日制專業。

計畫在校期間或者畢業之後在魁北克工作？ 
兩者皆有可能。



千千萬萬來自世界各地的年輕人已經

邁出這一步。來看看10名其他國家的

留學生在魁北克留學的故事吧。 

聆聽他們的故事，請點擊以下連結：   
international.gouv.qc.ca/en/
accueil.

education.gouv.qc.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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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自己加油！為自己加油！

http://international.gouv.qc.ca/en/accueil/etudier
http://international.gouv.qc.ca/en/accueil/etudier
http://www.education.gouv.qc.ca/en/references/studying-in-quebec/advantages-of-studying-in-queb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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