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學習期間的相關費用

去QUÉBEC（魁北克） 
留學的四個步驟  

各種工作機會

大學及學院名單

如想到Québec（魁北克）去留學，您得證明有足夠的財政
能力，以支付學費以及所註冊課程相關的其他費用（教材
費、學生會會員費、醫療與住院保險費等）、交通費（往
返於您原住國的交通費）、頭一年的安置費以及您留學期
間所需的生活費。您還要申請Québec（魁北克）接收證書
（CAQ）及學習許可證相關的審查費。

附加學費豁免計劃
附加學費豁免計劃只針對數量有限的留學生。這些學生可免
繳外國學生通常須交的學習費額。 

外國學生優秀獎學金計劃
這項獎學金由Québec（魁北克）高等教育部向學業優異的
學生及外國學生頒發。如想獲得這項獎學金，您必須註冊於
Québec（魁北克）找一所能提供全日制課程畢業文憑的學
校註冊。 

如想了解更多這項計劃，請瀏覽  www.education.gouv.qc.ca網
站。

為您學習期間和完成學習之後提供各種就業機會。

在某些情況下，即使沒有工作許可證，您依然可以在學習
期間從事校園內或校園外的工作。您還能通過獲得實習工
作許可證，做與您所學專業相關的工作。此外，持有畢業
文憑者還可申請畢業後工作許可證，以便完成學業後能從
事全日制工作。另外，留學生的配偶或同居伴侶也可申請
工作許可證。

如想獲得上述就業機會，您必須持有有效的學習許可證，
並已註冊了一門全日制的職業培訓課程、學院課程或大學
課程。

education.gouv.qc.ca

  
步驟一

選擇課程和學校
首先和您選擇的學校取得聯繫，以了解該校提供的學習課程，或也可向
Québec (魁北克) 高等教育部的信息中心查詢。

步驟二
錄取
為了解錄取條件、申請處理期限及申請截止日期，最好的方法是直接
跟學校聯繫。 

職業培訓的入學申請需直接向有關學校提出。

學院（大專）的入學申請應提交給所屬的行政區錄取服務處或直接提
交給您的學校（如該校不歸屬任何行政區錄取服務處管轄）。如果您
申請去一間私立學院上學，則應直接和那個學院聯繫。

如您希望到大學升學，請與您選擇的大學聯絡，以了解提交入學申請
的條件及步驟。

步驟三

步驟四
獲得加拿大移民、難民和公民部（IRCC）簽發的學 
習許可證 
如同獲得用於留學的Québec（魁北克）接收證書（CAQ）那樣，加拿
大學習許可證也是攻讀任何學期為6個月以上的課程所必須得到的證
件。注意：某些外國公民必須獲得臨時居住簽證才能進入加拿大。如
屬此例，加拿大簽證處在簽發學習許可證時會同時簽發臨時居住簽證。

如要獲得學習許可證，請與加拿大簽證處接洽；如有必要，您還應申
請臨時居留簽證。申請手續請瀏覽 www.cic.gc.ca/english/study/study.asp 
網站中的詳述。

現在，您去Québec（魁北克） 
留學已經準備就緒 !

（魁北克）升學
到• Bishop’s University

主教大學
www.ubishops.ca

• Concordia University
康考迪亞大學
www.concordia.ca

• McGill University
麥吉爾大學
www.mcgill.ca

• Université Laval
拉瓦爾大學
www.ulaval.ca

• Université de Montréal
蒙特利爾大學
www.umontreal.ca

• HEC Montréal
蒙特利爾高等商學院
www.hec.ca

• École Polytechnique
de Montréal
蒙特利爾理工學院
www.polymtl.ca

• Université de Sherbrooke
舍布魯克大學
www.usherbrooke.ca

• Université du Québec
à Montréal (UQAM)
魁北克大學蒙特利爾分校
www.uqam.ca

• Université du Québec
à Trois-Rivières (UQTR)
魁北克大學三河分校
www.uqtr.ca

• Université du Québec
à Chicoutimi (UQAC)
魁北克大學希庫蒂米分校
www.uqac.ca

• Université du Québec
à Rimouski (UQAR)
魁北克大學裡穆斯基分校
www.uqar.ca

• Université du Québec
en Outaouais (UQO)
魁北克大學烏塔韋分校
www.uqo.ca

• Université du Québec
en Abitibi-Témiscamingue
(UQAT)
魁北克大學阿比蒂比－
特米斯卡米恩格分校
www.uqat.ca

• Institut national de la
recherche scientifique
(INRS)
魁北克科學研究院
www.inrs.ca

• École nationale
d’administration publique
(ÉNAP)
魁北克行政學院
www.enap.ca

• École de technologie
supérieure (ÉTS)
魁北克高等技術學院
www.etsmtl.ca

• Fédération des cégeps
魁北克學院聯盟
www.fedecegeps.qc.ca

• Association des collèges
privés du Québec (ACPQ)
魁北克私立學院協會
www.acpq.net

如想了解更多有關在Québec（魁北克）留學的信
息，請瀏覽：
education.gouv.qc.ca

獲得Québec（魁北克）移民、法語及融合部 
簽發的用於留學的魁北克接收證書（CAQ）
一旦收到錄取信，您應立即向Québec（魁北克）移民、法語及融
合部申申請用於留學的魁北克接收證書（CAQ）。若要在Québec 
（魁北克）留學6個月以上的學生均須申請該證書。

總體而言，每個外國學生，不管其申請那個等級的教育，都必須獲
得用於留學的魁北克接收證書（CAQ）。然而，某些類別的學生則
不必申請該證書。如想申請該證書並了解該證書豁免列單，請瀏覽  
www.immigration-quebec.gouv.qc.ca/caq-students-exemptions 網站。

用於留學的魁北克接收證書（CAQ）的申請時間約為四周，郵寄時間除
外。該證書在您整個學習期間一直有效，但請注意有效期最長為49個月。 

http://www.international.gouv.qc.ca/study
http://www.international.gouv.qc.ca/study
www.ubishops.ca
www.concordia.ca
www.mcgill.ca
www.ulaval.ca
www.umontreal.ca
www.hec.ca
www.polymtl.ca
www.usherbrooke.ca
www.uqam.ca
www.uqtr.ca
www.uqac.ca
www.uqar.ca
www.uqo.ca
www.uqat.ca
www.inrs.ca
www.enap.ca
www.etsmtl.ca
www.fedecegeps.qc.ca
www.acpq.net
http://www.international.gouv.qc.ca/en/general/etudier
www.immigration-quebec.gouv.qc.ca/caq-students-exemptions


QUÉBEC（魁北克）的教育體系 為什麼要去QUÉBEC（魁北克）求學?

Québec（魁北克）是北美心臟地帶的法語社會，也是一個強大的知識和國際貿易經濟中心。作為多種文
化的交匯點，Québec（魁北克）的生活環境既令人振奮又給您安全。Québec（魁北克）的教育制度亦為
北美其中一個最卓越的升學地方。

帶著體現您一直響往的生活方式來Québec（魁北克）升學吧！您能夠： 
• 在Montréal（蒙特利爾）時尚的市中心攻讀航空航天工程；
• 在Abitibi-Témiscamingue（阿比迪比-泰米斯加曼格）深學森林環境的知識；
• 在Rimouski（裡穆斯基）探索海洋科學 。

每一年，Québec（魁北克）迎接近4萬名來自160個國家的外國學生。

Québec（魁北克）的教育體系中包括學齡前教育、小學教育、中學教育、職業培訓、學院（大
專） 的大學預科和科技教育以及大學教育。 Québec（魁北克）的公立教育系統實行非宗教化。
教學 語言為法語和英語，視各校慣用的教學語言而定。

Québec（魁北克）還有一個私立學校網絡，其同樣提供官方教育課程。

因為Québec（魁北克）的教育質量卓越
• Québec（魁北克）的大學本科畢業率為最高之一。

• Québec（魁北克）所有學校制定的課程均得到全球認可，其中多
項是校際合作提供的課程。

• 無論學校規模和地點，Québec（魁北克）的高等學府均擁有最現代
化的設施（高科技實驗室、計算機實驗室、體育設施、劇場等）。

• Québec（魁北克）擁有多個高質量的科技園及眾多享有盛名的尖端
領域研究中心。

• Québec（魁北克）的大學都是大型國際教育網絡的成員，並從不間
斷地與國外進行合作。

• 在整個Québec（魁北克）境內，全年連續提供各種職業培訓及科
技教育課程。

因為在Québec（魁北克）既能用法語， 
也能用英語學習
• Québec（魁北克）的中學、學院(大專)和大學教育系統裡都有法語和英語

的學校。

因為生活成本佔據優勢
• Québec（魁北克）的學費屬北美最低之列。

• Québec（魁北克）的生活成本屬加拿大最低之列。

因為能享受高尚的生活品質
• Québec（魁北克）擁有無比遼闊的自然空間，其景色絢麗多姿，

十分宜人。百萬條湖泊與河流、無垠的北方森林、嫵媚的峽灣和氣
勢磅礴的江河，以及幾十個國家公園，一同隨著四季的脈搏變幻無
窮，令人目不暇接。

• Québec（魁北克）是一個戶外活動的極佳目的地，活動種類不勝
枚舉。

• Québec（魁北克）的城市生活品質卓越,集具北美城市特色的現代風
格和古老歐洲的魅力於一身。

因為給人安全的生活環境
• Québec（魁北克）以一個公正、相互尊重、平等和包容的社會著稱。

• Québec（魁北克）的犯罪率排在北美最低之列。

因為這裡的文化充滿活力
• Québec（魁北克）因其代表豐富、獨特的美洲法語文化而一枝獨秀。 

• Québec（魁北克）是一個大度包容、面向世界的社會。

• 全年不斷舉辦各種大規模的跨文化及國際盛會，如節慶活動、冬季
狂歡節、藝術表演和體育賽事。

因為能成為Québec（魁北克）的永久居民 

• 根據《Québec（魁北克）經驗移民項目》（PEQ），在滿足某些條
件的前提下，已獲得某項Québec（魁北克）學校文憑的外國學生能
較快捷地成為永久居民。如想了解更多，可瀏覽  
www.immigration-quebec.gouv.qc.ca/csq-students 網站進行查詢。

職業培訓 
這種類型的培訓對像是希望融入工作市場的青年人和成年
人。為此，這些課程通常是教授給學生某些專業手藝和技
術。職業培訓從屬於中學教育，由一些教育局和私立學校提
供。學生必須完成中學第三年或第四年的學業（即九年或
十年的學歷）後才能進入職業培訓。所有的職業培訓課程
都頒發正式文憑，有職業培訓證書（AEP）、職業培訓文憑
（DEP）或職業專業化證書（ASP）。

學院（大專）教育
學院（大專）教育是中學之後的初級高等教育。所有學院都
提供常規的大學預科教育，學制為兩年，之後學生可升入大
學；學院還提供科技教育，學制為三年，學成後可直接進入
工作市場，但學生也可選擇繼續上大學。兩種課程均頒發學
院（大專）教育畢業文憑（DEC）或學院（大專）教育畢業 
證明書（AEC）。

大學教育
大學教育包括學士學位課程（大學本科階段），學制為三到 
四年不等，按不同專業需求而定；碩士學位課程（研究生階
段），學制為一到兩年；博士學位課程（博士研究生階段）
，學制為三年以上。大多數大學還提供短期課程（頒發證
書、 專業研究生文憑等），學制因需制宜。

http://www.immigration-quebec.gouv.qc.ca/csq-student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