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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学姐学长们
的宝藏游玩场地

By UTMCSSA

多伦多大学
密西沙加校区 CSSA

UTMCSSA 成 立 于 2012 年， 是 UTM 校

区中国大使馆唯一认证的华人社团，也是
UTM 创建历史最悠久，拥有最大的号召力

的最强华人社团。UTMCSSA 致力于帮助初

来多伦多大学的优秀学子了解学习和生活环
境，帮助他们更快的适应学习，工作和生活

的社团，为留学异国他乡的学子提供一份温

暖。UTMCSSA 每年都会举办许多丰富多彩，
健康积极向上的活动，并且都获得了大家热
情积极的参与。我们的活动不仅帮助多大学
生充沛他们的的课余闲暇时光，也会在他们
需要帮助的时候贡献一份温暖。

contents

主席寄语

社团介绍
主席寄语

哈喽大家好！

3

团队介绍

我叫李子昂，非常荣幸能够当选这一

4

活动回顾

6

CSSA 招新

任的主席，带领大家开启崭新的一个学年。我在 2018 年加入

10

了我们 UTMCSSA 这个集体，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社团已

学校 Building 介绍 12
Ace 介绍

经在我心里深深地扎了根，成为了我大学生活不可分割的一

14

专业介绍

部分。作为一名中国留学生，我始终认为，大家孤身一人在外，

16

选课教程

寻找一个可靠且温暖的组织，来互相帮助、互相扶持是非常

28

宿舍 & 校外租房

重要的。毕竟单丝不成线，孤木不成林。而 UTMCSSA 冥冥

32

商场介绍

之中就是这样一个可以为大家雪中送炭、及时带来欢乐和温

36

超市介绍

暖的大家庭。刚刚加入社团的时候，我也经常被大家的热情

38

交通介绍
餐厅介绍
周边游玩
银行介绍

所震撼到，会疑惑他们为什么对我这么好。现在我终于明白，

39

原来这就是我们身上所承担的责任，是这个社团赋予我们的

40
42
44

手机运营商介绍 45

意义，更是社团精神的一种传承。大学这四年的时间在我们
一生中占比不多，但却意义重大。毕业之后步入社会的我们
会遇到更多艰难险阻，而这四五年的时间也许是我们一辈子
最后几年无忧无虑的学生时光。我希望能在我任期的这一年
里，以最好的自己，带领更好的社团，为更多的人创造属于
我们共同的大学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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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SA 团队介绍
主席

李子昂 Roy

大家好，我就是那个上的
了厅堂，下的了厨房，踢

球的里说相声最好的，说
相声里踢球最好的，一个
集运动艺术和大量幽默细

胞于一身的 UTMCSSA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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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泓萱 Karry

大家好我是 Karry 杜泓萱，

今年 UTMCSSA 的秘书长。
很期待接下来和你一起的
旅程。

外务副主席
喻星雅 Claire

大家好，我是克莱尔。很
开心新的一年还可以和大

家一起度过。cssa 对我来

说就像一个大家庭一样，
我也希望可以有更多人感
受到这份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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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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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ison

活动部部长
Mia

内务副主席
夏锦天 Maggie

Hi hi 这 里 是 内 务 副 主 席

Maggie~ 我喜欢猫喜欢跳
舞喜欢巧克力喜欢各种小

零 食 最 喜 欢 UTMCSSA~
今年的内务部门也要团结
友爱，一起冲吧

CSSA 往期活动
九月 HR Private Sales

UTMCSSA 每年都会和 HR 合作举办 private sales 来让
我们 CSSA 的会员体会到包场购物的快乐，同时在当天
还可获得 18% off 和各种奶茶甜品的福利哦。

九月 新生见面会

九 月 的 新 生 见 面 会 是 UTMCSSA
为秋季入学的新伙伴举办的，这
里有各路大神分享他们的经验，
以及对校园的详细介绍，当然啦，
丰厚的大奖和美味的小零食也是
必不可少的。

7 月 ACE 新生见面会

UTMCSSA 每年都会为读 ACE（语言班）的小伙
伴们开一次专属于他们的新生见面会，在这里不
仅有学长学姐们的经验传授，还有精彩节目和惊
喜大礼等着大家。

八月 夜光障碍馆

夜光主题障碍馆活动，在炎热的
暑假为大家带来一场酷酷的室内
团建活动。

十月 “我和我的祖国”电影包场

在祖国母亲 70 周岁之际，UTMCSSA 包下了一整
场电影 --“我和我的祖国”，请在外留学的学子一
起见证祖国的发展和繁荣。我们虽身在海外，但时
时刻刻心系祖国。

十月 执委大会

执委大会是 UTMCSSA 最重要的活动之一，这一天所有执委都
要着正装出席，在这次执委大会上，主席团管理层分别上台进
行了动人的演讲，各个部门的执委展现了精彩的才艺演出，每
一位执委也收到了来自这个大家庭的礼物。

十一月 Rebel 单身夜

十二月 Aurora Winter Festival

UTMCSSA 在 学 期 末 来 临 之 前 带 大 家 去 Aurora
Winter Festival 团建，享受 Final 前最后的放纵。

在 11.11 单身节以及大家因为考试压
力最大的时刻，我们和多校社团联合
包下了多伦多最大的夜店 Rebel，让
大家把压力都甩到舞池里，忘记所有
烦恼。

06/07

2020UTM 新生手册

CSSA 往期活动
三月 多大之声

多大之声是我们 UTMCSSA 每年的传统活动，我们相信，
每一个才华横溢的同学都值得一个让他发光发热的舞台
和一群真挚倾听的观众。

二月 2019-2020 年会

【一月】春晚

今年的一月 24 日，多伦多大学 cssa
联合在多伦多索尼中心举办了庚子鼠
年春季联欢晚会。本次春晚邀请到了
汪苏泷等重量级嘉宾登场，和大家一
起欢度中国传统春节，精彩的节目也
为大家带来了一场视觉盛宴。

二月 情人节特别 booth

在这个浪漫的节日里，CSSA 为大家
过了一个不一样的情人节。在我们的
特别 booth 上，每天都准备了 99 个
马克杯和四款幸福卡免费发给一对有
情之人，还有单身小礼物，牵线小鹿
和爱的信箱，大家都在这里留下了属
于他们的期待。

UTMCSSA 每年的年会是和执委大会一样
重要的存在，在年会上，我们会为大家提
供各种有趣的小游戏，丰盛的菜肴，精彩
的节目以及终极抽奖环节！上一次的终极
大奖是一台外星人电脑哦！

四月 健康包派送

今年三月份，由于新冠肺炎的爆发，加
拿大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四月中旬，
UTMCSSA 作为参与这次抗疫救灾的学
联之一，积极响应大使馆号召，在第一
时间加班加点对到货的几十箱物资进行
的分装和发放。总用时 29 天，我们为
2216 名留学生与亲属送去了由中国大使
馆提供的健康包。

五月 UTMCSSA 王者荣耀争霸赛

虽然疫情不能让我们线下见面，但是 UTMCSSA 为
大家举办了王者荣耀线上比赛，并配有直播的方式，
采取小组循环和淘汰赛的赛制，为选手们准备了总
计 1000 刀的奖金。

六月 观星活动

考虑到很多小伙伴没有出行工具，UTMCSSA 组织了一
个小型的看星星活动，亲自接送，来回驱车四个小时，
为了让大家能看到这美到不真实的星空，能和自己的好
朋友，心仪的人，手拉手在星空下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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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部 Media

宣传部是 CSSA 跟外界搭建起的一座桥梁

负责管理公众号的推文，宣传社团的活动为主，
包括文案编辑和排版两项工作，是创意与规划性集于一体的部门。
如果你也热爱创作，或渴望自我表达，
我们有一个广阔的平台，一个满怀理想的团队，帮助你施展自己的才华，
还能跟志同道合的小伙伴们一起从诗词歌赋聊到人生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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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TMCSSA 招新啦！
内务部门

活动部 Event

活动部是 UTMCSSA 最重要部门之一在这

里你可能忙到不可开交，但一定能开心的玩到日
夜颠倒的部门。
在 CSSA 的活动部里，
你可以上到举办与策划各类大型活动，
下到组织各种激动人心的小型游乐活动。
任何想法都可以提出来，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
丰富大学的课余生活。
那么如果你爱玩，热爱参与并组织集体活动，
活动部欢迎你呀～

◆ 招新要求 ◆

1. 拥有创新思维
2. 团体合作 积极正能量
3. 适当的工作量不会感到压力山大
4. 能够合理的分配自己的时间安排

我们相信加入我们活动部后的你
会在这里得到你未曾想象过的喜悦交到很多朋友
get 很多新技能！

学术部 Academic

作为 UTMCSSA 的自习室！

学术部召集了来自各个专业的学霸们！
我们的宗旨是：帮助新生解决一些学术上的问题，
更快的适应大学的节奏。
在考前给大家提供自习教室，并且会有学霸来答疑
解惑噢。
如果你愿意和我们一起努力学习，并且帮助同学们
提供学术方面相关的知识，那么请快来学术部！我
们等你！

◆ 招新要求 ◆（满足一项就好啦）

1. 有一门学的还不错的课，最好可以给这门课答疑～
2. 乐于助人，有耐心
3. 有一定的写作能力～
最重要的！热爱学习！和我们一起 upupup ！学术
部等你们来一起创造 4.0 ！青春有你 4.0 ！

行政部 Administration

Hi，如果你好奇我们行政部是做什么的话，
那不如来投个简历探索一下呀！
CSSA 内务部重要部门之一，
负责承接、管理部门内部的上上下下各项工作，
有效协同其他部门共同保障社团各项活动的积极开展。
你将接触到 UTM 最大社团的核心机密，
了解社团运作的规划方针，参与各项工作的管理与规划。
在这里，你说出的想法，我们来实现，
让每一位部员都有极高的社团参与感。
更重要的是，作为行政部的一员，
你还将会感受到来自部长及其部员家一般的温暖与关爱，
让你在异国他乡也能找到一份暖暖的归属感。

◆ 招新要求 ◆

1. 一定要积极向上活泼开朗，善于交友！
2. 一定要有较强的时间观念！做事善始善终仔细认真，
能够按时完成工作。
3. 一定要有较强的自我安排管理意识！
能够合理安排社团工作及个人生活。
4. 一定要有极强的团队协作意识！
善于各抒己见，更善于聆听他人。
5. 一定要有很强的责任心，
愿意为社团付出自己的时间和精力。
6. 一定要有较强的想象力和创新能力。

财务部 Treasury

有这么一群人：
他们细致严谨负责任，
他们帅气大方有颜值，
是手握金条的铁公鸡，
是温暖人心的解囊人。
唯一有权力让各个部门花钱的金主
他们就是掌握财政大权的财务部爸爸
如果你热爱活动，想了解报表又想锻炼业务能力，
财务部是你的不二之选。

◆ 招新要求 ◆

1. 有良好的沟通能力
2. 有记账经历者优先
3. 有责任心，耐心

ps：好奇神秘的媒体工作者的日常？
等你加入我们，就能揭晓啦！
◆ 招新要求 ◆

1. 有一定的文字功底，以及快速学习的能力，不拖延，时间观念强
2. 能对一份工作负责到底，做事细心，
3. 有愿意对一篇推文进行反复推敲与修改的耐心，具备创造力，
能协助宣传部推陈出新，一起探索新的领域

赞助部 Sponsorship

赞助部是 UTMCSSA 的中坚力量

负责接触各类校外合作商家，为社团活动提供充足的经费，从而扩大社团
的知名度以及影响力。在 UTMCSSA 的赞助部，你会得到很多接触校外商
家的机会，与各行各业的老板们面对面地畅谈，提高你的沟通能力与社交
本领。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董事长沃伦·巴菲特曾在一次视讯中表示 :“有
一个简单的方法能让你的身家财富
至少比现在增加 50％ , 那就是精进沟通能力，包括书写和口说能力。”所
以说，如果你想让自己未来的简历更加完美，为自己将来踏足社会积累更
多经验，欢迎你加入我们 UTMCSSA 赞助部！没有人会凭空相信潜力这种
东西，除非你做出一些事情来证明它。希望你能够在 UTMCSSA 赞助部证
明自己，在大学期间实现自我人生价值，不负韶华！

◆ 招新要求 ◆

1. 热情与激情，我们希望你能用满腔的热情和充满自信的微笑来打动我们
的金主爸爸们！
2. 付出与奉献，赞助部作为 UTMCSSA 的主心骨之一，每年的工作量还是
非常大的。我们希望你能为赞助部及社团工作付出自己的时间和精力
3. 善于沟通也乐于沟通，希望你是一个善于表达，会聊天的人。不仅仅是
在面对赞助商的时候，希望平时的你也能与同部门、同社团的大家处好相
互之间的关系！
4. 百折不挠，谈赞助的过程中不会总是一帆风顺，你的付出不一定就是与
回报成正比的。我们希望你能始终拥有一个乐观的心态以及一颗坚韧的心
来面对所有到来的挑战！

设计部 Design

设计部作为 UTMCSSA 必不可缺的一部分

主要负责为大小型活动制作海报，拍摄活动照片、视频以及影像后期工作。
对设计，修图，后期以及拍摄感兴趣的朋友们快来设计部一起发光发热吧！
期待油菜花的你们加入我们设计部哦 ~

◆ 招新要求 ◆

1. 会使用 Photoshop 进行海报制作
2. 对设计方面有新颖的想法和审美
3. 熟练使用 Photoshop，Lightroom 等软件进行图片后期
4. 对剪辑视频有独特的想法
5. 对于会视频剪辑后期或有摄像设备的同学优先录取
Ps：面试时请带上符合要求相应的作品，或将作品发至 utmcssa 邮箱中

外务部门
公关部

Public Relationship
公关部是 UTMCSSA 重要的外务
部门之一

也是社团对外宣传公关的门面担当，主
要负责经营管理社团的八大社交媒体账
号，处理社团紧急情况进行公关工作，
和做好对外的沟通交流并守护社团的良
好形象。
公关部的日常任务是管理社团的社交媒
体账号，及时上传更新社团的原创内容、
原创视频以及活动宣传。同时，当社团
有紧急公关事件或其他突发情况发生时
及时进行紧急的协调处理与公关，维护
社团内外关系，建立 UTMCSSA 良好的
公众信用度和社团形象，并且负责与其
他社团之间的交流合作以及为赞助商提
供售后服务。与此同时，公关部也会在
各个活动中做好协调接待工作，是社团
对内对外坚强的后盾。
如果你充满热情，善于沟通，喜欢社交，
对新媒体和各大社交媒体平台的账号管
理感兴趣，想要了解如何通过运营社会
公众关系建立良好的公众信任度，成
为不同领域的新媒体人才、公关人才，
UTMCSSA 公关部是你不二的选择。

◆ 招新要求 ◆

1. 应变能力强，遇事沉着冷静，有处理
紧急事件的公关能力
2. 了解并熟练使用各大社交媒体，有对
图片和文案的审美，对新媒体运营感兴
趣
3. 中英文流畅，具有较强的亲和力及语
言表达能力
4. 具有良好的沟通、协调、交流能力
5. 形象得体，热情大方，愿意展现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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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TM 校园

这栋楼就是 UTM 的“食堂”啦，这里面有学校最大的 Food
court，包括加拿大国民咖啡 Tim Hortons, Thai Express，
Sushi，Pizza Pizza，汉堡，蔬菜沙拉和自选套餐，同时 DV
也配有微波炉，喜欢自己带便当的同学可以去加热，到了午
饭时间需要早点去找位置哦。大一的数学课和 accounting 课
有些也是在 DV 上的，有些教室只有小桌板可以做笔记哦。在
Tim Hortons 的旁边有一个楼梯，下去就来到了我们学校的
“奢侈品商店”——Bookstore，在这里你可以不仅能买到实
体的 Textbook 和电子 Code，还可以买到文具，杯子，印有
多大 logo 的衣服还有一些其他的生活用品。在 Bookstore 旁
边有校医室，如果身体不舒服的话可以带着你的 Tcard 和医
疗卡去看。同时 DV 和学校的健身房，篮球场，游泳池是连着
的，喜欢健身的朋友带着 Tcard 就可以随意进出啦。（Tips：
如果是要去篮球场看比赛的女生，千万记得不要穿靴子或者高
跟鞋，工作人员不会让你进去的，还要记得带 Tcard 哦）

这里是 UTM 唯一的图书馆，在门口有一家星巴克，学习学累了
可以来一杯咖啡休息一下。UTM Library 一共分为四层，地下一
层地上三层，地下一层是一个很适合进行小组讨论的地方，是和

MN 是近几年新建的教学楼，它一共有六层，

小伙伴疯狂赶 due 的场所，这里有一些 study room 可以预定，

一楼有小圆桌及沙发等给学生们学习和休息的地方，
还有条连接隔壁楼 MN 的通道，二楼也有少量的 study room 供大家使用。

还有能坐得下 10 个人左右的大桌子和白板，运气好的话还能抢
到窗边有沙发的座位。一层提供电脑，少量的 study room 和打
印服务，在一层的 service desk 还可以借到手机充电器和计算器
哦。大部分的 study room 都分布在图书馆的二楼，同时还有靠

DH 跟 MN 并排坐落在学校操场的一旁，该大楼一共有 29 间教室，

着窗户的座位，学累了的时候抬头就可以看到校园的蓝天白云。

设有英语和戏剧，哲学，历史学，语言学，政治学及社会学科，现在有

在二层的另一边就是需要保持安静的“自闭小桌”区域啦，在这

些课的 tutorials 也会在这栋楼里上。一楼也设有食堂，有 pizza、沙拉、

里每一个桌子之间都会有隔板，面对的也只有一块木板，有的“自

汤等食物，并且于去年新开了一家星巴克，这边的人通常不会很多，如

闭小桌”会有可以充电的地方。三楼的桌子和二楼的自闭小桌差
不多，不过我个人感觉三层的窗户很大光线很充足，所以感觉没

果图书馆那边的星巴克人太多的话可以来这边。这栋楼的建造过程中其

有二楼那么闷那么自闭，三层也是要保持安静的区域哦。Library

实有关于环保方面的考量，采用了很多有利于环境的创新技术（比如他

的 study room 可以在学校网站上预约，不过考试周的时候很抢

们采用了特殊材质的玻璃，可以避免让鸟类误撞到窗户上）。

手，所以大家需要的话要提前预定哦，也可以去 IB，NE 看看，
那里的 study room 有的人还不知道。Final 期间图书馆基本是
不关的，但是过了 12 点需要凭 Tcard 进出。

KN 位于学校公车站的正后方，一进去就能看到 register
office，关于选课，学费，打印成绩单等问题都可以来这里
咨询。一楼有较大的教室用来上课，楼上则是 department
of management， 还 有“ 大 名 鼎 鼎 ” 的 professional
skills development program 的 Office，商科的教授们的
办公室也都在这里，commerce 和 management 的同学
们可以拿小本子记起来了。

IB 可 以 说 是 UTM 的 c 位 教 学 楼 了， 别 看 它 只 有 三
层，整栋楼的配套设施是非常齐全的，里面教室规模
小的可容纳 30 人， 大 的 可 容 纳 500 人。 一 楼 的 食 堂
有 subway， 拉 面， 和 墨 西 哥 快 餐， 二 楼 除 了 study
room，还有开放式的“自闭小隔间”供学生们学习。

Student Center 这栋楼是专门为学术设立的，有时候会有免费

CCT building 是和图书馆连着的一栋楼，这里也是 UTM 各

在 IB 楼的另一侧是搭乘去往多伦多市区的学校 shuttle

的早餐，同学们可以来享用。在这里可以办理 Upass 公交卡，

大社团摆 booth 的地方，各国留学生在这里互相交流。同时

的上车点，utm 的学生凭 T card 可以免费搭乘，如果

而且在 SU 里面打印是最便宜的。在 SU 有 UTM 唯一的奶茶店

这里也是办理 Tcard 以及失物招领的地方，UTM 唯一的地下

不是 utm 的学生则需要在旁边的售票机购买车票。

chatime，还有能买到炸鸡薯条的 blind duck。在奶茶店的旁边

停车场就建在 CCT 里面。（学 Commerce 的小伙伴最害怕的

有台球桌，在闲暇的时候可以和朋友们来放松一下。

MGM101 就是在 CCT 上课哦）

NO.3

如何顺利修完 ACE program?
Summer ACE 分级的利弊

Final Grade in
the Summer ACE
Pro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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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or higher

● You have successfully completed the program!
● You may enrol in a full-time course load in the upcoming
Fall-Winter session at UTM.

B- or C+

● You will be required to enrol in the Fall-Winter ACE
program to complete the Academic English Level 60
course.
● You will be eligible to enrol in 3.0 credits (1.5 credits per
term) in the upcoming Fall-Winter session at UTM.

ACE program 介绍
What is ACE?

NO.2

ACE program

是对于那些语言不过关的同学一次拯救自己的机会。相信我们在申报大学的时候都

有考过雅思，因为雅思是我们留学生申报国外大学要需求之一。如果你因为雅思成绩不够导致你上不了多大，
那么一定要记得上 ACE ！如果你顺利的通过 ACE program，你一样可以顺利的进入多大，同时不需要雅思

成绩。在这里的 ACE 老师都是从其他教学机构过来的，我们平时通过阅读文章新闻 , 英语交流，看国外脱
口秀和练习文章总结这一系列系统的培训 , 从而帮助我们达到一个大学应该拥有的语言水平。

C or below

ACE 2 个时间段 & 费用说明

◆ SUMMER

ACE

由于疫情的原因，我们今年的 SUMMER ACE 变
成了线上模式！！
July 2 - August 25, 2020
(Full-time, 8 weeks)
周一至周五，每天 9：00am - 3pm
周六周日休息

学费 total：$7040

$1350 deposit 但是一定要在
June 24 at 1:00 p.m 之前补齐
尾款 否则就会被 cancelled
（同学可以交押金占位，
但是押金是不会退款的哦！）
Due to the COVID-19
pandemic, we can only
accept online payments until
further notice. We accept
the following credit card
payments: VISA, MasterCard,
American Express or Discover.

What it means for your undergraduate studies at UTM

● Your offer of admission to the University
of Toronto Mississauga will be withdrawn.
We encourage you to submit a new English
language proficiency test score and reapply for
next year.

上面是多大爸爸给我们的一个评分标准 我来给你们简单的总结一下
这个表格所表示的意思 ; 我们在听说读写上面会有四个不同的评分 ,
◆ FALL-WINTER

而通过这四个不同的评分会有一个总成绩。

ACE

的学生在开始正课之前会同意考一次分级

考试。这个考试会给我们分成 level 60 和
level 50。

◆ 如果你被分到了 level 60 顺利通过这次

summer ace 你就可以在开学时正常选课。

◆ 如果你不幸被分到了 level 50 你开学之后
需要再上一次语言班，当然这次的 summer
ace 你同样需要通过来保证你从 level 50 顺
利的变成 level 60。大一正式开学之后 , 在

上一次 ace 顺利通过后才能正常选课。暑假

被分到 level 50 的人会在大一这个学年，最
多只能修 3 个学分。

FALL-WINTER ACE 线上线下模式没有说 !

September 10, 2020 - April 1, 2021
（Part-time, 24 weeks）
由于我们开学之后有学校的课程 ，ACE 提供两种上课时间 :
1. 周二周四上课，一次两个小时，6-8pm
2. 周六上课，一次四个小时，12-4pm

学费 total: $5445

$1350 deposit 但是一定要在 August 28, 2020 at 1:00
p.m. 之前补齐尾款 否则就会被 cancelled
（同学可以交押金占位， 但是押金是不会退款的哦！）
Due to the
COVID-19
pandemic, we
can only accept
online payments
until further
notice. We accept
the following
credit card
payments: VISA，
MasterCard ,
American Express
or Discover

在我们刚开始所有报名这个 summer ace

注意！
在这里很多同学虽然交了语言班的费用（全款）
但是在正式上课之前雅思成绩突然达标，

如果你的 summer ACE
最后的总成绩是 B or higher 并且你写作的单项成绩在 B 以上 ;
那么恭喜你 , 你成功的通过了 summer ACE program ！
在大一的时候可以正常选课啦！

如果你最后的总成绩是 B- or C+
你在开学之后需要继续跟着 FALL-WINTER ACE 的学生一起再上 ;
一边 ACE 同时 , 你大一开学后只能修 3 个学分 ;
每个学期只能修 1.5 个学分 ;

想要办理退款手续的话，信息在这里：

如果你的总成绩是 C or below,

*May 1 - June 24 at 1 p.m.

你的多大录取通知书会被撤回，
同时多大爸爸会推荐你去一个语言机构好好学习英语 ...... ( 哭哭 , 好残酷 QAQ)

Refund Schedule:
$5,690.00

*June 24 - July 3 at 1 p.m.
$5,601.55
*After July 3at 1 p.m.
No refund issued.

Commerce- 商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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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E program
FALL-WINTER ACE

热门专业介绍 course

FALL-WINTER ACE 具体的评分标准可参考学校官网提供的信息：
https://www.utm.utoronto.ca/ace/fall-winter-ace/future-options

Commerce 作为 UTM 最火的专业之一，每年都是竞争很
激烈的一个专业，想要大二进专业的话，大一的必修课是
Eco100，MGT120，MGM101，MAT133orMAT135/136, 每门
课都要达到 63 分以上，且至少要修满四个学分，最后要到达
一定的 GPA，一般来说是 GPA2.8 以上。高年级 commerce
在选课方面相对低年级来说有更多的自由，很多专业都会要
求 2 credit from 200/300/400 level，而不是规定要上具体哪
一节课。因此，同学们可以选择自己感兴趣的方面多加学习。
此外今年 commerce 取消了 2 分 writing credit 的要求，因
此只要熬过大一大二，之后的课程就会轻松许多啦。

◆ 如果你在开学后的语言班里面 你的 ACE 最后总成绩是 B or higher 同时你的大一课程 CGPA 在 1.5 以上的话， 那么你
在下个学期中你可以正常的修学分了！
◆ 如果你的总成绩是 B or higher 但是你大一 cpga 的成绩在 1.5 一下， 学校强烈建议你们不要选择暑假修学分； 如果你
选择了暑假修学分， 那么分数必须在 1.7 以上，同时你在 fall-winter session 里面最多只能学 3 个学分， 然后暑假最多
只能学 1.5 个学分，直到你修满 4 个学分，同时 cpga 在 2.0 以上 你将会调整成可以正常修学分的学生。

的话也没有关系，可以在来年的暑假 7-8 月再上一遍 ACE 哦～

Eco100 是 Commerce 学生以及 Eco 专业学生
是必修课之一，是一节年课。这门课主要讲一些基
础的经济知识，上半年为微观经济，下半年为宏

◆ 如果你的总成绩是 B or higher 但是你大一 cpga 的成绩
在 1.5 一下， 学校强烈建议你们不要选择暑假修学分； 如果
你选择了暑假修学分， 那么分数必须在 1.7 以上，同时你在
fall-winter session 里面最多只能学 3 个学分， 然后暑假最
多只能学 1.5 个学分，直到你修满 4 个学分，同时 cpga 在 2.0
以上 你将会调整成可以正常修学分的学生。
◆ 如果你的 ace 成绩是 B- or lower，
但是你大一 cpga 在 1.5
以上，那么你需要重新考雅思成绩。
对于第一次直接读 fall winter ACE 的同学来说，没有 pass

Eco100

观经济。会有网上作业，但都不是很难，想要拿

HINT
其实这个语言班挺看实力的 ! 能力强的人是不用担心的 ! 能力弱的
人同样也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去 pass 掉这个 ace program。

小小的 hint： 尽量上课积极发言 , 与老师互动（因为你们是网上

如果读了两遍 ACE（fall winter ACE ＋第二年的 summer
ACE），来年的 summer ACE 还是没过的话也不用担心，
多大会提供给你最后一次读语言的机会 —— 去多大主校区
读一年全年制的语言班，如果过了主校的语言班的话 offer
也不会被撤销哦～

◆ 如果最后三次机会都不过，那你应该就 GG 了吧 :(

授课，不能面对面交流 ，更要多发言让老师记住你）让你的老师
对你有良好的印象，其实最后给你成绩都是你的教课老师。

好处：如果老师看你日常上课表现很好，但你因

为发挥失常没考好的话，老师可能会带着私人感

情给你提一点分哦，尤其是写作方面

高分的话一定要认真做好作业。每次的 TermTest

都会在自己所选的 TUT 时间考，Final 的考试占比
很大且内容多，所以大家一定要好好复习。上一

年教这门课的教授一共有三位：Bailey，Yindok

（YT） 和 Yu。 其 中 Bailey 人 称 Commerce“ 三

大魔王”，他课上讲的知识点比较有深度，会涉
及到大二的经济课内容，出题偏难，多偏向于计
算题，并且课堂会记出勤率。许多同学对他又爱

又恨，但是会为以后的 ECO 课程打下很好的基础，
好好学习的话分数不会很低。（PS.Bailey 的课一

般都在早上哦！）YT 的课上主要以 PPT 为主，一

共有 4 个 term tests 加一个 final，不会出很偏或
者超纲的题，总体来说不难，和 TUT 以及作业上
的题比较相似。上课不计出勤率，而且 YT 的课经

常会有 bonus 加分哦。最后一位教授是 Yu, 她的
课没有 PPT，以记笔记为主，出勤率算分，讲课
内容很细，而且人很亲切。但是考试题量大，偶
尔会涉及到大二的内容。

这门课主要讲一些基础的经济知识

上半年为微观经济
下半年为宏观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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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133
这门课主要讲针对商科学生们需要具备

MAT135&136
在 前 几 年 MAT135 是 一 节 年 课， 但 是 在 去 年 分 成 了

MGM102
如果你计划进 Commerce，修完 MGM101 就足

MGM120
Introduction to Financial Accounting 是

的微积分知识，统计和矩阵知识，计算量不

MAT135 和 MAT136 两 节 半 年 课。 虽 然 135&136 是 math/

够了；但如果你想进 Management，你还得再修一门

Commerce 专业第一年的必修课，进专业的要求的分

话是一门年课，教授只有一位—Tyler，人长

的强烈推荐同学们上这门课。作为传说中的高等数学，虽然

也同样需要 63% 才能进专业。

大学第一年修这节课，但由于高年级会有会计课，学

会很大，主要学的是偏商科的知识。133 的
的很帅。但是去年 133 的难度提高了很多，

班里的平均分比较低，所以学长学姐们的建

议是一定要刷书后的题，133 就是一门要做
题刷题的课。另外大家要知道的事，MAT133

只有商科的同学可以选，最后也只能用来进

Commerce 的专业。所以如果还不确定自己

是不是要进 Commerce，或者未来可能要换
专业的，还是选择 MAT135/136 比较保险。

CS 专业的必修课，它是可以替代掉 MAT133 的，而且小编真
只是入门的微积分，但依旧有一些难度。不过 135 的难度会
应用和计算为主，会有三个 written assignments 和 online

课上直接套用学习 MGM101 的方法，最后分数一定

让学生开始学会制作和分析简单的财务报表，往年一

MGM101 稍微轻松一些，但大家也不能掉以轻心哦！

也很清楚，但需要大家集中注意力听。这节课很良心

以用 135 来提一下自己的 GPA。这门课的考试主要以公式的

assignment，同时这门课的 TUT 是记出勤率算分的哦。对于

这门课的教授我真心推荐大家选 Maria Wesslen，她是这门课
的主教授以及每次考试的出卷人（所有 135&136 考试题大家

都是一样的，并不是每个教授出自己的题），所以她出的题和
她课上的例题及其相似，不会超纲。而且她讲课条理清晰，不

这节 Introduction to Management Functions

就是大名鼎鼎的“光头”教授 David Swanston 的课了，
是 Commerce 和 Management 的必修课，专业要求
是至少 63%。

上这节课大家一定要做好大量阅读和熟背概念的

准备，每周的 assigned reading 一定不能落下，因为

教授上课只会讲一部分课文内容，更多在讨论跟所学的
会让大家以小组为单位在模拟器上经营咖啡店，挺有
趣的，通常还能帮学生拉分。

姐非常建议大家在第一年修这节课，不然就在大二修

Environment）的内容基本上是在 MGM101 的基础

MGM101

上都会考。往年除了考试外，还有一个小组 project，

MGM102（Management in Changing

数是 63%。Management 的专业要求不需要学生在

相对简单一点，有些是在高中就学过的知识点，所以大家可

怕听不懂，人也超级 Nice，所以大家 pick 她绝对没错 ~

概念有关的时事新闻，大家也要仔细听哦，midterm

MGM102，同样是“光头”教授的招牌课程！这节课

ps：作为管理的入门课程，里面学到的很多概念之后都会在高年级
的课上出现，大家要加油学！

上进行了延伸，如果你能顺利熬过 MGM101，在这节
没问题的。学姐的个人感受是，MGM102 学下来会比

MGM221 代替。

这节课主要涵盖了最基础的会计学的理论和概念，

直是由两位教授负责，口碑都很不错，上课讲得很细
的一点是教授会提供大量的 past test 练习，大家花时
间练一练，考试时问题就不大！

Applied Statistics- 统计

Computer Science 计算机科学

STA SPECIALIST 进专业的必修课有
◆ SAT107/256

（都需要 60 分以上，其中 STA 不做为专业毕业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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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 STA256 是专业毕业要求的必修课）
◆ MAT135 和 MAT136

（都需要 60 分以上）或者 MAT233（55 分以上）

其他推荐在大一就修掉的课程

或者 MAT137/157（无最低分数要求）

STA MAJOR 进专业的必修课有
◆ SAT107/256

（都需要 60 分以上，其中 STA 不做为专业毕业要求，
但 STA256 是专业毕业要求的必修课）

◆ MAT135 和 MAT136 或者 MAT137/157
（均无最低分数要求）
或者 MAT233

（需要 55 分以上）

想要进 STA 专业的话，建议大一的时候可以修 STA107，
这样会使得 SAT256 的学习更加容易些～

77%

45%

31%

◆ CSC108
（学习 python 编程语言，
方便以后学习 STA 专业需要用到的 R 语言）
◆ MAT102
（这是一门初级数理证明课程，
可以为未来学习 STA256 和 STA260 等课程
打下良好的证明基础）
◆ MAT223
（这是一门数学的线性代数课程，
虽然课程代号是 2 开头的，但是完全可以在
大一就学习掉，可以为未来 STA 课程中关于
Matrix 的内容打下良好的基础）
STA 的 major 和 specialist 今年新的录取分数
线都是要求 cgpa2.4 以上

13%

100%

CS Specialist 和 Major 的进专业必修课要求是一样的，都需要看的课程有
◆ CSC108 和 CSC148

（其中 CSC148 最好要在 80 分以上）
◆ MAT102

（需要修到 73 分以上）

◆ MAT135 和 MAT136 或者 MAT137/157

◆ 需要值得注意的是学校官网要求的是 CSC148 只能在 UTM 修，
在其他校区修的 CSC148 不能作为在 UTM 进专业使用

◆ CS 的 specialist 和 major 进专业最低要求是 MAT102（73 分以上），

Linguistic- 语言学
Lin 专业全称 Linguistics，是 UTM 传说中的“水”

专业之一，其必修课 Lin101，102 也是 UTM 传说

中的“水课”。然鹅，我们这里所说的一切有关于水
的课或者专业，都不是说这门课或者这个专业很简单

很轻松玩着就能拿高分，只是说这些“水课”和“水
专业”是那些我们能通过正常努力去达到自己想要分

数的课程和专业，开玩笑去讲，就是其所学的内容也
是属于“人类可理解”的范畴之内。Lin 这个专业中

文叫做语言学，但并不是去学习世界上各个语言，而
是研究包括但不限于英文在内的世界上的各个语言的

0%

共同及不同特性。我们大概可以将其分为三大类：语
法学，发音学，以及语言对社会的影响。

CSC148（80 以上）以及 cgpa（3.0 以上）。

◆ 同时学校官网向我们保证，只要 MAT102 和 CSC148（分数均为 80 以上），
cgpa（3.3 以上），就一定能进 Specialist 和 Major

Linguistics 在专业方面有三个选择

Major Minor1 Minor2

ENV 专业共提供以下几个分类

ENV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环境管理 )
Environmental Science ( 环境科学）
Sustainability( 资源可持续性发展 )
Environmental Law & Policy ( 环境法律及政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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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ENV100 也常年出现在水课推荐榜

单中，但因为偏文科需要背诵记忆的内容较
多，也请大家根据自己的喜好进行选择。这

四个专业其中环境管理和环境科学为主要提

供的专业也是 ENV 这个 Department 的核心
Program。

想 要 进 环 境 管 理 的 specialist 需 要 修

ENV100 并 达 到 65%，ECO100， 并 且 需 要 在

以下课程中修 1 个学分：ANT102，GGR111，
首先，Lin major 我们可以将它与另外任意一个 major 结合来修，最终毕业。

其次，Lin minor 我们可以将它与另外一个 Major 和 Minor 结合来修，最终毕业。

POL111/114 及 SOC100；Major 需

最后，还有一种我们中国留学生常用的结合方法，就是我们可以将 Lin 专业的这

注意！这门外语需要：要

对于上述三种方法中的任意一种，我们都需要修 Lin101，Lin102 作为进专业的

完之后修，要么和这俩课

两种 Minor（上述提到的 1 和 2）同时进修，再与另外任意一 major 来修，最终毕业。
必修课。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如果我们选择 Lin 作为我们的一个 major，我们

需要在修专业课的同时选修一门除英语及我们母语以外的外语（utm 提供西法意

么在 Lin101 和 Lin102 修
一起修，如果先修，不算！

德语，没有日韩等语种）。

除此以外，今年的 Linguistic 专业从以往的 Type1 专业变

成了 Type2 专业，这里的 Type1 专业是指那些不需要任何前置
课和分数要求，随时都可以在网站上进的专业，Type2 是指那

些有前置课要求，并且对前置课的分数有一定的要求，但不限制
人数的专业，最后 Type3 是指那些不仅有分数要求，而且还有
人数限制的专业。今年的 Linguistic 专业要求大家的大一必修
课 Lin101 和 Lin102 必须到达 63 分或以上，才可以进专业；
如果在第一年没有达到这个要求的话，需要在一下 7 门大二的
课当中有至少 2 门拿到 70 分或以上的成绩：Lin228, Lin229,

Lin231, Lin232, Lin237, Lin256, Lin288。今年的小伙伴们可以
说是有点不走运，赶上了语言学的进专业要求的升级，除了个别
特殊的课以外，大家只要努力按时完成作业和考试，语言学的课
还都是比较好拿分的。

介绍完了专业，我们来介绍一下专业课 101 和 102。首先上

课的次序并不是按照课号来的，一般我们会在秋季先上 102，再
在冬季上 101。再次重申，这两门课之所以被称为水课（我也承

认其确实“水”），是因为其内容是可理解的而不是那种很抽象的。
102 是一门学习简单句子结构及语法，单词结构及形成的一门课。
101 是一门学习发音及音标的一门课程。相比来看，102 要比 101
简单一些。但这两门课我们只要认真上课，认真做作业，正常发
挥考试，75 分甚至 85 分都是可以的。

Lin 专业二年级以上的课，会逐渐增加难度，并且也会在

三四年级的时候存在那种非常难修，非常难理解，给分非常低的课，
大家一定要提前咨询，提前避雷。
Lin 大一及大二选课推荐：Lin101, 102, 204, 205, 228, 229,
231, 256

以上是几门比较好修且有意思的课，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情

况进行挑选 ~

要

修

ENV100 并 达 到 63%， 并 且 在 以 下 课 程 中
修 1 个 学 分： ANT102，ECO00，GGR111，
POL111/114 及 SOC100。

想要进环境科学的 specialist 需要修 ENV100 并达到 65%，
并且需要在以下课程中修 3 个学分：

ANT101，BIO152/153，CHM110/120，CSC108/148，
ERS101，GGR112，MAT132/134/135/136/137 或
PHY136/137/146/147；

Major 需要修 ENV100 并达到 63%，
并且在以下课程中修 2 个学分：

ANT101，BIO152/153，CHM110/120，

ERS101，GGR112，MAT132/134/135/136/137 或
PHY136/137/146/147。

地理专业分为人文地理学和自然地理学两大版块。

GIS 全称为 Geographical Information Science，

主要学习气候学，水文地理学，生态系统，冰川学及景观生态学等；

究制图，空间分析，统计分析，建模等

自然地理相较偏理科，

GGR

人文地理学偏文科，

主要学习社会健康问题，城市形态，经济发展，全球化及选举政治等。

想要进入人文地理学 Specialist 和 Major 都只需要修 GGR111 和 GGR112，但

Specialist 需要修够 10 个学分才能毕业，Major 需要 7 个。并且他们都需要至少 6 天的
实地考察旅行才能毕业。

属于一个比较小众冷门的专业。它除了会学习道基础地理学和分析地理信息外，也会深入研

GIS

不管是 Major/Minor 大一都是没有必修课的，
只要满足 1.0 学分的 100-level 的课程即可。

GIS Major Program 大二专业课：（2.0 credits）

GGR276/STA256 和 GGR278 加上任意 1.0 学分的 200 level GGR/ENV 的课程

GIS Minor Program 大二专业课（1.0 credits）：GGR276，GGR278

GIS 专业大一并没有专业课
所以这边给大家推荐
几个与专业相关的大一课程
ENV100, GGR111, GGR112

什么是 CCIT ？

CCIT 专业全称 Communication Culture Information and Technology。CCIT 专业的的课

想要进自然地理的 specialist 需要在大一修 GGR111，GGR112 及以下课程中任意修 2 个学分：
MAT132/134/135/136/137，BIO152/153，CHM110/120，PHY100/136/137 和 ERS101；

想要进 Major 需要在大一修 GGR111，GGR112 及以下课程中任意修 1 个学分：MAT132/134/135/136/137，BIO152/153，
CHM110/120，PHY100/136/137 和 ERS101。

此外自然地理专业需要有至少 8 天 的实地考察旅行才能毕业。

程将理论和实践整合到各种动态课程中，拥有优秀的教授，教职员工和设施。考虑诸如语言

演变等领域，印刷机，电视，录音和电脑对社会和文化的影响 ; 以及技术，特别是数字技术如
何塑造人类交流。CCIT department 一共有 4 种专业，让我们一起了解一下吧〜有 CCIT 专业
除了 professional wnting 都需要 CCT 109 和 CCT110，并且两门需要要修够 65％。进专业需
要 4.0 个学分。Digital Enterprise Management（DEM）这是一个 Specialist program。要求

如下图，需要 CCT109，CCT110，MGM101，MGM102 这四门必修课必须全部修满 65 分以上，

CCIT

进专业需要修满 4.0 个学分。

Interactive Digital Media（Arts）也是一个 Specialist program，进专业要求 CGPA 不能

低于 65，跟 CCIT Major 一样，需要 109、110 至少 65％

CCT109 Contemporary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CCT109 这门课总得来说是一节非常有趣的理论课，内容包括通讯技术的一些历史和

理论。同学们在这节课上会接触到许多专业名词，对于天天对着电脑手机的你，这些专业

名词会给你带来对当今社会不一样的理解！比如大众媒体，网络监视，社交媒体。想要进
专业 109 必须过 65％。这届课有两个 test 和两篇 essay，有 final。写 essay 的时候要注
意自己的语法，可能会因为语法不好被压分。10％左右的出勤率，所以大家记得一定要去

TUT 哦。这节课每周都有 reading，今年的教授 Ryan Mitchell 的 Lecture 会讲很多干货，

主要都是在分析 reading。这节课非常介意大家购买一本 Text Book，绝大部分的考点都
在书里，书很好读，没有太多很生僻的词语。
CCT110 Rhetoric and Media

这节课跟 109 比起来真的是水大多了。110 是一门纯“教你写 essay 课”。作业

基 本 上 都 是 写 essay 的 一 个 部 分， 比 如 introduction 或 者 Bibliography。 其 中 有 一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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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dcast 的 assignment 是需要你给自己录一段音，介绍你的 topic。还有一个小组演讲
presentation。去年的 110 课上每节课都有小测验 Quiz，一共 7 次，选 5 次最高的算分。
教授 Steve Szigeti 人非常的好有问题可以问。

Math

接下来我们会一一介绍一下 UTM 校区的数学专业（Mathematics）
specialist Major and Minor 需要我们学生去完成的课

Specialist Program ERSPE2511 Mathematical Sciences(Science)
First Year
Second Year
Third Year
Third & Fourth
Years

CSC108H5, CSC148H5; MAT102H5, MAT137Y5/MAT157Y5, MAT240H5

什么是 FAH ？

MAT301H5, MAT337H5/MAT378H5
MAT311H5, MAT334H5, MAT392H5, MAT302H5/MAT315H5, MAT402H5
1.1.0 additional credit, chosen from MAT302H5, MAT309H5,MAT315H5,MAT332H5,MAT344H5.
2.0.5 additional credits in MAT at the 400 level (MAT405H5 is recommended).
3.1.5 additional credits at the 300+ level in CSC/MAT/STA

Note:

Recommended CSC courses: CSC236H5, CSC310H5.

Mathematical Specialists are strongly encouraged to enroll in MAT157Y5 and MAT257Y5.

Students enrolled in this program may participate in the PEY program. For more information visit www.pey.utoronto.ca

Limited Enrolment --Enrolment in the Major
program is limited to students who meet
the following criteria:
(1) A minimum of 4.0 credits, including
60% in MAT102H5 and 60% in MAT134H5/
MAT136H5/MAT134Y5/MAT135Y5/
MAT137Y5/MAT233H5 /50% in MAT157Y5.
(2) A minimum cumulative grade point
average (CGPA), to be determined annually.

Major Program ERMAJ2511 Mathematical Sciences (Science)
First
Year
Second
Year
Higher
Years

MAT102H5, (MAT132H5, MAT134H5)/(MAT135H5,MAT136H5)/
MAT134Y5/MAT135Y5/MAT137Y5/MAT157Y5, MAT223H5/
MAT240H5
MAT202H5,MAT232H5/MAT233H5/MAT257Y5, MAT224H5/
MAT247H5, MAT244H5
1.MAT301H5, MAT334H5, MAT337H5/MAT378H5/MAT392H5/
MAT405H5,
2.MAT402H5,MAT236H5/MAT311H5/MAT332H5/MAT257Y5,
3.MAT302H5/MAT315H5/MAT344H5
4.STA256H5/0.5 MAT credit at the 300+ level

NOTES:

MAT137Y5 is highly recommended.

Mathematical Majors are strongly encouraged to enroll in MAT240H5 followed by MAT247H5.

Students enrolled in this program may participate in the PEY program. For more information visitwww.pey.utoronto.ca
Minor Program ERMIN2511 Mathematical Sciences (Science)

4.0 credits in MAT are required, including 1.0 MAT credit at the 300+ level.
First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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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C207H5/CSC209H5/CSC236H5; MAT202H5, MAT247H5, (MAT232H5/MAT233H5,MAT236H5)/MAT257Y5,
MAT244H5; STA256H5, STA258H5/STA260H5

MAT102H5, (MAT132H5, MAT134H5)/(MAT135H5,MAT136H5)/
MAT134Y5/MAT135Y5/MAT137Y5/MAT157Y5

Second
Year

MAT223H5/MAT240H5, MAT224H5/MAT232H5/MAT240H5/
MAT244H5/MAT247H5/MAT257Y5

Higher
Years

0.5 MAT credit at the 200+ level and
1.0 MAT credit at the 300+ level

FAH 是 Fine Art History 的缩写，就是艺术史啦，属于 visual studies department。由

于该 department 除了 VCC Speciali，不是 type 1 专业，所以进专业不需要达到一定要求，
但是不代表不需要修必修课。

以下是学校对于 Art History Specialist 选课的建议，

FAH

第一年需要 FAH101 和 VCC101，
最好修上两门 FAH200level 的课。Major 的第一年推和这个一样。
以下是学校对于 Art and Art History 选课的建议，
FAS 就是上述的 Studio 的课了。小编非常建议大一选一到两节，
Studio 的课很浪费时间！拖到后面根本受不了。
专业课 FAH101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Western Art

如果你想进艺术史专业，恭喜你 FAH101 这是你一定要过的一道坎。
教授 Evonne Levy 讲课特别的快，尤其有些她轻描淡写说的一些作品很
可能会考。这届课主要介绍了从古至今的艺术进程，按不同时期分开学
比如，古希腊时代，巴洛克时代。同学们学的时候尤其要注意每个时代
的艺术特点，因为人的观点总是在变化。这届课有开设一个 ELL Section;
是专门开设给 Second Language 的同学们的。一个学期一共 12 节，去
满 9 节会给你加 4 分的 Bonus（是在 Final grade 里面的）。这节课去年
所有的考试都是开卷的，但是笔记的量非常的大。Levy 上课的 ppt 内容
很少，一定要注意她说的话，尤其是那些花了很多时间说的作品。出勤率
占 10％，Lecture 一定要去，因为 Lecture 和 tut 都都需要签到。这届课
有一个 Wnting Module，基本上是说语法的，每节 wnting module 都会
有小测验，都会算分，不容小舰。

Notes:

◎ MAT223H5 may be taken in the first year.

Students who have the required prerequisites may take CSC236H5 and CSC310H5 and have them counted under "Higher Years".

◎ Students may replace the combination ((MAT132H5, MAT134H5) /(MAT135H5,MAT136H5)/ MAT134Y5/MAT135Y5/MAT137Y5/

注意：Art History 和 Art and

Art History 专业是不一样的，
Art History 需要修 Studio 的

课（面画摄影之类的课程），
Art history 则不需要。

以上这些内容是我们 UTM 官方给出的进专业的指南 而

且他们在下面都有一些 HINTS 说推荐大家去学某一些的课程
虽然这些是官方给出的建议 但是作为我们同学之间 新同学如
果有认识学长学姐的 也同样是可以去询问他们的 因为学长学
姐是过来人 更作为学生 从学生的角度上可以给你们更直观的
建议。

在这里小编可以告诉大家 MAT135 MAT136 是比较容

MAT157Y5 and MAT232H5) with the combination (MAT133Y5 andMAT233H5).

易的一门课程 因为这两节课是性价比比较高的 第一 这两门课

level) with MAT257Y5.

MAT133 这们课的。 到但是在这里很多同学又想问 为什么我

◎ Students may replace the combination (MAT224H5/MAT232H5/ MAT240H5/MAT244H5/ MAT247H5+0.5 MAT credit at the 200+

Students without pre- and co-requisites or departmental approval can be de-registered from
courses at any time.

设计到的范围更广 很多专业都需要这两节课（必修课） 比如
说想进 COMMERCE 的同学 MAT135 MAT136 是可以代替
们会去学两门数学课 不去选一门呢 这里给你们解释一下 如

果在加拿大高中上过的同学学过 calculus 135136 其实跟
calculus 学的内容基本一样。

大一选修课推荐

手把手选课操作教学来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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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
101

LIN
205

PHL
245

无门槛，满足 HUM 学分要求
推荐人群：所有学生

此门课虽谓为几大“水课”
之一（的确相比较而言是简单），
但是这门课真真切切也是进入
Linguistic 的 专 业 的 一 年 级 入 门
必修课之一（不论是 Major 还是
两 个 Minor 都 是 不 可 避 免 的 课
程）。不过相比较与 Commerce
的入门课的惨烈的竞争环境
（ECO,MGM,MGT），Lin 的 课 程
会更显得有趣味性和更有包容度
一些（具体就体现在得分方面更有
人性化和 Profs 的讲解的节奏上）

Prerequisite：LIN204，
满足 HUM 学分要求
推荐人群：所有学生

此门课虽谓为几大“水课”
之一（的确相比较而言是简单），
但是这门课真真切切也是进入
Linguistic 的 专 业 的 一 年 级 入 门
必修课之一（不论是 Major 还是
两 个 Minor 都 是 不 可 避 免 的 课
程）。不过相比较与 Commerce
的入门课的惨烈的竞争环境
（ECO,MGM,MGT），Lin 的 课 程
会更显得有趣味性和更有包容度
一些（具体就体现在得分方面更有
人性化和 Profs 的讲解的节奏上）

无门槛，满足 HUM 学分要求
推荐人群：所有学生

推荐理由：UTM 最热门的水
课没有之一，基本上所有中国学生
都修过，很多同学人生的第一个 4.0
就是从这门课起航。

LIN
102

ENV
100

PHL
239
原 PHL 247

无门槛，满足 HUM 学分要求
推荐人群：所有学生

这 是 一 门 不 需 要 看
textbook，没有 presentation，没
有 essay 的课程。 Lin102 做为一
门 Linguistic 一年级的基础课，所
涉及的 Linguistic 知识点非常广。
Lin102 没有大量需要死记硬背的
内容。Lin102 的核心是做个理解
型的艺术家，也就是以简单的画树
状图分析句子构成为重点。但是，
只要熟悉了套路，画起图来简直易
如反掌。

无门槛，满足 SCI 学分要求
推荐人群：不太擅长理科的同学

ENV100 由 Hevelka, M 和
Murck, B 轮流教授。这两个教授
都十分友善，讲课风趣幽默。这门
课只有两个考试，一个 term test
和一个 final exam，term test 占比
20%，final 占比 35%，其余的都
是由作业和 quizes 组成的。

无门槛，满足 HUM 学分要求
推荐人群：所有学生

推荐理由：无门槛水课，学
的都是生活中常见的逻辑问题。相
较于 PHL245 是学习逻辑符号和证
明，这门课更偏向研究生活中的应
用。

LIN
204

PHL
204

PHL
246

无门槛，满足 HUM 学分要求
推荐人群：所有学生

此门课虽谓为几大“水课”
之一 Lin204 是一门介绍英语简单
语法的课程，主要研究词素学，
语义学及句法学，不涉及发音学。
是 English Linguistic Minor 的 必
修课，也是很多 Commerce 同学
writing requirements 的不二之选

无门槛，满足 HUM 学分要求
推荐人群：不太擅长理科的同学

推荐理由：不需要你有任何
学科的基础，不需要背！参与分
很高！

Prerequisite：PHL105 或任
意 4 个学分，满足 HUM 要求
推荐人群：数统专业的学生

推荐理由：通过哲学理论和
统计知识教会大家如何理性分析
生活中的概率事件，譬如如何识
破彩票的套路，教你通过概率学
玩转赌场等等

同学们好呀，有到了每年最紧张的选
课环节啦，对大一的同学来说，这也
意味着大学生活的正式开始，接下来
我们将介绍如何选课。

首先，你们要知道在大学四年中，你即将最熟悉的网站 --Acorn，他的主要功能有选课，个人财务相关，查成绩单以及储
存修改替它所有记录和注册信息。
那你们具体要怎么操作选课呢？

首先，大家可以在“UTM important

dates”上查看自己的选课日期，这边小编
已经帮大家列出来啦。大一的同学们 7.17

可以在 acorn 上看到自己具体的选课时间，
一定一定记得定闹钟！不然错过了心仪的选
修课就很可惜！而且今年网课的名额可能会
竞争很激烈哦。

在选课之前，大家可以先
把自己想上的课程加入

“enrolment cart”里

面，这样就可以方便在选
课的时候直接把所有课程
enrol，可以节省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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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 么 怎 么 把 课 程 到 enrolment cart 呢？ 首 先 第 一 步 点 击

“academic”，然后再点击里面的“enrol&manage”，最后点击“course”。
进入 course 页面后，直接在搜索栏搜索你想要添加的课程的名字，比
如说 cct208。

学长学姐发现有很多小可爱们都不是很了解这个选课的课号，学

姐这就来给大家讲解一下这个课号代码的小秘密 ~

每门课号前三个字母表示这门课的学术名称缩写，比如：ECO 就

是 economics 的缩写 ; MGM 就是 management 的缩写 等。

其次举个例子 MGM101H5 F 这门课的代码中第一个 1：指这门课

的学习水平。标着 100 的课程表示初级水平，年级越高，数字越大，到

高年级就是 200，300，400 开头啦 ~ 而后面的 5 是校区代码，多伦多

大学三个校区都有自己不同的代码：UTM 是 5，UTSG 是 1，UTSC 是 3。
大家选课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呀，不要选到别的校区去啦！

在搜索栏中输入“cct208”后，点击这门课，就会出现这节

课上课的时间和教室，这时候大家选择自己合适的时间，然后点
击“add to enrolment cart”就可以啦，这节课就成功地加入到
了你的购物车。记住如果有 tut 或者 pra 的一定要选上哦。在新

生群里大家问的最多的就是什么是 tut 和 pra，我自己是新生的时
候也困惑了很久，那么接下来就给大家讲解一下这个问题 ~ TUT

全程叫 tutorial，PRA 全程叫 Practical, 这两种课都是小班化上课，
是用来帮助大家解决课上的难题，加强知识点掌握的。每个班都
会有一名 TA 帮助大家解决问题。 在选课的时候大部分的课除了

lec 选项以外，下面都会有 tut 或者 PRA 出现，如果大家选课的
时候看到有 tut 或者 pra 的选项记得一定都要选上哦 ~

然后呢就是大家最最最迷惑的 H 和 Y 的区别以及 F,S,Y 的区别啦

就用 MGM101H5 F 和 ECO100Y5 Y 做例子，H 代表 0.5 个学分也

就是半年课，而 Y 代表 1 个学分，也就是年课。

等到了选课时间，大家像之前一样进入 course, 就可以在

FSY 的区别就更简单啦，F 代表的是 fall 学期的课程，也就是从 9

“my enrolment cart”里看到之前加的课。接下来是最最重要的

4 月的学期；Y 呢就是一整年的课程，从 9 月到 4 月两个学期相加。有

之后，整个选课流程就结束啦。这时候你击 timetable，就可以

月份到 12 月份的学期；S 代表的是 winter 学期的课程，也就是 1 月到
些课程在 Fall 和 winter 都开课所以请大家妥善安排自己的课表哦！

一步！！！就是点击课程右上角的“enrol”！把每节课都 enrol
看到你的课程表啦。

另 外， 今 年 由 于 疫 情 的 特 殊 原 因， 大 家 在 选 课 的 时 候

会 发 现 lec，tut，pra 会 出 现 以 下 选 项：In person， online
synchronous, 以及 online asynchronous.

In person 的意思就是线下授课，需要学生到教室进行面对

面上课。 online synchronous 是指线上授课，但这节课会有固定

的上课时间需要学生按时进行线上上课，一般教授会使用 zoom
的形式直播上课。online asynchronous 也是指线上授课，但是

这节课是没有固定的上课时间，学生可以自行安排上课时间，一

般教授会录制好视频上传在 quercus，学生可以随时随地观看教
学视频。

希望这个教程可以帮助大家顺利选课，开启美好大学生活

第一步呀！祝大家都能选到自己满意的课程！

类型二 :Townhouse（联排别墅 )
Single Bedroom in townhouse-Style Residence
本篇文章将会为大家介绍学校不同种

( 宿舍名 : MCLuhan Court, Leacock Lane & Schreiberwood)

类的宿舍 , 还有学校外部房子的种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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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作对比

校外租房 VS 学校住宿

对于 Townhouse 来说 , 在学校分布的区域很多 , 很

多同学都容易被分到 townhouse, 跟 OPH 比起来 , 住在

townhouse 的同学可以自己动手做饭 , 毕竟学校的饭菜天天
吃也会吃腻的 .Townhouse 都会是 4 个人住 , 然后 4 个人共

用一到两个卫生间 , 这点就比较麻烦了 , 而且 townhouse 冬

天还要铲雪 , 比较的头疼。关于舍友方面的话 , 室友是随机分
配的。在冬天的时候 , 住在 townhouses 同学要出门才能洗
衣服 , 就比较凄修。

学校宿舍
类型一 : OPH (Oscar peterson hall)Single Bedroom in Traditional-Style Residence

住在宿舍里的每个学生都会被分成不同的 group, 每个

group 都配有一个 Don 和一个 PAL. Don 是负责生活的 , 学校
的问题可以找他 , 也是 Don 会定期检查你们的房间卫生 . PAL

宿舍名 : Oscar Peterson Hall
OPH 算是学校里面宿舍最新的楼房了 , 住在 OPH
的同学完全不用担心安保问题 , 出入都跟 condo 一样要
刷卡，绝对安全的。
OPH 一共 6 层楼 , 2-6 层是住宿 , 一楼是餐厅 ; 餐厅

一般都会从早上 8 点开到晚上 9 点 , 周末开放时间比较晚 ,
有些节假曰也会关闭，会提前通知。

食物的种类很多 , 也经常会有不同国家的菜系出现。

晚上还会有夜宵。住宿舍的学生可以刷 Tcard 买 , 所谓

全称 Peer Academic Leader, 每周大家都会固定聚会 ,PAL 可
以帮助你专业课上的问题 , 也住在一起。

Townhouse 分成不同的区域 , 有不同的名字 , 有

MaGrath Valley, McLuhan Court, Leacock Lane &

Schreiberwood, 其中 MaGrath 比较特殊 , 它的 Single Room

是面积最大的 , 但是 MaGrath 中也会有 Double room 的房型。
这种类型的房子也是需要刷卡进出 , 所以安保是绝对安全的。
这是由两个单人房和两个双人房组建起来的。也是可以做饭 ,
平均三个人共用一个卫生间。

Meal Plan, 会充到你的学生卡里 ( 住宿舍强制要买 )。

一般两个学生一个房间 , 两个人的房间会被公用的

洗手间隔开 , 所以除了洗手间是要两个人共用以外 , 卧室
都是独立隐私的。

现在 OPH 跟以前稍微做了些调整 , 6 楼被改造成一

个小厨房，住在 6 楼的学生可以在那里简单做些饭 , 但

是 6 楼要和 5 楼的学生一起共用洗衣房 , 其他楼层还是
每层楼单独用的。

唯一的缺点就是价格比较贵 ( 强烈推荐 OPH 早上早

餐的 omelet, 算是还不错的啦 )。

类型三 : Single/Double Room( 也叫 condo
townhouse)
Double Room in Suite-Style Residence
宿舍名 : Erindale Hall
以前 Erindale 的单人间简直是 UTM 最棒的房间了 , 但是

去年住宿人数太多 , 学校为了节省空间 , 把单人间给去掉了。
而被分到双人房就不太幸运了。第一点 , 跟中国住宿一样 , 要
爬楼梯上床 , 比较麻烦 , 储物空间也会比较小。第二点 , 就是

看你遇到的舍友好不好了 , 如果舍友很吵的话，那你的生活不
会太平静。

类型二 : 密西市中心 Condo

本篇文章将会为大家介绍学校不同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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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的宿舍 , 还有学校外部房子的种类 ,
并作对比

校外租房 VS 学校住宿
校外租房
类型一 : 学校旁边 townhouse/house

这种类型的房子比较适合有车的同学 , 这种类型的房子离学校开车都要 10-15 分钟左右 , 对于没有车的同学相对来说就

不太方便。

一般 condo 都是一室一厅或者两室一厅的 , 整租价格都在 1700-2500 左右 , 价格来说不算太便宜 , 但是相比起 house

和 ntownhouse 来说 , 住的更舒适 , 安全系数更高点。一般来说不管是一室一厅还是两室一厅的 condo, 整栋楼一般都配有

健身房 , 游泳池之类适合运动的环境 , 生活也比较方便，附近有便利店和餐厅，而且进出都要刷卡 , 所以安全指数非常的高。
一室一厅的 condo 都偏贵 , 1700-1900 左右 , 而且可能只包水的费用 , 所以一个人住非常的不划算 ; 两室一厅平均下来

每个人 1200 左右 , 相对于一室一厅比还算不错 , 而且每个人基本都有独立的卫生间 , 就不用担心上厕所的问题啦。但是两

室一厅有个缺点就是房东不管一室还是两室 , 一般只提供一个车位 , 两个人都有车就比较麻烦。一般来说 , 有人选择去住自
己没车但可以给他们车位用的 condo, 还可以去租别人的车位。Condo 跟 house 和 townhouse 差不多 , 一次也是至少要
这种类型的房子最适合第一年刚来加拿大 , 又不想住学校而想在外面租房或者是不想买车没有车的同学。一般来说 , 有

交三个月或半年的租金。

些同学选择跟自己认识的人一起合租一整栋 house/townhouse, 或者直接找舍友来合租 , 这。种情况下每个人承担的费用

总结

就相对少点。

一个大一新生到底要不要住宿舍 , 其实优点和缺点都有。

一般房东都要求留学生直接付一年的租金 , 就是怕学生跑路 ; 而且水电网都不包 , 有些有可能提供简单家具 , 还要自己
铲雪和除草 ; 还得共用洗手间 , 厨房和洗衣机。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直接去租一个房子的单间 , 这种情况比较划算。费用基本都包括了水电网家具铲雪和除草。就是网

对于人生地不熟的你们来说的话 , 学校虽然吃的很差劲 , 但是可以给大家更多时间熟悉周围
环境 ;
对于高中就在加拿大这边读书的同学来说的话 , 我们还是建议住外面。毕竟你们可以很快的

络不一定很快 , 可能交作业或者玩游戏起来不是十分的舒畅。跟之前一样 , 也是要共用洗手间 , 厨房和洗衣机。一般 house

适应陌生的环境 , 而且在外面住也比较省钱。

或者 townhouse 价格平均每人 600-900 左右

如果有车的同学选择住在了宿舍一定要记得买停车票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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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城介绍

Saks Fifth Avenue

Square one

Bloor Street

如果觉得想要买一些奢侈品却又逛腻了 Holt Renfrew，

如 果 白 富 美 们 觉 得 eaton 里 面 一 些 亲 民 品 牌 不 能 买

同学们不妨尝试一下 saks 家的东西也很好啊，它家是 the

到 心 仪 的 东 西 的 话， 当 然 就 要 去 bloor street 逛 一 逛 啦。

生活在密西沙加的小伙伴们，最常去的 shopping mall 就应该是密西最大的购物中心 square one 了，从 UTM 的公交车站乘坐

bay 公司开的 luxury mall，和 Holt Renfrew 类似，主营一

Bloor Street 全长 25km，但是它的商业中心只围绕着 Holt

110N 即可到达，地址为 100 City centre Dr, Mississauga, ON L5B 2C9. SQ1 的经营面积超过 2200000 平方米，拥有超过 360 家商

些奢侈品牌的鞋子衣服化妆品及包包。多伦多两家 saks 一家

Renfrew 周 围 几 个 街 口 展 开， 品 牌 直 营 店 包 括 Hermes、

店坐落于此。其中包括全 GTA 最大的 Holt Renfrew，各大高端品牌服饰包包鞋子以及美妆产品应有尽有，并且 UTMCSSA 每年都会与

在 downtowm eaton 对面 The Bay 楼下，一家在 sherway

Chanel、Tiffany&Co、Louis Vuitton、Gucci 等等奢侈品牌，

HR 合办 private sale，全场商品都有反卡折扣。除此之外 SQ1 还有很多服装类商店：款式多样且平价的 H&M, ZARA 和优衣库，加拿大

garden。第一家在商业中心，交通方便选择也多，第二家平

Holt Renfrew 也分为 Women 和 Men 两大店面，无论男女

本土少女甜美品牌 Garage，大气简洁的 Arizia，街头潮牌集合店 Zumiez，多功能店 Urban outfitter；美妆类店 除了有美妆品牌集合店

时人流量较少，方便停车，是喜欢安安静静挑选的妹子们的

都可以在这里找到自己喜欢的单品～

Sephora，还有平价美妆店 Morphe 和 Mac，NYX。球鞋爱好者可以在 SQ1 逛 Foot Locker, Champs。

首选，两家各有优势，看各位怎么选择啦。

除了逛街，大家还可以在 SQ1 吃到很多不同国家风味的美食，正宗的兰州拉面店，三草亭的拉面，Tsujiri 的抹茶系列饮品，新入住
的舒芙蕾品牌 FuWa FuWa 还有火遍全球的忌廉面包 - 八天堂。除此之外 SQ1 还有一个 Food court，里面有很多宝藏美食店铺等待着大
家挖掘哦～

Eaton Center

Yorkdale

位于多伦多 downtown 的黄金地段，拥有着华美的装修

多伦多最大的购物中心之一，Yorkdale 汇集了来自世界

和美好的购物氛围，每天的消费者在这里络绎不绝。商场里有

各地的高端品牌，许多品牌在选择进入加拿大市场时，选择

超过 200 多家各式各样的店铺，大小品牌，各式风格应有尽有。

的第一个店铺位置就是 Yorkdale 里。这里有许多高端品牌的

Eaton center 与 对 面 街 的 加 拿 大 著 名 百 货 公 司 Hudson‘s

专卖店铺，比如；LV, GUCCI, Burberry，Canada Goose，

Bay 通过一个透明封闭式的人行天桥相连，这个人行天桥也是

Cartier，在这里有着许多别的 shopping mall 没有的店供大

一个拍照的好地方。Eaton center 周边也有很多小店铺非常吸

家选择。Yorkdale 是不是还有举办各种 pop up 展，让大家

引人哦，如果大家想去 dt 最繁华的地方购物，那么就一定要选

在购物的闲暇之余，还可以体会艺术的气息。

择这里了。

Toronto Premium
Outlets
Toronto Premium Outlets 是加拿大最大的奥特莱斯
购物中心之一，坐落于 Halton Hills，距离多伦多大学密西
沙加校区并不远，奥特莱斯里的品牌包罗万象，从 nike、
Adidas、ck、coach 到 轻 奢 品 牌 maje、sandro 再 到
burberry、versace、gucci、slp 等应有尽有。很多奢侈品
牌在 outlets 的价格往往只有正价店的四分之一，甚至不乏一
些正价店爆款也可以在奥特莱斯里找到，Toronto Premium
Outlets 是大家可以去捡漏的好场所。

超市介绍

交通介绍

公交

密西沙加是多伦多地区的重要的交通枢纽，其中 401，403

省道由东向西横跨密市，皮尔逊国际机场也座落在此。

信达超市 Btrust

“MiWay”是密西沙加市的市政公共交通机构，UTM 里有

信达超市也是密西沙加地区的华人超市之一，是离多伦多大学密

西沙加校区最近的华人超市，住宿舍的同学们只需要先乘坐 44 路再

几条线路，其中比较常用的有 110 路 101 路 1 路和 44 路。110

的大量好吃的然后再去买，而且信达的货物一般来说是最新鲜的。不

可以转车前往黄金广场。

路可以直达 Square One，101 路和 1 路横跨 Dundas 路，44 路

转 26 路或者 6 路公交车就可以抵达。大家可以先去吃完黄金广场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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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想查询当前 Bus 站每辆班次的到达时间，可以下载一

过略有点可惜的是信达超市的营业时间一般只到晚上 10 点。

个名叫“Transit”的 APP，里面会根据定位来实时更新每个班
次的到达时间。点开后就会实时显示离当前位置最近的公交站的
班次情况，很方便。
公交接受投币，U-pass 及 Presto 卡的付款方式。投币不设

找零，需提前准备好硬币，根据官网显示 现在的单程票价为 ¥4；
U-pass 是可以在学期初于 UTMSU 处领取的年票，可以无限次

乘坐“MiWay”系统下的公交车；Presto 卡类似国内的公交卡，

大统华 T&T supermarket

大统华是一个遍布多伦多地区拥有多家连锁店的

华人超市，里面物品非常的齐全，种类很多，基本上只

有你想不到，没有你买不到。密西沙加地区的大统华位
于 715 Central Pkwy W, Mississauga, ON L5B 4L1，在

Square One 附近车程只需要 5-10 分钟，附近还有 6 路

公交车可以去学校和 Square One，对于没有车的同学
也是很方便的哦，要是买东西时饿了的话还有寿司和其
他熟食可以吃。大统华一般是到晚上 11 点才关门的。

可在地铁站的购票机，Square One 的站点柜台和 Shoppers 药

Costco

Costco 是一家样样俱全连家具家电电脑都有的西人仓储式超市，

妆店进行购买，每张卡需要支付 6 刀的押金，然后可以在网页
上或者下载 APP 进行储值。

里面卖的东西都是一大批一大批的而且价格非常便宜，非常适合 2、
3 人以上合租同一个房子的同学们购买，量大实惠。在这里需要友情
提醒一下的是：Costco 是一个会员制超市，必须要有 Costco 的会员
卡才能买东西哦～不过会员卡总体来说还是很实惠的。

Whole Food

Whole Food 他们的所有东西一直都是最新鲜的，所以价格也是

所有超市中偏贵的，大家在享受新鲜的食物的同时也要注意一下价格

哦～ Whole Food 在 Square One 后面的 Miway 和 Go bus 公交总站
旁边，对于住在 Square One 的同学们来说是个非常便利的选择，茶
余饭后散散步就能走到。

在 APP Store 搜索，
下 载 好， 点 开 可 以
绑定自己的公交卡
进行储值

UTM 提 供 开 往
UTSG 的 shuttle
bus， 日 程 表 可 以
google 查到即可查
询 班 次 和 时 间。 这
算是 UTM 的独家福
利， 因 为 DT 校 区
就坐落在唐人街和
Eaton Centre 附近，
步行即可到达。

这是学校显示 bus 日程的网站，可以根据自己的始发地

来查看班次。也可以下载手机 APP 来查询

出国在外，最最想念的就是国内的各种美食了。为了满
足同学们的“中国胃”，小编为大家搜罗了密西地区最
有特色的各类中餐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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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西餐厅推荐
清真风味（新疆菜）

湘村发现 / 刘公烤鱼 / 书亦烧仙草（湘菜）

清真风味是坐落在密西沙加一处高端居民区的宝藏新

湘村发现是密西一家制作精细，用料广泛，口味多变， 品种

烤羊肉串，还有新疆奶茶，烤包子等特色美食。

湘菜的味道真的是非常好吃，烤鱼酥脆入味，是吃辣星人的

疆餐馆。这家餐厅不仅有大西北正宗的大盘鸡，拉条子，

北食客（北方菜）

繁多的湘菜，这家餐厅内还可以点刘公烤鱼和书亦烧仙草，
福音啦。

快乐小羊（火锅）

说到三五好友一起聚餐，必不能少的就是火锅了，快

巴蜀人家是密西沙加最正宗的川菜之一啦！这里有最传统美

的牛羊肉，多样的菜品，实惠的价格，芬芳诱人的锅

菜速度是非常的好，并且不管菜单上的棒棒鸡，水煮牛肉，

乐小羊是密西中心非常火爆的一家火锅店，入口即化
底都是这家火锅店的招牌。

the captain’s boil（西餐）

银记肠粉（粤菜）

巴蜀人家（川菜）

味的川菜，也有独一无二的巴蜀美食。这家餐馆的服务与上
还是夫妻肺片等等经典的菜色，都能吃出地道的巴蜀味道哦。

k-pocha( 韩餐 )

广东的小伙伴最怀念的家

乡小吃一定非肠粉莫属了，
从广州开来密西的银记肠
粉一定是不容错过的美味
北食客是密西经营“鲁菜”为主的大型中餐厅，店面

装潢时尚大气，主打北方菜，菜品种类繁多，尤其是
他家的烤鸭好吃又实惠。

了。软糯 Q 弹的肠粉皮包

裹着丰富的配料，一口仿
佛飞回了家乡。

海鲜爱好者必试的就是这家手抓海鲜店啦！帝王蟹，

炸鸡配啤酒，烤肉配烧酒，韩剧里诱人的美食在密西也

身的口感，鲜香无比。那么多玲琅满目的美味堆在桌上，

有甜辣，蒜香等各种味道，还能自行选择有骨或无骨。

龙虾，青口贝等各种海鲜经过简单的烹饪后保留了本
还能用手抓着吃，简直是双倍快乐。

能吃到。K-pocha 简直是韩式炸鸡爱好者的天堂，不仅
除此之外，这里的芝士蛋卷，部队锅也非常值得一试。
coco/Chatime，颜之烘培（奶茶 & 甜品）

滑索 +tree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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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夜星空保护区看星星

周边游玩
Wonderland 加拿大奇幻乐园
7 条绳索，65 种高空游戏，在 Brampton 湖心

保护区内原来还有这样一个宝藏公园。想要远离
城市喧嚣，感受在树间穿梭的你有没有心动呢？
各类绳索与空中游戏，从新生级到大师级，适合
所有同学参与哦！

沙滩玩耍 + 住 cottage+ 户外烧烤
尼亚加拉大瀑布
加拿大奇幻乐园是加拿大最大的主题乐园，且拥有北美最多种类的过山车。园
内有两百多种游乐项目和设施，适合不同年龄段的游客娱乐。是多伦多理想的
家庭度假目的地。虽然路程离密西有一定的距离，但是大家不用担心～我们
UTMCSSA 每年都会有带大家一起去 Wonderland 玩的活动，夏天还有开放水
上乐园，10 月还有万圣节主题的鬼屋哦。

蓝山度假村
想和你一起看星星月亮，从诗词歌赋谈到人生哲学～看看这美的让人窒息的星
空，和朋友一起手拉手在星空下合照是在是太浪漫啦！

跳伞

只有亲眼目睹尼亚加拉大瀑布的磅礴气势才

会意识到，任何照片都难以呈现这摄人心魄

的自然力量。尼亚加拉大瀑布附近也有非常
多的游玩项目：好看的 shopping 小镇，一

排排可以参观的酒庄，摩天轮，Casino，奥
特莱斯，以及各种游乐场。我们 UTMCSSA

蓝山是安大略省的一个高山滑雪胜地，蓝山小镇是一年四季可以前往的绝佳

家还可以在那边过夜住瀑布景酒店，晚上和

UTMCSSA 的小伙伴们一起去蓝山度假玩耍绝对是你不二的选择，我们不仅会

每年也会组织有很多去瀑布游玩的活动，大
小伙伴们一起玩桌游逛夜。

度假胜地，滑冰，滑雪，温泉小镇，美食，以及各类游玩项目应有尽有。跟
为大家安顿好游玩住宿的过程，还会提供接送哦！

说起加拿大的休闲生活，最少不了的就是沙滩玩
耍，户外烧烤还有和朋友们一起住 cottage 啦～我

们有很多这样的活动结合，让你既能到静谧的小

跳伞需要有足够的勇气像鸟一样地飞翔！从起飞前去机场的期待，到了上

想到的活动我们都有～

UTMCSSA 带你上天入地。

镇度假，又能自己烧烤，还可以划船玩水，你能

飞机的忐忑，飞到高空欣赏美景的陶醉，跳下去的那一瞬间的全部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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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卡

对于出国在外的小伙伴们，银行卡一定是必不可少的。在加拿大当地，有很多的商家会对信用
卡收取额外的费用，甚至禁止使用信用卡支付，在这种情况下，比起使用现金，身边备一张银行卡
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今天小编就给大家介绍几个比较推荐的银行。

◆ TD Canada Trust

TD 银行总部设在加拿大多伦多，并且在全球范围内都有分行。

TD 银行是一家加拿大的特许银行。如果您想随时随地能够找到一家
银行，TD 绝对是首选。TD 的第二大优势是拥有加拿大银行业最长
的营业时间，最大限度地方便同学们前往办理业务。TD 的 Student

Account 是不收取每个月的费用的，并且提供 25 次的免费交易额度，
超过 25 次以后会按每笔收取一定的手续费。适合对银行卡没有太多
需求的同学们

相信刚来加拿大的各位同学第一件事情肯定是要办电话卡吧 没有电话卡就没有流量 现在的人没有手机
网络怎么可能国外生活的下去呢 哈哈哈哈 那么我们这次的主题就是来介绍电话卡啦！
在加拿大有这么几家通信公司

Rogers，BELL 和 TELUS 是加拿

大主要的三家网络运营商，相当于
国内的移动联通和电信。

下面给大家推荐几个比较常用的电话卡吧！
Bell

◆ Bell Canada

1.Bell Mobility （主品牌）
2.Virgin Mobile
3.MTS Mobility

和 Rogers 一样套餐和费用也不便宜。

Virgin
Bell 旗下也有个子品牌叫 virgin，Naomi 没找到营业厅，对价格不

◆ Rogers Communications

是很了解，大家住的附近如果有可以去比较一下。

1.Rogers Wireless （主品牌）
2.Fido

3.Chatr

Rogers

◆ Telus

◆ RBC
加拿大皇家银行加拿大皇家银行成立于 1869 年，是加拿大市值最高、资产最大

的银行，也是北美领先的多元化金融服务公司之一。在全球，加拿大皇家银行拥有约

七万名员工，在 30 多个国家设立有分支机构，为 1400 多万客户提供各类金融服务。
RBC 是服务最好的加拿大银行。大部分分行能保持高效率运作，基本没有排队现象。
服务态度亲切，他们的学生账户也根据不同的需求分成了两个 account。

对于使用银行卡较少的同学们可以选择普通的 student account，账户本身不收取

每个月的费用，并且提供 25 次的免费交易额度。对于使用银行卡较多的同学们可以选
择 no limit student account，这个账户会收取每个月 10.95 的费用，但是拥有无限次
的免费交易额度，非常推荐对银行卡需求较大的同学。

3.Public Mobile

对于后付费的方式，也分两种情况。
1. 签合约（subscription, terms)

前是三年），每月固定消费一定数额（$80 ＋ ) 的定制好的
服务计划，包括若干（甚至是无限）分钟通话时间，短信，

CIBC 于 1867 年 正 式 成 立。 其 历 史 可 追 溯

帐 户 提 供 完 全 免 费 的 交 易 服 务（Unlimited Free

Transactions）及信用卡服务。虽然中文服务一般，
但是英文服务态度友善。营业时间介于 RBC 和 TD

之间，部分分行周日仍然开放，方便顾客办理业务。
CIBC 的缺点是学生账户需要每年重新注册一次。

相应的用户获得的好处就是可以以一定折扣购机，甚

至 0 元购机。

如果客户想提前结束合约，那么需要付违约金，外加

要补足当时折扣购机时获得的折扣。

这种方式比较适合长期固定使用某运营商，同时每月

对手机服务需求比较大的用户。另外折扣购机只限特定机型，
很可能你的运营商并不提供你心仪机型的折扣购机。这时只
能选择下一项了。

2. 自带手机 (bring your own device)

这个就比较简单了，用户自己买手机，只是用运营商

的服务。与合约计划的区别就是不需要合约限制，同时对应

的计划也更便宜，毕竟手机是自己花钱买的，没有享受折扣。
这种方式的好处就是灵活，想换运营商随时都可以。

同时如果你每月手机服务用的比较少，比如很少打电话，手
机上网之类的，那么可以选择费用低廉的服务计划。

对于三大运营商来说，它们的价位非常接近，差异很小。

要说区别，Telus 在西部存在感更强，Bell 和 Rogers 在东部

更多一些。因为三大运营商同时提供电视和有线宽带上网服

务，所以可能还要综合考虑你需要的服务来决定选择哪一家。
总之，都很贵就是了。

很亲民，Rogers 的子品牌，和 Rogers 共用信号，套餐很划算，

Naomi 和周围的同学大都办的他家，每月 8G 外加 100 分钟的
全球通话是 50 刀。（赶上个活动每月省了 10 刀，为期一年）

Telus

所谓合约就是用户和服务商签订合同，期限是两年（以

服务，也是要付钱的，并且余额无法累计携带到下月。

至 1825 年的哈利法克斯银行公司。CIBC 为学生

Fido

(post paid)，也就是根据每月使用情况，计算账单，然后

数据流量等。这样即使到了计费周期结束前，没有用完这些

◆ CIBC

以价格相对也比较高。

加拿大各个运营商主流的手机付费方式都是后付费

计费周期（不一定是自然月）结束后，用户缴费

老大哥地位，和中国移动差不多，信号塔基本覆盖了加拿大各处，
信号 2 更好，网速更快，主要面向的人群是企业商务人士，所

1.Telus Mobility （主品牌）
2.Koodo Mobile

历史悠久的运营商，地位和联通很像，信号塔主要建在东部地区，

有点像中国电信，信号塔主要在阿尔伯塔省，资费同学们可以
去官网或者碰到营业厅再问问啦！

Koodo

Telus 的子品牌，未成年人可以办理，这个用户数挺多的，套餐
也挺划算。

《小编推荐的两个公司》

◆ FIDO（小编就在用 FIDO）
Rogers 旗下公司，共用信号，有价格优势，智能手机套餐（包含通话、短信和流量）
此外还有更多流量的套餐
1. 基本套餐
A. 每月 500 分钟通话，无限短信：35 CAD
B. 每月无限通话和短信：45 CAD

2. 流量 ONLY
每月 2GB 流量：15 CAD
超过的部分每 GB 收取 10 CAD
当然如果想要更多流量 5GB 6GB
基本上可以参考每一个 G 10CAD 的样子

◆ ROGERS
信号好，覆盖面全，市场占有量大，很多加拿大留学生的选择
1. 智能手机套餐：此外还有更多流量的套餐
2. 基本套餐（电话 + 短信）
A. 加拿大境内通话 150 分钟，50 条短信 / 每月：25 CAD
B. 每月无限量本地通话和短信：35 CAD
C. 每月无限量加拿大境内通话和短信：40 CAD

UTMCSS 九折餐厅
Canteen

address

discount

3555 hawkestone rd unit D, Mississauga, L5C 2V1

九折

1170 Burnhamthorpe Rd W unit 31, Mississauga, ON L5C 4E6

特殊折扣

157 dundas st e mississauga, ON L5A 1W4

九折

康翠酒楼

30 Eglinton Ave W, Mississauga, ON L5R 3E7

九折

81-1177 Central Pkwy W, Mississauga, ON L5C 4P3
D103-1900 Fowler Dr, Mississauga, ON L5K 0A1

1177 Central Pkwy W Unit 6, Mississauga, ON L5C 4P3

SEOUL HOUSE

265 Enfield PI #100, Missisauga, ON L5B 3Y7

KPOCHA

4040 Creditview Rd #3B, Mississauga, ON L5C 3Y8
169 Dundas St E, Mississauga, ON L5A 1W8

7, 169 Dundas St E, Mississauga, ON L5A 1W8

九折

九折

九折

伍叔担担面

165 Dundas St W, Mississauga, ON L5B 2N6

九五折（现金刷卡）

720 Bristol Rd W unit 2, Mississauga, L5R 4A5

九折

168SUSHI
味道拉面

2366 Dundas St W, Mississauga, ON L5K 1R7

北食客

325 Central Pkwy W #2&4, Mississauga, ON L5B 3X9

丝绸之路

1852 Dundas St. E. Mississauga, ON L4X 1L9

YST KTV
老友记

1177 Central Pkwy W #63, Mississauga, ON L5C 4P3
888 Dundas St E, Mississauga, ON L4Y 4H5

九折

九折
九折
九折
九折
九折
九折

SU & BU

100 City Center Drive, Unit No.2-824, Mississauga, ON L5B 2C9

九折

YST AUTO

unit 7, 1170 Burnhamthorpe Rd W, Mississauga, ON L5C 4E6

九折

SUPERGO SUN CAKE

678 Sheppard ave E, North York, ON M2K 1B7

狼窝

IANCAKERY 颜的烘培

922 Dundas St E #3, Mississauga, ON L4Y 2B8

1100 Burhamthorpe Rd W Unit 26, Mississauga, ON L5C 4G4

九折
九折
九折

满江红

1177 Central Pkwy W, Mississauga, ON L5C 4P3

九折（现金刷卡）

TASTY KITCHEN

1177 Central Pkwy W, Mississauga, ON L5C 4P3

九折

1177 Central Pkwy W UNIT 9, Mississauga, ON L5C 4P3

九折

兰州拉面
大紫

一碗粉

1177 Central Pkwy W, Mississauga, ON L5C 4P3

2273 Dundas St W Unit 17, Mississauga, ON L5K 2L8

小红门

190 Robert Speck Pkwy unit 200, Mississauga, ON L4Z 3K3

ONNURI

1170 Burnhamthorpe Rd W #15, Mississauga, ON L5C 4E6

饭团外卖

250 Consumers Rd Unit 603, North York, ON M2J 4V6

吴记凉皮

117 B North Service Rd E, Oakville, ON L6H 1A3

KOPP 汽车告票

10 Milner Business Ct, Scarborough, ON, M1B 3C6

华康齿科（MARKHAM）

3190 Steeles Ave E #100, Markham, ON L3R 1G9

顺椿园

九折

九折

九折
折扣券

专属优惠码
九折

720 Burnhamthorpe Rd W #3A, Mississauga, ON L5C 3X3
1107 Lorne Park Rd #17, Mississauga, ON L5H 3A1

九折（现金刷卡）

九折

1177 Central Pkwy W Unit 66, Mississauga, ON L5C 3J2

清真风味

九折

2555 Erin Centre Blvd, Mississauga, ON L5M 5G9
4920 Tomken Rd, Mississauga, ON L4W 1J8

THE CAPTAIN'S BOIL

THIRSTEA

湘村发现

IRON CHEF

九折

加中置业

鼎鼎香

SNOWIES BINGSU

1177 Central Pkwy W, Mississauga, ON L5C 4P3

九折（现金刷卡）

食来食往

念舍

心满意足

720 Burhamthorpe Rd W, Mississauga, ON L5C 3G1

KENZO RAMEN

重庆小面

九折

心满意粥

1100 Burnhamthorpe Rd W #17, Mississauga, ON L5C 4E9

碧玉汗蒸

1177 Central Pkwy W Unit 05, Mississauga, ON L5C 3J2

九折

快乐小羊

PETZ KINGDOM

金满楼

华康齿科
（DOWNTOWN）

26 Dundas St E #3, Mississauga, ON L5A 1W2
400 Dundas St E, Mississauga, ON L5A 1X5

九折

九折

九折
九折

九折
九折

九折

250 Dundas St W #105, Toronto, ON M5T 2Z5

特殊折扣

云尚米线

780 Burnhamthorpe Rd W, Mississauga, ON L5C 3X3

九折

SAVAGE 7 FITNESS

1100 Burnhamthorpe Rd W unit 27, Mississauga, ON L5C 4G4

特殊折扣

金曦餐厅

1177 Central Pkwy W #12, Mississauga, ON L5C 4P3

九折

杨铭宇黄焖鸡米饭
康宁药房

780 Burnhamthorpe Rd W, Mississauga, ON L5C 3X3
1177 Central Pkwy W #67, Mississauga, ON L5C 4P3

特殊折扣
九折
九折

高老庄

1170 Burnhamthorpe Rd W Unit 18 19, Mississauga, ON L5C 4E6

小麦部

5830 Coopers Ave, Mississauga, ON L4Z 1Y3

专属优惠码

4040 Creditview Rd Unit B5, Mississauga, ON L5C 3Y8

九折

ICE Q

天山美食

银记肠粉

田老师红烧肉
真东北饺子馆

GOL'S LANZHOU
NOODLE
SO SWEET

大渔网咖
（MISSISSAUGA)
大渔网咖
（SCARBOROUGH)
HI TEA 茶室
（MISSISSAUGA)
HI TEA 茶室
（SCARBOROUGH)

25 Kingsbridge Garden Cir Unit 8, Mississauga, ON L5R 3K7
900 Rathburn Rd W D3، Mississauga, ON L5C 4L3

4040 Creditview Rd Unit26, Mississauga, ON L5C 3Y8
4040 Creditview Rd, Mississauga, ON L5C 3Y8

九折

九折

九折

九折
九折

100 City Centre Dr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 Food Court CRU1-130,
Mississauga, ON L5B 2C9

九折（现金刷卡）

1100 Burnhamthorpe Rd W #10, Mississauga, ON L5C 4G4

九折

WECHAT: SOSWEETMIS

3300 Midland Ave unit 33-34, Scarborough, ON M1V 4A1

1100 Burnhamthorpe Rd W #11A, Mississauga, ON L5C 4G4
3300 Midland Ave #37, Scarborough, ON M1V 4A1

九折
九折
九折
九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