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凯布莱恩学院 

世界级教育  
好客加拿大 



加拿大公立凯布莱恩学院创建于1966年，位于安

大略省北部矿业城市萨德伯里市（Sudbury）, 学

生总数约9,000余人，其中约5000余名全日制学

生在近80个专业学习。加拿大凯布莱恩应用文理

学院是中国教育部承认的加拿大公立学院，是加

拿大政府学生合作计划（SPP) 项目的首批院校

之一，是加拿大移民局发布的加拿大官方认证的

可接收国际学生的DLI学院。

凯布莱恩学院开设大专、本科文凭及研究生文凭课程，共15个类别80余个专

业。既有普通商科、工程、文科类，还有热门的计算机图形设计，动画制作等专

业。学院还开设安省教育部认证的EAP课程。凯布莱恩应用文理学院开设的专

业非常实用，毕业生的就业范围广，业主满意度很高。

加拿大 
凯布莱恩学院

留学: 
凯布莱恩学院

80多个
专业供选择

定居:
工作后可申请移民 

定居加拿大

工作:
毕业后获

工作签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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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科和信息技术 Business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商科 Business (GEBU)

商务会计 Business – Accounting (BUAP) 

工商管理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BUAD)

工商管理-会计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  
Accounting (ACBU)

计算机系统技术 Computer System Technology (CETY)

网络技术员 Network Technician (NETN)

公共关系 Public Relations (PRPG)

创意艺术、设计与音乐 Creative Arts,  
Design, and Music

动画 Animation (ANPG)

艺术与设计基础 Art and Design Fundamentals (AFPG)

设计与视觉艺术 Design and Visual Arts (ADSP)

平面设计 Graphic Design (PAGD)

音乐-表演 Music – Performance (PATM)

社区服务 Community Services

儿童和青少年保健 Child and Youth Care (CYCP)

发展服务工作者 Developmental Services Worker (DSWP)

幼儿教育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ECEP)

社会服务工作 Social Service Worker (SSPG)

工程技术 Engineering Technology

化学工程技术 Chemical Engineering Technology (CHLP)

土木工程技术员 Civil Engineering Technician (CVTN)

土木工程技术 Civil Engineering Technology (CVTY)

采矿工程技术员 Mining Engineering Technician (MNTN)

采矿工程技术 Mining Engineering Technology (MNTY)

电力工程 Electrical Engineering Technician –  
Industrial (EETN)

电力工程技术-工业 Electrical Engineering Technology -  
Industrial  (EETY) 

健康科学 Health Sciences

牙医助理-I 级和 II 级 Dental Assisting – Level I and II (DENA) 

实践护理 Practical Nursing (PNDP)

私人护理师 Personal Support Worker (PSPG)

体育健身管理 Physical Fitness Management (FLBU)

详情请见以下课程目录
法律与司法 Law and Justice

社区和司法服务 Community and Justice Services (CJSP)

企业安全保障 Corporate Safety and Security (CSSP)

保护、安全和调查 Protection, Security,  
and Investigation (PSIP)

警务基础 Police Foundations (PFPG)

技能/职业培训 Skills/Trades Training

木工翻修技术 Carpentry Renovation Techniques (CRTQ)

供暖、通风和空调技术员 Heating, Ventilation,  
and Air Conditioning Technician (HVTN)

重型设备技术员 Heavy Equipment Technician (HDTN)

工业机械装配技术员 Industrial Mechanical  
Millwright Technician (IMTN)

动力技术员-服务与管理 Motive Power Technician –  
Service and Management (VMTN)

焊接和制造技术员 Welding and Fabrication  
Technician (WFTN)

环境学 Environmental Studies

环保技术员 Environmental Technician (EVTN)

普通学科 General Studies

学术英语 English for Academic Purposes (EAPP)

普通文理科证书 General Arts and Science  
Certificate (GAPG) 

健康科学预科 Pre-Health Sciences Pathway  
to Advanced Diplomas and Degrees (PHPG)

职业/技术预科 Pre-Trades/Technology (PRET)

研究生证书 Graduate Certificates

商业分析 Business Analytics (BAPG)

社区和健康服务导航 Community and Health  
Services Navigation (CHSN)

犯罪分析 Crime Analytics (CAGC)

环境监测及影响评估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and Impact Assessment (EMPD)

健康分析 Health Analytics (HAGC)

人力资源管理 Human Resources Management (HMPD) 

国际商务管理 International Business Management (IBGC)

IT 商务分析 IT Business Analysis (BAGC)

组织管理 Organization Management (MOGC) 

项目管理 Project Management (PMPD) 

公共关系 Public Relations (PRP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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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位置 
萨德伯里市是安大略省北方最大的城市，也是加拿大最安全的城市之一。萨德伯里市

位于休伦湖乔治亚湾北岸，以“镍都”著称。人口 16 万，铁路、高速公路及航空与各主

要城市连接，交通便利。

萨德伯里市交织着城市和乡村风格，有大城市的繁华多彩，更有小城市的热情和友好。萨德伯里市周边有300多个湖泊，享有“湖区城市”

的美誉。冬季，学生们可学会雪板滑雪和冰球，可享受雪上汽车、划船、骑行的乐趣；夏季，可以饱游湖区，在宁静、优美的湖面上， 

体验人与自然的融合。另外，还可到萨德伯里市特有的Dynamic Earth进行地下探险及参观将娱乐、自然与科学融为一体的北方科技馆

(Science North)。始建于1984年的北方科技馆是加拿大最大、最先进的科技馆之一。

凯布莱恩学院学院侧重培养应用型专业技术人才，为即将毕业的学生提供就业找工作的技巧培训，训练学生撰写简历和面试的技巧， 

提供找工服务、职业咨询、签证延期服务。

O N TA R I O

Q U É B EC

N . B .

N . S .

P. E . I .

MANITO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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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凯布莱恩学院 
       一切因就业而变,

              专为就业而设课程！

萨德伯里市特色

 ◆ 加拿大第一大矿业城市

 ◆ 北美的镍都

 ◆ 北部科学、商业、生活中心

 ◆ 拥有超过330个湖泊

 ◆ 自然环境优美

 ◆ 安大略省就业率之冠

 ◆ 加拿大幸福指数最高的城市

 ◆ 移民城市

 ◆ 友善，安全的环境

 ◆ 交通方便，公交车直达校门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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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1  Monthly Average Temperature in Sudbury (Celsi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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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公立学校信实可靠

 ◆ 专业众多选择灵活

 ◆ 直升大学专本连读

 ◆ 行业联系紧密

 ◆ 专业实用就业率高

 ◆ 免托福、雅思录取

 ◆ SPP项目有利于签证

 ◆ 英文环境纯正优良

 ◆ 小班多样的授课模式

 ◆ 毕业后获工作签证

凯布莱恩学院的特色

凯布莱恩学院

年 奖项 安省高校技能竞赛 加拿大全国技能竞赛

2013

 

金奖

银奖

铜奖

重型设备技术

工业机械装配技术、计算机系统技术

焊接和制造技术、电力工程

2014

 

 

金奖

银奖

铜奖

重型设备技术

工业机械装配技术、计算机系统技术

焊接和制造技术、电力工程

计算机系统技术

焊接和制造技术

2015

 

 

金奖

银奖

铜奖

重型机械设备、计算机系统技术、电力工程

供暖与通风技术

计算机系统技术 计算机系统技术

2016 金奖 重型设备技术、计算机系统技术、供暖与通风技术

2017 金奖

银奖

铜奖

电力工程、电力线技术员

平面设计

电力线技术员

电力工程

2018 金奖

铜奖

电力工程、焊接和制造技术

供暖与通风技术、重型设备技术、计算机系统技术、

电力线技术

凯布莱恩学生参加加拿大全国、安省能竞赛获奖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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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费及生活费  
一学年总花费: ≈13万人民币

学费： ≈14,500加元（含医疗保险）

书本费： ≈700加元

住宿： ≈500加元/月，6000加元/年

其它： ≈4,000加元/年 

 (生活费、电话、市内交通等）

合计： ≈24,750加元/年 

(注: 各专业实际学费每年的更新或修改,  

请见学院官网cambriancollege.ca）

学校宿舍 
想象一下步行上课只需几分钟！ 
凯布莱恩学院内宿舍竭尽所能，让求学经历变得愉快、有趣和

安全。宿舍顾问在您求学期间为您提供支持和指导。 

宿舍距离校园、购物中心、药店、交通枢纽等设施仅咫尺之遥！

住校意味着您可以享受便利，获得周边的一切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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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工程技术-实验室与流程控制（3年制）CHLP 

加拿大安省唯一开设此专业的学院。7个学期中有8个月到公司实

习。学习内容：湿化学、样品制备和分析、分析仪器的操作，包括：

核磁共振光谱、红外光谱、高效液相色谱法、气相色谱法测定、电

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就业面广：石油化工产品、食品检测、药

品、面料和染料、矿物学、环境研究、水的净化、废水管理、冶金、

纳米电子。

采矿工程技术（3年制）* MNTY 

加拿大安大略省唯一开设此专业的学院。主要学习矿业机械、通

风、地理地质、勘测，毕业生可以在本地矿业公司实习。年薪可达

80,000加币。

计算机系统技术（3年制）CETY   

凯布莱恩学院是安省唯一一所同时具有微软Microsoft和思科

Cisco公司授权的认证培训学院，CCNA、CCNP、CCNAS、 

CCNP和MCSA等培训内容嵌入在专业课程里。毕业时无需另外

培训就可参加认证考试获得相应等级资格证。本专业学生多次参

加安省大学生IT网络竞赛。我院三年制学生与四年制大学本科生

同台竞技，我院二年级学生多次获得金奖或银奖。

重型设备技术员（2年制）HDTN 

凯布莱恩学院该专业是此学科的佼佼者，拥有420万加元的教学

设备，该专业历届学生都在安省高校学生技能竞赛中获得金奖或

银奖。毕业生可在林业、采矿和建筑行业以及在重型设备制造厂

和卡车店就业。

幼儿教育（2年制）* ECEP 

共4个学期，每学期都有1个月到幼儿园实习。特别适合女生。加

拿大重视幼儿教育，老师与幼儿比例为1:6。加拿大急需该行业

人才。

土木工程技术员 (2年制) CVTN 

主要学习的技能和知识有工程规划、成本核算、建设、维护和修

复道路、桥梁、大巴、污水及自来水处理系统、机场、管道、地铁

和铁路。课程的重点是绘图、测量、施工方法、成本、质量控制和

检查。

动画（3年制）ANPG 

凯布莱恩学院动画专业是与Sheridan学院合作并基于Sheridan

学院的动画专业课程设计进行教学的。该专业毕业生可申请继

续在Sheridan学院学习。该专业着重于2D和3D动画。学生可在

13900平方英尺动画工作室中使用最先进的设备和软件提高动

画技能。该专业侧重理论基础及绘画技巧。教授们经验丰富，曾

在世界各地为迪斯尼和皮克斯工作过。

凯布莱恩学院
特色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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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技术员（2年制）NETN 

作为鲜有的由思科公司和微软公司同时授权的学院，凯布莱恩网络

技术员(NETN)专业的学生学习大、中、小企业或公司中所需要的IT

技术知识。该专业学制两年(四学期), 包括编程、微软教程、思科教

程、客户服务等。此专业还可直升凯布莱恩计算机系统技术专业的第

三年。自2008年金融危机后, 网络工程技术的市场需求量增大。

商务会计（2年制）BUAP 

凯布莱恩学院的商务会计专业可在秋季或冬季入学。该专业将课堂

和网络学习相结合。毕业生可以升入凯布莱恩学院工商管理- 会计

专业的3年级。部分课程均分达到60％以上且总均分达到65％的学

生有机会获得会计与财务高级证书 (ACAF) 。主要课程包括：会计

简介、商业数学、大学通讯、市场营销导论、企业管理介绍、人力资源

介绍、计算机业务应用程序、会计准则、金融、微观经济学、业务报告

和演示、电子表格管理等。

工业机械装配技术员（2年制）IMTN 

该专业学生主要学习在工业制造、开采、冶炼、林业等制造业中常见

的工业设备的安装、维修、故障诊断、部件修理及机械设备的装配工

艺和拆装技能。以及学会机械设备故障诊断及分析方法。

加拿大雇主很重视这些经历
 ◆ 荣获奖学金

 ◆ 校园勤工俭学

 ◆ 自愿者活动

留学选择凯布莱恩学院 

费用最省       回报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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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文件

 ◆  经过公证的高中和/或其他 

学院及大学的成绩单和毕业证

 ◆  英文程度证明：

      大专文凭课程：雅思 6.0分 

（单项不低于 5.5 分）                

      研究生证书课程：雅思 6.5分 

（单项不低于 6.0 分）

 ◆  部分艺术课程需要提交作品

 ◆  最新的护照复印件

申请流程 双录取
如果符合其他所有录取条件，没有雅思成绩的学生可以申请学术英语

（EAP） 加一门未来课程。

 ◆ Laurentian University     

 ◆ McMaster University     

 ◆ Ryerson University     

 ◆ Royal Roads University       

 ◆ Memorial University      

 ◆ Thompson Rivers University  

 ◆ Algoma University

 ◆ Nipissing University

 ◆ UOIT

 ◆ Lakehead University

 ◆ York University

 ◆ Queen’s University 

劳伦森大学

麦克马斯特大学   

瑞尔森大学

皇家大学

纪念大学

汤普森河大学

阿尔哥玛大学

尼皮辛大学

安大略理工大学

湖首大学

约克大学

皇后大学

学分转移专本科连读项目 
凯布莱恩学院与多所加拿大著名大学之间有学分转移、专本双学历连读的协

议。学生可以在4-5年内得到专、本两个学历文凭。培养即具有应用技能 

（学院）又具有理论知识（大学）的复合型人才。

在线申请

 ◆ 学生应在线申请，并最多选择 3 门课程

 ◆ 在线申请网址：cambriancollege.ca/ 

international/international-

students-apply/

 ◆ 学生应再次登录 OCAS  

Cambrian International（申请网站） 

以查看申请状态

录取通知书（LOA）发放

 ◆ 若已发放 LOA，学生将收到电子邮

件通知。学生需要再次登录 OCAS 

Cambrian International 以接受录取，

下载 LOA，并且按照规定缴费 

以保留名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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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健秋（中国·上海）  

重型设备技术员专业2015年毕业生 

现任Bison Transport运输公司卡车技师

我是2013年的夏天踏上加拿大这片土地的。在这之前我从来没有来过北美，一切都显得那

么陌生和新奇，在国际部的老师细心帮助下，我没多长时间我就很快适应了当地的学习和

生活。

我读的专业是重型机械设备技术员，这是一个两年学制的课程。在第一年圣诞节前我就在

专业课老师的推荐下顺利找到了兼职工作，在Canadian Tire入职了。这份工作不但自由度

很高，薪水收入也不错。我利用课余时间努力工作， 虽然每天回家感觉很累但同时也很有

成就感。

留学的两年时间不长，我在读书和勤工俭学的交替之中过得非常充实。在毕业之后我来到

了多伦多凭借之前积攒下来的工作经验和人脉我找到了一份稳定的技术工作。我任职的公

司Bison Transport是加拿大最大的运输公司之一，分公司遍地加拿大各省。我主要负责保

证运输车辆的行驶安全。我目前已经获得加拿大永久居民身份。

刘晓燚（中国·沈阳）  

化学工程与实验室过程控制专业在读生 已经三次获得国际学生奖学金

高中毕业后，做了人生中最大胆的一次冒险，来到了加拿大Cambrian College读书。初高中

时期就钟情于化学，如今就读于化学工程专业，刚好圆了一个化学梦。这里有经验丰富的教

授和种类繁多的化学仪器，实验课分小班进行，实验绝大部份为单人或两人合作亲手操作，

让我过足了实验瘾。

Cambrian校内有很多向留学生开放的工作岗位。我曾有幸从事国际部学生助手的工作，使

我在学生时期就获得了一些在加拿大职场的经验，更深入的了解加拿大文化。学校也为优秀

的国际学生设立了奖学金。上学期GPA达到3.5及以上可申请Cambrian College优秀国际

学生奖学金；GPA达到3.0及以上，并做满30小时的义工，可申请Cambrian College国际学

生社区奖学金。我有幸三次获得国际学生奖学金。

如今在加拿大已度过一千余天，每天都有新经历，新感悟，新收获。世界这么大，人只有一辈

子，要出来看看才甘心。

孙艺菁（ 中国·青岛）  

采矿工程技术员专业2015年毕业生 

现任VALE采矿技术支持部通风技术员

五年前在出国时选择了采矿工程本是意外之举，却在读完书后发觉喜欢这个专业并决定在这

个行业发展下去。这一切不得不感谢Cambrian College的帮助。

Cambrian College有着极其丰富的校园文化和人性化的教学理念。除了不间断的校内外活

动，学院的学习中心、就业中心等等设施可以最大化帮助学生的学习生活，并帮助学生规划

毕业后的就业之路。

教学方面，以采矿系为例：专业教授们均为业内经验丰富的专家，测绘等实践课程无论在教

学、设备当面都与目前行业接轨，学院与当地采矿社区建立联系使学生在实习、就业具有得

天独厚优势等。

此外，学院国际部的老师们更像是家人一般的存在。他们不仅能真切地理解我作为国际学生

的感受，同时还站在我的角度考虑，在遇到问题及困难时及时给予我帮助。

来加拿大已有五年，目前的生活忙碌而丰富，每一天都会获得新知和新体悟，感恩Cambrian 

College帮我实现了这一人生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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