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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安大略省

重新构想 
你的未来。



我们全心全意为学生服务
梦想家、制造者和建造者。

护理人员、一线工人和保护者。

那些已经选择好自己道路的充满激情的人。

还有那些希望发现自己真正用武之地的人。

我们在这里陪你走好每一步。

庆祝你取得成功，并为你提供支持， 
共同面对挑战。

迎接崭新未来。

欢迎来到弗莱明学院。

我们迫不及待地要看看你将如何改变世界。



承认领土
弗莱明学院恭敬地承认我们位于Michi Saagiig土地和
Williams Treaties所涵盖的传统领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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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上城市生活。
我们地区拥有悠闲城市生活的所有优势。参加水边节日，在城镇周围观赏现场娱乐表演，或者
在我们繁荣多样的当地美食场所用餐。
在我们的湖泊、河流和小径享受四季的休闲乐趣。该地区位于特伦特-塞文水道的一部分，拥
有350多个湖泊。在彼得伯勒市中心的Little湖上泛舟，在林西的Scugog河上钓鱼， 
在哈利伯顿徒步或滑雪穿过我们的Sculpture Forest，或骑自行车穿过我们校园社区绵延
120公里的Trans Canada Trail。

探索弗莱明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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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斯特校区

福斯特校区占地150英亩，毗邻林西的Scugog河，是我们
著名的环境与自然资源科学学院的所在地。该校区有大约
1,600名全日制学生。林西历史悠久的市中心及其周围的河
流、湖泊和公园的自然美景每年吸引着成千上万的游客。

苏瑟兰校区 

苏瑟兰校区占地200英亩，位于彼得伯勒市，是最大的校区，拥有约5,000名全日制学生和70个全日制课程。彼得伯勒是
加拿大最适合步行的城市之一，拥有充满活力的都市生活方式。包括西门子、百事可乐和劳斯莱斯在内的国内和跨国制
造和技术公司在这里开展业务。

哈利伯顿校区

该校区是哈利伯顿艺术与设计学院的所在地，该学院是加
拿大艺术课程的著名先锋。宽敞的艺术工作室和教室巧妙
地利用自然光线和户外景观。这个小镇坐落在哈利伯顿高
地的自然美景中，以其艺术家社区而闻名，为学生和居民
提供无与伦比的支持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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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通过经验得到加强。
弗莱明学院的课程融合了体验式学习机会，帮助你从高等教育阶段过
渡到具有前途的职业中。根据你的专业，你有很多种方式可以将所学
内容应用到你所选择的领域中。

体验式教育

准备好 
迎接真实世界的挑战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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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ERT带薪实习学期，我是Golder Associates的
岩土工程现场技术员。这是我职业生涯的良好基础，
因为我之前没有相关的工作经验。我简历中的这个
经验引起了我迄今为止所有面试官的兴趣。

– Michael Tamosauskas， 
校友，地球资源技师 

带薪实习（ERT）

我个人认为，这些实习在帮助我理解理论知识方面
发挥了重要作用，因为我能够亲眼领略课堂所学的
知识，并获得其第一手经验。这不仅对我的课业有
益，而且对我的就业也有益。我目前在我学习期间
实习的场所工作。

– Sharon Jose（印度） 
校友，早期儿童 

教育（ECE）

“

“

95.7% 

的雇主对于我们毕业生对工作的准备感到满
意或非常满意。 

（关键表现指标调查）

真实世界的实际操作训练
获取有用经验，得益于：

• 应用项目
• 社区项目
• 带薪实习
• 国际实地考察
• 实习
• 实地训练营 
• 实验室/临床工作
• 模拟实验室 
• 工作室实践
• 工作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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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越的学习环境

准备好居于领先地位了吗？

设备齐全的现代化设施。
弗莱明学院的学生在校园内和社区的独特实践学习环境中发
展和完善他们的职业技能。与传统教室不同，这些设置旨在复
制真实世界的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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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区亮点
苏瑟兰校区

• 新的健康科学教学楼
• 模拟实验室
• 弗莱明学院的水疗+诊所
• 生物技术 – 高级实验室 
• Kawartha技工与技术中心
• 新的烹饪实验室
• 工程学公共空间
• 司法与社区发展实验室
• 法庭

福斯特校区

• 新的地球科学实验室
• 重型设备技术中心
• Parnham钻井与爆破培训中心
• 水与废水处理技术促进中心
• 鱼苗孵化场
• 新的植物园
• 屋顶绿化

哈利伯顿校区

• 艺术与设计工作室，包括新重建的Glassblowing
工作室和独立的Artist Blacksmith大楼 

• 创客空间
• 校外学习合作伙伴关系

  – 彼得伯勒博物馆和档案馆
  –  大彼得伯勒创新集群

水与废水处理技术促进中心（CAWT） 

弗莱明学院是创新性水与废水处理技术的清洁技术研究
中心。在位于福斯特校区的CAWT内，一个由科学家、教师
研究人员、项目经理和技术人员组成的专门小组为中小型
企业提供支持，并帮助找到保护、再利用、处理和管理世
界水资源的新方法。该校区内多个课程的学生可以利用
CAWT的应用研究机会。

 170+
应用研究合作伙伴总数

 $20M+
迄今为止的外部研究资金

从科学实验室的增强现实技术到使用人工智能进
行沟通的人体模型，弗莱明在投资于支持基于模拟
来学习的技术。这是一种重要的方式，我们可以为
整个学院的各专业中的学生提供难忘而引人入胜
的教育体验。

– Wendy Morgan， 
模拟与跨专业 

教育主管

“

Wendy：采用先进的技术， 
为所有学生创造丰富的 
学习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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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生活

准备好加入了吗？

你需要的所有工具和支持。
我们致力于在弗莱明学院为你提供实现自己目标所需的支持服务。不
论是求职支持、学术帮助还是辅导，我们都可以提供帮助。我们为校园
社区的所有学生和员工营造一个温馨、包容的环境。你将有很多机会
参与其中并获得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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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服务

国际学生服务

• 迎新过程充满了不可或缺的小贴士

• 1对1咨询和小组咨询

• 同侪辅导

• 文化庆典和旅行

• 有关工作许可、移民等的宝贵信息会议

辅导和学术技能

• 为所有需要帮助的学生提供免费辅导服务

• 每日数学和写作不定时课程

• 综合同侪辅导计划

• 针对高要求课程的每周大型小组评审会议

学生健康服务

• 免费、保密的医疗保健

• 通过预约获得医生诊疗服务

• 工作日有注册护士可提供服务

• 健康生活方式的教育资源

职业服务

• 针对学生和校友的支持

• 协助职业探索和求职技巧

• 一对一职业咨询和小组职业咨询

• 接触雇主和招聘信息

图书馆和公共学习空间

• 广泛的电子出版物以及印刷书籍和杂志

• 针对每个学习课程的专业在线资源

• 小组自习室，可使用电脑、打印机和扫描仪 

需要报到吗？

我们在这里为你服务。

个人健康支持中心提供各种资源、模块和应用程序，可帮

助促进个人健康和心理健康。

flemingcollege.ca/personal-wellness-supports

积极参与
参与学生生活可以极大地丰富你的经历。通过学生领导活
动、辅导和辅导计划、学生行政组织和学生俱乐部，学生有
很多机会增加自己的经验，并帮助其他学生感受到包容和
参与感。

联课活动记录

参与校园活动和社区活动的非学术记录。记录你的活动，
并补充你的档案/简历。

当我刚刚来到这里时，我很害羞安静，我的英语
不是很好。我加入了学生管理部门组织的Street 
Team，最后参加了许多活动，然后成为他们的委员
会成员之一，最终成为国际大使。所有这些都塑造
了一个全新的、更自信的“我”。 这是我生命中一个
巨大而重要的改变。

– Ruixin (Rayna) Li（中国）， 
校友，工商管理 

 – 会计（BAB）

“

Ruixin：通过学生活动获得新的信心

受监管的国际 
学生移民顾问 

我们的校内受监管的国际学生移民顾问（RISIA）可以提
供关于学习许可和相关加拿大移民计划以及临时居民
签证的移民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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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和住房

准备好入住了吗？

找到合适的地方安顿下来。
你的住房选择非常重要，我们将帮助你做出明智的决定。我们的现场住
宿生活工作人员和校外住宿协调员可以帮助你进行初次住房搜索，并在
未来你的住宿可能出现问题时提供协助。

10      弗莱明学院



寄宿家庭

你可以与当地家庭住在一起，并拥有自己的装修好的房
间。根据具体安排和家庭，可能包括所有或大多数膳食、互
联网、参加家庭出游和庆祝活动。

校外住宿

对于想要独自居住或与其他学生合住的学生，有许多校外
住宿选择。居住地点通常不带家具。有关重要提示和出租
房源，请访问 flemingcollege.ca/student-experience/ 
off-campus-housing。

校园住宅 
（彼得伯勒和林西）

住宅建筑中的每间设施齐全的套房设有6间单人卧室、共
用厨房、起居室和浴室。每栋建筑均禁止吸烟，与现场洗
衣房和24小时工作人员完全联网。如需进行虚拟参观、
了解费用和申请，请访问 flemingcollege.ca/student-
experience/residence。

Bedroom

Bedroom

Bedroom

Bedroom

BathBedroom

Living Room

Kitchen

Bath

Bedroom

苏瑟兰住宅套房

每学年（8个月）的估计生活费用

 $1,500 - $4,000
食物

 $0
巴士通票（包含在附加费中）

 $0 - $1,200+
书籍 + 用品（各课程有所不同）

 $1,200 - $2,000
个人物品

每学年（8个月）的估计住房费用

 $7,400
寄宿家庭。设施齐全，每日提供2餐或3餐， 
包括互联网和公用设施。

 $6,800 - $7,400
校内住宅。设施齐全，包括互联网和公用设施。

 $3,600 - $9,000
校外共享住宿。通常不带家具。食物、互联网和
公用设施需额外支付。

您的房间！

2021/2022学年      11



环境与自然资源科学学院

准备好出去了吗？

我们的学院与众不同。
无法用其他方式来解释 – 我们的学院与众不同。以环保为重点的课程，使你不会在
演讲课堂上花费太多时间。这是积极的户外学习，包括实验室、野外学校和项目，这
些项目都会挑战你将知识付诸实践。大多数课程通过工作实习提供体验式学习。有
些课程提供带薪实习。有些课程提供国际学习机会。我们采用小班授课形式，由专职
教师领导，他们不仅热衷于他们教授的科目，而且还激励你取得成功。你将在这里建
立友谊和关系网络，这将持续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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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书（专业代码） 课程长度 开学时间 

树木栽培带薪实习（AR） 3个学期 1月
爆破技术（SBL） 2个学期 9月/5月
重型设备技术带薪实习（MPH） 3个学期 1月 
城市林业（UF） 2个学期 9月 

文凭（专业代码） 课程长度 开学时间 

保护生物学技师 （CNB）新！ 4个学期+ 9月/1月
地球资源技师带薪实习（ERT） 5个学期+ 9月 
生态恢复（ERJ）荣誉学士学位特伦特-弗莱明联合学位/文凭（4个学期在弗莱明学院，
林西；4个学期在特伦特大学，彼得伯勒）

8个学期 9月

生态系统管理技师（EMT） 4个学期+ 9月/1月 
生态系统管理技术*（EMX） 6个学期+ 9月/1月 
发电技师带薪实习（EPG） 4个学期 1月 
环境技术/
可选带薪实习（ETN）

4个学期+
5个学期+

9月/1月 
仅9月

环境技术*（ETY） 6个学期+ 9月/1月 
鱼类与野生动物技师/
可选带薪实习（BO）

4个学期+ 
5个学期+

9月/1月 
仅9月 

鱼类与野生动物技术*（FW） 6个学期+ 9月/1月 
林业技师/ 
可选带薪实习（FT）

4个学期+
5个学期+

9月/1月 
仅9月

户外探险教育（ODE） 4个学期 9月 
资源钻探技师/
可选带薪实习（RDB）

4个学期+
5个学期+

9月/1月 
仅9月 

城市林业技师带薪实习（UFT） 5个学期 9月 

研究生证书（专业代码） 课程长度 开学时间 

高级水系统运营与管理/带薪实习（AWS） 3个学期 9月/1月
应用规划 – 环境（AEN） 10个月 9月 
水产养殖带薪实习（AQU） 3个学期 9月 
GIS – 应用专家（GIA） 10个月 9月 
GIS – 制图专家（GC） 10个月 9月 
卫生、安全与环境合规/ 
可选带薪实习（HSE） 

2个学期 
3个学期

9月 
9月

可持续农业带薪实习（SAG） 3个学期 9月 
可持续废物管理（SWM） 2个学期 9月

* 学生需要先完成该课程的技师级别学习。学生将在第二年通过内部申请流程接受进入技术级别的测评。
+ 这些课程共享共同的第一学期。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31页。

生活、学习实验室 – 内部和外部
环境与自然资源科学学院（SENRS）位于林西的福斯特校区。该校区占地150英亩，毗邻Scugog河，是一座学生学习的实
验室。
我们一流的体验式学习环境包括：

• 屋顶绿化
• 病理学实验室
• 天然湿地
• 鱼苗孵化场

• 生物学公共空间
• 温室/苗圃
• 植物园
• 新的地球科学实验室

• 地热井
• 重型设备场
• 蜂房
• 社区花园

•  水与废水处理技术促进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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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书

树木栽培带薪实习
训练如何管理和保护树木和灌木。该课程从始至终都是实
际操作，包括从5月到9月的带薪实习。

爆破技术 FC

加拿大唯一的此类课程为你提供冲击波、填充爆破孔以进
行采矿或拆除方面的职业生涯准备。第二学期可选资源钻
探技师专业方向。

重型设备技术带薪实习 
在现场最先进的设备上维护和维修重型设备车辆和机械。
包括一项带薪实习课程。就业率高。

城市林业 
这个高度实用的课程侧重于城市树木护理的非攀树方面
工作。第二学期可选城市林业技师带薪实习或树木栽培方
向，具有重要的课程学分。

 100+ 
通往大学学位的途径

实验室和实地工作的实
际操作时间 

毕业生对其课程非常满
意/满意

雇主对毕业生非常满意/
满意

个课程提供
带薪实习

13

60%

87%

96%

基于社区的学习

我们学院认识到基于社区学习的重要性和价值。与非
营利、私营和公共部门组织合作，你经常会看到我们的
学生在实地，将他们的新技能用于改善我们的社区。

我们的可持续农业课程的学生目前正在协助由当地
United Way和林西的Crayola Company发起的社区园
圃项目。该园圃旨在通过向当地食物银行提供新鲜农
产品，以及教会社区成员如何种植自己的食物，为当地
居民提供更大的粮食安全保障。

文凭

保护生物学 新！ FC

在安大略省唯一的此类课程中，你将重点关注使用当前研
究和技术（包括遗传学和环境DNA（eDNA））来保护高危动
物种群。包括40小时的实地训练营和为期一学期的应用
项目。

地球资源技师带薪实习 FC

弗莱明学院是唯一一所在一个专业中同时提供地质学、矿
物勘探、环境和工程技术课程的学院。包括为期六个月的
带薪实习。该课程的毕业生在资源与地质行业很抢手。

生态恢复学位/文凭 FC

四年内获得文凭和学位，其中，在弗莱明学院学习两年，在
特伦特大学学习两年。通过应用学习、实地技能、理论和科
学知识以及研究技能，成为恢复退化、受损或破坏的生态
系统的领导者。

生态系统管理技师 
通过基于实地研究和数据分析的环境可持续性规划来帮
助政府、保护团体和野生动物组织，为生态系统健康做出
贡献。为期两周的实地实习，可在哥斯达黎加、南非、安大
略省北部的土著社区进行，也可以组织自己的实习。在南
非Pidwa野生保护区为期12周学期的具有竞争性的机会。

生态系统管理技术 
通过三年制的技术课程培养更多的专业知识和应用经验，
该课程包括为期一周的实地训练营和一个外部机构的项
目。大学毕业生可能有资格获得免修资格，并且可以在短
短八个月内从该课程毕业。

发电 技师带薪实习 
获得安装、维护和测试发电装置的专业技能，用于应急电
源、备用电源和主发电。此外，学习维护、维修和安装柴油、
汽油和天然气发电机。包括一项带薪实习课程。

你有多个选择

把你的文凭或学位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

 12 
适用于具有文凭或学位的学
生的研究生和高级常设课程

 12 
通往特伦特大学学
位课程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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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技师（可选带薪实习）
在我们独特的设施，通过实地学校、户外实地研究和工业/
市政设施之旅进行实践学习，训练预防或解决环境问题的
能力。该课程获得了加拿大环境职业组织（ECO）的认可，
并提供多项水和废水处理认证。9月开学的学生可选择具
有竞争性的带薪实习。

环境技术 
包括为期两周的工作实习。学生有资格获得多项认证，包
括：加拿大ECO：环境专业人士（EP）和培训中的环境专业
人士（EPt）； OACETT（安大略省认证工程技师和技术专家
协会）的CET（认证工程技术专家）；加拿大环境现场评估
员协会的认证环境现场评估员（CESA）。

鱼类与野生动物技师（可选带薪实习） 
开始你在可持续管理鱼类和野生动物栖息地和种群领域
的职业生涯。你的技能发展包括实验室工作和多次实地考
察以及船舶操作、GPS、监测技术、鸟类环志和鱼网、取样
和标记方面的培训。 9月开学的学生可选择具有竞争性的
带薪实习。

鱼类与野生动物技术 FC

弗莱明学院是安大略省唯一一所提供鱼类与野生动物技
术专业三年制学习的学院。获得先进实验室技术、数据汇
编和分析以及报告撰写方面的培训。包括为期四周的实地
实习和两次为期一周的实地训练营。

林业技师（可选带薪实习） 
通过课堂学习、多次实地考察和实地训练营经验，获得扎
实的森林资源管理、规划和保护的技能。9月开学的学生可
选择具有竞争性的带薪实习。

户外探险教育 
基于在户外探险技能课程中学到的技能，在两个实地训练
营之外另外增加进一步的认证。辅导、领导、自然解释和基
于冒险的教育策略和技巧课程为你的职业生涯做好准备。
你可以选择为期两周的实地考察或前往哥斯达黎加的学
习之旅。

资源钻探技师（可选带薪实习）FC

这是世界上唯一的提供技术培训和丰富实践经验的课程。
在我们的课程设施中使用各种钻井设备。国内和国际雇主
招聘我们的毕业生。9月开学的学生可选择具有竞争性的
带薪实习。

城市林业技师带薪实习  FC

在两年内获得技师文凭后，可开始管理城市绿地的职业生
涯，也可选择在UNB（新不伦瑞克大学）继续学习两年并
获得林业理学学士学位（B.Sc.）。包括一项暑期带薪实习
课程。

研究生证书

高级水系统运营与管理带薪实习 FC

通过实验室和实地工作以及水和废水处理操作的实地考
察，为供水、水和废水处理、检查和执法方面工作做好准
备。包括一项带薪实习课程。

应用规划 – 环境 FC

凭借这种高需求的对口技能，获得竞争优势。通过了解生
态系统、立法、通信和GIS技能，你将帮助组织驾驭环境规
划的复杂性。

水产养殖带薪实习 FC

通过实地考察和我们的两个校园孵化场，获得鱼类养殖、
水产养殖作业和保护放养的实践经验。包括商业培训和为
期八周的带薪实习。

GIS – 应用专家 FC

弗莱明学院在GIS领域的领导地位得到了行业、政府和企
业的广泛认可。使用最新的计算机硬件、软件、数据资源和
实地技术，你将学习如何有效规划、监控变更、预测趋势和
管理资源。

GIS – 制图专家 FC

成为一名熟练的GIS从业者，以及视觉设计师、制图师和沟
通者 – 使用最新的GIS数据和软件创建自定义地图和其他
产品。我们的合作伙伴关系确保非凡的学习和就业机会。

卫生、安全与环境合规 FC

获得在工作场所遵守各个方面的培训适用范围广大的省
或联邦执法部门还是私营部门就业岗位的一个独特的、全
面的组合。包括一个应用项目和广泛认可的危险废物运营
与紧急响应（HAZWOPER）课程。可选具有竞争性的带薪
实习课程。

可持续农业带薪实习 FC

学习可持续的生态农业方法。该课程包括小型农场运营、
新利基市场的探索、新的农场商业模式以及带薪实践体
验。向经验丰富的农夫学习，并开发自己的商业案例和农
场计划。

可持续废物管理 FC

通过利用新兴思想和技术实施创新的废物管理策略，协助
组织改善废物转移和恢复实践。加拿大和国际范围内的就
业机会正在增长。

FC = 弗莱明学院提供的独特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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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与健康     

准备好把你的慈悲心变成
你的职业了吗？

为未来做好准备。
在卫生与健康的综合领域工作可能包括提供一线患者护理、提供支持、促进疾病预
防和终身健康，或管理支撑系统的信息和技术。

 • 前瞻性课程、重新设计的实验室空间和配备先进学习技术和设备的新设施，帮
助你在卫生与健康领域提供有效护理做好 准备。

 • 在跨学科团队中，你将在实践中学习。
 • 通过广受欢迎的临床和实地实习环境，在实践培训的基础上提供广泛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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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书 

社区药房助理 新！
培养成为提供社区医药服务的多学科团队中的重要成
员。 包括在我们最先进的药房技师实验室的广泛应用学
习和140小时的实地实习。

个人健康助理  
大约400小时的相关理论和300小时的现实生活临床培
训，为你提供满意的、以人为本的职业生涯，帮助有特殊
需要或残疾的儿童、成人和老年人最大限度地提高生活
体验。

文凭 

生物技术 – 高级 FC 
生物技术和法医学的综合专业化，速成形式，将六个学期
的材料浓缩到五个学期，培养多种就业技能，并在最后一
个学期进行实习，为我们的广为需求的毕业生提供各种
机会。

美学家 FC 
在短短12个月内毕业，相当于两年的学习。我们最先进的
水疗 + 诊所的288小时实践经验将为你装备提供全方位治
疗的技术技能和管理水疗中心的商业技能。

促进健身与健康 
为作为健身和健康顾问的职业生涯做好准备，具备运动科
学、指导、健康促进和商业方面的知识。包括一项实地实
习。娱乐和休闲服务的新的双文凭选择。

证书（专业代码） 课程长度 开学时间

社区药房助理 新！（CPH） 3个学期 9月
个人健康助理（PWS） 2个学期 9月/1月/5月 

文凭（专业代码） 课程长度 开学时间

生物技术 – 高级*（BTF） 5个学期 9月/1月
美学家（EST） 3个学期 9月/1月/5月
健身与健康促进（FHP） 4个学期 9月
健康信息管理（HIM） 4个学期 9月
按摩理疗（压缩）*（MAC） 5个学期 9月
职业治疗师助理和物理治疗师助理（POA） 4个学期 9月
药房技师（PHM） 4个学期 9月
娱乐与休闲服务（RLS） 4个学期 9月 

研究生证书（专业代码） 课程长度 开学时间

娱乐治疗（THR） 3个学期 9月

健康信息管理 FC 
学习如何使用计算机技术获取和分析数据，以及如何从卫
生保健交付使用、财务和管理规划等方面创建健康信息。
该课程是安大略省仅有的四个加拿大健康信息管理协会

（CHIMA）认可的大学文凭课程之一。

按摩疗法 
该课程提供一个卓越的学习环境，具有多种应用体验机
会。你将在弗莱明学院位于彼得伯勒的苏瑟兰校区的水疗 
+ 诊所为各种客户提供治疗护理。

职业治疗师助理和物理治疗师助理
在这个有意打造的基础广泛的课程中，对两种职业选择进
行交叉培训，其中包括至少500小时的临床培训。

药房技师  
通过我们的药房实验室的实践培训和两次不同环境的工
作实习，为作为药剂师医疗团队重要成员的职业生涯做好
准备。 

娱乐与休闲服务 
毕业时具备娱乐项目开发技能和管理技能。包括一次为期
四个月的实习。多种途径可选，可获得健身与健康促进双
文凭，并进入布洛克大学攻读娱乐与休闲研究学位。

研究生证书 

娱乐治疗
校内和在线课程的结合为你的职业生涯做好准备，为残疾
或疾病患者提供个性化的治疗工具。包括一整个学期的实
地实习。

* 高级文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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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发展

准备好有所作为了吗？

为你的社区服务可能是一个鼓舞人心和有益的职业。
不论你是为处于各种困境下的家庭、儿童和青少年提供广泛的社会服务，还是在教育部
门工作，支持有特殊需要的学生和幼儿，你都会产生影响。

让我们与众不同的因素也能帮助你脱颖而出。

 • 丰富的体验式学习、认证和专业技能 

•  获得全球视野 – 参与国际社区发展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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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喜欢做自己的老板，这项课程帮助我专注于
我的热情，这是一对一的关怀。我无法想象不以
某种方式进入客户的生活。

– Fenna Green， 
校友，发育问题工作者（DSW） 

Fenna的故事：flemingcollege.ca/ready

“

Fenna：热衷于帮助人们
过上最好的生活。

Cody Field，Fenna Green

文凭（专业代码） 课程长度 开学时间 

儿童与青少年护理（CYW） 6个学期 9月/1月
发育问题工作者（DSW） 4个学期 9月
早期儿童教育（EC） 4个学期 9月/1月
教育支持（ED） 4个学期 9月
心理健康和成瘾工作者 4个学期 9月/1月/5月
社会服务工作者（SW） 4个学期 9月/1月/5月

文凭 

儿童与青少年护理 
为陷入困境的儿童、青少年和家庭提供帮助的有益事业。
包括三次实地实习和创新与最佳实践课程。毕业生有资格
加入安大略省儿童与青年辅导员协会。

发育问题工作者 
为各年龄段的智力障碍人士提供个性化支持。包括在不同
环境的3次实地实习。毕业生有资格获得专业协会会员资
格。

早期儿童教育 
通过基于游戏的创造性学习来支持儿童的成长和发
展。广泛的技能开发包括实习、互动儿童计划和团队项
目“Creating Your Own Childcare”。

教育支持 
我们更新的课程使你能够作为支持各种能力儿童的教育
团队的一部分工作。包括广泛的工作实习和多种先进课堂
技术的培训。

心理健康和成瘾工作者
获得在各种环境中工作的技能，以支持受药物滥用和精神
健康问题影响的客户、家庭、团体和社区。包括实地实习。
可在2年内选修社会服务工作者双文凭。

新！ 特伦特-弗莱明联合培养学位课程
我们的教育支持课程和幼儿教育课程现在提供可过
渡到特伦特大学教师教育专业学位课程的途径。

2021/2022学年      19



法律与公正

准备好提供公共安全和
保障服务了吗？

成功的可持续职业生涯从这里开始。
循序渐进的课程为你提供技术和生活技能，包括心理健康策略、个人
心理弹性能力、领导力培训、道德课程和沟通技巧。

 •  校园内的实景培训和真实世界模拟场景 + 实际操作实习经验。
 •  探索拥有共同第一学期课程的职业选择（详见第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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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凭

社区与司法服务 
培养学生能够与处境危险的青年，或涉及或有可
能参与刑事司法系统、儿童福利或精神卫生服务
系统的成年人在一线工作。包括为期14周的实地
实习。

海关边境服务 
为全球贸易和执法一线的职业生涯做好准备。包
括一项实地实习。

法律文员 
获得广泛的培训，以协助律师和律师助理的工作。
再学习一个学期后毕业，可获得法律文员和律师
助理的双文凭。包括为期100小时的实地实习。

律师助理 
这个经认证的课程培养你满足加拿大律师学会的
理论和实践要求，并为你备考学会的执照考试做
好准备。律师助理可以直接向公众提供服务，也可
以在律师的指导下工作。

警务基础 
训练如何处理警务和民事警务职业中遇到的各种
情况。包括心理健康和沟通技巧的创新课程和实
地实习。

保护、安全与调查 
该课程不仅仅是安全人员培训，还包括对技术的
新概念、与社区合作伙伴的项目工作以及实地实
习的关注。 该课程和教师真的为我做好了准备。他们帮助了我的

个人成长和专业成长。我开始了一个充实的职业生涯。
– Trusha Sojitra，校友， 

保护、安全与调查（PSI）“

Trusha：确保医护 
人员和患者安全。

文凭（专业代码） 课程长度 开学时间 

社区与司法服务（CJS） 4个学期+ 9月/1月 
海关边境服务（CBS） 4个学期+ 9月/1月 
法律文员（LCK） 4个学期+ 9月/1月
律师助理（PLG） 4个学期+ 9月/1月 
警务基础（PF） 4个学期+ 9月/1月
保护、安全与调查（LSR） 4个学期+ 9月

+ 共同的第一学期

当医院因疫情而需要立即增加支持时，他们的安全承包
商首先求助于弗莱明学院的保护、安全与调查专业的学
生和毕业生，因为他们知道他们具备专业且安全地履行
职责的资格和基础。

2021/2022学年      21



一个小班授课的动态学院。
小班授课有助于培养与教师和同学的密切联系。我们会帮助你发现你的商业专长；
你将建立终生的友谊，以及未来的行业联系和同事网络。

  • 由专业教师授课的顶级课程。
  • 获得录用，或开创自己的企业。 你将拥有真实世界的实践经验、创业思维和强

大的沟通技巧，助你获得成功。 
  • 在加拿大或国外进行学位研究。

商科

准备好志存高远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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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来加拿大之前听说过Enactus，人们在地区性比
赛、全国性比赛和世界杯比赛中的精神激励我加入该
组织。 我曾在地区性赛场上做展示，现在，在我担任
Enactus弗莱明学院队主席的新职位上，我正在帮助团
队为温哥华的全国性比赛做好准备。

– Jo Ho， 
全球商业管理专业学生

Enactus是一个以学生为主导的创业俱乐部，学生可以
在其中运用他们的创业技能来影响国际社会的经济增
长，并在校园内开展业务。

Jo的故事：flemingcollege.ca/ready

“

Jo：准备好领导团队。

文凭（专业代码） 课程长度 开学时间 

会计（BAC） 4个学期 + 9月/1月
商学院（GBE） 4个学期 ++ 9月/1月
工商管理*（BAD） 6个学期 ++ 9月/1月
商科 – 人力资源 （BHC） 4个学期 ++ 9月/1月
酒店 – 酒店和餐厅运营（HTR） 4个学期 9月/1月
办公室管理 – 行政（OAE） 3个学期 9月
体育用品（SG） 4个学期 9月
旅游 – 国际旅行（TV） 4个学期 9月/1月

研究生证书（专业代码） 课程长度 开学时间 

全球商业管理（GBS） 4个学期 ++ 9月/1月
国际商业管理（IBM） 2个学期 ++ 9月/1月
项目管理（PMG） 2个学期 9月/1月/5月 
供应链管理 – 全球物流 (SLC） 新！ 2个学期 9月/5月

* 高级文凭，
+ 共同的第一学期，
++ 共同的第一学年

共同的第一学年 
我们的核心商科课程共享共同的第一学年课程，让你可以在第一学期或第二学期结束时无缝转到另一个课程。 

（会计课程共享共同的第一学期。） 你可以转到一个不同的商科专业，用第一年学到的基本技能打好充分基础。

100%
参加我们商科课程的学生受益于工学结合
的学习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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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凭 

会计 
毕业后可以选择开始会计职业生涯。在工商管理 – 会计课
程中的第三年开始时在入门级职位上工作，获得打造简历
所需的工作经验，或在特伦特大学或安大略科技大学再学
习两年，获得大学学位并考取特许专业会计师资格。

商科 
通过工作实习、模拟场景、案例研究以及小组研究和独立
研究，获得商业世界的第一手经验。

工商管理 
关注关键业务职能和基于团队的管理，为你提供所需的技
能。包括140小时的工作实习。

商科 – 人力资源 新！ 
基础商业知识和专业人力资源技能将开启你在人力资源
领域的职业生涯。包括用于报考CHRP指定考试的七门
HRPA批准的课程。

酒店 – 酒店和餐厅运营 
毕业生具备在全球酒店业担任各种职务所需的领导能力
和实践技能。包括一项工作实习。仅需再学习两个学期，即
可获得旅游–国际旅行或一般商科专业的可选第二文凭。

体育用品业务 FC 
该课程处于体育用品趋势的最前沿。与主要体育用品公司
具有紧密联系，毕业生可以在零售管理、供应商方销售、客
户服务、营销或产品管理方面找到工作。

旅游 – 国际旅行 
毕业时具备领导能力和实践技能，可以在各种旅游领域工
作。包括一项工作实习。可选择再学习一年并获得商科或
酒店专业第二文凭。

研究生证书 

全球商业管理 FC  
在供应链管理、国际金融和会计等领域获得业务专长、具
体管理技能、文化智慧和尖端技术知识。包括与行业合作
伙伴进行的一整个学期的应用项目。

国际商业管理 
获得在全球范围内竞争的技能，包括国际商务、创新、领导
力和企业社会责任课程以及案例研究、嘉宾演讲和实地考
察。

项目管理 
获得许多行业需要的项目管理技能，并为你备考CAPM®和
PMP®专业指定考试做好准备。包括与行业合作伙伴进行
的一次应用项目。

供应链管理 
– 全球物流 新！
弗莱明学院是安大略省唯一一所在课程中提供加拿大国
际货运代理协会（CIFFA）证书的学院。广泛的实践培训、应
用研究项目和国际案例研究竞赛将培养受雇主高度推崇
的技能。

FC = 弗莱明学院提供的独特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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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的女性入学人数增加率发生在我们2012年至2018年间的技
工课程中。

60
名学生应用项目于2019年3月在弗莱明学院创新科技展上展

出。学生们与行业合作伙伴一起研究和解决真实世界的挑战，

在加拿大最大的电信公司Bell赞助的活动中争夺现金奖励。

技工与技术

准备好建立
你的职业生涯了吗？

在世界一流的设施中进行实践培训。
课程结合了最新的工具和技术，确保你在职业生涯中占据先机。
强大的行业合作伙伴关系可帮助你通过应用和社区项目获得实战经验。
敬业的教职员工拥有专业技能和知识，可确保你取得成功。
一系列选择 – 可以用两学期时间获得证书，也可以追求高级文凭 – 让你可以选择
最适合自己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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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莱明学院的烹饪课程超出了我的预期。这里的教师和厨
师非常乐于帮助和理解他们的学生。在我的第四个学期
中，弗莱明学院举办了一场校园冰激凌比赛，我能够运用
已学到的技能来创建自己的冰激凌食谱！这是一次很棒的
实践经验。

– Zius Sheriyar（伊朗） 
烹饪管理

“

证书（专业代码） 课程长度 开学时间

木工与装修技术（CNS） 2个学期 9月/1月
烹饪技能（CHT） 2个学期 9月/1月
电气技术（ETQ） 2个学期 9月/1月 
机械技术 – 水暖（PLM） 2个学期 9月/1月 
技工基础（TTF） 2个学期 9月 
焊接技术（WTQ） 2个学期 9月/1月 

文凭（专业代码） 课程长度 开学时间 

木工与装修技师（CPT） 4个学期 9月
计算机工程技师（CTN） 4个学期 9月 
计算机工程技术*（CTY） 6个学期 9月 
计算机安全与侦测*（CSI） 6个学期 9月/1月 
建筑工程技师（CET） 4个学期 9月 
烹饪管理（CM） 4个学期 9月/1月 
电气工程技师（EE） 4个学期 9月/1月 
采暖、制冷与空调（HVT） 45周 9月/1月/5月 
仪表与控制工程技师（INT） 4个学期 9月 
焊接与装配技师（WFT） 4个学期 9月 

研究生证书（专业代码） 课程长度 开学时间 

人工智能与虚拟现实（AIV） 新！ 3个学期 9月
机械电子学 （MTY） 新！ 3个学期 9月/1月
无线信息网络（WIN） 4个学期 9月/1月/5月

* 高级文凭

Zius：准备好应用
他的新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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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书 

木工和装修技师   
毕业时可达到一般木工学徒二级水平要求，并开启在翻新
和建筑领域的职业生涯。你将获得商业和家庭装修技能，
包括创业技能、定制木制品、基本管道、布线和干式墙。

烹饪技能  
以领导技能和创造菜肴的艺术性开始你的烹饪生涯，担任
厨师或助理厨师的入门级工作。

电气技术  
发展电力、网络布线和电气系统安装的基本技能，作为通
往各种职业或在电子以及电气机械和电气学徒方面获得
进一步培训的途径。

机械技术 – 水暖  
学习安装、维护和维修管道系统工作中的基本技能。毕业
生有资格免除一级管道学徒的基本课程部分，并可获得行
业认可的认证，包括小型饮用水系统操作课程。

技工基础  
该课程提供基本水平构建和技工技能的采样器，以及将学
分转移到弗莱明学院几个技工课程的途径。

焊接技术  
进入焊接行业的大量就业和专业化机会，或继续第二年的
焊接与装配技师文凭课程。毕业生可以考取加拿大焊接局
的两项焊接证书（SMAW 1GF和SMAW 2GF）。

文凭 

计算机工程技师/技术  
学习编程、支持和排除计算机硬件和软件故障，并为多个
行业认证考试做好准备。技术人员将分析、设计和项目管
理添加到他们的技术技能中。安大略省认证工程技师与技
术专家协会（OACETT）承认我们的课程符合认证工程技
师/技术专家类别的所有认证要求。

计算机安全与侦测 FC

该课程在安大略省是独一无二的。获得必要的知识和技
能，在信息技术的保护和安全领域发挥领导作用。包括一
次应用项目或带薪实地实习。

建筑工程技师  
培训如何协助管理住宅、小型商业和工业建筑项目的所有
阶段。你的顶石项目是一个专业的档案，记录你的技术知
识和应用经验。

烹饪管理  
这项针对烹饪生涯的培训包括管理和商业技能以及实用
的烹饪培训。通过可选带薪实习文凭学徒-烹饪，你可以毕
业并获得文凭和资格证书 – Red Seal。

电气工程技师  
电气和电子理论和实践将培养你胜任电气行业的入门职
位或学徒生涯。再继续学习八门课程，你可以获得仪表与
控制工程技师的文凭。

采暖、制冷与 
空调技师  
这个实践课程强调可再生、可持续和可替代能源效率的实
践。合格的学生可以申请考取燃油器技师（OBT-3、OBT-2）
和天燃气技师（G-3、G-2）的资格证书。

仪表与控制工程技师  
为作为复杂测量和控制系统领域技师的职业生涯做好准
备。你的广为需求的技能将在我们设备齐全的8,000平方
英尺的设施中得到发展。可选具有竞争性的暑期带薪实习
课程。再学习八门课程，获得电气工程技师文凭。

焊接与装配技师  
获得入门级职位的所有主要焊接工艺和金属切削技术的
实践经验。合格的学生可以考取加拿大焊接局的多个焊接
证书。

研究生

人工智能与虚拟现实 新！
这个独特的课程结合了两个研究领域。一流的学习环境和
动手培训将为你做好准备，应对将人工智能集成到各种应
用程序的虚拟现实技术中的新兴行业趋势。

机械电子学 新！ FC

这是安大略省唯一的此类研究生课程，这一独特的跨学科
工程课程专注于先进制造、工业自动化、电子工程和计算
机编程。包括前沿实验室课程和一次真实世界应用项目。

无线信息网络   FC

培养成为一名广为需求的专业人士，可以开发和实施无线
设备和网络与有线网络的配置和集成解决方案。这个实践
课程包括一个为期两学期的应用项目，解决现实生活中的
行业问题。

FC = 弗莱明学院提供的独特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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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利伯顿艺术与设计学院

准备好释放你的想
象力了吗？

艺术可以带你到那里。
在提供独一无二的动手工作室体验的校园学习。
建立坚实的档案背景，带你进入下一阶段 – 从事高级研究、开始职业生涯或开始自己的实践。
体验式学习机会和专业教师将帮助你成为自己理想中的创造性人才和专业人士。
我们以提供独特而灵活的课程而闻名，这些课程由加拿大的艺术、工艺、设计、媒体和遗产研
究人员组成。没有其他大学可以为学生提供这么广泛的创意编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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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证书（专业代码） 课程长度 开学时间

文化遗产保护与管理（CHM） 4个学期 9月
博物馆管理与策展（ACM） 3个学期 9月

文凭 
这些课程在哈利伯顿授课。

一体化设计 FC 
加拿大唯一的此类设计基础课程，结合了设计原则、理论、
历史和流程。密集的工作室时间，你可以探索广泛的材料
实践和设计类别，这将帮助你发现自己的设计才能和兴
趣。非凡的经历包括在纽约WantedDesign展览中展出学
生作品。

视觉与创意艺术 
在这个沉浸式课程中，你第一年将从创作任何形式的艺
术必不可少的基础开始，然后选择一个工作室密集型学科

（绘画、珠宝、摄影、数字图像设计、动态图像设计、玻璃吹
制、陶艺、纤维艺术或艺术家锻造）。

FC = 弗莱明学院提供的独特课程

研究生证书 

这些课程在彼得伯勒授课。

文化遗产保护与管理 FC 
这是加拿大唯一的此类大学级研究生课程。通过广泛的实
践经验和密集、快节奏的课程，你将学习保护和保存博物
馆材料的各种技术。包括一次无薪实习。

博物馆管理与策展 FC 
这项时间密集型课程是在与博物馆和遗产组织协商后制
定的，包括实验室、实地考察、现场应用项目和宝贵的实践
学习。最后一个学期是无薪实习。

 93% 
的学生对学习体验的质量感到满意。 

（最新的KPI调查）

 4个月 
实习，安排在最后一个学期

 600+  
小时的工作室时间

 2,750 m2
 

专门的艺术和设计空间

通过设计文凭发挥创造力

文凭（专业代码） 课程长度 开学时间

一体化设计（IND） 3个学期 9月
视觉与创意艺术（VCA） 3个学期 9月

用研究生证书来保存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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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建议新生在校园参加我们的ELB分班考试。申请人也
可以在入学时提供最近的雅思或托福成绩，并直接进入相
应ELB级别。
为了获得最大的学习效果，学生将被安排在与其最低单项
技能分数相对应的ELB级别，或者在适当的情况下，根据
课程认为最合适的级别进行安排，不论雅思或托福成绩如
何。

ELB起始级别 IELTS TOEFL（网考） DUOLINGO

1 2.0  0-31
2 2.5 0-31 20-25
3 3.0 0-31 30-40
4 3.5 0-31 45-50
5 4.0 32-34 55-60
6 4.5 35-45 65-70
7 5.0 46-59 75-80
8 5.5 60-78 85-90

从8级起步，进入弗莱明学院课程

要进入弗莱明学院课程学习，学生必须达到特定课程的入
学要求，并在英语作为第二语言桥梁课程中达到以下成
绩：

• 对于大专文凭和证书：课程作业和结业测试成绩至
少达到70%。

• 对于研究生课程：课程作业和结业测试成绩至少达
到80%。

ELB课程日期
2021年

9月7日 – 10月29日
11月1日 – 12月24日
2022年

1月3日 – 2月25日
2月28日 – 4月22日
5月2日 – 6月24日
6月27日 – 8月19日

英语作为第二语言桥梁（ELB）课程

 8
个级别的英语 
技能学习

 30
分钟的每周一次私 
人辅导

 24
小时的每周一次由 
讲师指导的课程

 40+
次校外实地考察

（2018/2019学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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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径
我们与其他机构的许多转移协议使你可以从弗莱明学院
开始学习，然后在其他院校攻读大学学位或其他证书。弗
莱明学院与国内和国际高等教育机构都有衔接和学分转
移的机会。

 5
个国家/地区

 51
所合作伙伴机构

 600+
种外部途径

 35+
个机会在短短四年内完成文凭和学位。

共同的第一学期

你是否在寻求灵活性并有机会探索你的学术选择？司法与
社区发展学院和环境与自然资源科学学院的核心文凭专
业拥有共同的第一学期课程，而我们商学院的许多文凭专
业拥有共同的第一学年课程。通过这些基础课程，你将发
现不同专业领域的职业选择，同时你将获得知识基础和可
融会贯通的基本技能。你可能会发现别的课程更适合你的
目标和兴趣。你可以根据招生能力和学术要求转入你心仪
的专业。

 6
法律与公正课程

 10
环境与 
自然资源科学课程

 3
商科课程

 2x
加倍文凭的力量
我们的许多两年制文凭课程提供在同一学院获得第二个
文凭的机会，只需继续进行一到两个学期的学习。为你的
技能组合添加另一项专业知识并提高你的职业前景。

flemingcollege.ca/education-pathways

 5
个学术学院提供双文凭选择，包括：
  社会服务工作者 

+ 心理健康和成瘾工作者
  酒店 – 酒店和餐厅运营 

+ 旅游 – 国际旅行
  林业技师 

+ 生态系统管理技师
   电气工程技师 

+  仪表与控制工程技师
   健身与健康促进 

+ 娱乐与休闲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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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此开始
  研究你的选择并探索做出正确决策所需的信息。

  开始在线申请流程。 
在此处查找重要信息和申请门户网站的链接：

  flemingcollege.ca/international-education/ 
how-to-apply。

2.接下来
  通过OCAS国际申请门户网站接收录取通知书。

  在门户网站确认接收录取。
 

3.你就快要完成了！
  支付录取通知书中列出的押金和费用。

  申请学习许可和签证。

  计划你的旅行，包括住宿安排、机场接机选择和
迎新注册。

准备好成为弗莱明学
院的学生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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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特殊学术要求
申请下列课程的学生必须完成以下科目的12年级（或同等学历）课程。
学术课程（代码） 必修
生物技术 – 高级（BTF） 数学，2门不同的自然科学
木工与装修技师（CPT） 数学
计算机工程技师（CTN） 数学
计算机工程技术（CTY） 数学
计算机安全与侦测（CSI） 数学
保护生物学（CNB）新！ 数学（生物学、化学为建议）
文化遗产保护与管理（CHM） 化学
地球资源技师带薪实习（ERT） 数学
生态恢复（ERJ） 数学，自然科学
生态系统管理技师（EMT） 数学
生态系统管理技术（EMX） 数学
电气工程技师（EE） 数学（物理学为建议）
环境技师/可选带薪实习（ETN） 数学
环境技术（ETY） 数学
鱼类与野生动物技师/可选带薪实习（BO） 数学
鱼类与野生动物技术（FW） 数学
林业技师/可选带薪实习（FT） 数学
健康信息管理（HIM） 数学，2门不同的自然科学
仪表与控制工程技师（INT） 数学（化学、物理学为建议）
按摩理疗（压缩）（MAC） 2门自然科学
机械电子学（MTY） 微积分 
职业治疗师助理 
和物理治疗师助理（POA）

2门自然科学

药房技师（PHM） 数学，化学，生物学
资源钻探技师/可选带薪实习（RDB） 数学
焊接与装配技师（WFT） 数学

学术课程开始日期
学期 入学日期
秋季学期 2021年9月7日
冬季学期 2022年1月3日
春季学期 2022年5月2日

有关英语桥梁（ELB）课程的开课日期，请参阅第30页。

最低入学要求
语言要求 学术要求

文凭和证书 IELTS 6.0 
（单项成绩不低于5.5。来自印度的申请者： 

单项成绩不低于6.0）

TOEFL 79 高中文凭

研究生证书 IELTS 6.5（单项成绩不低于6.0） TOEFL 90 课程相关领域的大专文凭或大学
学位

课程特殊语言要求
学术课程 IELTS TOEFL
药房技师 

（PHM）
6.5（单项成绩
不低于6.0）

90

择优奖学金计划 新！
奖学金将颁发给刚刚完成第一学期学习且已进入第二学期学习的国际学生。资格将基于第一学期平均学分绩点（GPA）
。这些是符合条件的GPA范围和奖学金金额： 

字母 
等级

百分比 
等级范围

平均学分绩点 
GPA）范围

奖学金金额
一年制课程 
的学生

两年制或 
三年制课程的学生

A+ 90-100 4.0 $1,000 $2,000
A 85-89 3.8-3.999 $500 $1,000

奖学金将按照第一学期GPA的排名顺序颁发，直到所有学期的预备资金用尽或所有符合资格的人获得奖学金为止。

2021/2022学年      33



ONTARIO

Windsor

Sarnia

London

Sudbury
North Bay

Thunder 
Bay

Sault Ste. Marie

Peterborough

Haliburton

Lindsay

Toronto

Ottawa

flemingcollege.ca

地点： 安大略省中部， 
位于多伦多东北方向130千米

校区： 彼得伯勒 
林西 
哈利伯顿 
科堡

全日制课程：100+
全日制学生：6,500+

•  证书
•  文凭
•  高级文凭
•  研究生证书
•  联合文凭/学位

flemingcollege

flemingcollege

flemingcollege

@flemingcollege

International@flemingcollege.ca

关联

关注

观看

查看

联系方式

Vancouver

Calgary

Regina Winnipeg
Thunder Bay

Sudbury
Montreal

Quebec City

Toronto

Ottawa

Halifax
ONTARIO

车程

彼得堡（苏瑟兰校区） 
距多伦多1.5小时车程 
距渥太华3.3小时车程

林西（福斯特校区） 
距多伦多1.75小时车程 
距渥太华3.75小时车程

哈利伯顿校区 
距多伦多2.5小时车程 
距渥太华3.5小时车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