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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简介 About CNA

我们的使命

北大西洋学院(College of the North Atlantic，简称CNA)位
于加拿大纽芬兰拉布拉多省(Newfoundland-Labrador),是
加拿大大西洋地区规模最大的高等教育和职业技术培训中
心之一,是著名的公立学院。

我们用心培养高素质和高技能人才，以满足全球化环境下对
社会、经济和文化人才需求。

北大西洋学院于1997年由五个历史悠久的公立学院正式联合
而成。学院由遍布全省的17个校区和一个位于中东卡塔尔的
分校区组成。学院拥有先进齐全的教学仪器和设备，为学生
提供优良的学习生活环境,在校注册学生约20,000名，师生人
数比达到1:10,每年毕业生3,000余人。学院设有100余个专业
及资格认证，另有300多个兼职学习课程。学院是省创新发
展中的科研主导力量，并与多所加拿大、英国和美国高校签
署正式协议，使学生能够轻松升入本科深造。
北大西洋学院是加拿大社区学院协会(ACCC)成员，是中华人
民共和国教育部（Ministry of Educat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认证的加拿大院校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加
拿大大使馆教育处已认定北大西洋学院资质。(见中国教育
部涉外监管信息网 www.jsj.edu.cn )
College of the North Atlantic (CNA) is Newfoundland and
Labrador’s public college. It is one of the largest post-secondary
educational and skills training centres in Atlantic Canada.

CNA at a glance:
• 17 campuses in Newfoundland and Labrador
• 1 campus in Qatar
• 20,000 students enrolled annually
• 3,000 graduates annually
• More than 100 full-time program offerings
• 300 part-time courses
• 200 online courses
• 1,200 staff and faculty
• World-class, nationally accredited range of programming
• Transferability opportunities that promote continuing education at home and abroad
•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leadership in community and
regional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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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r Mission
We are committed to providing accessible, responsive, quality
learning opportunities which prepare people to become selfsufficient contributors to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a global context.
北大西洋学院有设备先进的教室和实验室，在三个校区有学
生宿舍。通过协调各服务部门及资源，学院还向全球伙伴提
供咨询，技术支持以及各种专业培训。
CNA offers a wide range of services and facilities to students and
business clients and in addition to state-of-the-art classrooms
and labs, on-site accommodations at three campus locations in
the province. Through our corporate services department, we
coordinate resources and activities to serve the needs of clients
worldwide through consulting services, technical assistance,
and customized training programs.

我们的承诺
• 我们提供平等、高质量的学习机会与无微不至的关怀和服
务。
• 我们的毕业生所学到的知识与技能，将帮助他们在当今全
球社会及经济的激烈竞争中取得成功。

• 音乐：表演、商业和技术
and Technology)

(Music: Performance, Business

• 录音制作(Sound Recording & Production)
• 手工艺及服饰设计(Textile: Craft & Apparel Design)
• 电子游戏艺术和设计 (Video Game Art and Design)

Our Commitment
• We are committed to providing accessible, responsive and
quality learning opportunities to all of our students.
• We are committed to providing our graduates with the knowledge and skills for personal and professional growth needed for
success in today’s competitive global economy.

专业介绍 Programs
北大西洋学院每年约3000名毕业生走向社会不同的工作领
域。

专科教育学院 School of Academics

商学院 School of Business
• 工商管理 (两年)(Business Administration)
会计 （Accounting）
通用工商管理（General）
人力资源管理（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市场营销（Marketing）
• 商业管理 (三年)(Business Management）
会计 （Accounting）

•

居民升学(Aboriginal Bridging Program )

人力资源管理（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

文理综合升大学 ( CAS Transfer: College-University

市场营销（Marketing）

•

文理综合升学院 (CAS Transition )

• 办公管理（Office Administration)
行政（Executive）

应用艺术学院 School of Applied Arts

法律(Legal)

• 社区娱乐领导力(Community Recreation Leadership)

医药(Medical)

• 社区服务培训(Community Studies)

信息管理(Records and Information Management)

• 数字动漫(Digital Animation)
• 早期儿童教育(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 早期儿童教育 (网修)(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by Distance
Education)
• 影视制作(Film and Video Production)

工程技术学院 School of Engineering
Technology
• 建筑工程技术（Architectural Engineering Technology）

• 图像传播学（Graphic Communications）

• 化工过程工程技术 (Chemical Process Engineering
Technology Co-op)

• 平面设计(Graphic Design)

• 土木工程技术（Civil Engineering Technology）

• 新闻学(Journalism)

• 计算机系统工程技术(Computing Systems Engineering
Technology Co-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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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气工程技术 电量与控制（Electrical Engineering Technology-Power & Controls）
• 电子工程技术（生物医学）(Electronics Engineering Technology-Biomedical)
• 测绘工程技术(Geomatics /Surveying Engineering Technology
Co-op)
• 工业工程技术(Industrial Engineering Technology Co-op)
• 仪表控制工程技术 （Instrumentation and Controls Engineering Techonology）
• 机械工程技术(Mechanical Engineering Technology)
•

机械制造工程技术（Mechanical
gy-Manufacturing Co-op）

Engineering Technolo-

工业教育学院
School of Industrial Trades
•

飞机维修工程技师（Aircraft
Technician）

Maintenance

Engineering

• 飞机构架修理技师(Aircraft Structural Repair Technician)
• 汽车服务技师（Auto Service Technician）
• 烘培师 （Baker）
• 木匠 （Carpenter）
• 建筑/工业电工 （Construction/Industrial Electrician）
• 厨师 （Cook）

• 石油工程技术(Petroleum Engineering Technology Co-op)

• 发型师 （Hairstylist）

• 工艺工程技术（Process Operations Engineering Technology）

• 重型设备操作员 （Heavy Equipment Operator）

• 安全工程技术(Safety Engineering Technology-Post Diploma)
• 焊接工程技师(Welding Engineering Technician)

健康科学学院 School of Health Sciences
• 超声诊断（Diagnostic Ultrasonography）
• 家庭护工/个人护理（Home Support Worker/ Personal Care
Attendant）

• 矿工 （Mining Technician）
• 水管工 （Plumber）
• 焊接工 （Welder）

信息技术学院 School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 计算机系统和网络(Computer Systems and Networking)

• 医学实验助理 (Medical Laboratory Assistant)

• 信息管理 (Information Management)

• 医学实验室学(Medical Laboratory Sciences)

• 程序分析(Programmer Analyst (Business) Co-op)

• 医用X光技术（Medical Radiography）

• 软件开发(Software Development）

• 实用护理学 (Practical Nursing)

• 网站开发 (Web Development)

• 急救护理（Primary Care Paramedicine）
• 康复助理 (Rehabilitation Assistant-OTA / PTA)
• 呼吸治疗（Respiratory Therapy）

旅游与自然资源学院 School of Natural
Resources
• 鱼类与野生动物技师(Fish and Wildlife Technic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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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森林资源技师(Forest Resources Technician)

		

印第安纳大学与普渡大学印第安纳波里斯 联合分校
美国）

		
		

Indiana University Purdue University at Indianapolis
(USA)

旅游学院 School of Tourism

		

莱斯布里奇大学

• 酒店及旅游管理(Hospitality Tourism Management)

		

University of Lethbridge

所有专业信息请以北大西洋学院官网最新信息为准。

		

维多利亚大学

http://www.cna.nl.ca/Programs-Courses/

		

Victoria University

• 地理信息系统应用专家(GIS Applications Specialist)

办学特色 Characteristics
北大西洋学院实施理论与实践结合式教学，努力为学生创造
就业机会。北大西洋学院与工商业界建立了长期合作项目，
为学生提供在所学专业相关行业内全职带薪的实习机会。对
于国际学生来说，更是融入加拿大工作环境的绝佳时机。该
项目更让我院掌握就业前景的最新动态，及学生们在工作中
的反馈。尽早发现问题和及时在教学中改革，这让我院成为
大西洋地区最具公信力，最优质的高等教育培训中心之一。
同时，北大西洋学院与多所加拿大和国外高等教育院校签署
正式协议，让我们的学生能够轻松从北大西洋学院转向本科
继续学习深造。

中国项目 China Projects
北大西洋学院非常重视与中国的合作，从1999年开始第一个
合作办学项目，如今已经与中国的多间高等教育院校建立了
合作伙伴关系。
中国合作办学院校
吉林大学莱姆顿学院
Jilin University Lambton College
江南大学北美学院

加，美，英等协议院校

Jiangnan University North American College

亚瑟柏大学

湖北理工学院

Athabasca University

Hubei Polytechnic University

凯波布兰顿大学

福建对外经济贸易职业技术学院

Cape Breton University

Fujia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 Economic College

湖首大学

绵阳职业技术学院

Lakehead University

Mianyang Polytechnic

利兹大学（英国）

海口经济学院

Leeds University (U.K)

Haikou College of Economic

纽芬兰纪念大学（加拿大综合大学排名第五）
		

Memorial University of Newfoundland
诺斯伍德大学（美国）

		

Northwood University（USA）

向中国合作院校提供
• 学籍
• 课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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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学计划
• 教学大纲
• 教材

纽芬兰-拉布拉多省民风淳朴，文化悠久而独特；这里是远
足，滑雪，高尔夫球，皮划艇，钓鱼等大自然爱好者理想的
目的地；这里是驯鹿、麋鹿、三文鱼、鲸类和各种海鸟生存
的天堂。

• 项目标准与评估
• 考试标准

纽芬兰-拉布拉多省优良的社会治安，宽松的移民条件及丰
厚的福利措施，已被越来越多的人熟知和认可。

• 国际学生英语标准

学生

纽芬兰省官方网站:

• 在中国合作院校所修学分被北大西洋学院认可

http://www.newfoundlandlabrador.com/

• 可获得中国合作院校和北大西洋学院双文凭
• 所获北大西洋学院文凭与加拿大本地学生无任何差别
• 可根据个人意愿，学习成绩及家庭经济状况选择在
中国或加拿大的学习；如，中国一年+加拿大		
2年（1+2)，（2+1）或（3+0）。
学分转移详情见,纽芬兰教育部官方网站
www.aes.gov.nl.ca/postsecondary/transferguide/index.html

圣约翰斯市 St. John’s
• 省会
• 北美最古老的城市之一
• 省最大的城市
• 历史悠久的商业中心
• 渔业与制造业中心
• 世界知名的天然良港

纽芬兰-拉布拉多省介绍
About Province
纽芬兰-拉布拉多省(Newfoundland-Labrador)位于北美洲东
北角，濒临大西洋，是加拿大最东端的省份。总面积405,720
平方公里，人口约51.5万（2011），主要分布于长达2万公
里的沿海地带。海洋性气候，冬暖夏凉，年平均气温5摄氏
度。镍、石油、天然气等矿产资源丰富。

纽芬兰曾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在1949年通过公民投票决
定加入加拿大。这一决定使它成为加拿大第10个省份和最
年轻的一个省份，同时也为加拿大带来了北美新大陆最悠
久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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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拿大冬季最温暖的城市之一
（仅次于维多利亚和温哥华）

国际学生关心的事 Information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s
北大西洋学院拥有得天独厚的英语语言环境，华人少，实行
小班授课，教学体制严瑾，开设实验课和讨论课以培养学生
的创新意识和创造能力。这些可以让国际学生迅速地提高英
语能力、真正的体验北美教学方式和学到牢固的专业知识。

居住 Accommodations

费用 Fee Information
寄宿家庭 每月$600-800
校外租房 每月 $400-600
费用信息仅供参考

服务 Services
国际学生办公室为国际学生提供长期和细致的服务，如注册
申请、第一次到达接机服务、校园与城市介绍、银行信息、
签证和移民及健康保险信息等，以帮助国际学生解决在生活
学习中遇到的各种困难。

寄宿家庭 Homestay Program
北大西洋学院所提供的寄宿家庭都是经过严谨仔细的挑选，
让国际学生了解当地文化，提升英文能力，为学生提供一个
安全和舒适的生活环境。

校外租房 Off Campus Housing
国际学生办公室还为学生提供校外租房信息，帮助学生找到
更理想的住处。

毕业 Graduation
* 北大西洋学院覆盖全省的17个校区为省经济发展做出了卓
越的贡献，并提供了广泛的就业机会。

* 北大西洋学院拥有国际公认的良好声誉，这使它赢得了10
年5亿美金在卡塔尔建立校园的合同。这是加拿大教育机构
史上获得的最大合同，同时也奠定了北大西洋学院在世界舞
台上的领先地位。此外，北大西洋学院的学生，教师及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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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次获得省和国家级奖项。你可以自豪的说，你是北大西洋
学院（College of the North Atlantic）的毕业生。
* 雇主认可北大西洋学院的文凭及愿意雇用北大西洋学院的
毕业生以填补公司的职位空缺。而毕业生对他们的投入与回
报感到满意。

* 北大西洋学院校友会为毕业生建立长期档案，你将有机会
与其他校友建立校友网络，行业合作，企业接触和寻求就业
机会。我们提供最贴心的关注。

北大西洋学院的毕业生在工作中学以致用。据职业调查研究
报告指出：北大西洋学院毕业生从事专业对口工作的比率超
过本省本科学位机构。可以确信，选择北大西洋学院，你已
经做了一个明智的投资。
最新的调查表明，北大西洋学院的毕业生超过75%在本省找
到了工作。事实上，北大西洋学院的毕业生比私立大学和四
年制本科大学的学生更容易找到满意的工作

* 你努力得到了加拿大北大西洋学院的大专文凭或证书，你
应该为此感到自豪！你毕业于一个最优秀的教育机构之一；
你学到的专业知识是首屈一指的。
* 毕业生出色的工作能力让我们感到自豪。请走出校园后一
定与我们保持联系，让我们知道你的成功。你会惊奇的发
现，北大西洋学院校友遍及全省，加拿大和世界各地。

之一 。
“College of the North Atlantic (CNA) continues to have the
lowest tuition fees of any post-secondary institution in Atlantic
Canada.”

入学申请 Application
联系我们
China.projects@cna.nl.ca

政府优惠政策 Benefits
开放及延长工作签证
加拿大移民局公布国际学生毕业后转申请工作签证政策，更
有利于国际学生毕业后就业和居住。
“A work permit under the Post-Graduation Work Permit Program
may be issued for the length of the study program, up to a
maximum of three years. ”
加拿大移民局官网
http://www.cic.gc.ca/EnGLIsh/study/work-postgrad.asp
纽芬兰拉布拉多省政策：国际学生可享有纽芬兰省医疗保险

毕业生成功的故事

“Since June 11, 2007, the Provincial Government extended
health care coverage under the province’s Medical Care Plan
(MCP) to international students undertaking post-secondary
studies in Newfoundland and Labrador.”

http://www.cna.nl.ca/Alumni

省政府官网
http://www.health.gov.nl.ca/health/mcp/international.html

学费 Fee Information
在加拿大，纽芬兰拉布拉多省是学费最低的省份之一。
“Quebec, along with Newfoundland and Labrador, had the
lowest average tuition fees overall—for both undergraduates
and graduates...”
加拿大统计局官网
http://www.statcan.gc.ca
北大西洋学院是加拿大大西洋地区学费最低的高等教育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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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问题解答 FAQ
* 怎样办理加拿大学生签证？
http://www.canadainternational.gc.ca/china-chine/
你可以通过加拿大驻华大使馆签证处网站获得详细信息。

* 我是北大西洋学院(CNA)合作办学院校的学生，怎样才能
获得CNA毕业证书？
CNA专业课程达标并且英语水平测试（如 雅思、托福）
达标可以获得CNA毕业证书。
* 我在CNA中国合作院校读书，想申请9月到加拿大继续完成

国际学生办公室联系方式 Contact Us
International Services
College of the North Atlantic
1 Prince Philip Drive, P.0. Box 1693

CNA课程，正在办理签证，CNA可以提供哪些文件？

St. John’s, NL, Canada,

录取通知书和正式成绩单。请联系CNA中国项目部。

邮编：A1C 5P7

* 在加拿大国际学生可以打工吗？
在一定条件下可以。首先要查看你的学生签证是否注明
限制条件。已经完成6个月全日制学习的国际学生，有资
格向加拿大移民局申请校外打工签证。
http://www.cic.gc.ca/english/study/work.asp

电邮 Email: international@cna.nl.ca
电话 Tel: +1 709 758 7290
传真 Fax: +1 709 758 7505		
网址 Website：
www.cna.nl.ca/Future-Students/International-Students.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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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中国项目部 Contact Us
China Projects
College of the North Atlantic
Ridge Road Campus
P.O. Box 1150
St. John’s, NL, Canada
邮编：A1C 6L8
电邮Email china.projects@cna.nl.ca
网址Website http://www.cna.nl.ca/chin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