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扫描：
全面扫描
：加拿大高校教育经济资助体系
加拿大是一个高福利的国家，加拿大的大学都是
由政府投资的公立大学。由于政府对学校有大量补

年奖学金覆盖加拿大的中学、学院、大学和 CEGEP 的学

贴，作为纳税人的加拿大本国学生所享受的政府学费

民、永久居民才能申请。
详 细 信 息 ：http://www.millenniumscholarships.ca/

生。Canadian Millenium Scholarships 也是只有加拿大居

补贴非常高。永久居民就是加拿大居民，其物质和福
利待遇和加拿大公民相比没有区别。中国学生如果获

en/students/index.asp
除此之外，加拿大政府也有一些专门针对非加拿
大学生的奖学金项目：

得加拿大永久居民身份后，即可以马上享受加拿大的
教育优惠。如：可以获得政府无息贷款。无息贷款的

•Canadian Commonwealth Scholarship Program

计息期，
一直到你离开学校 6 个月之后才开始计算。

这个计划主要是向在加拿大学习的一些其他联邦
国家的研究生提供奖学金的项目。这个项目由 Foreign

学生贷款 Student Loans
加拿大政府鼓励高等教育, 对有志上大学、学院的

Affairs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Canada (DFAIT)出资，并

人, 不论年龄与婚否, 经审查合格, 联邦和省政府就会
给学生提供无息贷款。在学生学习期间，由联邦和省

决定每年奖学金的名额多少。该项目的日常事务由
Canadian Bureau for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CBIE)来管

政府支付学生贷款的利息。学生毕业半年后, 开始以

理。此项目还包括研究生交换项目 Graduate Students'

当时银行利息利率为标准，分期偿还借贷的政府资助。
加拿大政府从 1964 年开始实行“加拿大学生贷款

Exchange Program (GSEP)。遗憾的是中国并不在此项
目的合作国家范围之内。
•Government of Canada Awards Program

计 划 ”（CSLP，Canada Student Loans Program），但

这是一个专门给在加拿大学习／研究的外国留学

Northwest Territories, Nunavut and Quebec 三个省份并
没有参与这个计划。学生在校学习期间以及毕业后的

生的奖励项目。GCA 项目奖励来自不同国家的留学
生。此项奖学金只分配给加拿大公立大学及其附属研

6 个月内，由政府来偿还贷款利息，贷款最长偿还期为

究机构。

9.5 年。这个计划主要是面对加拿大本国学生的，本科
生、硕士生和博士生均可申请。你可以到 CanLearn 的

这个计划由 Foreign Affairs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Canada (DFAIT)出资，
并决定每年奖学金的名额是多少。

网站上查询相关的情况。http://www.canlearn.ca/。
1．享受学生贷款的条件：
有工卡的加国公民或移民，证实有经济困难，需贷
款完成学业；
在被政府认可的大学、学院全日学习，或至少上
60% 的全日制大学课程；

该计划的日常事务由 Canadian Bureau for International
必须为全日制学生；
在指定的学校，参与至少两年的学位、文凭或者证
书的学习计划；

在学习期间成绩不能低于中等水平；

必须是四年之内中学毕业进入大学学习的；

无拖欠不还学生贷款的记录。
申请人需填表并接受政府有关部门的审核批准,

必须提供父母上一财年的收入证明。

才可去指定银行办理学生无息贷款。

2．给高学费半日制学生提供补贴
这种类型的补贴主要是提供给那些学生贷款依然

2．贷款时间：
学生贷款的时间一般是根据学生所学专业需要的
时间额外再加一年。例如四年可完成的专业, 学生贷

不足以支付其学费的半日制学生。这种类型的补贴可
以在学生贷款期间申请。这种补贴不需要偿还，但需
要纳税。

款可达五年。 但每个人一生享用无息学生贷款的时间
不得超过 340 周, 约 6.5 年，且并不是每个学生都被批
准贷款如此长的时间, 要视个人专业等具体情况而

符合以下条件的加拿大人即可申请此种补贴：
符合加拿大半日制学生贷款的条件；
证明其为什么要申请半日制学生贷款学习；

定。
3．贷款数额：
一般根据个人经济状况和政府规定的基本生活水
准来计算，由政府审核部门决定，每个学生不等，但每
人累计总数额不得超过 3.5 万加元。
4．偿还减免：
加拿大政府为了鼓励学生们完成大学学业, 在学
生毕业时, 政府根据学生的经济状况和学习成绩等情
况，对学生贷款的偿还给予不同数量减免，但学生必须
在毕业前填表向政府申请减免。

补贴 Grants
1．给低收入家庭提供的补贴
申请这种补贴的学生至少有 2 年的学习计划，在其
入学第一年可以申请这种补贴。补贴的金额一般为学
费的一半，但最多不超过$3,000。
只要你符合以下条件即可申请此种补贴：
符合加拿大全日制学生贷款的条件；

家庭收入在指定的标准以下；
3．给有家属的学生提供的补贴
这种补贴提供带家属的学生，且证明你的经济需
要超过学生贷款的总数。这种类型的补贴可以在学生
贷款期间申请。这种补贴不需要偿还，但需要纳税。
符合以下条件的人即可申请此种补贴：
在指定的学校学习；
每周的学习费用超过$275；
每年的费用超过高学费半日制学生的费用（$1,200
per loan year）或者超级半日制学生贷款的费用（$4,000）。
4．给残疾学生提供的补贴
如果申请者有永久性残疾：如耳聋、失明、身体残
疾，可以申请此类型给永久残疾学生提供住宿等的补
贴。每一个借贷年，加拿大学生补贴可以提供$8,000 的
费用以保证学生可以支付因为你身体残疾而额外支付
的相关教育费用。
申请此补贴，需要符合以下条件：
符合加拿大半日制或半日制学生贷款的条件；

有永久性残疾：这种身体或者精神上的损伤限制
其在学校或者身体上的活动能力；
需要与教育活动相关的额外的服务或者设备来完
成其日常的学习。
5．为攻读博士学位的女性提供的补贴
如果你是攻读博士学位的女性学生，你可以申请
这种此类型的补贴，每年$3,000，最多可以申请三年。
这种补贴旨在提供女性在某些特别领域的参与程度。

Education (CBIE)来管理。此计划还包括研究生交换项目
Graduate Students' Exchange Program (GSEP)。遗憾的是
中国也并不在此项目的合作国家范围之内。

•Organization of American States Fellowships
Programs
此项目是为在加拿大学习／研究的美国国家的研

究生提供奖学金的项目。申请此奖学金的人不能通过
网络申请，只能到各个国家专门的办事处去申请。中
国当然也不在此项目之内。
除了加拿大的联邦政府有一些奖学金项目后，每

其他补贴与奖学金

• 加 拿 大 研 究 生 奖 学 金 计 划 Canada Graduate
Scholarships Program（CGS）

个省的也有奖学金项目。比如：安大略省研究奖学金
项目和魁北克省奖学金。
大多数外国留学生能获得的加拿大政府的经济资

从 2003 年开始加拿大政府开始实施 CGS 计划，此
项计划每年资助 2000 名博士和 2000 名硕士。CGS 只
有加拿大居民或者加拿大永久居民才可以申请。CGS

助相对有限。但是有些学校可能提供专门给外国学生
的奖学金（根据学业成绩）。一般来说，本科生机会较
少。而硕士和博士研究生获奖学金的机会较多。关于

计划 60%的资金由 SSHRC 出资，主要资助社会科学和
人文科学的学生。CGS 奖学金会分配给加拿大各大
学，如果该学校没有分配到 CGS 奖学金，该校学生可以

有何种奖学金，最好向学校的学生顾问进行咨询。但
是请记住，申请这些奖学金的人很多，而奖学金不能满
足全部学习费用。奖学金的申请可以在入学申请被批

向 SSHRC 直接申请。
CGS 奖学金主要资助那些在本科阶段或者研究生

准之后，也可以与入学申请同时进行，但奖学金的批准
和颁发发生在被录取之后。

的早期阶段，在社会科学和人类科学领域有过突出成
绩的学生。SSHRC 还有博士生和博士后的资助项目。
CGS 的 硕 士 项 目 一 次 性 提 供 12 个 月 的 费 用 ，共 $17,

如果你读的是研究生，根据你的学术能力可能有
资格获得助教或助研职务（协助教授进行教学或研究）
获得一部分资助，这种资助是向大学的资助办公室申

500。申请者必须是加拿大大学攻读全日制的硕士学
位，且符合 SSHRC 的申请条件。
详 细 信 息 ： http://www.sshrc.ca/web/apply/

请的。这些奖学金／助学金／补贴／减免可分为：加
拿大政府提供的；私人及私人性质的基金会提供的；学
校提供的。

program_descriptions/fellowships/cgs_masters_e.asp
• 加 拿 大 千 年 奖 学 金（Canadian Millenium
Scholarships）

事实上加拿大对学生的经济资助是非常多的，下
面给大家介绍两个加拿大奖学金搜索网站：
http://www.scholarshipscanada.com

从 1998 到现在，加拿大千年奖学金基金会已经为
加拿大 50 万学生提供$1.6 billion 的奖学金。加拿大千

http://www.studentawards.com
（编辑：
董睿）

不可否认，加拿大是最受移民欢迎的国家。数字
显示，每年有 25 万人以不同方式从世界各地来到加拿

麦吉尔大学（McGill University），
位于加拿大魁北克
多伦多大学也是加拿大仅有的美国大学联盟的成
省蒙特利尔市，
建立于1813年，
其前身是由著名慈善家詹
员。另外，英属哥伦比亚大学（UBC）、阿尔伯塔大学
姆斯·麦吉尔（James McGill）捐赠成立的麦吉尔学院。 （University of Alberta）和维多利亚大学（University of
1829年，
蒙特利尔总医院的教学部并入麦吉尔学院，
从此
Victoria）都曾经是麦大的分校，他们的校长也都是麦
学校正式改名为麦吉尔大学，
吉尔大学的毕业生。
并于同年正式开课。
麦吉尔大学设有农业、艺术教育、工程、管理、音
尽管麦吉尔大学位于讲法语的省份魁北克省，但
乐及科学七个院系，提供 100 多个专业的课及副修专
它依然是以英语教学的大学，绝大多数学生的母语为
业的课程教学。其中特别要强调的是，医学是麦吉尔
英语。麦吉尔大学一直以来都是多伦多大学
大学的传统强项，拥有加拿大顶尖的医学院。其医学
（University of Toronto）
“加拿大第一名校”称号的“最
院培育出了很多优秀的毕业生，像是 1977 年诺贝尔
有 实 力 的 挑 战 者 ”，她 与 多 伦 多 大 学 、皇 后 大 学
（Queen’
s University）并称为加拿大的“常青藤盟校”。 生 理 学 医 学 奖 的 获 得 者 安 德 鲁·维 克 托·沙 利
由于 60 年代开始的魁北克独立运动，让加拿大 （Andrew Victor Schally），以及 1981 年诺贝尔生理学
医学奖的获得者戴维·休伯尔（David Hubel）等。直至
其他省份的很多优秀学生裹足不前，蒙特利尔市逐渐
今天，麦吉尔大学仍然在攻克癌症、帕金森氏病、爱滋
失去了加拿大第一大城市的桂冠，麦吉尔大学也由于
病等研究领域居于世界先进水平。麦吉尔大学所属
资金短缺，在近十年来的麦克琳杂志大学排行榜上排
的皇家维多利亚医院，是加拿大最大的综合医院之
名逐渐滑落，将“加拿大第一名校”的称号拱手送给了
一，也是大家熟悉的白求恩大夫曾经工作过的地方。
多伦多大学，至今这两所学校依然有“瑜亮情节”。甚
本科入学要求：
至在有些年度的排名榜上，麦吉尔大学不敌皇后大学
高中毕业证书；
和 远 在 西 岸 的 英 属 哥 伦 比 亚 大 学（University of
高中毕业考试成绩优秀；
British Columbia），始终在三、四名间徘徊不前。从
新托福 iBT100 或者雅思 6.5 分。
2003 年开始，麦大的排名再次回升到了第二名。2008
研究生入学要求：
年，麦吉尔大学分别在加拿大综合类大学排名、加拿
新托福 iBT 86（每门不低于 20）或者 IELTS 6.5；
大医学博士类大学排名榜上高居榜首。
某些专业要求申请人提供 GMAT或者GRE成绩；
整体来讲，麦吉尔大学的综合实力还是非常强，
大学最后两年的 GPA 3.2 或以上。
她的教学及研究水准被认为可媲美美国长青藤 8 所
（编辑：董睿）本版图片来源：百度
大学，因此素有“加拿大哈佛”之称。麦吉尔大学和

大定居。移民的方式或种类大致分三种，分别是“经济”
了房子给幼女居住，
又给她提供学费和其它生活费。
类别、
“ 难民”类别和“家庭团聚”类别。“家庭团聚”类
为尽父亲的天职，令爱女得回家庭温暖，施先生以
别的申请，一般是会获得优先处理的。理由是，加拿大
赞助人（sponsor）身份，向加拿大移民部申请幼女移民加
的移民政策，很重视家庭团聚。此政策亦明列于有关的
拿大，一心要补偿十五年父爱予幼女，与女共聚天伦。
法律条文中。 根据《移民及难民法》第 3 条，移民法案的
可是，当施先生收到移民部的答复时，霎时间如晴天霹
目的之一，就是要“看到”家庭成员在加拿大团聚。家庭
雳，移民部竟然否决了他的申请！移民部决定的理据何
团聚的移民申请，
都是以赞助的形式启动的。
在呢？施先生幼女的申请结果如何？请看下回文载。
根据《移民及难民保护规则》第 117 及 130 条：18 岁
附表：《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十
以上的加拿大公民或永久居民，
可以赞助下列亲属，
以家
八条：国家稳定现行生育政策，鼓励公民晚婚晚育，提
庭团聚类别方式，
移民加拿大：1.配偶，
或同居伴侣；2.父
倡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子女；符合法律、法规规定条件的，
母，或祖父母；3.子女（仍依赖父母者）；4.18 岁以下，未
可以要求安排生育第二个子女。具体办法由省、自治
婚，及双亲已丧的兄弟、姊妹、侄、甥、及孙；5.18 岁以下
领养子女；6.其它亲属（如果赞助人没有任何上列亲属， 区、直辖市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其常务委员会规定。少数
民族也要实行计划生育，具体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
及没有任何身份是加拿大公民或永久居民的亲属）。 有
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其常务委员会规定。
关“家庭团聚”移民申请的法例（特别是配偶和子女类
各地计生委负责具体执行本地计划生育政策，通
别），一般都比其它类别宽松。不过，在某些范围内，似
常：大部分地区农村家庭如果第一胎是女孩，则可以生
乎又非常严苛。以下案例，
可见一斑。
育第二胎；如果第一胎是男孩，则只能生育一胎。除汉
施先生与他的妻子都是在中国出生，婚后先后诞下
族壮族等人数超过 1000 万的少数民族之外的其它少数
两名小孩，之后又再诞下第三名女儿。由于当时中国实
民族家庭多半可生育 2 胎，部分地区可生育 3 胎，视各地
施“一孩政策”，为了避免重罚，他们迫不得已将幼女送
给施先生的弟弟作为养女。当时幼女只有两个月大。 法规不同。城市汉族只允许生育 1 胎。双胞胎、多胞胎
（关于中国的计划生育法概览，请看附表。
）施氏夫妇眼
已达规定计划生育数的不得再生育。
见弟弟夫妇对幼女如掌上明珠，
心里感到十分宽慰。
具体来说，北京、上海、天津、江苏、四川等省，实行
之后施氏夫妇与两名小孩移民到加拿大定居，
而幼女
的是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的政策。海南、云南、青海、
一直与养父母（即叔父和叔母）一同居住，
直至养父母终于
宁夏、新疆等省，实行的是农村普遍生育两个孩子的政
诞下了亲生的小孩，情况就改变了，幼女由一颗“掌上明
策。西藏地区没有生育孩子数量的限制。其它大部分
珠”
，
转瞬间变成一颗随处可拾的卵石，
待遇大不如前。
省在农村实行的政策规定，第一个生的是女孩的，可以
幼女一直不知道自己真正的身份。不过，自从懂事
再生一个孩子。在城市，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可以生
之后，她感觉到“父母”对待弟妹们与自己是厚此薄彼， 育两个孩子。还有六个省规定，在农村一方是独生子女
“父母”对自己比较差。直到 15 岁的时侯，
她的养母终于
的，可以生育两个孩子。 在计划生育政策早期，政府提
告诉了她的真正身份，
亦告诉了她谁是她的亲生父母。
供“独生子女父母奖励费”，并发放象征性的《独生子女
施先生一直未有与女儿相认，一方面是不想女儿感
父母光荣证》来鼓励家庭遵守计划生育政策。
到是被亲生父母遗弃，而另一方面亦以为女儿生活在弟
计划生育属于强制执行。通常怀孕早期，或者说
弟家中十分幸福。但一旦知道女儿得知自己身份后，施
流产可行时，计生委将让非计划怀孕者流产。发现在胎
先生立即从加拿大返回中国，与幼女相认。见面时，幼
儿已经出生后，计生委将依法对该家庭处以大额罚款。
女告诉亲父生活一直不愉快，因为叔父母对待她不甚
现在，此罚款的金额参照该家庭的年收入，为此金额的
好。幼女希望返回亲父母的家庭重新生活。亲生父亲得
数倍。例如江苏省计划生育条例（1990）规定超生第一
知幼女的境况后，
心如刀割，
要知当年是不得已才将幼女
胎将“对夫妻双方按其孩子出生前两年平均年经济总收
送予弟弟，
本以为弟弟会视幼女如己出，
怎料此举不但与
入的三倍处以罚款”
。（以上数据，
摘录自“维基百科”
）
幼女骨肉分离，
更令幼女失去应有的家庭温暖。
（请 登 陆 http://www.inorstar.com 浏 览 吴 先 生 往 期 文
经过一轮协商之后，
幼女的养父答应将她交回亲父。 章。此文由 CWO 加拿大政府认证移民顾问兼香港律
于是便向人民法院申请撤消领养令。 撤消领养令发出了
师吴耀荣先生提供）吴先生电话：416-590-7465 手机：
之后，
施先生与幼女便回复正常的父女关系，
施先生安排
416-451-4867 电邮：
terry.ng@canada-world.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