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多伦多大学【第三篇】 

University of Toronto 

一、 多大入学奖学金 

       多伦多大学及其学院每年颁发超过 4400 个本科生入学奖学金。符合条件的高中生 

(包括国际学生) 在申请大学时，根据成绩或经济需要会自动被考虑获得入学奖学金。 

奖金和奖金额度因部门和学院而异，大部分入学奖学金是自动颁发的，这些择优录取 

不需要单独申请，有部分入学奖学金需要单独申请。以下介绍一些常见的面向本地 

生和国际生的入学奖学金。 

二、 面向本地生和国际生奖学金 

1. President’s Scholars of Excellence Program（本地生和国际生） 

获奖资格: 大约 90 名优秀的国内外高中生将根据其入学时平均成绩自动获得该奖 

                   学金。获奖者必须申请第一年直接进入本科学习。 

奖学金类型: 入学奖学金 

程序：自动考虑 

适合人群：本地生和国际生 

适合年级：本科生 

奖学金金额：第一年获得 1 万加元的入学奖学金，第二年有机会获得在校园兼职 

                        工作， 并保证在其上大学期间获得国际学习机会。 

 



2. University of Toronto Scholars Program（本地生和国际生） 

      获奖资格: 大约 700 名优秀的国内外高中生将根据其入学时平均成绩自动获得该 

                           奖学金。获奖者必须申请第一年直接进入本科学习。 

奖学金类型: 入学奖学金 

程序：自动考虑 

适合人群：本地生和国际生 

适合年级：本科生 

      奖学金金额：: $7,500  

3. University Of Toronto Scholar（本地生和国际生） 

获奖资格:  

★ 本地和国际高中生（包括 CEGEP I, II & III) 

★ 成绩优异者 

奖学金类型: 入学奖学金 

程序：自动考虑 

  适合人群：本地生和国际生 

               适合年级：本科生 

      奖学金金额：: $7,500  

4. Mississauga Guaranteed Entrance Scholarship（本地生和国际生） 

              多伦多大学密西沙加校区入学奖学金面向所有国内和国际学生设置，根据成绩               

        分以下三个级别： 

★ 95.0%及以上：最高$12,000（每年$3,000 x 4 年) 

★ 92.0% - 94.9%：$3,000 

★ 90.0% - 91.9%：$2,000 

 



5. U of T Scarborough Entrance Scholarships （本地生和国际生） 

        多伦多大学士嘉堡校区入学奖学金根据成绩自动颁发给优秀的国内外学生。 

★ 95%及以上：$12000($3,000 x4 年, GPA不少于 3.70) 

★ 92.0% - 94.9%：$2000 

★ 90.0% - 91.9%：$1500 

★ 88.0% - 89.9%：$1000 

三、 面向本地生奖学金 

         National Scholarship Program（本地生） 

            获奖资格:  

 加拿大公民或永久性居民 

 成绩优异，热爱学习 

 致力于学校和社区活动的创新思想者 

 获得 National Book Award 提名者或自认符合上述标准者 

奖学金类型: 入学奖学金 

程序：需要在线申请 

适合人群：本地学生 

奖学金金额：奖学金包括最多四年的学费、杂费和住宿费。第一年获得$7500，其 

                        余三年每年获得$1500 

四、 面向国际生奖学金 

1. University of Toronto International Scholar Award（国际生） 

获奖资格: 被多大录取进入本科课程的国际学生将根据其入学时平均成绩自动获得   

                   该奖学金。如果符合条件，此奖项可续期三年。 

以下学院或校区可颁发此奖项： 

 文理学院（包括罗特曼商学院） 



 应用科学与工程学院 

 多伦多大学密西沙加分校 

 多伦多大学士嘉堡分校 

奖学金类型: 入学奖学金 

程序：自动考虑 

适合人群：国际学生 

     奖学金金额：4 年内$80,000 - $180,000  

2. Lester B. Pearson International Scholarship Program（国际生） 

            多伦多大学的 Lester B. Pearson International Scholarship Program 奖学金计划旨

在表彰那些成绩优异且具有创造力的国际学生，并被认为是学校的领导者。特别强调

的是学生对其学校和社区生活的影响，以及他们将来对全球社会作出积极贡献的潜力。

这些奖学金每年颁发一次，表彰来自世界各地的优秀学生，包括在加拿大高中学习的

国际学生。这是多大为国际学生提供的最具声望和竞争力的奖学金。每年大约有 37 名

获奖者。 

      获奖资格:  

 国际高中生 

 成绩优异，热爱学习 

 有较强的领导力 

 致力于学校和社区活动的创新思想者 

      奖学金类型: 入学奖学金 

程序：需要学校提名 

适合人群：国际学生 

      奖学金金额：奖学金包括四年学费、书本费、杂费和住宿费 

 



3. Shou-Yun Pang Scholarship（国际生） 

获奖资格:   

 来自香港、台湾和/或中国大陆的学生 

 成绩优异，需要经济资助 

奖学金类型: 入学奖学金 

程序：自动考虑 

适合人群：国际学生 

适合年级：本科生或研究生 

     奖学金金额：依据学生个人情况颁发 

4. U of T Scarborough Entrance Scholarships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s 

（国际生） 

多伦多大学士嘉堡校区国际生入学奖学金分以下两种类型： 

★ 最高$180,000 ($45,000 x4 年) 

★ 最高$100,000 ($25,000 x4 年) 

5. University of Toronto International Scholar Award - University of 

Toronto Mississauga（国际生） 

多伦多大学密西索加校区国际生奖学金由委员会选出，根据学生学术成就及整体学

术竞争力自动颁发。分以下两种类型： 

★ 最高$180,000 ($45,000 x4 年) 

★ 最高$100,000 ($25,000 x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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