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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加拿大约克大学理学院  
第三届预修课程夏季班开课通知

【课程特色】
• 申请免语言要求;
• 五大预修课程 , 均由约克大学全职教授在线授课;

学生能更好地了解国外大学学习的方式和方法, 加强对学术英语的了解和掌握;
• 上课时间灵活, 提供线上课程回播, 线下助教全程贴心跟班辅导, 及时高效;
• 和加拿大本地学生和其他国际学生一起上课, 参与课堂讨论, 和一起完成小组作业;
• 国际学生不需要办理签证;
• 顺利完成任何一门课程的学生, 将获得由约克大学理学院颁发的预修课程结业证书。

【课程适合的学生群体】
• 2022年9月升入大学一年级的学生
• 计划留学的本科生或现中学阶段学有余力的学生
• 所有9月入读约克大学一年级学生均可参加,享有约克学生优惠价

【关于约克大学】
加拿大约克大学（York University）建于1959年, 坐落于加拿大第一大城市多伦多市北约克郡, 是加拿大
规模第三大跨学科研究和教学的顶尖高等学府。共设有11个学院, 27个研究中心 , 在校生超过59,000名, 
拥有来自172个国家的10,000多名国际学生。2021年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影响力排名第67位, 在
2022麦克林杂志中排名加拿大综合类大学第6。约克大学理学院的更多信息, 请访问 yorku.ca/science 

Science Transition Program

证书样本
【课程设置】
加拿大约克大学理学院为您定身制作了2022年约克大学理科预修课程, 包含五个独立的在线模块。

五个独立的在线模块课程是: 生物学;  化学;  数学;  物理;  学习技能。每个模块课程提供每周至少三个小时
的实时在线授课和讨论, 练习, 作业和测验。本课程是不计算学分的大学预科课程。因此, 您不必担心自己
的成绩, 因为它们不会留在大学的记录中。作业和测验仅作为评估您对课程内容的理解.

【申请和注册费用】
每个模块的注册费用为305.20加元。注册 的开放时间于近日开放, 请留意网站更新。每个模块课程将接收
250名加拿大本地学生和有限名额的国际学生(50名). 因此您可以在同一模块课程中获得与加拿大本地学
生一起学习的学术和文化经验。每名申请者可以报一门或同时报多门在线模块课程。请尽早在满额前注
册。

您可访问此链接处的2022年约克大学理科预修课程 www.yorku.ca/science/preparation-program-for-

success-in-university-level-sciences-2/, 了解更多详细地相关信息以及问题和答案(Q&A). 对于注册和
其他问 题, 您也可以直接通过电子邮件发送至：science@yorku.ca. 欢迎您在今年7-8月加入我们的课程.
加入我们的课程.

https://www.yorku.ca/science/preparation-program-for-success-in-university-level-sciences-2/
https://www.yorku.ca/science/preparation-program-for-success-in-university-level-sciences-2/
https://www.yorku.ca/science/preparation-program-for-success-in-university-level-sciences-2/
https://www.yorku.ca/sc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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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周课程简介】 
  每个模块(每周)将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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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ynchronous teaching 非同步线上教学 

• 课堂讲稿;  录屏讲座；

• 作业(小测验、填字游戏及其他趣味学习活动；

• 评价(客观型和主观型问题) 。

Synchronous teaching 同步教学 

• 教授每周通过Zoom与学生见面3小时；

• 讨论模块中需要强调特定主题；

• 并解答学生对模块/课堂笔记和作业/评估的疑问。

数学：2022年7月18日到8月20日    
时间：10:00 AM - 11:30 AM (EST) 
第一周: 指数, 因式分解和有理表达式   Exponents, 
factoring and rational expressions
第二周: 解线性/二次方程和不等式  Solving 
linear/quadratic equations and inequalities 
第三周: 指数函数和对数函数  Exponential and 
logarithmic functions 
第四周: 三角函数  Trigonometry 
第五周: 极限和衍生品的介绍  Limits and an introduction 
to derivatives

化学：2022年7月18日至8月20日     
时间：11:30 AM - 1:00 PM ( EST ) 
第一周: 试验和测量 Experimentation and Measurement 
第二周: 原子和元素  Atoms and Elements 
第三周: 分子, 化合物和命名法  Molecules, Compounds 
and Nomenclature
第四周: 化学反应和化学计量学   Chemical Reactions and 
Stoichiometry
第五周: 水溶液中的反应  Reactions in Aqueous Solution

学习技能: 2022年7月18日至8月22日           
时间：1:00 PM - 4:00 PM ( EST )  
第一周: 笔记和学术阅读 Note-taking and academic 
reading 
第二周: 有效学习和多重任务的神话 Effective studying 
and the myths of multi-tasking 
第三周: 在课堂和网络环境中保持学术诚信  Maintaining 
Academic Integrity in In-class and Online 
Environments 
第四周: 写作和研究策略  Writing and Research 
Strategies
第五周: 与教授和同学的交流技巧 Professional 
Communications with Professors and Peers 

生物：2022年7月18日至8月20日     
时间：4:00 PM - 5:30 PM ( EST ) 
第一周:生物大分子 I（碳水化合物和蛋白质）  Biological 
macromolecules I [Carbohydrates & Proteins]
第二周:生物大分子 II（脂类和核酸） Biological 
macromolecules II [Lipids & Nucleic acids] 
第三周: 细胞生物学（原核与真核细胞结构, 有丝分裂, 减
数分裂）  Cell Biology [Prokaryote vs Eukaryote cell 
structure, Mitosis, Meiosis]
第四周: 分子生物学（真核DNA复制、转录、翻译） 
Molecular Biology [Eukaryotic DNA Replication, 
Transcription, Translation] 
第五周: 进化（自然选择、适应、趋同与发散进化） 
Evolution [Natural selection, Adaptation, Convergent 
and Divergent evolution]

物理：2022年7月18日至8月20日        时间：2:30 PM - 4:00 PM ( EST )  
教授每周课外答疑时间: 每周三 8:00 - 9:00 PM (EST) 
第一周：一维运动, 以恒重力为例, 描述了包括加速度和力的非对称运动。在围绕固定点旋转的情况下描述 的一维运动的第
二实例。 1-D motion. 1-dimensional motion is described including acceleration and force using constant gravity 
as an example. Angular (radian) measurements and a second example of 1-dimensional motion described in the 
case of rotation about a fixed point. 
第二周: 动量和能量。能量和动量的守恒和关系。转动能量和扭矩。  Momentum and Energy. Conservation and 
relationships in energy and momentum. Rotational energy and torque.
第三周: 图形。线性运动绘图, 包括用微积分解释图形数据。用一维运动的例子来介绍基本的导数和积分  Graphing. 
Graphing in linear motion including interpretation of graphical data with calculus. Basic derivatives and integrals 
will be introduced using 1-D motional examples
第四周: 天文学。牛顿万有引力和轨道运动。天文学概论。  Astronomy. Newtonian gravitation and orbital motion. 
Introduction to astronomy.
第五周: 振荡运动。介绍波和振荡运动。声音和线偏振光将在一系列的演示中使用。 Oscillatory motion. Introduction to 
waves and oscillatory motion. Sound and linearly polarized light will be used in a series of demonstr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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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课教师信息】 
生物学 数学 化学

        Robert Lakin 博士 Andrew Skelton 博士 Tihana Mirkovic 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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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理与天文学

Cody Storry 博士

学习技能
Vera Pavri 博士

【学生反馈】 

“总的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项目。我们有视频回放和ppt来复习。 有不懂的地方，我们可以通过学习平台或者
在课堂问老师问题, 学习平台的使用非常方便, 这个项目对我很有帮助。” -Pan同学 2021化学课学员

“教授的数学课非常有趣, 给了我们很多尝试的机会, 这让我对这门数学知识有了新的认识。唯一的缺点就是我的英

语水平不够, 有时候听不懂教授的想法。总的来说, 我从这门课中学到了很多!” -Zhao同学 2021数学课学员

“课程的安排十分细致, 从化学元素的组成开始讲起, 并为我们更深度地挖掘的化学的趣味性；接着又从化学的学科

逻辑入手, 将一个庞大的自然科学的研究体系呈现在我们面前, 构建了我们对化学这门学科的立体化认知；最后, 课

程将细化的知识点一点点渗透入教学的每一个细节, 让我们在不知不觉中收获了巨大的成长。当然, 授课老师十分贴

心, 针对我们不能理解的问题, 她还可以通过邮箱来指导我们, 与我们耐心交流。” -徐同学 2021化学课学员

“因为是海外课程, 所以老师全程是英语授课的。我认为英文授课对于提升自己的听力与口语技能是大有帮助的, 这

一点也是我参加这一课程的原因之一。除了提升自己的听力与口语技能之外, 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巩固和学习了

更多的基础生物学知识, 将生物学知识与英文结合在一起学习, 可以让一些生物学词汇更加的生动, 我们记忆起来也

更加方便。” -宋同学 2021生物学课学员

“我明显的感觉到加拿大本地同学与我们中国学生最大的区别就在于是否与教师积极互动。他们在听课的时候有什
么不懂的, 有什么疑问就会当场提出来, Cody Storry教授不仅不会不耐烦, 反而鼓励我们有疑问的当场提出来打断

他。这些在我看来都是有点不可思议的。因为在我之前的求学生涯当中, 当场打断老师授课都是坏学生的表现。这

也让我感觉到了不同地区的学生的学习方式吧。总而言之, 这样的上课是一种非常不同的感觉, 课堂教学成了一种师

生双边互动的课堂, 学生与教师之间的隔阂被无限缩小。” -向同学 2021物理课学员

“教授们的讲解深入浅出, 风趣易懂, 作为英语专业的学生, 我已经很久没有在这样一个全英文的环境中去听课了, 很
大程度上来说, 这也锻炼了我的听力和面对英文的迅速理解和反应力。” - 潘同学 2021大学技能课程学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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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升级】 

参加第三期预修课程的同学, 除了可以获得约克大学颁发的结业证书, 优秀学生还有机会获得约克大学理学院优秀

学员证书以及纪念品。

York  Science T-Shi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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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期预修课程入学奖学金申请】 
约克大学理学院将授予10名完成至少两个学习模块, 并在约克大学理学院注册本科课程的国际学生, 授予每人

3000加元的入学奖学金。奖学金申请表格下载 

SSTP 2021年度奖学金获得者

【联系我们】

预修课程夏季班是通往真正大学课程的一条特殊途径。看到工作人员/教授

夜以继日地工作, 同时又能保持他们的专业性, 这些都是鼓舞人心的。教授
们一丝不苟地教授了我们每一个概念, 还为我们澄清了过去所有疑惑。事

实证明, 选择参加这个暑期项目是我最好的决定。 

-Avantika Utam

作为一名国际学生, 我最初并不了解加拿大大学的教学方法。因此通过在

线课程、小测验、测试和短期作业的学习, 在秋季学期开始学习专业之前, 

我对自己有了信心。 

-Hanaah Khann

虽然该项目是在线的, 但教授们的上课十分生动, 创造了一个很好的学习环

境, 学生提出的问题, 老师都会耐心回答。预修课程夏季班为我在约克大学

的第一年做了充分的准备。 

-Ejiroghene Ugolor

理学院国际教育合作
Hugo Chen, Director of International 
Collaborations and Partnerships 
science.international@yorku.ca
Wechat ID: Yorklixueyuan 
Lumbers Building 335, 4700 Keele Street 
Toronto ON, Canada M3J 1P3 

微信交流群
约克大学理学院为今年暑期
预修课程创建了微信群, 方
便参加本次预修课程的学
生, 合作院校老师与项目负
责人交流。 

https://www.yorku.ca/science/wp-content/uploads/sites/31/2022/03/SCIENCE-SSTP-AWARD-FOR-PROSPECTIVE-INTERNATIONAL-STUDENTS-20220328.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