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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言   ]
各位新同学，

你们好！首先，祝贺你们来到多伦多大学，开启了人生崭新的
一段征程。我是多伦多大学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UTCSSA）
的主席方雨健，是一名已在校三年的“老腊肉”学长了。我谨
代表多伦多大学的广大中国学生和学者欢迎大家。

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CSSA），特指广大海外留学华人在全
世界范围内建立的校内组织，旨在帮助留学人员的学习、生活
及就业等各方面。UTCSSA 作为 CSSA 在多伦多大学的分支，
创办于 1982 年，现有会员总数两万人余。

主席 方雨健

多伦多大学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

University of Toronto Chinese
Students and Scholars
Association (UTCSSA)
Email: president@utcssa.ca

对于即将开始的多大生活，你们或许带有一点期待、一点惶恐和一点迷茫。多伦多大学里的竞
争无形而激烈，考场如战场。所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期望在多大能够取得成功，各位
需要快速了解和适应多大生活。为了你们，可爱的新生，我们编辑了这本万能的新生手册。这
将是你们入学的宝典，请你们妥善保管，切勿丢弃。如有万一，爱护环境，人人有责，请深深
自责并投入 Recycle 箱。

这本新生手册详细记录了学习捷径、选课窍门、校园服务、医保福利以及吃喝玩乐等。每一个
字都来自于学长学姐们的苦口婆心和言传身授。每一个板块都由 UTCSSA 的执委们收集信息、
细心撰写和精心编辑。在此，我向这些呕心沥血的工作人员表示强烈的欢呼和感谢。

本手册若有不足之处，欢迎大家及时指正，发送你们宝贵的意见或建议至 info@utcssa.ca。
当然，成为 UTCSSA 的一员，亲手编辑下一刊新生手册，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我们诚挚邀请更多热心的同学加入 UTCSSA，互相帮助，共同努力。使身在异国他乡的各位
生活中多一份温暖，少一些辛苦！愿你们能在这个美丽的校园里度过一段美好难忘的时光！

学在多大，情系 CSSA ！



主席 方雨健

多伦多大学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

University of Toronto Chinese
Students and Scholars
Association (UTCSSA)
Email: president@utcssa.ca

登记成为 UTCSSA 会员之后，可在 CSSA 各种活动中享受会
员优惠。同时，您也可以在与我们合作的商家店铺享受折扣优惠。

为了确保您能享受到优惠，请在确认买单前向商家出示会员卡。

如何获得会员卡？

UTCSSA 的活动宣传摊位上，您可以联系我们的工作人员办理
会员卡。UTCSSA 会员卡实施终身会员制度，入会费用为 $20。
在九月的 Club Day 或者新生见面会购买会员卡，还可以获得我
们精心准备的新生礼包哦。

[   会员卡介绍   ]



总负责：白杨

顾问：方雨健

文字总监：张雨杭 虞馥柽 宋彦博 马卓然 荣奕 白杨

美术总监：李鹏飞 

文字编排小组：王逸睿 骆雨濛 王海佳 朱醒 袁梦 王可昕 邱宸玥 李诗奕 刘一男 佐河佑莉 
魏智扬 张玺含 雨晨 王井欣 秦笙 涂雨山 郭嘉祺 郝思燚 成思宇 葛妍 张硕何

美术编排小组：马依凡 焦健 崔晴瑶

广告赞助小组：刘羽莅 宋彦博 张玺含 石嘉雯 梁子夏 王纾敏 王可昕 张立蔚 祝翎喆 周思宇 
范清扬

特别鸣谢中国驻多伦多总领事馆

[   编写人员   ]

[   关注我们   ]
官方主页：www.utcssa.ca

www.weibo.com/utcssa

微信公众平台：UTCSSA

u.youku.com/utcssa

www.renren.com/utcssa

www.facebook.com/UTCSSA

www.youtube.com/UTorontoCS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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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CSSA   ]

多 伦 多 大 学 中 国 学 生 学 者 联 谊 会（University of Toronto Chinese 
Students and Scholars Association, UTCSSA）成立于 1982 年，
是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华人社团中资历最悠久的社团，也是海外成立最早
的中国学生学者组织之一。多伦多大学现有注册本科生 67,128 名，硕
士博士研究生 15,884 名。其中来自中国留学或中国籍学生逾 20,000 
人。自建立以来，UTCSSA 累计会员 20,000 余名，活跃会员超过 7,000 
人，每年新增会员约 1,000 名。
作为非营利性组织，UTCSSA 致力于服务广大中国学生和学者，每年
著有《多伦多大学新生手册》和《加拿大中国留学生安全手册》，帮助
初来多伦多大学的学子对新环境有所了解，更快的适应学习、工作和生
活，顺利并且平安的完成学业。



UTCSSA 每年举办丰富多彩、健康
向上的活动，不仅致力于丰富多伦多
大学学生的课余生活，更专注于让每
一分闲暇时间变得更有价值、更有意
义。例如，开学初的新生见面会帮助
大家熟悉学校、认识同学；每年的春
节联欢晚会，是学生自导自演的盛大
晚会，观众规模超过千人；“缘来是
你”帮助广大中国留学生结识朋友、
丰富课余；UTCSSA 依托自身在多
伦多市
中心发展 33 年得天独厚的优势与多
伦多市政府、安大略省政府及各大企
业保持紧密合作关系，同时为广大
会员提供了绝佳的锻炼机会。此外，
UTCSSA 与各界华人媒体和华人社
区也保持着良好的沟通与合作关系。
目前多伦多大学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
已经成为华人社团中的
中坚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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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团架构   ]

[   部门介绍   ]

主要负责活动前期策划 , 保持 CSSA 历年经典活动 , 同时在原有基础上加以改进和完善 ; 
每年提出新的活动方案 , 为活动前期做好充足的规划准备 , 以及在活动期间进行场地的布 
置和现场的安排 , 全程跟进 , 现场执行 , 确保活动顺利进行。活动后总结归纳活动报告。 

   【活动部   EVENT DIVISION】

   【赞助部 SPONSORSHIP DIVISION】
主要负责独立撰写小型赞助商合同 , 并且独自与小型赞助商洽谈并签约 ; 签约后能与 
Marketing 及时联络 , 确保更新赞助商信息 ; 发掘潜在赞助商 , 并积极与其保持联络 ; 撰 
写大型赞助商 proposal; 扫街活动 , 与大型赞助商谈判等等 , 同时确保洽谈赞助基金的完
整。 

   【技术部 IT & DESIGN DIVISION】
主要负责 CSSA 日常技术管理 , 包括宣传前、中、后期所需要宣传材料设计与制作 ,CSSA 
通讯交流工具管理 ,CSSA 网站、微信维护与建设 , 以及解决其他部门进行工作中所遇到
关于技术方面问题与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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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cy

张唯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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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陈许涵冰 周皓荪
李鹏飞

马卓然于恬左丹妮虞馥柽刘羽莅宋彦博付强荣奕张雨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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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事部  HUMAN RESOURSE DIVISION】
主要负责秋季和暑季的人事招新 , 从前期统计名单到招新后整理各部门名单 , 年中年末进 
行人事考核、人员培训、部门之间的协调等工作。具体可以分为四大方面 : 人事招新、人 
事考察、人员培训、人事安排。部门总体事务由部长统筹,两位副部长分管部门其他重要事宜。

   【后勤部 SUPPORT & SECURITY DIVISION】
主要负责物资的购买、调配、维护以及保存 ; 同时负责社团 Locker 和办公室的更新 , 确 
保社团的后勤保障,并以表格的形式对物资进行记录,尤其在活动前期售票及活动现场布置;
在活动的时候负责租用、布置场地 , 并且及时做好活动记录 ; 安排人员值班 , 保存值班记录。 

   【市场部 MARKETING  DIVISION】
主要负责在社交平台上对 CSSA 的活动、赞助商等进行宣传 , 以及在各个平台上树立 
CSSA 健康、积极、向上的正面形象。除此之外 , 市场部还负责其他除线上平台外的实体
宣传范围 , 例如 Booth 售票 , 贴海报等。旨在建立 CSSA 形象以及维护与其他社团之间良
好的友谊关系。 

   【财务部 FINANCE DIVISION】
主要负责管理 CSSA 财务 , 充分了解并监督 CSSA 的收入和支出 ; 参与每次活动的预算 , 
对开销全程跟进 , 负责活动结束后的报销 ; 统筹校内外各项 Funding 的申请。我们立志通 
过更加完善的责任分工与更加规范的制度建立起完整的财务系统 , 为社团的运作和发展提
供支持。 

   【公关部 PUBLIC RELATIONS DIVISION】
主要负责拓展与维护 CSSA 对外事务 , 是一个微缩的外交部 , 也是一个危机解决部门。在 
公关部 , 你可以接触到各个社团的同学、各个企业的高管、社区的负责人以及媒体的代表。 
这里是一个向外的窗口 , 帮助你置身大学校园 , 放眼于整个社会 , 提供更大的机会和平台。 

   【学术部 ACADEMICS DIVISION】
学术部专注于与教授和 TA 建立联系；为新生答疑解惑；邀请校领导、科技精英参与学术
交流；接待协助国内外高校及用人单位招聘人员。为考虑将来继续读研的本科生搭建接触
未来导师和研究方向的桥梁，为想谋职的研究生争取获取工作机会第一手资料的优势。希
望新一年里学术部帮助更多人找到心仪的导师，梦想的工作，可靠的伙伴

   【会友部 ALUMNI ASSOCIATION DIVISION】
主要负责将会友资源进行整合 , 建立系统性的会友维系和管理网络 , 通过官方推动组织的 
传承工作 , 从而在组织不断扩大的同时保持相应的凝聚力 , 并且为组织成员带来长期的潜 
在回馈。CSSA 在过去三十二年积累了丰富的会友资源 , 部分会友在多伦多华人社区影响
力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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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生存攻略   ]

出国准备

- 冬天穿羽绒服一到两件（或者到加拿大这边来买 canada goose，陪你度过寒冷冬天），
内可穿羊毛衫或外套，春秋需要一些较厚外套和长袖衬衫；加拿大属于干冷，外面套件厚的羽
绒服就够了，进入所有室内设施后会有足够的暖气供给，室内温度法律规定要在 18 度以上，
男生建议多带短袖，但是对于女生来说，冬天在室内穿短袖还是略显夸张，建议多带几件薄毛衣。
- 如果有需要秋衣秋裤的同学请自备几套，因为加拿大买不到的。
- 男生可以准备一套正装，女生准备一套正装和一件简约的小礼服即可。
- 因为暑假从五月初就开始了，建议暑假要回国的同学少带夏天衣物，以减轻行李负担。
- 冬天的话可以在加拿大买 ugg 雪地棉或者 sorel，至少一双配正装的皮鞋或高跟鞋。
- 手套、帽子、围巾、袜子最好自备，虽然加拿大也有的卖，但估计女生在这边不容易买
到心仪款式。
- 偏爱日韩风的同学建议多带几套私服，不然来这边的话你会发现衣服你都买不下去手。

衣物

- 文具如水性笔、铅笔、修正带、笔记本等最好在国内自备，加拿大买的一般不如国内的
好看好用，价格还偏贵。
- 笔记本电脑是必备的，在国内买方便装系统和想要的软件，在加拿大买的话，以
macbook 为例，多大学生开学季买会有优惠还有赠品。

学习用具

生活起居
- 被子、床单、被罩、枕头，建议带两套来换洗。加拿大这边的被子没有太厚的，对被子
要求很高的建议从国内带，嫌被子体积大的话可以用真空压缩袋装。
- 如果是像锅碗瓢盆、热水壶、柴米油盐酱醋这些生活用品的话，建议同学们最好来加拿
大购买，像唐人街、Canadian Tire、大统华华人超市都提供了非常多的种类，没必要增加行
李负担。
- 牙膏、牙刷、洗发水、沐浴露、洗面奶这些，因为一下飞机不一定马上有时间去购买，
建议带一些试用装。
- Air Miles 计划 : 
Air Mile Canada 是加拿大境内一个积分累计的计划。根据其不同的合作伙伴，做不同公司飞
机或者在不同地方消费可以累计积分。积分达到一定数量可以兑换各大商场、加油站、租车公
司或宾馆的代金卷，或者兑换免费机票。积点方法也很简单：在某个商家消费付款的时候，
把卡拿出来，让收银员在机器上刷一下就行了。与 Air Miles 合作的商家有 LCBO、Metro 等
120 家实体商家和 100 家在线商家。不过有一点需要大家注意的是，这个卡是不能用来累积飞
行里程的。也就是说，你可以使用积分换取机票，但是不能在乘坐飞机的时候让地勤人员帮你
累积里程。如果想要办理的话，请上官网（www.airmiles.ca）加入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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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是国内信用卡的话，要准备一张带 visa 标的，银联这边用不了。
- 带好纸质 offer，过海关时需要出示办理学签。
- 一寸两寸照片各准备一些备用就好。
- 可以把高中和雅思成绩单（复印件即可）带着，有备无患。

身份证件

-  加拿大入境一些违禁品包括：军火、弹药、烟火、肉制品、奶制品、动物、植物、植物制品、
新鲜水果、蔬菜等。

【加拿大入境违禁品详细清单以及注意事项：】
　　1) 食品中，牛肉干、榨菜等不能携带，当地政府担心会带有某种病毒，所以这些是禁止 
 的。 一些食品上带着动物图标的，被发现了基本都是要被没收的，没收还是小事，罚 
 款就太得不偿失了。
　　2) 现金：如携带现金 1 万元以上，需要提前申报。
　　3) 烟酒是定额的，当然前提是你达到年龄，安大略省是 19 岁。
 酒：1.5 升葡萄酒，1.14 升酒精或 24 听 355 毫升或 8.5 升的啤酒。
 烟：免税的 200 支香烟、50 支雪茄、200 克烟草制品，还有 200 支烟嘴。当然，前提
                  是你已达到合法最低年龄。你也可以多带，但多的部分要支付关税。
       4) 药品方面，处方药需要有认证，而且具有原始标签以及使用说明等，外加开药时候的处方，
           如果没有，请携带医生的证明，非处方药没关系。

- 免费托运行李限额：

 1) 自中国出发经济舱乘客 , 可免费携带二件托运行李和二件手提行李 , 每件行李的整体 
 尺寸（长 + 宽 + 高）须小于 158 厘米，重量小于 23 公斤
 2) 手提行李重量小于 10 公斤件：
 一件标准物品 23 厘米 X40 厘米 X55 厘米（轮子及把手包括在尺寸里）

出入海关

最后，希望大家出行之前，检查一下自己有没有加进什么不该进的群聊，有没有存一些不该存
的图片【捂脸】，毕竟海关叔叔要是真查我们手机的话，发现了什么跳进黄河都洗不清 = = 
祝大家留学生活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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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场学校
6 月伊始，大部分拿到宿舍 offer 的小伙伴们已经准备计划进入加拿大的行程了。多伦
多皮尔逊机场（YYZ）到多大距离较远，在这里给大家提供几种较为便捷的交通方式。

- 如果直接在在机场拦 taxi，价格虽然较高但灵活性比较大，而且方便快速，机场有固定
的出租车上客点，从 T1 出来的话在 Door C&D，T3 的在 Door F。价格一般在 60 加币左右，
行李过多可能额外收费，也可能需要给司机小费。

- Uber 是另一个快捷的选择，单程大概 40-45 加币，但小伙伴们要注意如果是国内的
信用卡，可能在加拿大无法使用 uber 需要重新注册。而且初来乍到的小伙伴没有手机网络，
uber 可能不是那么方便。

- 假如小伙伴们的行李较少较轻，则更加推荐直达 Union 火车站的 UP 快线（Union—
Person Express），上车地点在机场 T1 航站楼，一路上有清晰的标示指引，票价单程 12 加币，
小伙伴们可以在 www.upexpress.com 事先买好票，也可以到达之后用信用卡或借记卡购买。
火车从早上五点半至凌晨一点每十五分钟一辆，从机场到 downtown 只需要 25 分钟，火车座
位宽敞舒适，还配有 Wi-Fi。到达 Union Station 之后可直接转乘地铁 University line，搭乘
六站后在 St. George Station 下车，直接就是多大校园啦。

- 公共交通更为优惠的是在机场乘坐 192 公交车到达 Kipling 地铁站（公交车终点站坐到
终点站）然后转乘二号线往东至 St George Station。

- 值得一提的是学校官方也有接机服务，但价格 90 加币小编就觉得不是那么划算啦。

- 接机福利：当然，学长学姐也会为大家提供最便捷优惠的接机服务！与接机合作车队经
验丰富、安全可靠，并且还有甜美可爱的客服解答你们的任何疑问。

报名后，小客服会把大家拉进接机服务群，以便大家了解各项细节、确定接机时间等等；到达
多伦多后，由 CSSA 的学长学姐一对一接机，路上学长学姐还会为大家简单介绍新生关心的话
题，例如重要的证件注册，宿舍入住，买书等等。同时，我们还为大家准备了《新生手册》帮
助你快速融入大多这个大家庭！
价格暂定为每人 $30(CAD) 起，具体细节会在在北京新生见面会详细的介绍给大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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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周边的饭店大多聚集在学校南边的 Spadina ave. 和北边的 Bloor street。

Spadina ave 就是传说中的唐人街了，位于 435 spadina ave 的 one hour 就是个不错的选择，
距离 bahen center 只有 500 米的距离。如果想撸串的话可以去状元考吧，在 369 spadina 
ave。位于 394 bloor street west 有一家日本料理叫 aka，他们家的铁板炒饭很不错，中午有
lunch special，晚上过了 8 点半还有 late night special 哟。另外，如果在 robarts library 学饿了，
可以去在 93 harbord st 的大槐树，他们家的拉面很好吃。

除了吃喝之外，多大周边不缺玩乐好去处。要想买买买就逛 Bloor 购物一条街和大名鼎鼎的
Eaton Center。商场品牌齐全，且常有打折促销活动，剁手机会数不胜数。要想充分感受艺术
氛围可参观 AGO 艺术博物馆（Art Gallery of Ontario）及 ROM 皇家博物馆（Royal Ontario 
Museum），欣赏展品的同时也能学习历史。唐人街有 KTV 能让小伙伴放松娱乐，还有金牛
城超市能提供买菜的便利。临近唐人街的 Kensington Market 不但有生动的壁画涂鸦可以拍照
观赏，而且还能从街边小店淘到精美的工艺饰品

周边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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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通信

满 18 岁以上的同学可以开通自己的手机，办理的时候需要携带以下三样中的两样：
 
 护照（需要护照 number）
 Photo id ( 驾照 / 学生卡 )
 信用卡

在加拿大可供选择的手机运营商有 Rogers，Fido，Bell， Telus，Wind，Koodo，Virgin。
这些运营商在网络覆盖率，性价比，使用体验方面都各有千秋。

1. Rogers
Rogers 是加拿大最大的手机运营商，网络覆盖率也很广。Rogers 的 plan 分为三种 $30，$50
和 $65 的。
$30：无限加拿大境内短信，250 MB 流量，50 分钟任意加拿大境内通话时间
$50：无限加拿大境内以及境外短信，6pm-7am 时间段为无限通话，500 MB 流量，100 分
钟任意加拿大境内通话时间
$65： 无限加拿大境内以及境外短信，6pm-7am 时间段为无限通话，1 GB 流量， 150 分钟
任意加拿大境内通话时间

2. Fido
其实 Fido 是 Rogers 的子公司，相比 Rogers, Fido 的计划对于学生来说相对划算。Fido 共
用四种计划：$35，$40，$50 和 $60 的。
$35：无限加拿大境内以及境外短信，晚上 5 点后是任意通话时间，100 MB 流量，200 分钟
通话时间
$40：无限加拿大境内以及境外短信，晚上 5 点后是任意通话时间，500 MB 流量，500 分钟
通话时间
$50：无限加拿大境内以及境外短信，晚上 5 点后是任意通话时间，1 GB 流量，500 分钟通
话时间
$60：无限加拿大境内以及境外短信，晚上 5 点后是任意通话时间，2 GB 流量，1000 分钟通
话时间
Telus, Koodo, Wind 和 Virgin 几个运营商呢，网点较少，同时网络信号覆盖率不如 Rogers
和 Fido。大多数同学都会选择 Rogers 和 Fido 作为刚开始的运营商，若是想尝试新的运营商
服务和计划呢，可以等用了 Rogers 和 Fido 后自己在做功课看看。

          
合约机非合约机的选择

非合约机（用自己的手机）价格上比合约机每月套餐便宜 20％左右，回国的时候可以停机，平
时也可以改 plan。
合约机回国的时候不能用，可以改套餐，但是价格上没有非合约机合适。回国的话如果想用需
要去店里解锁 50 刀（不含税）。 ( 解锁需要至少使用三个月以上才可以。)
非合约机 500 M 套餐大约 40 刀不含税，合约机套餐价格就是 55 刀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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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HIP是每个UT在读留学生强制参加的大学医疗保险计划。在加拿大Sunlife公司承保下, UHIP
在为全职攻读本科、硕士和博士学位的留学生提供与安省本地居民医疗保险(OHIP)同等水准的
医保服务。

UHIP医疗保险覆盖了符合资格医院的高额度住院费和服务费,门诊费,骨科和脚科门诊费,救护车
费,检查费,化验费及X光费,以及其它安省居民在OHIP承保范围内所享有的服务的费用。
有效期限：
o 9月1日 –  次年8 月31 日，承保期从入学开始时间（秋季/冬季）连续有效,不存在间
隔。
o 假如你是刚到加拿大的国际留学生,计划于开学前 早于 20 天抵境,此时需要购买一份个
人保险 (private insurance) 以保障 UHIP 未生效前使 用 。

联系方式：
网址： 
地址：Koffler Student Services Centre, Room 202, 214 College St.
电话号码： (416) 978-0290

保险费：
o $684/年 （自动包含在学费里，不需要另行支付）
留学生可以选择自行向保险公司购买保险计划，只需要在购买之后向学校出示保险证明即可。
o 健康保险退款：
健康保险只负担一些OHIP/UHIP不包含的健康保养方面的支出，例如处方药、视力保养,牙齿
保健等。
交纳学费时，学生会UTSU还会自动收取学生的健康保险费用，如果同学们已经有了健康保
险，开学后在一段规定时间内可以出示证明向学校申请退款。

UHIP医疗保险计划

如何办理UHIP医疗卡

入学后，各个院校会发给新生们办理UHIP医疗卡的具体事项。因为UHIP医疗卡是在网上申请
领取的，内容繁杂容易混淆，CSSA为大家总结了具体的申请步骤：
1. 登录mysunlife.ca网站注册
2. 填写信息
 1) 生日
 2) 在加拿大的邮编号码
 3) 合约号码 (050150)
 4) 成员ID 
 如果你的student number是9位,成员ID:UT+ your student number;
 如果你的student number是10位,成员ID:U+ your student number
 5) UT邮箱地址。
当你完成了注册,一定要打印UHIP卡，因为诊所、护理机构只承认留学生们纸质的UHIP卡。

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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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的医疗体系和中国非常不一样。在加拿大除非是急诊的情况下，看病前需提前与医生预
约。 如果不进行预约就去医院，往往会白跑一趟。同学们参加UHIP后，身体不适时可以选择
去学校的医务所看病, 也可以选择到 UHIP cover 的诊所看病。

我们的医疗保险囊括了免费的挂号、就诊、抽血、X 光、 CT 等 基本检测，以及免费呼叫救
护车(911)。 但是要注意的是，就诊后开的药品不是免费的，而且往往这些药品的费用非常昂
贵，所以平时最好随身携带UHIP卡，以防突发情况。

总体上，加拿大医生体系分为家庭医生和专科医生。一般来说，除了急诊等紧急情况，病人需
要先预约找家庭医生就医。家庭医生会根据病人病人的病情决定治疗方法、开药，或者替病人
联系专科医生进行复诊。
这样听起来很麻烦，但是大家不用担心，因为UT提供非常全体系的校医院。对于UT的学生来
说，这无疑是大家最方便的选择。

校医地址：koffler student service center 二楼，214 college street
网址：http://healthservice.utoronto.ca/HoursAppointments.htm
电话号码：416 - 978 – 8030

o 如果非紧急情况需要预约，否则即使去了校医院，也不一定当天就会有就诊空位

就医地点和预约流程

校外就医

如果校医院放假，学生们也可以使用UHIP在校外就诊。UT附近的诊所有：

The doctor’s office, 595 bay st. 
电话:416-598-1703
营业时间:mon-fri 8:00-20:00, sat 10:00-18:00 sun 11:00-17:00

Bay/Wellesley medical centre, 984 bay st. 
电话:416-929-1900
时间:mon-thur 9:00-18:00, fri 9:0017:30

紧急情况

遭遇紧急情况时学生可以不通过家庭医生直接到设备较为齐全的大医院看急诊。例如在多大附
近的Mount Sinai Hospital(600 University Ave)或Toronto General Hospital (200 Eliza-
beth Street) 都有24小时急诊室,可以提供很好的医疗服务。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排队急诊时往
往需要等候较长的时间。

心理治疗

在考试前夕以及平时生活中，许多学生都会面临着非常大的压力以及心理问题。如果需要，同
学们可以前往多大的心理治疗诊所接受医生的帮助。和普通门诊一样，心理治疗诊所同样需要
预约。
地址：koffler student service center 一楼，214 college str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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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医保险

1. 全职本科生享有 $800 元的牙医保险
2. 兼职本科生享有$500的牙医保险
3. 全职研究生享有$500的GST牙医保险和$800的CUPE牙医保险
4. 助教或研究生助理通过工会享有$800牙医保险

在
校外就医时，学生需先付款给诊所,然后填写一份保险公司网站下载的表格,连同诊所出具的发
票(必须有保险公司认可的许可证信息)一起邮寄给保险公司，一般两周内会收到支票。
但是学生的保险额度非常有限, 通常情况下自己还需付费20-40%。 只有去多大学生定点牙医
(NETWORK DENTIST), 才会享受有20-30% 的优惠。 
注：第一次检查拍片和洗牙等不需要付钱,其他治疗也有优惠。

多大附近的华康齿科(卢勇牙医诊所),多年来一直为多大学生提供高质量服务。 七天应诊,急症
优先。

华康齿科 UPTOWN 地址: 3190 Steeles Ave E 电话:905-518-6688
华康齿科 DOWNTOWN 地址:250 Dundas St W 电话:416-916-8811

其他保险

除了UHIP，多大的学生还可根据本人情况从不同的组织享有额外保险。其中主要有:

1. 对全职研究生提供配眼睛等额外保险的 graduate student union(GSU)
 电话416-978-8465

2. 为全职本科生提供额外保险的 student’s administrative council(SAC)
   电话:416-978-4911

3.  为兼职本科生提供额外保险的 association of part-time undergraduate student  
 (APUS)
 电话:416-978-3993。

4. 助教或者研究生助理可以通过CUPE工会组织得到牙医保险等待遇。
 建议认真查阅相关组织的网站了解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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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交通

交通出行

在多伦多,公共交通服务叫做Toronto Transit Commission也就是大家简称的TTC。刚来多伦
多的时候，或许会对这个城市的公共交通有些许不适应，总而言之，就是服务有欠缺，价格很
傲娇。单次出行的成本在3刀以上，而且时不时在地铁里还会有Fire Investigtion，为了配合检
查还要下车等候，地铁开得也时慢时快，也许和交通高峰等因素有关，但事实可能是受驾驶员
心情影响更多。不过，地铁和公交车同属TTC公共交通系统，因此票价相同，而且乘坐公交车
买票后再搭乘地铁无需再次购票。

在票价方面，选择多样，在这里主要说明大家最常用的两种，一个是当月出行不限使用次数的
月卡(Metropass)，还有一个是单程收费的代币(Token)。

家住得比较远有需要每天乘地铁或公交通勤的同学可以购买不限次数的月卡(Metropass),作为
多大学生可以以学生身份购买Post-Secondary Student Ticket，不过在此之前需要到Sher-
borne Station的Photo ID Center办理TTC Post-Secondary Photo ID，凭借这个Photo ID
就可以到任意地铁站购买享有学生价折扣的月票，2016年的学生价月票是每月112刀。另外，
在开学初注意留意UofT Student Union发布的信息，学校会有TTC Post-Secondary Photo 
ID的办理点，一般是设在Hart House。

另一种收费方式是单程收费，使用现金或者代币(Token)支付。用现金支付的票价是3元加币。
硬币式的代币(Token)可以在地铁站的机器售票机和少数的便利店购买。用代币不仅方 便，而
且比用现金 支付便宜，3个代币需8.4加元(折合2.8加元一个，每次至少必须买3个或 7 个)。
上巴士和有轨电车直接把现金和代币投入检票箱。不过TTC近年逐渐开始重视Presto卡(类似
于国内的交通充值卡)的使用，决定将在2017年停用代币，使用比代币更方便快捷的Presto卡(
单程与代币一样，2.8加元)。申请卡请咨询TTC官网。需要换乘交通工具的要在上车时跟司机
说“Transfer，please”。如果坐地铁的话，可以在检票口附近找到换乘票的自动 出票机。拿
了换乘票，下一程上车时只要出示一下就好了。不清楚地形的同学可以下载google map，输
入你的目的地就会出现你的交通线路和乘坐的公 交序号，十分方便。

如果你在一个连续行程中从地铁转乘公车，或从公车转乘地铁，你可以拿到免费的转乘票。你
必须从地铁站的红色发票机或从公车司机那里拿转乘票。如果没有转乘票，就必需付另一张车
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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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伦多的地铁有三条主线：Bloor-Danforth 线由城市的东边连到西边。这条线路延伸到多伦多 
市的世嘉宝(Scarborough) 地区, 由位于多伦多东部地区的高速轻轨(LRT)操作。Yonge-Uni-
versity 线是穿越多伦多南北的U形线路，从安大略湖延伸到城市北部。Sheppard 线是多伦多
地铁系统最新加的线路，从Yonge街沿Sheppard大街往东走。你可以从 TTC 网站上查看所有
地图和日程表的信息。多大校园附近的地铁站有Queens Park和St.George两个地铁站。 

熟习你住所周围的TTC服务可以帮你在城市里行走做很大的方便。TTC 的巴士和有轨电车内两
边车窗上都有黄色的绳，隔一定距离， 扶手处就有一个红色按钮，每站 之前都会报站，如果要
下车只需拉一下黄色绳子或按一下按钮，电子屏幕上会出现Stop Request，司机就知道下站
有人下车。如果没有人按或者那站没人上车，汽车就 不停直接往前开。 

行车驾照
在多伦多考取驾照需要经过三个步骤，G1考试，G2路考和G牌考试。

G1: 驾照申请者通过视力测试和交通知识笔试可获得G1驾照，G1驾照是学习驾照，不能单
独车，必须由4年以上驾龄的G牌驾驶员在前排副驾驶座位上陪伴驾驶。不可以饮酒，不可以在
午夜到凌晨5点之间驾驶。如果陪伴驾驶者不是持有安省执照的驾驶教练，不可以在400号以上
或DVP，QEW等高速公路上驾驶。

G2： 持有G1一年以上或参加全科班学习后8个月以上可以参加G2路考，通过后获得G2驾
照。这时除了不能喝酒，乘客不能超过安全带数目，你就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道路上单独驾
驶了。

G： 持有G2一年以上可以参加G牌路考，通过后获得G牌就是胜利的终点了，也就是成为众
人口中的老司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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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1考试就是国内所谓的理论考试。在Downtown考试地址是Ontario Service,777 Bay St. 从
Bay & College路口进入下一层楼就能找到。

1） 在Help Center排队要号，进去等着叫号。
2） 轮到你的时候，工作人员会让你填写个人信息、身体健康情况以及测试视力。一切正常
会拍个人证件照。
3） 交费。付费方式是现金或者刷卡。交完费，工作人员会在你的手背上扣一个章，表示你
可以进到考场参加G1考试了。
4） 考试。考试内容多为交通常识，google可以找到例题。你可以选择英文或中文试卷。
但是中文试卷是繁体字，小编推荐英文试卷。20道选择题限错2道。没有考过可以当场补交10
刀，再考一遍。
5） 半个月后左右，G1驾照会邮寄到你居住地址。

在加拿大G1可以当作护照证明你的身份，出去玩只要携带G1就可以啦很方便。规定考完G1八
个月后，才有资格参加G2路考。期间可以选择自学或者报名驾校。在驾校学车会得到驾校的毕
业证书，以后在车险上可以享受40%左右的优惠。

面对一摞摞的文件，你是否两眼发直一脸蒙圈暗暗发愁。既然来到了UTCSSA，这都不是事
儿，学姐带你飞！

签证

在遥远的加拿大，可千万不能错过了签证截止日期，不仅浪费时间金钱，小心被驱逐出境，否
则学姐就是有三头六臂也救不了你。小伙伴们要留意自己的签证deadline，一般的申请材料要
在签证到期前60—90天提交，不然有可能来不及在旧的签证到期前收到新的。虽然加国政府对
于签证过期不超过90天的international student有restoration的机会，但是申请恢复身份的同
时，不仅要给出reasonable explanation，还要被罚$200，同时增大拒签性。健忘的同学准
备续签时，最好列个checklist，检查护照、现有study permit、适合尺寸的电子版照片、成绩

文件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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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在读证明、银行存款证明有没有齐全，最后不要忘了带钱交移民局申请签证费。
虽然签证过期后果严重，但是加拿大的签证还是很有含金量的，只要你手握加拿大签证，就可
以免签进入10个国家和地区，激动不激动？！
菲律宾：免签停留7天
洪都拉斯：免签30天
多米尼加：免签30天
百慕大：免签180天
韩国：过境免签停留30天
（目的地必须是加拿大，来回均可入境一次）
新加坡：过境停留免签96小时（有效期至少为1个月，往返只能选择一次入境）
哥斯达黎加：免签停留30天（加拿大多次签证，停留时间不能超过签证的有效期日期）
巴拿马：免签30天（需要使用过的加拿大签证）
土耳其：电子签证（入境时须要加拿大签证在有效期内）
智利：单次停留不超过60天。（持有6个月以上加拿大签证）

美签

尽管多村儿冬夜漫漫，但是地理位置还是很优越的。作为美国的好邻居，趁着reading week
或者winter break去美国溜达一圈是很多同学的选择，尤其在美国开放10年多次往返签证后，
办理美签必不可少。身在异国他乡，不要担心，套路很简单，首先就是要网上填写申请表，
然后预约面试时间，前往面试时，一定不要忘记携带：打印好的申请表的confirmation以及
schedule appointment的confirmation、护照和study permit、六个月以内的passport size 
ID photo、成绩单、在读证明、银行出具的3至6个月的banking statement，工资收入以及奖
学金证明保险起见，也可以整理好带上。最后，就是整装出发，收拾的利落点儿，到down-
town225 Simcoe St.的美国大使馆面签，乘坐地铁的话，出了地铁口一路就问过去了，在
Osgoode下车，入口不在大路（University Ave）上，需要绕道后面的小路，提前查好路线不
要迟到，友情提示，越早到排队时间越短哟~面试官问问题的时候不要紧张啦，大家都很nice
的，放轻松，准备呼吸美国的空气，去美国疯狂购物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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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税及其相关事宜

什么？报税？！这是什么可以吃嘛？对于首次踏入加拿大的学弟学妹们来说，tax是一个陌生的
词眼，简单来说，就是将多收的税额一次性返还给纳税人，只要你在加村儿待满183天，就可
以申请退税啦。Canada Revenue Agency（CRA）每年3月份开始受理前一年（或前几年）
的退税，一般在4月底结束，5月份后也可以受理，但是那时的效率就会大打折扣

退税的款项主要有GST/HST消费税，一般总额不超过$350。在读学生基本只要提供T2202A
学费表、T5存款利息、T3投资收益表或T4A（奖学金）等就万事大吉啦，别忘了国际留学生
还有落地税哇~UTSU（Hart House前颇有复古风的乡村style建筑）每年3、4月会组织免费
的income tax clinic，不过名额有限一般前200名先到先得；或者可以上网（ufile和turbotax）
填表或自行填写邮寄出去；如果实在嫌麻烦，可以找靠谱的中介公司代办，一般收费也不贵。
如果忘记退税，小伙伴们也不要担心被驱逐出境，只要写信给CRA如实说明情况，并提交这几
年的相关凭证，依然可以正常拿到退税款。Sin number 是社会保险号，建议大家没事儿的时
候溜达到Eaton Centre旁的市政厅，带上自己的study permit和护照，花个半小时给办理了，
以后办理很多手续都会很方便，有sin卡的同学办理退税会更快，并且收获自己的individual tax 
number~

留学生卡

前面提到的UTSU可是个为学生谋福利撑腰的好地方，可以免费领取ISIC（International Stu-
dent Identity Card）国际学生卡，手握此卡，可以享受到很多商店和旅游胜地的优惠，比如旅
游时的路费、出国旅游的住宿费等。这张卡只发给full time的学生，可以使用passport size的
照片作头像，不过大多数都是现场拍照，至于拍照水准，都是套路你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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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初识校园   ]

在多大的三个校区内坐落着大大小小40多个图书馆，图书馆内不仅仅提供了阅读区域，台式
电脑，还有很多讲座活动也会在图书馆内举行。几乎每一个大型图书馆里都会有餐厅（food 
court）和咖啡饮品小吃，各个图书馆的藏书种类也不尽相同。下面会有几个大型图书馆的介
绍：

Robarts

- 坐落在St. George街上，14层的复杂建筑结构 （目前还在扩建中），健全的设施和丰
富的藏书使其成为多大乃至全北美最有影响力的图书馆之一
- 一至四楼是不需要凭学生卡进入的，一楼主要有很多电脑学习区域，二楼是food court
和starbucks所在，三楼有Media room有时候会有讲座，还有几个大学习室。再往楼上去会需
要出示学生卡乘坐电梯，高层有很多藏书，但Robarts的藏书主要以humanity和social sci-
ence为主
- Robarts一般人很多尤其是在考试期间，值得一提的是在5楼有不用预定的study 
room，可以提供一个相对来说隐秘安静的环境
- 开放时间： 
秋季和冬季学期：周一到周四 24小时 （只有3楼开放凭学生卡过夜）
周末以及夏季学期会缩减时间
- 阅读更多：https://onesearch.library.utoronto.ca/library-info/ROBARTS 

- Gerstein坐落在main campus的右侧，紧邻医学院，里面的藏书以及电子数据库主要是
life science类

图书馆与学习区

Gerst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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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下一层有一个小餐厅，主要提供咖啡电心和三明治
- 由于地理位置的优越Gerstein在课间和考试期间都是人满为患，尤其是想要在安静的小
空间里学习的同学们，要记得提前预订study rooms哦！

秋季和冬季学期：周一到周四9am-9pm
周末以及夏季学期会缩减时间
- 阅读更多：https://onesearch.library.utoronto.ca/library-info/GERSTEIN 
- 开放时间：
秋季和冬季学期：周一到周四9am-9pm
周末以及夏季学期会缩减时间
- 阅读更多：https://onesearch.library.utoronto.ca/library-info/GERSTEIN 

-  St. Michael学院下的图书馆，离教学
楼集中地较远，适合住在附近学院和bay街上
的同学们学习的好地方。较Robarts和Ger-
stein来说，人相对少一些，是考试期间结伴
复习的好去处。

Kelly Ej Pratt

- Victoria学院的图书馆，环境很好，有
许多小隔间样式的学习区域，适合喜欢安静学
习的小伙伴的复习好去处。

Engineering Library

- 时间：
 周一至周四 8:30am-10:30pm，
 周五8:30am-6pm，
 周六9am-5pm，周日1pm-6pm 
- Sandford Fleming (SF) building 二
层，是多大最为“朴实”的图书馆。有ECF电
脑，订书机（很多人会来这儿订作业），打印
机，而且可以说话（其它图书馆可别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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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hen Centre
时间：24/7
这是一栋除非WW3都开门的大楼（圣诞节都开），位于St. George，Bookstore旁边。白天
很喧闹，晚上（七点之后）安静的吓人。

一层：有ECE Common Room，东部和中部还有长桌（带插座的哦），但配的高脚椅坐起来
挺蛋疼。
二层：有不少tutorial room和更多的长桌（Eng Sci Common Room也在这儿）, 晚上小伙伴
们可以把空着的房间占为己有。
三层：东部有三个餐桌和ECE电脑房。中部有几个带黑板的半开放式小隔间，非常温馨，但椅
子坐起来依旧蛋疼！

时间：24/7
位置如图，全年
全天候对工程生
开放。有ECF电
脑（Windows 或
Linux系统）和打
印机。除了Pho-
toshop，你能想到
的编程和图片软件
这些电脑上都有， 
像Matlab，各种
IDE，Sketchup等
等。

ECF 电脑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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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stnut 

时间：24/7
学习区位于Chestnut 27，28两层。

27层是一层全玻璃的学习区（原来是旋转餐厅），有沙发，圆桌，和小隔桌。周围风景极佳，
但可以说话（所以有时候很吵）。
28 层是个不能说话的学习室，但设施有点简陋（而且旁边就是天台）。

时间：周一至周四9am-11pm，周五9am-5pm，周六2pm-
6pm，周日1pm-9pm

Wilson Hall和 Wetmore Hall的走廊和休息室是白天不错的学
习地点，椅子桌子一应俱，就是有点儿老。

时间：周一至周五8:30am-9pm

靠着Innis College，说是给Rotman 研究生和博士生的专用场
所，其实谁都能进。
每层都有不错的学习和阅读空间，高大上又安静，处处都是钱
的味道。

时间：周一至周日9am-11pm

位于Hart House 二层西侧。地方挺小，但有点儿英式古典气
息，挺适合阅读的。
另外Hart House一二层楼梯处各有一间开放式的学习室。

Hart House

Rotman Central

New Colle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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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内食堂

多大唯一做人饭的两个食堂之一，自助餐形
式，在Chestnut 一层，去年刚装修过。
虽然离学校十万八千里，但偶尔去蹭朋友的免
费饭票还是不错的（饭券要12刀），不小心
撞上鸡翅夜或者拉面夜就走运了。

BA 一层，紧靠着UofT Bookstore, 有沙拉，
星巴克（只有咖啡），例汤，看起来过于健康
的pizza, 三明治，和小吃。

挨着Sidney Smith 玻璃房，是一个小型food 
court。
里头有Tim Hortons, Spring Roll, Pizza 
Pizza和汉堡。味道都好于食堂，但中午一般
要排大队，晚上不开。

SF 地下一层，坐的地方满多，卖一些Pizza 
、方便面之类的快捷食品。

多大唯一做人饭的两个食堂之二，也是12刀
自助餐。地儿大，位与学校中心，不想吃餐车
但又懒得跑路的同学可以光临。

New College CafeteriaHard Hat Café

Chestnut Residence Cafeteria 

Sids Café THE CU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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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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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hletic Centre (AC)

体育中心

Starbucks Tim Hortons Second cup

Medical Science Building Medical Science Building Grad Room

Robarts Library Sid’s Café UofT Bookstore

College St & St. George St 
cross

College St & Spadina St 
cross

Pharmacy Building

Athletic Center Sidney Smith Hall

Woodsworth Colle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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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于New college附近，包含奥林匹克级别的游泳池，运动器械，室内跑道以及一系列
其他设施和场地
- 阅读更多：http://physical.utoronto.ca/FitnessAndRecreation/Drop_In_Programs/
Schedules.aspx

Hart House

- 位于King circle, 有室内悬空跑道，篮球场，射箭场等其他设施场地
- 阅读更多：http://harthouse.ca/fitness/ 

Goldring Centre
- 位于St. George地铁站附近，是多
大去年10月份新建成的体育中心。里面不
仅加设了更多更专业的运动器械，而且采用
了超大落地式玻璃，运动时可以看到窗外的
风景。可是Goldring并没有室内跑道
- 阅读更多：http://physical.utoron-
to.ca/FacilitiesAndMemberships/gol-
dring-centre-for-high-performance-
sport.aspx 

学院介绍

因为本科人数庞大，多伦多大学采用学院制度，从而更方便地管理和服务学生。一共有七所独
立的本科学院，分别为:Innis College, St. Michael’s College, Trinity College, Victoria Uni-
versity, Woodsworth College, University College，以及一所研究生学院 Massey College. 
每个学院都有自己的注册办公室（Registrar Office)，领取在读证明，选课，选专业、学费，
奖学金等问题都可以去咨询。亲自前往Register Office需要排队，如果只是咨询一些简单问
题，可以发邮件询问。工程系的同学不在学院体系之内,有问题可以去工程系注册 办公室(GB一
楼)问询。其他部分学院的院系也有相应的办公室。在此之外，部分college因为规模相对小，
住宿存在人数限制。部分学生会被分到位于Downtown距离学校步行20分钟左右的Chestnut 
Resid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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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七个学院外加Chestnut各方面的特点对比——

Chestnu
t
Residen
ce

Innis 
Colloge

New 
College

St. 
Michael
‘s
College

Trinity
College

Universit
y
College

Victoria
College

woodsw
orth
College

Meal 
Plan

必须购买
质量较高

不设置
可购
买flex 
dollar

必须购买
质量较高

必须购买
质量尚可

必须购买
质量一般

必须购买
质量一般

必须购买
质量一般

不设置
可购买
Flex 
dollar

单人间 不提供给
大一学生

提供 提供
数量有限

提供
数量较少

提供
数量有限

提供 提供
数量有限

提供

单一性别
楼层

提供 提供 提供 提供 提供 提供 提供 提供

规模 人数上千
规模大

规模最小
社区感强 

IFP预科
所在地，
中国学生
较多
规模很大

西人较多
规模较小

规模较小 规模较大 规模中等 商科学生
居多，规
模较大

毗邻地区 市中心
Eaton 
Center
唐人街
购物吃饭
娱乐方便
上课相对
很远

Robarts 
Library
对面，距
离大多数
教学楼很
近，学习
氛围浓厚

毗邻
AthGent
re 唐人
街，吃饭
娱乐方便

靠近
Yonge/
Bay 
Street
工程/商科
上课略远 

距离图书
馆较近，
是部分文
科上课地
点

学校中
心，地理
位置距离
图书馆教
学楼体育
馆很近，
方便快捷

毗邻新建
健身房
Goldring
邻近
ROM博
物馆、音
乐学院，
艺术氛围
浓厚

邻近繁
华商业
区Bloor 
Street和
上课教学
楼

琴房 数量较少
设施一般

数量较少
设施较好

数量有限
设施较好

提供 提供 提供 提供 不提供

Chestnut Residence Innis College New Colle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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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stnu
t
Residen
ce

Innis 
Colloge

New 
College

St. 
Michael
‘s
College

Trinity
College

Universit
y
College

Victoria
College

woodsw
orth
College

Meal 
Plan

必须购买
质量较高

不设置
可购
买flex 
dollar

必须购买
质量较高

必须购买
质量尚可

必须购买
质量一般

必须购买
质量一般

必须购买
质量一般

不设置
可购买
Flex 
dollar

单人间 不提供给
大一学生

提供 提供
数量有限

提供
数量较少

提供
数量有限

提供 提供
数量有限

提供

单一性别
楼层

提供 提供 提供 提供 提供 提供 提供 提供

规模 人数上千
规模大

规模最小
社区感强 

IFP预科
所在地，
中国学生
较多
规模很大

西人较多
规模较小

规模较小 规模较大 规模中等 商科学生
居多，规
模较大

毗邻地区 市中心
Eaton 
Center
唐人街
购物吃饭
娱乐方便
上课相对
很远

Robarts 
Library
对面，距
离大多数
教学楼很
近，学习
氛围浓厚

毗邻
AthGent
re 唐人
街，吃饭
娱乐方便

靠近
Yonge/
Bay 
Street
工程/商科
上课略远 

距离图书
馆较近，
是部分文
科上课地
点

学校中
心，地理
位置距离
图书馆教
学楼体育
馆很近，
方便快捷

毗邻新建
健身房
Goldring
邻近
ROM博
物馆、音
乐学院，
艺术氛围
浓厚

邻近繁
华商业
区Bloor 
Street和
上课教学
楼

琴房 数量较少
设施一般

数量较少
设施较好

数量有限
设施较好

提供 提供 提供 提供 不提供

注册

Tcard
每年正式开始上课之前，新生需要尽快办理一张多
伦多大学学生卡——Tcard。并且此卡将会在整个
大学生活中充当至关重要的角色。

首先，Tcard将成为学生在多伦多大学的身份证
（ID），因此这张卡将会包含个人姓名，照片，学
生号码等重要信息。每当学生参加考试时，监考人
员有义务逐一查看每位学生的Tcard。所以在考试
期间，学生需务必携带Tcard。

特别提醒：如果不幸在进入考场后发现忘记携
带Tcard，请迅速与监考人员联系，并且出示其它个人证件（例如：护照／Passport，
驾／Driver License），以免耽误正常考试时间。

其次，Tcard还将成为校内公共设施的使用凭证。日常生活中，学生需要使用Tcard来消费餐
饮计划（Meal Plan），方可进入食堂用餐。同时，Tcard内可以充值一种名为Flex Dollar的
虚拟货币。Flex Dollar可在校园内大部分饮食区购买食品，以及在校书店（Bookstore）内
购买各类商品。除此之外，学校部分实验室（包括部分专业的公共区域），图书馆（Robarts 
Library五层及以上） ，体育馆(Athletic Center) 等设施需要使用Tcard方可进入。

特别注意：学生在校内图书馆使用打印机前需要先向Tcard内充值，且打印余额将会与Flex 
Dollar独立存在（即flex dollar不可用来打印）。打印余额可以在打印机附近的充值机购买。该
充值机可接收部分实体货币，借记卡以及信用卡。

首次办理Tcard需要本人到学生卡办公室（Tcard Office）。办公室位于Robarts Library二层 
2054A，并且会在开学初于附近设有一定数量的标识，因此目标比较容易寻找。办公室工作时
间为：周一至周五 9:00a.m. - 5:00p.m. 。届时需要学生本人携带好个人证件，官方要求为两
个带照片的身份文件（Photo ID）， 一般可以使用护照，驾照，省内身份证（Ontario ID）
等。国际留学生请务必携带好护照以及有效的学习许可（Valid Study Permit）。为了保险起
见，学生可以同时携带录取通知书原件（Letter of Acceptance），以应部分工作人员要求出
示。

友情提示：学期初办理Tcard人数激增，如果条件允许请尽早办理。办理期间需要拍照，有需
要人士请提前整理服饰或进行化妆（建议使用哑光产品，高光产品会反光）。
Tcard办理完成后，工作人员将发给学生一张带有密钥（Active Code）的文件。密钥将会作
为激活学生账号（UTORid）使用。请务必保管好密钥并且牢记学生帐号及邮箱。密钥文件将
说明如何修改初始密码，请于修改后牢记密码，建议随即销毁密钥文件，以防被他人所利用。
提示：请妥善保管Tcard，如有损毁请及时换新，如有丢失请及时挂失。新卡办理费用为12加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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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TORid

UTORid 是印在 Tcard 上的个人信息之一,是登录学校网站、连接校园网络、使用学校网 上服
务的必要信息。拿到 Tcard 后,请登录 https://www.utorid.utoronto.ca/ 进行办理。
带有学校后缀的邮箱 (@mail.utoronto.ca) 是您申请工作、实习、与教授联系、咨询学校 事宜
的正式邮箱。若您使用 @gmail.com 或者 @hotmail.com、@yahoo.com 等后缀的邮箱 都会
被认为是不正式的,甚至对方会拒绝回复。
学校邮箱在经过更新后才用了 Hotmail 为框架。这就造成了同一浏览器在登录学校邮箱后, 需
要完全退出登录,才能访问您个人的 Hotmail 邮箱。您可以使用多个浏览器简单的解决这 个问
题。 

国际留学生需要出示医疗卡（UHIP Card）来进行诊所机构挂号，护理机构预约等活动。因此
建议尽快办理UHIP Card。 国际留学生需要在线上进行注册（网址/Uniform Resource Lo-
cator：www.mysunlife.ca），并且需要准备好一下信息：
一：个人出生年月日
二：居住地址的邮政编码（Postal Code）
三：合约号码（050150）
四：成员ID（提示：如果个人学生号码为九位，成员ID即为：“UT”＋ 学生号码（student 
number）；如果个人学生号码为十位，成员ID即为：“U”＋学生号码）
五：多伦多大学电子邮箱地址（UT email）
完成注册后，学生便可以打印UHIP Card。而后凭借此卡，可以在很多医院，牙医诊所进行免
费治疗和检查。

医疗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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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

Innis College特点是不附带
Mealplan。但是如果你真的
那么不想自己做饭的话，可以
买UT的校园mealplan，就是
往学生卡里面充值，在学院任
何一个cafe可以随意使用。宿
舍内部为Suite 模式，4到6人
一个套间。每个学生在套间內
拥有单人房，房间面积约9到
10平方，房内格局有细微差
别。一般配有一把靠背椅和一
把无靠背椅，书桌(配有小书
架)，杂物架，内嵌式衣柜，
带有储物空间的床和床头柜。
套间內有暖气调节设备，另配
有两个洗手间(一个提供卫浴
设施，一个是盥洗室)，共用
的厨房与活动区域，以及储藏
室一个。另外，Innis配有健
身房、收费洗衣房(洗衣干衣
各一元)、公共活动室、自习
室、游戏房以及音乐练习房。

New College的宿舍在校园西
部边缘偏中，靠近AC以及很
多主要教室。各个专业的学生
都有，语言班的学生全部都在
new college。45 Willcocks
是最现代的一栋楼，但是食堂
却在wilson hall和wetmore 
hall楼下。每个房间都配有电
话，市内拨打免费。每个楼
层有免费洗衣房、约三个男
女共用的洗手间、公共休息
室等。新楼老楼都有房间大
小不一的情况，有的单间位
于拐角，空间较大。Willson
和New Building使用的是房
卡，关门自动锁门，经常有同
学出门随手一关门把自己锁在
门外的情况，这时需向前台申
报借卡进门，这里需要注意，
全年借卡有次数上限，超额每
次需缴纳约$20的罚金，丢卡
赔偿为$20左右。好处是食物
供应据说全校所有Cafe里面
最好的。最大亮点还是宿舍
楼里男女共用的厕所和洗浴
间，但是大家放心，都是很
安全的。New地下一楼就是
IVEY图书馆，住new的学生
想去图书馆学习非常方便，离
robarts也仅仅两三分钟的距
离。

St. Michael college：这个学
院是很多种欧洲语言系办公室
的所在地，整个学院以天主教
背景为特色，所以韩国人和南
欧人特别多，学生以学习语言
专业、政治学专业以及生命科
学专业的为主。这个学院的地
盘在校园东北偏东部，靠近平
民商业区——young street和
the eBay street上面有很多日
用品店，价格说不上多优秀，
但是是离学校最近的区域。它
的住宿不是最差的(有两栋新
宿舍楼，环境挺优美，摆设也
算合理，单人间有屋内洗手池
可以洗洗漱)，虽然比Chest-
nut 要近(最起码是校园之内)
，但是据反映冬天走10分钟
以上的路程还是挺烦人的，所
以工程系、Commerce等等
校园西侧的广大群体都很不鸟
我们。但是宿舍特色是——有
House类型的住房，虽然极为
限量(总共只有6栋房子)，但
是都是名人居住过的(加拿大
前某总理、作家、首席执行官
等等)，环境也很舒适，如果
有机会的话，堪称是校园最具
特色residence。

校内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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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stnut residence是由一
个星级酒店改造而成。两人一
间，设施更像是宾馆。这也
是唯一一个脱离多大校园的
residence，上课路程可能较
远，步行距校园约20分钟，
冬天冒雪行走需约半小时左
右。一般情况是，如果学生
第一年申请其它校内住宿被
拒，都会被分流到Chestnut
来。Chestnut的上网流量限
制为两周8G。条件和食堂较
好所以价格较高。会有清理人
员定时清理地毯等。

WoodsWorth college以金融
系背景为主，它的宿舍在繁华
的Bloor大街上，里面多数是
商科学生，楼下就是rotman 
commerce的教室。面对着种
种世界级时尚品牌的店家，以
及许多不同的博物馆，应该算
是最为现代化的都市居所了。
住宿质量应该是所有学院之
中最好的了。但是这个col-
lege也没有提供食堂。六个人
share一个suit，每个suit有一
个厨房和冰箱供学生使用。

University College处于校园
正中心地区，去哪个方向都很
方便，尤其是几个经常上课的
地方，所以不图奖学金的话，
还是个不错的地方。而且它的
主要建筑是整个学校最醒目、
最巨大的古建筑之一，矗立在
Kings Park之前，非常有气
势，我有很多讨论课都在这边
进行。宿舍区之内有很大一片
足球场和食堂小卖部。

Trinity三一学院当然是传说中familyclasses最好的——
Trin，Trin，Your Dady Get You In! 三一学院主要以政治学
为主，是国际关系学(貌似还有政治系的一部分)系的所在地，
很多相关课程也由三一学院的课题组来开设。不过他们的宿舍
楼可以算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了……因为楼很古老，所以是气
质出众的，坐落在山坡之上，维多利亚式的古建筑，院徽和人
物浮雕精致绝美;但是，看完了里面的装潢让人没有勇气在这里
生活啊……各位工程的因为不能加入学院membership，所以
trin的奖学金你们是没有机会的，就不用抢破头来这里住破屋
子了，真的喜欢这个建筑的话，没事来走走、拍张照片就好了
~

Victoria College，它的建筑很好看，红色的大城堡Old Vic是
学院的主要建筑，他们的图书馆 (E.J.Pratt) 是环境最好的, 新
生周是几个学院之中人气最旺、最团结、最富有激情的。Vic
的宿舍楼一共有5栋， 分别为Annesley Hall (全是女生的宿
舍楼)，Margaret Addison Hall (宿舍服务的front desk在这
栋楼的一层)，Upper Burwash (离食堂最近)，Lower Bur-
wash (其中的BG House 是专门为vic one 学生准备的) 以及
Rowell Jackman Hall (所有宿舍楼里最新的，高年级和音乐
系的学生居多)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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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Calendar（h ttp://www.artsandscience. utoronto.ca/ofr/calendar/#）

多大每年会出一本年历（calendar），大家要学会运用这个工具，因为上面会有关于专业要求,
必修课等重要信息。以下是总的目录，简要地概括了calendar的内容，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
要点击相应的标题。

[   三 . 学业相关   ]

选课

选课工具

下面举个简单的例子教大家怎么看 Calendar。比如说想了解统计专业的专业要求怎么办？首
先在目录里点击 Program and Courses，会出来各种不同的专业，在列表里选择 Statistical 
Sciences，就会出现详细的介绍啦。

比如想修一个 Statistics Major，需要修满6.5个 Full Courses or their equivalent，including 
at least one STA  400-series course，也就是需要6.5个学分，至少包括一门400 level 的
统计课。接下来罗列的是每一学年的必修课，用“/”隔开表示这几门课是 equivalent 的，
可以任选其一来上。课程后面有个代码 H1 或者 Y1 ，H1 表示这是一门半年（half year）的
课， Y1表示年课（year course）。半年的课是0.5个学分，年课是1.0个学分。有些课会以
组合的形式出现，比如 mat135、mat136，会用括号（）表示，那么可以选择上两门半年课 
mat135 和 mat136，或者只上一门年课 mat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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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就是具体的课程介绍部分啦。值得注意的是有些课会有 prerequisite，必须先修了要求
的课才可以进一步修这门课。比如想修 sta302，就要先完成 sta248、sta255、 sta261 或者
eco227 里的任意一门。最后一行会告诉你这门课属于 BR 几，方便查看。

2. Timetable（http://www.artsandscience.utoronto.ca/ofr/timetable/winter/）
     
每年多大都会更新一次 Timetable，关注 Timetable 能第一时间了解到新的一年课程设置
的 变 化， 比 如 曾 经 的 MAT135Y1 已 经 改 成 了 MAT135H1 + MAT136H1。 下 面 我 们 以
PHY151H1 为例介绍一下怎样使用 Timetable。

打开 UofT Timetable 的网页后，找到自己想上的课的前三个字母。

点开以后再找到具体的课程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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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 Course 的蓝色字体会跳转到 Calendar 关于这个课程的详细内容介绍。 Section Code
代表这个课是秋季还是春季的（F = fall, S =spring）。 Title 是这个课的全称。
Meeting Section 分三种，一种是 instructor 教的 lecture （L for lecture），一种是 TA 教
的 tutorial （T for tutorial），一种是实验课 （P for practical）。后面的数字编号代表不一样
的上课时间或不一样的老师。一般情况下要求 lecture 和 tutorial 或 practical 搭配着一起上。
Waitlist 下面的 Y （yes）和 N （no）是指如果这个 section 人满了，你是否能排在 waitlist 里等待。
Time 就是具体的上课时间，TBA 是 to be announced，除周四缩写是 R 以外，其他工作日
缩写都是首字母。

Enrolment Indicator 和 enrolment control 指的是是否选课有专业优先，如果有的话 , 点进去
see datails 可以看见具体有优先权的专业。

如果你不是这两个专业的话，就要等第二轮选课才能选这个课。
确定了时间和想上的 section，了解了选课时间以后，就可以排 personal timetable 来避免课
程时间冲突啦。

介绍一个好用的网站：h ttp://www.griddy.org/。 这个网址也是多大学生开发的，结合每年更新
的 timetable，可以让你很轻松的排出自己的模拟课程表。

其实自从 ROSI 升级为 Acorn 以后，Acorn 已经具有了许多 timetable 的功能，比如看上课时
间和教授等，但还有很多关于课程的细节问题需要参见 calendar 和 timetable。
更 多 信 息 请 参 见：http://www.artsci.utoronto.ca/current/course/timetable/1516_fw/
codes-used-in-the-timetab le-listings#indic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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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Course Finder (h ttp://coursefinder.utoronto.ca/)

想要知道课程的详细信息但又无从下手？没关系！多大内部拥有一个强大的查询平台 —— 
course finder 以供学生们查询课程的信息。下面我就以 ECO100Y1 这门课程来举例。

首先请大家先进入 course finder 的界面，在搜索栏里面输入课程的代码以及对应的 BR 选
项，然后点击 Search。 （如果大家只是想看看每个 BR 有什么课程，可以只选择 BR 选项，
course code 那一栏可以不填，然后点击 Search。）

页面的左侧是过滤选项，右侧是搜索出来的结果。点击选择自己想要的课程，进入到课程介绍
的页面。这个网站很详细地介绍了课程的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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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ROSI -- Repository Of Student Information (http://w ww.rosi.utoronto.ca/)

多大的官方学生信息服务系统，包括选课、毕业、申请专业、学生会选举、成绩单、报税表等
一切服务，现在已被取代为接下来的 ACORN 新系统。使用 student number 及六位数密码登陆
后，选择 Course Enrolment，就能看到自己的 program 旁边有四个选项。

选择 Manage Courses

输入课程编码后 submit

选 择 一 个 LEC session， 如 果 有
TUT 或者 PRA 也要同时选择。add
之后如果顶端系统显示了绿色的一行
提示那就恭喜你，选课成功啦 !

Q：如果想选的课没有位子了怎么办？
A：不用着急！先加一个 waitlist，开学前或者开学一周之内有人会 drop，200 多人的大课前 40
都可以排入的。如果实在排不上，可以在 waitlist 关闭后不时刷空位，或者联系想要 drop 的同学
将位子 drop 给你，注意不要晚于 last day to add/drop 就可以啦。

Q：如果接近 deadline 还是进不去课程怎么办 ?
A：你可以单独询问教授，表达你不得不修这门课的意愿，教授一般都会让你进来的。

Q: 如果两个课 conflict 怎么办 ?
A：尽量避免 conflict 的情况。灵活选择课时，因为期中甚至期末考试时间很有可能会碰在一
起。而且落下没听的课后来到处借笔记补并不是明智的选择。如果 conflict 实在无法避免，大部
分考试教授会给 early setting，提早完成考试避免时间冲突。

5. ACORN (http://acorn.utoronto.ca/sws/)

Acorn是多大这两年刚刚推出的一个新的学生网站，目前功能可以基本取代之前又慢页面略low
的rosi。Acron的界面非常整齐美观，内容非常全面，使用起来比rosi 方便很多。在左边有一
列操作栏， 功能包括设置更改个人信息，选课（drop课，cr/ncr），课表，academic history 
简称看gpa，查看自己学费是否到账，血生账户余额，健康，国际交流机会，住宿选择，学习
活动，职业规划等。Acron系统的覆盖面很广页面清晰，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个网站查看到自己
的选课时间哦。用Acron 系统选课可以更佳详细的看到上课地点，时间，教授信息，可以帮助



41

输入想加入的课，ACORN 支持模
糊搜索 , 除了输入完整的课号，也
可以输入专业分类前三个字母或者
课程主题来进行检索，我们可以看
到两个选项，一个类似于加入购物
车待定，等到选课当日一键选课，
还有一个是直接 Enroll 

成功 enroll 后右上角会弹出提示，选课就完成啦。

6. Griddy (h ttp://www.griddy.org/)

在这里 CSSA 为大家推荐一个很好用的排课网站供参考和模拟编排 schedule。这个网站基本上
是和学校的 Calendar 和 Timetable 同步的，但是有时候不一定是最新的版本，所以大家还是以
Calendar 和 Timetable 上的信息为准。

同样在 ROSI 的网址里，我们可以找到 Degree Explorer 这个工具，根据每个人的 program 有
相应的毕业要求，既可以看到实时记录的距离毕业的进度，也可以设置每年假设的 plan 对毕业
需要修的课程进行规划模拟。以 Arts and Science 为例 :

课业相关规则

Specialist,Major,Minor

从多大毕业需要选择三种专业组合方式之一：1 Specialist，2 Majors 或者 1 Major + 2 
Minors，大家可以根据 Calendar 上的详细要求进行选课以及准备大二进感兴趣的专业组合。
比较大神的童鞋想修 double specialists 或者 triple majors 之类的可与各自学院 Registrar 
Office 进行申请。

 • Specialist：顾名思义，就是精修，是三种组合中精而深的选择。
 • Double Majors：双专修
 • 1 Major + 2 Minors：一专修带两辅修，是相对广而博的选择。

你找到你prefer的教授，选择更好的上课地点。
登陆页面后，选择左侧黑色选项条 Enrol & Manage 里的 co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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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ject POSt

大一结束后的暑假里就要开始申请进专业的事啦，最早从 4 月 1 日开始开启申请，根据不同的专
业有不同的申请要求与期限，同学们可以早作打算。Subject POSt 从 ROSI 或 ACORN 都可操
作，更多详情在 http://www.artsci.utoronto.ca/current/course/subject-post-enrolment

Breadth requirement

BR 是多大对于学生广度（Breadth）的要求，也就是说学生不光要深入学习自己专业的领域，
还要学习一些不熟悉的领域来丰富知识广度。在 Calendar 里可以查看每门课的 BR。

       BR 分为五类（列表为热门选修课）：

1. Creative and Cultural Representations （人文与艺术）
 · 语言类课程：FSL100 法语，EAS120 日语，EAS110 韩语

2. Thought, Belief, and Behaviour （思想与行为）
 · LIN200：Introduction to Language
 · LIN203：English Words
 · LIN204：English Grammar
 · PSY100：Introductory Psychology
 · PHL245：Modern Symbolic Logic

3. Society and Its Institutions （社会与运作）
 · ANT100：Introduction to Anthropology

4. Living Things and Their Environment （生物与环境）
 · ANT100：Introduction to Anthropology
 · ENV200：Assessing Global Change: Science and the Environment

5. The Physical and Mathematical Universes （物理与数理）
 · CSC104：Computational Thinking
 · PHY205：The Physics of Everyday Life
 · AST101：The Sun and Its Neighbours

在毕业之前，同学们需要完成 4FCE 的 BR 组合，包括 1+1+1+1 或者 1+1+1+0.5+0.5 两种选
择。 例如：BR1，BR2，BR3 和 BR4 的课各修 1FCE；或者，BR2，BR3，BR5 修 1FCE，
BR1 和 BR4 各修 0.5FCE。

一般来说建议大家大一大二尽量把 BR 满足了，后面把时间留出给需要更多精力的高年级专 业
课。作为满足 BR 的课不是专业课，如果大家担心成绩不佳影响绩点的话，可以有效利用多大给
予的 C R/NCR 选项，接下来将会详细介绍。

CR/NCR

CR/NCR 选项是多大为了鼓励学生去拓展自己的学习领域而存在的，学校希望学生们能全面发
展而不只是局限在个人专业的学习当中。CR/NCR 选项只能用于选修课，四年内每个学生最多
只能 CR or NCR 2 .0 FCE （Full Course Equival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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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Credit，即学生最终成绩合格（>=50），GPA 不计入总评，学分计入毕业要求，成绩不
会显示在成绩单上。
NCR：No Credit，即学生最终成绩不合格（<50）,GPA 不计入总评，学分不计入毕业要求。
注意：选择了 CR/NCR 的课程成绩并不会影响 GPA 但必须要 5 0+ 才能算 BR，否则建议直接
drop。抱着已经 CR/NCR 的态度去学习，是很冒险的事。

LWD （Late WithDrawal）

即迟取消，如果过了 last day to drop 之后决定要 drop 课程的话，需要去各自学院的 Registrar 
Office填表并预约与Advicer的15分钟谈话后决定是否drop。LWD的课程将在成绩单上成绩一
栏显示 LWD，不计入 GPA，不计入毕业学分。

GPA 计算

Academic Offence

大学里 最看重 的就是 诚信 ，任何形式的作弊都是不可取、得不偿失的，请同学们务必牢记于
心，绝对不要侥幸心理害了自己。Academic Offence 包括平时作业抄袭代写、考试作弊、篡
改学业记录等。

关于 Defer Exam

考前突然觉得不舒服或者生了重病不能去考试了怎么办？ D efer exam 后学生将参与下一个
Term 的考试，比如 Summer term 的期末申请 defer 被批准了，那么你将参与 Fall 的期末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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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书

来到多伦多大学，最先光顾的想必就是著名奢侈品店 － UofT Bookstore。脱离了社会主义光
环后，来到加拿大上学就会发现教科书，真是贵！在Book Store里一本100来页很薄的新版书
均价差不多要150多刀，来学校前每个人卡里都有6位数存款，可是几番购书之后钱包也是瘦到
人生颠覆了。因此，购买二手书就是一个比较经济的选择，而且在网上一般还有众多的电子书
资源可以利用，下面就来告诉大家针对课本的生存指南。

Choice 1：刚来多大的新生们都会有许许多多的QQ和微信群，群里不少同专业的学长学姐都
会兜售上一年度的二手书，不过，要注意是否是今年教授要求的版本哦。另外，在Facebook
上也会有二手书出售的群组，有需要的同学可以留意。

Choice 2：从国内来的小伙伴还可以利用大天朝的优势，在淘宝等购物平台上买到影印版本的
课本，同样，在购买之前要确保买的版本是今年教授所要求的。

Choice 3：Discount Bookstore （229 College St），位于学校书店旁边，稍有折扣但是价
格比学校书店优惠不了太多，运气好会有比较便宜的used book。

Choice 4：免费/付费电子版，google搜索关键字 +“pdf”，或者亚马逊有rent电子版，或实
体版等选项供大家选择。 

Choice 5：如果你就是天生骄傲，那自然以上经济套餐不适合，请出门左拐，Uoft Bookstore
在那儿静静地等你。

前期准备
课前准备

具体流程 ：提前准备好 UHIP 表格（或健康卡）并携带 T-card 和一个 Photo ID，考试当天去
多大认证的 Clinic 就诊 （http://healthservice.utoronto.ca/pdfs/Walk-in-Clinics.aspx），
填写 Clinic 提供的表格，如果医生告诉你病情过重不能参加考试，那么你就不用 show up 考试
了。之后，在接下来的一周里去自己所属的 College Registrar 告知 Deferral，填写 College 给
的表格写明 Defer 原因，等待批准，下学期时准备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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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具

在多大，每逢考试才会想起来的两样护身符，一个是核实身份用的T-card，另一个就是计算
器了。多大对可带进考场的计算器有型号要求，需要是不可编程的计算器，有两种型号可以选
择，Casio FX-991及Sharp EL-520，这些在UofT Bookstore一楼通往二楼的楼梯口旁可以
买到。如果想在国内就把文具购买齐全，各大购物平台也均有出售，价格方面，与在加拿大购
买并没有太大差异。

打印

在多大各个图书馆的黑白打印费用都是15cent/page，找到黑色充值机为Tcard充值后即可打
印。除此之外，也有很多便宜打印的地方，例如在New College Ivey Library办理打印卡后打
印就是3cent/page。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由于Engineering的小朋友们交的是全多大最贵的学
费之一，因此作为Engineer福利，在GB、SF和BA等楼的ECF可以享受一定数量的免费的黑
白打印。

学习资源
PAST TESTS 

马上考试了，自己想找些past test来做？找不到怎么办？不用担心！首先可以通过教授或者
TA找到past test，一般情况下教授会统一把一些past test 放在网上供同学们参考，同学们也
可以登陆到Blackboard (portal.utoronto.ca)，进去以后点击左下角的Old Exam Repository
搜索就可以，但是请注意学校是不提供final试题答案的，小伙伴们可以几个人一起把题目做
完，互相答疑解惑。

AID CENTRE 

除了一些网上的校内资源外，学校内还开设aid centre为大家答疑。比方说Sidney Smith 一楼
有Math Aid Centre，Woodsworth对面的Economics Aid Centre等等，许多TA会定时在那
里帮助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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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RITING CENTRE 

文科的同学可以预约各自college自带的writing centre一起协助修改essay语法，提高写作技
巧，不过需要在自己college的官网上进行预约。

学术类app、网站

除了校内的资源外，许多校外的机构也通过互联网的方式为同学们提供服务与帮助，比如
grammarly, course hero, one class, one note, pdf reader, 福昕阅读器(ipad) 等等。这些大
多数会需要subscription或者产生些费用。 这里推荐下course hero, 他家提供很多多大课程的
sallybus和往届的past test。

Portal

又称为blackboard，需要使用utorid和个人密码登陆。Portal是一个学习必要的个人网页，网
页上会显示你上的每一门课，打开每一门课的小目录可以看到那门课教授发布的announce-
ment，course outline。教授也会把course material，assignment，以及lecture上使用的
slides上传到portal上来帮助学生复习。还可以通过my grade一栏查看成绩。Portal上同样有
小分栏可以看到你的meal plan，utsu, 以及每个college student council的通知。

Webmail

登陆方法与portal相同，通过utorid和个人密码登陆。Webmail是教授与你沟通的必要途径。
你的个人webmail是由你的first name. last name @mail.utoronto.ca 组成。当你发邮件与教
授沟通以及教授要求发邮件上交作业，包括与学校register office沟通时，只有utoronto web-
mail的格式的邮件才会被浏览。个人的email address 比如gmail，Yahoo，qq 邮箱发出的邮
件会被视为不正式邮件甚至被拒收。学校以及你所在的college也会通过webmail发布重要通
知，所以小伙伴们请及时查收你们的webmail。小伙伴们还可以从个人的webmail下载免费的
docx，ppt，excel等软件，这些软件可安装于Mac和windows 系统的电脑。

学习须知
Summer规划:

- 回国实习/玩耍/陪家人/吃吃喝喝胖三圈

- 上UT的Summer Session。来弥补之前drop课程的学分、重修没有达到分数要求的课
程或者提前上其他的专业课/BR课。Summer课程是正常学期速度的2倍，相对而言绝大多数课
程内容和考试会比正常学期简单一点，但是不是所有课程都可以在Summer上。 Summer会有
2个学期，分别是5-6月和7-8月; 一般来说每个学期只能上2门课，4个月最多修2分。

- Summer Exchange。 对，它和Summer Abroad Program不一样。UT允许最多交换
3个term，所以summer可以是其中的一个选择。交换项目是在海外大学由他们的Prof授课，
热门目的地包括香港、德国、韩国和新加坡等，转学分成绩不计入GPA。中国大陆的大学也有
交换项目，但是部分项目不接受中国国籍学生申请，申请前请注意查看相关信息。交换申请具
体要求请在CIE网站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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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mmer Abroad  Program。这是Woodsworth College
的暑期游学课程，由UT的Prof在海外大学授课，学生可以在3至6
周时间内修完1分的课程（个别课程正常学期不提供哦），成绩计入
GPA。热门目的地包括香港，韩国首尔，法国图尔，日本东京，阿
联酋迪拜和英国牛津等，中国大陆在上海和北京也有项目，中国国
籍学生可以申请。

U of T Career Centre

Career Center 为多大在读学生提供各种工作机会以及面试帮助的服务。每年Career Center
都会举办各类型workshop，包括简历撰写以及修改技巧、面试技巧、Networking技巧以及提
供与毕业生面对面交流的机会。
地址：Koffler Student Services Centre, 一楼

Career Learning Network (CLN)

从 www.rosi.utoronto.ca 登陆，可以看到CLN的版块。点击进入便可以筛选各类 工作机
会。CLN囊括面很广，包括了校内、校外的全职兼职工作，暑期前期也会提供各大internship
的招聘通知。

其他信息

o 各大院校也会不定期发Email招聘校园内兼职学生，指定人群通常是本院校学生。
o 每年多大都会召开2-3次大型的Career Fair，从服装产业到IT、统计科学产业均会有大
型公司前来学校招聘学生，有兴趣的同学可以多留意下utmail的邮箱，在举办前期院系都会发
email进行通知。

工作与就业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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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

Utcssa 内部活动

多伦多的夏天一定要踏出家门，感受阳光。湖心岛是多伦多市区内最适合休闲，放松玩耍的
地方，距离市区仅十分钟车程。岛上有21个野餐区和5个嬉水池。夏季阳光正好，岛上风景优
美，特别适合与亲朋好友周末或假期去烧烤野营。CSSA每年的内部执委活动，带领大家一起
享受多伦多的夏天！岛上可以骑车浏览环岛周边景色，还可以在湖上划船。吃烤肉，玩游戏，
结交新朋友，远离都市的喧嚣和学习的压力，感受微风和阳光！

九月

新生见面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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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九月，都会有一批新面孔出现在多大这片充满期望和理想的热土上，准备开启自己崭新的
大学生活。作为多大最具权威的华人社团，UTCSSA将用最诚挚的心意欢迎这些莘莘学子。作
为一枚小鲜肉，想要快速熟悉多大？想要熟悉UTCSSA？想要知道该如何尽快融入新的环境，
适应大学生活？想要知道怎样拿高分，顺利进入心仪的专业？想要知道该如何丰富课余生活，
怎样参与校园活动？那就一定要来我们的新生见面会。UTCSSA将为你排忧解疑，让你了解多 
大， 爱上多大，赢在多大！

每届的新生见面会上，我们都设有丰富多彩的板块：校园生活小百科、学长学姐告诉你、警察
叔叔有话说、玩转多大知多少、以及现场的互动问答、互动游戏、和精彩的文娱表演。最后，
我们还会有激动人心的抽奖环节，每一位到场的帅哥靓女们都有机会获得丰厚的奖品噢！

答疑解惑，结交朋友；笑声满满，礼品多多。UTCSSA的新生见面会将带你开启一扇新世界的
大门。

秋季招新

你是否在参加cssa活动时想要参与策划筹备，是否在看到cssa的宣传片时想要拍摄制作，既
然有这么多的想法，那就快加入我们实现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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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年中最大的一次招新活动，想要加入cssa的你绝对不能错过。这里有丰富多彩的活动，
有志同道合的伙伴，更有来自异国的家的温暖。让UTCSSA带你提升自己的能力，发掘自己
的特长，展示自己的才华！无论你喜欢视频剪辑，线上宣传，活动策划，后勤参与，学术讲
座，CSSA都是一个不可错过的平台！加入我们工作人员团队，相信你会学到更多，得到更多
的锻炼！

尼亚加拉瀑布游

都说没去过尼亚加拉大瀑布就不算来过加拿大，这个被誉为世界十大自然奇观之一的著名景点
距离多伦多只有2个多小时的车程，趁着九月凉爽惬意的大好时光，怎能不跟着UTCSSA去瀑
布看一看呢？

尼亚加拉大瀑布位于美国纽约州水牛城和加拿大安大略省之间，是世界第一大跨国瀑布。瀑
布由三个部分组成，从大到小依次为：，“马蹄瀑布”（Horseshoe Falls），“美国瀑布”
（American Falls），和“新娘面纱瀑布”（Bridal Veil Falls）。在美国观赏，只能看到尼亚
加拉瀑布的侧面，而在加拿大边境却可以近距离地一览全貌。

旅程中，UTCSSA将为你提供贴心的大巴接送。到了景点处，小伙伴们可以在岸边尽情地欣
赏，拍照留念；可以穿着雨衣去乘坐“雾中少女游轮”，与大瀑布来一次刺激的“亲密接触”
；可以登上236.22米的Skylon高塔，俯视瀑布壮丽的全景；可以在中午和大家一起共进一顿丰
富的自助中餐。相信在享受旅行的过程中，大家也可以结识到更多的新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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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

大山侃大山

大山作为加拿大和中国的“友好使者”
，国际友人，著名相声演员，经常活跃
在各种各样的节目里。如今，他走出荧
屏，进入校园，为大家献上生动有趣的
脱口秀“大山侃大山”。演讲以脱口秀
的形式，用逗趣的语言和幽默的肢体活
动，再配合加拿大的人文特色，向同学
们分享他精彩的人生过往以及对中西方
文化交融的独特理解。而多伦多大学作
为他的母校，更是拉近了我们彼此之间
的距离。今年二月, 大山就作为重量嘉宾
来到多大，出席CSSA羊年春晚，为多
大学子们带来别开生面的表演，受到了
同学们的热情欢迎。未曾欣赏过大山逗
趣表演的同学们的热情欢迎。

未曾欣赏过大山逗趣表演的同学们，不要感到懊悔，因为今年10月，大山将再度光临多大，为
我们带来更新更逗趣的侃大山。同学们, 想要与大山零距离亲密接触, 同他合影拍照和交流人生
经验的话，就千万不要错过了哟。

Wonderland 万圣游

Canada’s Wonderland是多伦多最大的游
乐场，万圣节期间不仅有数十个主题以及恐怖
程度不一的鬼屋，更有多个刺激程度高达5星
的过山车和娱乐器械等着你！在过山车上尽
情体验下落时毫无束缚的恐惧，在急速下降和
无限翻转中进入一个又一个深渊。在黑漆漆的
鬼屋里，不见五指的环境，阴森诡异的音乐，
突如其来的惊吓，恐惧与刺激并存。走在乐园
里，极度丑恶的妆容工作人员，走路扭曲，一
直跟着你，瞪着你，甚至轻轻拍拍你的后背，
恐怖到窒息。

暂时放下你的压力，带上你的勇气，备好你的
尖叫，穿上你的costume，跟着UTCSSA去
Wonderland主题乐园的万圣节专场，考验自
己的心跳指数，度过一个刺激又难忘的夜晚！
放声尖叫，放声欢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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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葩说

Let’s Talk 是 2016 年启动的大型辩论脱口秀活动。

辩论是一门考验知识和反应力的艺术，是一场为分辨不
同立场之正确而进行的争论。
Let’s Talk 是 专 属 多 伦 多 大 学 的 奇 葩 辩 论 赛，
UTCSSA 与国辩社（UTMDA）合作，邀请国内当红节
目《奇葩说》的嘉宾出任双方团长，辩论话题由学生决定，
围绕时下热议话题，例如：单身是狗还是贵族？前任婚
礼到底要不要去？爱上人工智能算不算爱情？辩手团队
由学生组成。让更多的学生了解并参与到辩论中，给留
学生在繁重的课业之余，提供一些思考的机会。

这个秋天，邀您和我们一起，赏花赏月赏奇葩。

十一月

UTMUST

哥德巴赫和巴赫是兄弟吗？爱情在拜伦和莱布尼茨眼中有什么不同？爱因斯坦和庄子能不能愉
快玩耍？或许，你能在UTMUST的活动里找到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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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ST------Most Understandable Scientist，是我们UTCSSA一年一度最大的学术活
动。来自不同专业不同文化背景的研究生及博士生以最通俗易懂的方法展示各自的最新研究，
让前来参加的同学们感受科学的魅力。受邀参加活动的评审嘉宾也是大有来头，包括：多大
主管学术的教务长、皇家安大略博物馆副总裁、多大国际中心主任、多大英文写作中心主任等
等。

UTMUST不仅仅是一场比赛，更是不同领域研究者交流互动的平台。这项活动不仅向研究生开
放，来自不同专业的本科小伙伴们更可以来这里找到自己真正感兴趣的研究领域，甚至有幸加
入到自己所喜爱研究生的实验室，为CV中的research经历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所以，不管你是热爱科学，还是出于好奇，都可以来UTMUST一探究竟。

漫长的期末终于结束了，面对即将到来的圣诞假期，你又有着什么样的计划呢。是外出旅行，
还是慵懒的躺在家中享受假期。如果没有主意，或没有更好的选择的话，CSSA的蓝山滑雪度
假之旅绝对是你的不二选择。

十二月

蓝山滑雪

蓝山是多伦多规模最大的滑雪场，每年都会有数以百计的各国旅客来到这里。蓝山具有优良的
地势，拥有安省最高山峰和36个绵延数公里的雪道。不论你是新手，还是滑雪高手，蓝山都将
是你的最好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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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活动中还包括露天温泉。想想看，还有什么比得上在皑皑白雪之中泡温泉更刺激更享受
的事情了呢。在冰雪之中享受着这独特的“冰火”极致，相信你会随着那舒适的温度融化在这
片美妙的雪景之中。
蓝山滑雪是CSSA的经典活动之一，合理的价格和超棒的住宿条件，为你打造冬日里最惬意的
旅程——充满欢笑与尖叫的滑雪之旅。豪华Coach大巴，温馨的家居式旅馆，便利的地理位
置，还有天然温泉缓解一年的紧张与压力。最放松，最舒适，最豪华，价格最优惠的蓝山滑
雪，就在UTCSSA。

作为身处异国他乡，独自一人漂泊在大洋彼岸的海外学子们，每逢新春佳节，看着荧屏上的载
歌载舞，朋友圈里各色的全家福、年夜饭和烟花晚会刷屏，还有国内亲友们的祝福时，就会变
得格外的想家和难熬。在这个本该是阖家团聚、喜迎新年还有领压岁钱的日子，该做些什么，
才能让自己即使在万里之外也能感受到新年的喜庆热闹与家庭的温暖呢？不要担心，因为你还
有我们，CSSA每年举办的华人留学生自己的春晚，精彩热闹且温馨，与所有华人同胞共庆佳
节。春节定要相约CSSA，让我们陪你一起过大年，给你送去家的温暖。

一月

UTCSSA 猴年华人春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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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教授面对面

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
华人教授面对面，为广大UT学生提供与教授面对
面交流的平台。听教授们讲述他们的留学经历，
是谓传道；分享他们的人生经验，是谓授业；消
除你们对于未来的迷茫，是谓解惑。

我们将请到来自各大热门专业的华人教授为新生
们讲解学习中的难点，留学生活中需要注意的地
方，值得留意的学术活动以及未来的职业规划
等。新生们同样有机会和有过留学经验的各位知
名教授一对一地接触，并向他们询问留学生活
上，学术上以及职业上的问题。

常言道：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不论你是想
继续深造，还是投身职场，教授们的经验，都必
定让你感觉受益匪浅，更加有自信，有目标地规
划自己的生活与未来。

每年的春晚我们都要花至少两个月的时间准备，从活动筹备，节目征集，筛选，彩排，到最后
成功地展现在同学们面前，汇聚全CSSA执委们的努力与汗水。去年CSSA有幸邀请到了国际
著名友人—大山，同大家一起欢庆新春。这一切的一切，只为了给大家带来最完美的试听盛
宴，最精彩的节目表演，最重量级的嘉宾，最赞的春晚赠礼。为身在异国的同学们送去一份温
暖，一份祝福，以及新一年最美好的期盼，纵然我们难以回家过年，但UTCSSA会给你家一般
地温暖，学在多大，情系CSSA。

二月

缘来是你＋

你，是否在这个依旧清冷的季节中，等待着属于自己的那份温暖？
你，是否在这个热闹喧哗的城市中，渴望着有人能分享你的快乐？
你，是否在这个鸭梨山大的学校里，期盼着找到一份真挚的感情？

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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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dies and Gentlemen! Attention Please! 在
这春天即将来临的时候，多大一年一度最浪漫最
热闹的大型生活服务类节目“缘来是你”正是为
你而办！这一绝对福利的活动已经成功举办五届
了，牵手成功的嘉宾数都数不清。

每年的节目现场总是互动不停，高潮不断。主持
人妙语连珠地吸引着男女嘉宾牵手配对，亲友团
们在台下为嘉宾们不断加油喝彩，帅哥美女们在
台上一次次擦出暧昧的火花，特邀嘉宾的表演
high翻全场，还有“爱转角”环节让台下蠢蠢欲
动的观众也有机会向倾慕的TA一表深情。同时，
当天配对成功的嘉宾还会当场获得我们精心准备
的价值不菲的礼品一份！

所以，无论你是想大胆报名成为嘉宾，来寻找你
的春天，还是你想来现场感受相亲节目的火热，
我们都欢迎你的到来！单身的男女们，你们还在
犹豫什么，千万不要错过！勇敢地把握幸福降临
的机会吧！你，值得拥有！

全年

CSSA足球队成立于2012年年底建队，是UT校园内
水平最高的华人球队！2013-2015年年都在冬季校内
足球公开赛中以优异的成绩杀入半决赛。在2014届夏
季校内公开足球赛中靠着默契配合，精湛技术勇夺第
八！在其他校内外各类公开赛及友谊赛中也获得硕果
累累，屡屡获胜！

足球是团队的运动，CSSA球队的成绩是每位队友合
作的荣耀，靠的是全团的奋斗，播撒的汗水，收获的
喜悦！风雨历程，无所畏惧，CSSA足球队的队员从
未停止过前进的脚步。在寂静中酝酿汹涌，在澎湃中
期待下一次绽放。伴着鲜花与掌声，接受绿茵的洗
礼，用对足球的热情和对生命的激情，来铸造更高更
优异的CSSA球队战绩！ 

CSSA 足球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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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SA篮球队建立于2012年九月，以出众表现获得了累累的战功：2013-2014年蝉联两期冠
军，2014-2015两期也强势地杀进半决赛。由cssa和elves联合组成的cssa elves球队在北
美华人联赛以出色的技术和默契的配合，成为精英组季后赛常驻球队，同时也是公开组冠军球
队。

青春与运动相伴，篮球与汗水相伴，胜利与兄弟相伴，球场上谁给我们支援，兄弟；球场上谁
给我们信心，兄弟；球场上谁给我们勇气，兄弟。有了兄弟，绝对无敌。cssa篮球队就是这样
一只体力与脑力并重，激情与热情结合，团结一致，勇往直前的球队。我们的每一次训练都是
为了锻炼个人的技术，培养团队的默契，才能在赛场上发挥队员个性，以完美配合拿下一场场
胜利创造属于CSSA篮球队的辉煌。

CSSA 篮球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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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多伦多大学校园非常之大，分布的也非常广，所以小编就用主要的几个college来进
行分类，以及著名的Robrats Library 周围，以及CH附近。
 
学校 Residence 的食堂是有 Meal Plan 同学的首选。其中 New College 和 Chestnut 的食堂 
是自助餐形式;University College 的食堂略贵而且口碑不佳;Victoria College 跟 Trinity Col-
lege 的则比较类似,都是西式自助餐。Trinity College 的食堂更是传闻中形似哈利波特电影的取
景地,而且其中一个时段吃饭要穿袍子的传统很是经典。对于第一年住宿的新生， Meal Plan是
一个不错的选择，因为住宿通常都会包含一定份额的Meal Plan，Meal Plan则是在学校食堂就
可以使用的计划，并且你可以根据自己所需要的来选择不同种类的Meal Plan，同学们可以通
过 http://ueat.utoronto.ca/meal-plans/choosing-a-meal-plan/ 来选择最合适自己的那个
meal plan。另外Meal Plan有个非常好的部分就是它包含的flexible dollars, 不同的plan有着
对应不同的flexible dollars，我们可以用这个flexible dollars去在学校SS或者宿舍便利店以及
Robarts food court中使用，只要用你的tcard刷一下里面的Flexible dollars便可以购买了。

校内餐厅

这里就是多大最多人选择吃饭的一个地方了，
这里相当于是一间food court，里面有着Tim 
Hortons, Spring Rolls, Pizza Pizza，还有卖
热汤和烤鸡。并且，里面还可以购买到寿司以
及水果盒。
这里不仅可以买饭吃，如果同学有带自己的盒
饭，这里提供微波炉，可以供同学们热饭吃。

Sidney Smith Hall 

(100 Saint George Street)

Robarts Library 

(130 St George Street 2楼）

因为这里是多大最大的图书馆，所以位于2楼
的food court也有着不同食物的供应。Sub-
way以及Starbucks都在这里有着专门的店。
在这里，有着非常多的空位，同学们也可以自
己带饭坐在位子上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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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ndford Fleming Building Pit

(10 King’s College Road)

Engineering学生的聚集地，SF地下一层，有做好
的subway和pizza以及印度咖喱，水果饮料和零
食出售。超级推荐butter chicken/tofu 以及man-
go juice哦！这里提供微波炉和很多桌子座椅，也
是自带午饭的小伙伴们用餐的好去处。 

餐车
（分布在St.George Street 上）

餐车主要就是在Robarts library门口的街道上
一直到SS那里，BA前面也有两辆。餐车的口
味以及菜式基本都一样，基本上是中式快餐。
比较不一样的就是有老汤家，提供的有凉皮和
肉夹馍，类似陕西风味。也有着热狗薯条汉堡
这样的美式快餐。
中餐人均在＄7-8，热狗人均＄3，美式快餐
人均＄6-10

L’Espresso Bar Mercurio 
(321 Bloor Street West)

如果你是Rotman Commerce的学生，这便
是离Rotman教学楼最近的一家咖啡馆了，里
面有着三明治以及面包，是一个上课完之后可
以来坐一坐的好地方，并且这里的环境也非常
好，可以看见外面bloor street的街景。
人均＄10

O’Grady’s Tap &Grill 
(171 college street)

这间餐厅是一间爱尔兰风味的餐厅，并且可以
饮酒，这间餐厅离多大的Exam Center非常
的近，如果你在考完之后非常想来一杯，这里
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不过一定要满19岁哦。
人均＄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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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e hour 
(435 Spadina Ave）

这间餐厅是多伦多大学附近的一家餐厅，也是
多伦多大学学生比较喜欢去的一间餐厅，菜系
口味偏台式，不过甜点和小菜都很好吃。里
面的装修格调也非常的特别，如果你是new 
college的学生，这家店就不容错过了。
人均＄10

1.Canoe 
这个名字是不是一看容易看成Canon呢哈哈，这家被誉为看
多伦多夜景最佳之一的餐厅位于Wellington St W, 66的54
楼。只要在Google搜 Canoe Toronto，出来的第一个网页
就是哦。想去体验一把的小伙伴记得提前订位哦。

2. The fifth Grill & Terrace
高大上的法餐离我们并不遥远，多伦多最不缺的就是让人浪
（zhuang)漫（bi）一把的法式餐厅。小编这次推荐的是位
于225 Richmond Street West的这间典雅餐厅。Summer-
lious期间比平时价钱便宜不少，人均45刀上下。他们的订位
电话是：416-979-3005。快点和小伙伴们一起飞吧~

3. Bymark
位于金融区TD大楼里，由世界顶级名厨Mark McEwan主理
的西餐厅Bymark是另一个让你体验奢华就餐环境的地方。
同样位于66 Wellington St.W，午饭时间为11:30am-3pm,
晚餐时间从5点开始，记住他们周日是不营业的哦~

Varsity 
(364 Huron Street)

这间餐馆位于Robarts Library的正后面，是
一间吃快餐的餐馆，里面有着日式以及韩式料
理，如果你在robarts学习并且厌倦了餐车，
这一家餐馆是着不错的选择。
人均＄8-10

Summerlicious
高大上的热门餐厅（以典型西餐与法餐为主）
餐厅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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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民价格的特色餐厅
餐厅推荐：

1.Thoroughbred
位于304 Richmond St W的这家餐厅由十六岁就
入行的Ariel Coplan主理，他们的营业时间直至凌
晨两点哦~他们家有不错的简餐和沙拉，崇尚轻饮
食的小伙伴可以试一下哦~ 订位电话：416-551-
9221

2.Peter Pan
一听名字就非常童话的西餐厅， 位于373 Queen 
Street Wes，Summerlious的套餐价格为一人35
刀左右，订位电话:416-792-3838。

1. Cafe Boulud
位于60 Yorkville Avenue的这间由米其林大厨Chef Daniel
主理的餐厅据说非常难订到位，在winterlicious期间更是人满
为患，想去尝试的小伙伴一定要早做准备哦。他们家的online 
menu看着就让人食欲大增。订位电话：416-963-6000

2.Momofuku Noodle Bar
说到留学生们最喜爱的食物，不得不提各式各样的拉面。位
于190 university avenue的Momofuku Noodle Bar是一间
吃拉面的不错选择，他们家还可以送外卖哦~ 
电话奉上：647-253-6225

3.Splendido
这间多伦多Top5的西班牙餐厅位于88 Harbord St, 然而值得
注意的是该餐厅消费比较贵~ 不缺银子的孩纸可以去体验一
把哦，他们在Yelp上评分也是蛮高的哦~ 
电话：416-929-7788
还有Insomnia,Nota Bene等等这些热门的餐厅小编就不一一
介绍了，如果你是一只吃货，还可以在网上找到更多详尽的
餐厅介绍哦。

Winterlicious 餐厅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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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tter Avenue         
3467 Yonge St, Toronto 
(TTC Eglinton Station) 

他家的马卡龙很好吃，可以
购买礼盒装送朋友。小编最
喜欢这里的pistachio tart
了 ， 每 个 月 都 要 去 吃 。 地
下一层有环境优雅地小休息
区，逛累了queen st就来这
里和朋友用个下午茶顺便休
息一下吧。

Nadège Patis-

serie     
780 Queen St W, Toronto 

(35mins walk)

这里的各种茶都非常好喝，有
马卡龙树可以定制，顺路还可
以路过一家日本店Sanko有萌
萌的瓷具和日本熏香哦。

Moroco Chocolate 
99 Yorkville Ave, Toronto 

(18mins walk)

坐落在yorkville富人区，环
境优雅，高逼格下午茶不二
之地。距离over the rain-
bow，Anthropology 和 Holt 
Renfrew，吃完下午茶再逛
逛街也是极好的。Moroco还
出售创意造型的巧克力，比
如高跟鞋造型，可以买来当
做朋友的生日礼物呢！

Bakeryhaus      
238 Queen St W, Toronto 

(16mins walk)

Godiva     
Keyword: chocolate Dears小鹿餐厅       

336 Dundas St West, Toronto 

这里的面包甜点看起来都很
诱人，马卡龙过于甜腻，相
较于上面几家略有逊色。

位于Eaton Center内, 各种好
吃的精巧的巧克力。

小鹿餐厅位于Eskimo 甜品
店原址，环境优雅，提供好
吃的班戟，千层蛋糕和各种
饮 品 小 食 。 约 上 三 五 好 友
来小鹿餐厅一起玩 board 
game，点一些好吃的，也
是极好的！

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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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糖记甜品        
280 Spadina Ave, Toronto

Millie Creperie      
161 Baldwin St, Toronto

Chatime    
337 Bloor St W, Toronto

132 Dundas St W, Toronto

糖记位于龙城一层。经营
各式各样的糖水、甜品以
及盅饭。算是 Downtown 
评价很高的一家甜品店。
而且六点后提供外卖服务,
非常适合半夜嘴馋的小伙
伴哦。晚上六点以后还提
供外卖服务哦，订餐电话
(647) 969-8881。

在downtown附近难得的一家好
吃的千层蛋糕，有原味和抹茶两
种口味。也可提前一天打电话
预定整个蛋糕，虽然味道略逊于
Lady M，但是从学校出发走路
10分钟左右就能大饱口福哦！另
外他家的gelato-filled Japanese 
crepes也不容错过哦。

不用小编多介绍家喻户晓
的台湾奶茶店！有各式各
样 的 奶 茶 和 饮 料 任 君 选
择，有些小伙伴觉得他家
的奶茶过于甜腻。
小编偷偷告诉你，是可以
half sugar或者no sugar
的哦。

Nohohon Tea 

Room     
467 Queen St W, Toronto

Tsujiri  
147 Dundas St. West

2015年暑期新开的日本茶
店，提供煎茶等好喝的茶
类饮料。

这是Baldwin St上新开的泰式炒
冰激凌店, 生意火爆。冰激凌卷
的制作过程简单有趣，冰激凌原
液在炒冰机上快速冷却凝固，翻
炒成型，加入喜爱的topping，
美味就完成啦。有Thai Me Up, 
还有草莓味等可供选择，吃过的
都说好

Arctic Bites 
21 Baldwin Street Toronto 

日 本 久 负 盛 名 的 抹 茶 店
Tsujiri，也在多伦多开业
啦 ！ 各 种 抹 茶 饮 料 ， 冰
激凌，泡芙，沙冰应有尽
有。店内传统的榻榻米，
简洁明快的装修风格，袭
来一股浓浓的日本风。抹
茶控们一定要来感受一下
如此小清新的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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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g’s Ice Cream      
750 Spadina Ave, Toronto

Uncle’s Tetus      
598 Bay St, Toronto

Carole’s Cake
114 Cumberland St, Toronto

Marble Slab 

Creamery
330 Yonge St, Toronto

Dairy Queen
280 Spadina Avenue,Toronto

Frozen Yo-
gurt(Froyo)

Yogurty  527 Bloor St W
Toronto

这里有很多新奇的口味，如啤
酒味，烤棉花糖，薄荷巧克力
等。注意这家店cash only，
不过离店很近就有scotiabank
的银行哦！

风靡全球的日本轻芝士蛋糕，
每天门口都是一条长队。彻思
叔叔烘焙坊制作的奶酪蛋糕材
料 简 单 ， 只 有 面 粉 ， 鸡 蛋 ，
牛奶，黄油，糖，奶油乳酪和
心。最近紧挨着原店又开了一
家Cake店以Matcha为主题~

敢放豪言说是世界上最好吃的
cheesecake店，亦是有真功夫
的哦。

来多伦多没吃过froyo那你可
out啦。一般的冰激凌是以奶
油为主料，而froyo是以yo-
gurt为主料，理论上应该是比
普通的冰激凌热量更低营养价
值更高（如果你相信的话>.<
）。Toronto遍地可见froyo店
面，口味也是多种多样，小编
给大家推荐抹茶，tart，ba-
nana还有greek yogurt口味.

位于chinatown龙城一层的DQ
冰激凌相信你一定不陌生。推
荐倒杯不撒的暴风雪，以及各
种ice cream cake。

冰激凌蛋糕需要提前两天
预订，可上网预订https://
www.marbleslab.ca 或者
致电实体店。



71

 

 

 

CSSA

CSSA

CSSA

厨师推荐： 

麻辣香锅： 

京川素湘小炒： 

北方点心： 

民间瓦罐汤： 

CSSA CSSA

CSSA CSSA

CSSA



72

 

 

 

CSSA

CSSA

CSSA

厨师推荐： 

麻辣香锅： 

京川素湘小炒： 

北方点心： 

民间瓦罐汤： 

CSSA CSSA

CSSA CSSA

CSSA



73

Cora
27 Carlton Street

阳光,水果,散发香气的
面包。在 Cora 吃一顿
充满正能量的早餐或者 
brunch,简直是最治愈
的事情。
推荐:Harvest of April , 
daily fruit cocktail。

Eggspectation
220 Yonge St

龙笙栈
323 Spadina Ave

坐落在 Eaton Center 
里面。他家最出名的就
是他们的 Omelette。
十几种 美味的 Om-
elette 绝对会让你看花
眼。另外他家的burger 
也是很值得一试的。 推
荐:Eggspectation(招
牌 Omelette)

龙翔酒家
280 Spadina Ave

在downtown的中餐里
算是做地比较地道的点
心。虾饺和鱿鱼须很不
错，不过环境一般，但
是绝对是在china town
上比较正宗的早茶，并
且价格实惠。熬夜做完
project饥肠辘辘的时
候，营业时间极长的龙
笙栈为你敞开大门。

龙翔酒楼早茶种类很是
齐全。周一到周五早茶
的营业时间从早上九点
一直到下午四点，传统
的港式推车贩售服务，
看到喜欢的食物可以随
时从小推车上选取，除
了特别推荐菜色，其余
的一律$2一份

Dim Sum & Brun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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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柏轩
69 Yorkville Avenue

老字号松柏轩的新址仍然位于
Yorkville区，现在是在地面的一
层，很容易就看见。松柏轩的做
菜方针一直采取中式西煮，非常
受各方人士欢迎。主营传统中国
菜，每日供应广式早茶。

伯爵名宴
1033 Bay street

丽华轩
108 Chestnut Street 2/Floor

现在中午去享用早茶，还有
厨师精心推荐的特色点心午
餐，包括带子虾烧卖，干蒸牛
肉烧麦，松露鸡茸饺，金丝炸
虾丸，云腿金沙批，翡翠玉带
子，香蒜鹅肝鸭粒炒饭，中式
甜点，每个人$32，最少四人
起。

这间位于多伦多市中心的早茶
店，内部大理石装潢，以黄色
为主色调，室内开阔气派，用
餐环境安静闲适。水晶吊灯，
圆桌子，特别适合一家人来此用
餐。伯爵名宴的粤式小点心，观
其貌，能看出制作过程的用心。
味道也清淡可口，鲜香留齿，食
材的新鲜能够品尝出来，货真价
实，价格自然贵了些。推荐菜有
酥皮燕窝奶挞，香草酸辣鱼饼，
滋味酱汁蒸羊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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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nton
51 Baldwin Street Toronto 

紧邻 Exam Center,
以拉面中的烤猪肉片
鲜嫩至极而广受好
评。

Ryu’s 
33 Baldwin Street, Toronto

三草亭
650 Yonge St, Toronto

雷神
3 Gerrard Street East,Toronto

山头火
91 Dundas Street East, Toronto

位于Baldwin
上 面 的 拉 面
店 ， 还 有 麻
婆 豆 腐 饭 值
得一试哦！

服务很好，黑黑的汤据
说对健康很有好处，吃
得出有草药味。 Shio
拉面味道一般，很油，
与Santouka和Senso-
tei有些差距。建议试下
Black Miso，从猪骨汤
中换换口味。如果你住
在Auro，这个是个不错
的选择。

推荐Tokusen Toroniku Ramen ，是用猪脸肉做
的，很嫩很特别，要自己把面和菜放进汤里。比较
油，爱清淡的朋友需谨慎，猪肉的口感是一级的棒。

多伦多好吃的拉面店，但是常
年各种时段需要排不短时间的
队。扎家和糯米滋很棒。

R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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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肥羊
421 Dundas St. W, Toronto

2543 Warden Ave, Scarborough

名人火锅
254 Spadina Ave, Toronto, 

ON M5T 2C2

全中国闻名, 号称“天下第一涮”的“小
肥羊火锅”在多伦多有两家分店:一家在 
Chinatown,一家在 Warden/Finch。在冬
天和三五好友吃上热腾腾的火锅是再好不
过啦。

火 锅 口 感 适 中 ， 环 境 较
好，是china town比较新
的一家火锅店。

火锅

“重庆秦妈老火锅”是红遍中国大江南北的老
字号，现在也登陆多伦多chinatown啦。 秦
妈老火锅的锅底是纯牛油制作的，香醇浓郁，
味道鲜美。比较受欢迎的有野生菌汤锅，药膳
滋补乌鸡锅，秦式特色番茄锅等。还有独家制
作的特色小吃“百年金牌酥肉”，“尖叫嫩牛
肉”，“卤香肥肠”等都令人难忘。

秦妈 
327 Spadina Ave, Toronto

德庄火锅
8333 Kennedy Road, Unit 1073 

德庄火锅多伦多分店去年刚开业。新鲜的食材
加麻辣锅底,再配上优雅的就餐环境,难怪每 次都
有好多人排队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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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爵名宴
1033 Bay street, Toronto

李泉居
832 Yonge St, Toronto

川味轩
359 Spadina Ave

巴山蜀水
416 Spadina Ave.(College南) Toronto

如果你是在Victoria college或者St.Michael上
课的同学，这里附近有一家广式早茶，口味非
常的不错，并且环境也很棒，不过人均稍微贵
一些了。

多伦多downtown地区少有的上海菜，东坡
肉、无锡排骨、鲜肉刈(gua)包还有小笼包是
很多人的最爱。李泉居提供外卖服务，每单需
加外送费$2.99。

据说是唐人街最好吃的川菜饭店，有大桌子适
合朋友聚会，性价比极高！推荐水煮鱼和干
煸四季豆。川味轩还提供味美价廉的special 
lunch menu。

这里的大厨毕业于四川烹饪学院，曾欧洲和马
来西亚做川菜师傅，现在来到多伦多，希望能
把家乡的正宗美味，带到这里。老板娘说，除
了希望得到华人朋友的认可，也希望更多西人
能品尝到并喜欢上地道家乡味的川菜。

各类中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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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學
情

聚

秦
媽

重庆秦妈火锅 
是           美食唯一一家

★★★★★
火锅店 

（正宗重庆牛油火锅）

工作日特惠午餐
Weekday Lunch Special

重庆小面 $5.99
Authentic Chongqing Famous Spicy Noodle Soup

黄焖鸡米饭 $7.99
Simmer Huang’s Chicken & Rice

美极番茄面 $7.99
Special Tomato Noodle Soup

秦氏牛肉面 $8.99
Chine’s Legendary  
Beef Noode Soup 

眼镜肥肠面 $8.99
Famous Pork Intestines 

Noodle Soup 

416-979-1776  |  327 Spadina Ave, Toronto ON M5T 2E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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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鸭梨
20 Gibson Dr. Unit 101, Markham  
Tel:905-604-8680 

自营业来非常火爆,最好提前定位。他家的鸭
子皮脆肉嫩。除了烤鸭之外,大鸭梨其他的菜 
做的也都非常细致认真,味道也都很好。在这
遥远的异国他乡品尝到如此的美食,心情无法 
用言语表达。PS:现在只接受五位以上的定
位。吐血推荐:烤鸭、大拌菜、蒜泥茄子、咸
蛋黄焗南瓜。

如果是有车的朋友肯定会想到这家小店坐一坐
解馋,由于加拿大没有像中国一样的路边摊, 这
家正宗新疆人开的店对于喜爱烤肉串的朋友
可谓是福音了。推荐: 羊杂汤、羊肉串、大盘
鸡。 

丝绸之路
438 Horner Ave,Etobicoke 

西餐

The Captain’s Boil
476 Yonge Street

海鲜迷们看过来！这家店供应各式各样好吃的海鲜，推荐吃
shrimps，mussels和lobster，非常新鲜，味道好评！所有
海鲜按磅来收费。不得不提它家的fish and chips炸的特别酥
脆！

Nando’s
832 Bay Street

住832 bay的小伙伴的福利！楼下就能吃到香嫩的烤鸡啦！餐厅
装饰非常有南美洲风情，主打是葡式的PERi-PERi Chicken，
鸡肉鲜嫩无比，是一顿吃的实在的大肉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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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 louis Bar
376 Bloor St West 

Toronto

Red Lobster
20 Dundas Street West

3 Brewers
275 Yonge Street, 
Toronto

Old 
Spaghetti 
House
54 The Esplanade, 
Toronto

The Keg
560 King Street West, 
Toronto

在很多城市都有连锁的一家牛排店，也堪称
是家喻户晓中等档次的西餐厅。不过据说服
务超级好哦！

毗邻Eaton Center的一家德国餐厅，好吃
的啤酒猪蹄和sausage绝对不容错过，如
果再来一杯德国啤酒那真是不虚此行！

靠近湖边的一家餐厅，食物味道一般，不
过strawberry smoothie 广受好评。最值
得一提的便是内部的装修，旋转木马和仿
古的小电话亭简直让少女心爆棚。前去就
餐的话不要忘记带上男朋友和照相机哦！

St louis是一个酒吧，店内悬挂很多电视会直播
冰球篮球等赛事。可以相约小伙伴一起，点一些
酒水一些小食，一起观看比赛。另外，每周二晚
4点开始chicken wing night，只要点酒水便可
享受半价鸡翅。推荐lemon pepper，cajun和
korean bbq味道的鸡翅。这里的sweet pota-
to和rib也很棒哦！St louis每天都有不同的day 
special，详情可查询：http://stlouiswings.
com

Red Lobster 是靠近eaton center，在canadi-
an tire 对面的一家西餐厅。提供steamed lob-
ster 和 crab。caesar salad很新鲜，以及餐前
小面包广受好评。人均大概$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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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料理

绘马亭
30 Saint Patrick 
Street

Don Don
130 DUNDAS 
STREET WEST

AKA
394 Bloor St West 
Toronto 

Guu Izakaya
398 Church Street

Gyugyuya
177 Dundas Street 

West

Spring Sushi
10 Dundas Street 

East #4

Spring Sushi是一家靠近eaton的日本&泰国
all u can eat 店。值得一提的是这家店采用
iPad点餐哦！凭多大学生证享受九折优惠。推
荐banana sushi，烤虾和紫米椰汁布丁。

Bloor上新近开张的新派日料，菜品都很惊艳
环境也很棒，推荐北海道牛乳火锅，烧和牛，
咖喱鸡翅，黑芝麻奶冻，提拉米苏。

炸猪排外脆里嫩，内部松软有汁。牛肉饭类似
国内吉野家的招牌牛肉饭。

非常有特色味道也超级棒的日本居酒屋，晚上
很有氛围。

每晚都会爆满的日本料理，还会给过生日的客
人特别的惊喜。每样小吃都很精致。

他们家最出名的是寿喜烧和鳗鱼饭，如果你也
喜欢，赶紧拉上小伙伴一起去吧！但是注意有
点小贵哦！还有一定要提前订位！

Mr.Tonkatsu
520 Bloor St West

坐落在韩国城的一家超级美味的日式炸猪排
店！招牌是pork loin katsu。它家猪排炸的特
别嘎嘣脆，沾酱吃简直赞不绝口。吃猪排之余
配上一碗荞麦面或炸鸡也是很棒的选择哦。

Gyu kaku 
81 church st  

一家新开业的日式烤肉店，在温哥华也有一
家。这家的牛舌很不错。点菜是A La Carte
的形式，每盘肉的价格不贵，适合约上三五
好友一起来烤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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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rean Grill 
House

高丽村
754 Yonge St, 

Toronto

Joons
605 Bloor St West, 

Toronto  
Tel: 416-538-2661

一家韩式火锅店。它家的
招牌火锅是把腌好的肉按
人数份倒到大平底不锈钢
锅里面焖,熟了 之后根据顾
客点单加芝士、辛辣面或
蔬菜,非常好吃。

韩国料理

Downtown地区有三家
分店的All u can eat韩
国烤肉店，有各种不同
价位的all u can eat 可
以选择。推荐牛仔骨，
羊肉，sausage！

Mo’Ramyun
 1 Baldwin St

Toronto

强烈推荐这家店的芝士排骨
锅，酥软的排骨融入芝士的
香醇，令人欲罢不能。这个
时 候 ， 体 重 都 是 浮 云 ， 毕
竟“芝士就是力量”吖。温
馨提醒不太能吃辣的小伙伴
们点mild就可以了。其他的
菜个人感觉一般，拉面是辛
拉 面 ， 不 喜 欢 吃 泡 面 的 慎
点。



83



84

活动

The Color Run又称为地球上最欢乐的5公里，是一项推崇健康、快乐、彰显自我并回报社区
的跑步活动。与追求速度不同， 距离为5公里的The Color Run不计时，跑者每一公里都将经
过一个色彩站，从头到脚都会被抛洒上不同的颜色。冲过终点线后，在终点舞台区将开始一场
更加壮观的色彩派对，届时大家会一起把手中的彩色粉向空中抛洒，每个人都会像调色板一样
色彩缤纷，这快乐又神奇的时刻将深深印在每个人的脑海里。 

时间：每年6月
地址：Woodbine Entertainment Centre. 555 Rexdale Blvd, Toronto, ON M9W 5L2
报名规则：
1．穿白色衣服
2．以最炫的色彩冲过终点线！
报名费：$44.99 individual; $39.99 team
更多信息请关注：http://ca.thecolorrun.com/about/

The color run

CN Tower 空中漫步

喜欢刺激的冒险？想要一场无与伦比的极限挑战？不如
去CN Tower来一场独一无二的室外高塔漫步。没有扶
手依靠，佩戴好安全带、穿上连身衣，绕着1.5m宽的
观景台绕行一周，俯瞰356公尺之下的多伦多全景。

报名费：$19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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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pley’s Aquarium 

作为北美最大的水族馆，Ripley的储水容量为560万升，囊括13,500只水生生物，或约450种
物种。尤其方便的是，Ripley’s Aquarium坐立于Downtown地区，是大家周末放松相约游玩
的好去处。
开放时间：全年365天开放
地址：288 Bremner Boulevard, Toronto
票价：$29.98/adult
买票网址：http://www.ripleyaquariums.com/canada/visit/annual-passes/

Nuit Blanche 不眠夜

每年的Nuit Blanche都会有数百名加拿大本地以
及国外艺术家主持、策划各类型展出，不仅包括
了绘画、行为艺术、舞蹈、音乐、街头艺术等展
示活动，也覆盖了许多工艺品商铺、街头美食店
铺以及多家当日免费开放的历史建筑。2016年
是多伦多举办的第十一届不眠夜，将会囊括更全
面、更丰富的文化以及艺术展出。
时间：Octorber 1st，2016
地址：多伦多DT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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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萨罗玛城堡在西班牙语中意思是“山丘上
的家”，于1911年 由富有的金融家亨利拉特
男爵(Sir Henry Pellat)修建的，是加拿大最
早的古堡。古堡内有98间装饰华丽的房间，
神秘的塔楼，长达270米的幽深隧道，规模
庞大的马厩，还有隐蔽的暗道，典雅的温室
花房，和一个面积达五英亩，依山而建的美
丽花园，花园每逢夏季(5月至10月)开放，春
季百花盛开，是城堡最美丽的时候。

Casa Loma

坐落于学校东北角，是加拿大最大的博物
馆。该馆常年展出的展品包括各类恐龙化
石，中国文物，埃及木乃伊，生物标本等。 
除此之外还经常在特定时期举办特殊展览，
比如4月份的地外探测器展览以及正在举办的
纹身展览等。
同时，鉴于ROM被包括在大学的地段里，拿
多大学生卡去，星期二可以免费，平时也可
打折。

皇家安大略博物馆

1899年建成的老城市礼堂见证了百年来多伦
多市区的发展。自然，在新的礼堂建好时候
这座旧楼也作为一个著名的景点免费对外开
放。馆内禁止照相，所以里面到底是什么样
子的，还是要亲自去看一次才能知道。

Old City Hall

多伦多湖心岛Centre Island位于多伦多的
南端。风光优美，有连绵的草坪，白色的
沙滩，还有一个大型的夏季游乐园，是拍
照，出游的好地方。到湖心岛的渡轮码头位
于Bay街最南端，乘坐渡轮约十分钟就可抵
达，十五岁以上成人往返船票7.5刀。湖心岛
上还有固定的烧烤炉（最好提前预定），只
要带上碳和食物直接过去烤就可以了。

湖心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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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Aug 19 to Sept 5，2016
为期两周的CNE是加拿大最大的游乐活动, 
现时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每年举办的展览
会。CNE在多伦多展览广场（Exhibition 
Place）举行。过万呎的会场，充满了购物
的地方、不同种类表演的舞台、各式其色的
加拿大文化建筑物展览、世界不同的文物展
出、以及动人心魄的机动游戏。

CNE - 加拿大国家展览会

时间：June 1-June 3，2016
多伦多每年一次的同性恋大游行，迄今为止已举办30多届。多伦多市的同性恋大游行是加拿大
各大城市中参加人数最多、也是影响最大的一个。不但多伦多人积极参与，而且不少来自世界
各地的同性恋人士和游客也慕名前来。

Pride Parade

TIFF 于1976年在多伦多开始举办，现在已经成为了
世界上最著名的的电影节之一。
对于青少年来说，TIFF是一个很受欢迎的活动。在
TIFF的活动当中，你可以体验到'The Red Carpet' 
的乐趣和欣赏各种Hollywood电影！此外，你可以在
TIFF看到或结识很多电影明星，如 Brad Pitt, Shia 
LaBeouf, 和Jennifer Anniston!  

TI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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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商户 地址 电话 优惠
饮食类
Jack Tan’s 
Restaurant

770 Bay St 416-646-1017 凭会员卡8.5折

Kuni Sushi Ya 20 Baldwin St 416-260-3188 凭会员卡9折
碳烤居&春夏秋冬私
房菜

43 Baldwin St 647-833-7688 凭新生手册优惠券7折

隔壁老王餐厅 389 Church St 647-351-8851 凭会员卡9折
小肥羊 421 Dundus St.W 416-792-8885 凭会员卡9折
缘味过桥米线 421 Dundus St.W 416-345-8729 凭会员卡9折
翠濠庭海鲜酒家 421 Dundus St.W 416-551-3366 凭会员卡周一至五免

茶，周末9折
寻味云南 438 Dundus St.W 647-350-0311 凭会员卡9折
福州楼 461 Dundus St.W 416-593-9998 凭会员卡9折
客满楼酒家 466 Dundus St.W 416-597-0319 凭会员卡9折
龙叙轩海鲜酒家 472 Dundus St.W 416-971-8885 凭会员卡9折
华北美食 476 Dundus St.W 416-591-6880 凭会员卡9.5折
香满园 478 Dundus St.W 416-729-9788 凭会员卡9折
嘿小面 478 Dundus St.W 647-352-8999 凭会员卡送小菜
Easy Drink Easy Go 482 Dundus St.W 905-966-1886 凭会员卡9折
满庭芳 484 Dundus St.W 416-640-0103 凭会员卡9折（除特价

菜）
天安食府 492 Dundus St.W 416-977-3311 凭会员卡9折(现金)
PresoTea鲜茶道 756 Dundus St.W 647-218-6688 凭会员卡免费小杯升

中杯
中国兰州牛肉拉面 163 Spadian Ave 647-352-6068 凭会员卡9折（现金）
Master Mix Hot Pot 261 Spadian Ave 647-748-1886 凭会员卡9折
糖记甜品 280 Spadian Ave 647-969-8881 凭会员卡9折
秦妈火锅 327 Spadian Ave 416-979-1776 凭会员卡9折（现金）
味千拉面 332 Spadian Ave 416-977-8080 免费饺子三个
富来小厨 343 Spadian Ave 416-591-2188 凭会员卡9折
小沙田食家 353 Spadian Ave 416-596-8787 凭会员卡9折
状元烤吧 369 Spadian Ave 416-260-9988 凭会员卡9折
Stay 388 Spadian Ave 416-877-6415 凭会员卡9折（现金）
Sichuan House 394 Spadian Ave 416-597-9333 凭会员卡9折（$20

以上，除late-night 
menu）

[   合作商户及优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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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悦轩 418 Spadian Ave 416-837-3189 凭会员卡9折
One Hour 435 Spadian Ave 647-346-2172 凭会员卡9折
98 Aroma 440 Spadian Ave 647-749-3999 凭会员卡9折
多多烤鱼 4733 Steeles Ave 647-495-6606 凭会员卡9折
Hi Tea 575 Yonge St 647-351-5537 凭会员卡9折
Dumpling Queen百
饺园

649 Yonge St 647-344-3353 凭会员卡9折（现金）

OJA 689 Yonge St 416-944-8371 凭会员卡9折
Home of Hot Taster 710 Yonge St 416-975-0000 凭会员卡9折（3:30

以后 & $20以上）
芋尚道 5461 Yonge St 647-352-5461 凭会员卡9折
其他类
卢勇牙医 250 Dundas St 416-916-8811 free dental care
Archers Arena 1140 Sheppard Ave 

W
647-992-7362 凭会员卡9折

B-boss KTV 283 Spadina Ave 647-349-8858 凭会员卡9折
Seefu Hair 106-222 Spadian 

Ave
416-260-9994 凭会员卡9折

Easy4.0 暂无 暂无 凭会员卡每门课程减
5加元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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