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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安大略省高中学历-OSSD

OSSD( Ontario Secondary School Diploma)

加拿大安大略省中学学历，是全世界最先进的

中学课程体系之一，以其优质严格的教学管理

在全世界具有极高的认可度，被加拿大、美国、

英国、澳大利亚全部大学承认，是进入世界大

学的通用文凭。



先进权威

l加拿大OSSD教育世界排名第四

l加拿大教育部对OSSD课程体系严格控制监管

l加拿大身处北美大陆架，是英联邦国家

l加拿大/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均认可加拿大OSSD学历教育

l加拿大没有高考制度，学分价值高

l注重平时成绩，并非一考定“前程”

认可度高

加拿大特色

OSSD优势



加拿大安大略省中学学历，是全世界最先进的中学课程体系之一，世界排名第四。

数据来源：https://www.conferenceboard.ca/(X(1)S(ge5vyezo0qybatwkif11lnqr))/hcp/provincial/education.aspx?AspxAutoDetectCookieSupport=1

OSSD教育体系世界排名



加拿大

1. 加拿大80%名校汇聚于安大略省，安省高中学习体系受到极大

认可

2. 学生使用加拿大本国高中毕业证书申请加拿大大学，录取率成

倍提高

3. 持有OSSD的学生将直接进入本地学生大学申请系统OUAC101，

拥有更大的录取优势

美国

1. 申请美国名校，以OSSD成绩代替中国GPA。用北美名校更认可

的教学体系，增加录取成功率；

2. 加拿大高中毕业证配合英思德AP认证学分，进入美国藤校的难

度降低

3. 通过学习OSSD课程，系统掌握北美知识，可大大缩短SAT备考

时间，轻松考取高分。

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

1. 加拿大是英联邦国家，OSSD属于英联邦教育体系

2. 学生可凭OSSD成绩申请任何英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顶尖大学，

并无需A-level考试或预科学习。

新加坡、香港

1. OSSD在新加坡及香港被广泛认可

2. OSSD学生在12年级英文课程中得分高于70分，可免于提供雅思

/托福成绩

OSSD大学申请优势



OSSD加拿大录取优势

School Name

学校名称

University 

Rankings*

学校排名

Academic Requirements

学术要求

English Language Requirement

语言要求
Additional Information

School Website

学校网站

University of 

Toronto

(多伦多大学)

Top # 1 

University in 

Canada

加拿大大学

排名第1

Ontario Secondary School 

Diploma(OSSD) with the average 

of the top 6 courses in Grade 12 

no less than 80s (compulsory 

English courses not lower than 

75%, compulsory man courses not 

lower than 85%)

安省高中毕业证，12年级6门课程平

均分不低于80s* （必修英语课程不低

于75%，必修数学课程不低于85%）

IELTS: overall >=6.5 with no band 

below 6.0,

TOEFL:  100 +22 on Writing 

IELTS: 6.5 (单项不可低于6.0)

TOEFL: 总分100 +写作22

必须递交中国会考和高考成绩 （具体分
数
要求根据当年高考分数线而定）
“Minimum Admission Requirements:
Senior High School (Upper Middle
School) Graduation Diploma and
Academic Proficiency Test/Upper Middle
School Graduation (Hui Kao) Exam and
Chinese National University Entrance
Examinations (Gao Kao) .”

http://www.artsci.utoronto.ca/
futurestudents/admissions/high

-school-students/other-intl

University of 

Waterloo

(滑铁卢大学)

Top # 2 

University in 

Canada

加拿大大学

排名第2

OSSD with the average of the top 

6 courses in Grade 12 no less than 

80s (compulsory courses not lower 

than 70%)

安省高中毕业证，12年级6门课程平

均分不低于80s*（必修课程不低于

70%）

IELTS: overall >=6.5 (6.5 writing, 6.5 

speaking,

6.0 reading, 6.0 listening),

TOEFL: 90 + 25 writing, 25 speaking 

IELTS: 6.5 (口语/写作均不少于6.5； 听力

/阅读均不少于6.0)

TOEFL: 90 (写作25, 口语25)

中国学生要求高考成绩最低达到一本分数
线。
“Gao Kao exam results provided by the
China Qualifications Verification (CQV).
We expect a minimum provincial Tier 1
university cut-off score.”

https://uwaterloo.ca/futurestudents/
admissions/admission

-requirements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

Top # 3 

University in 

Canada

加拿大大学

排名第3

OSSD with the average of the top 

6 courses in Grade 12 no less than 

70s (ENG4U not lower than 70%)

安省高中毕业证，12年级6门课程平

均分不低于70s* (其中12年级英语不

可以低于70%)

IELTS: overall >=6.5 with no band 

below 6.0,

TOEFL: 90 (Reading: 22, Listening: 22, 

Writing: 21, Speaking: 21)

IELTS: 6.5 (单项不可低于6.0)

TOEFL: 90 (口语/写作均不少于21； 听力

/阅读均不少于22)

中国学生要求高考成绩最低达到一本分数
线。
“Gaokao examinations results provided
by CHESICC or CQV. UBC expects
students to achieve a minimum
provincial Tier 1 university cut-off
score.”

http://you.ubc.ca/applyingubc/
canadianhighschools/#

ontario



* 根据 Maclean's 2018年最新加拿大大学排名：此表仅为部分加拿大大学录取要求

OSSD加拿大录取优势
School Name

学校名称

University 

Rankings*

学校排名

Academic Requirements

学术要求

English Language Requirement

语言要求

Additional Information

附加信息

School Website

学校网站

McGill University

(麦吉尔大学)

Top # 4 University 

in Canada

加拿大大学

排名第4

OSSD with the average of the top 6 

courses in Grade 12 no less than 76% 

(varied according to different subjects）

安省高中毕业证，12年级6门课程平均分 

76%-91% （具体分数根据专业而定）

IELTS: overall >=6.5 with no band below 

6.0,

TOEFL: 90 *(no session lower than 21)

IELTS: 6.5 (单项不可低于6.0)

TOEFL: 90* (单项不可低于21)

*Certain programs such as Education, 

Management require a minimum of 100 

on TOEFL scores; other programs such as 

Music may require only 79-80 though

 教育，管理专业 100， 

音乐专业79-80

http://www.mcgill.ca/applying/
requirements/minima/on

Alberta University

(阿尔伯塔大学)

Top # 5 University 

in Canada

加拿大大学

排名第5

OSSD with the average of the top 6 

courses in Grade 12 no less than 75% 

(varied according to different subjects）

安省高中毕业证，12年级6门课程平均分不

低于75%（具体分数根据专业而定）

IELTS: overall >=6.5 with no band below 

5.5,

TOEFL: 90 *(no session lower than 21)

IELTS: 6.5 (单项不可低于5.5)

TOEFL: 90 (单项不可低于21)

 

https://www.ualberta.ca/admis
sions/undergraduate/admission

/admissionrequirements/
competitiverequirements

McMaster
University （麦

克马斯特）

加拿大大学排
名第6

安省高中毕业证，
12 年级6 门课程

平均分不低于75%
（具体分数根据专

业而定）

IELTS: 6.5 (单项不
可低于6.0)

TOEFL: 86 (单项不
可低于20)

必须递交中国会考和高考成绩 （具体分数
要求根据当年高考分数线而定）。
“ Senior High School Graduation

Examination (Huikao) and Gaokao.”
Applicants who do not present Gaokao

must provide a letter stating the
reason(s) for not sitting Gaokao. We

require transcripts for the last three years
of Upper Middle School, results of

standardized tests (eg. SAT, ACT, IB, AP,
GCE) and school profile.

http://future.mcmaster.ca/adm
ission/admission-requirements/

Western
University (西安

大略大学)

加拿大大学排
名第7

安省高中毕业证，
12 年级6 门课程

平均分不低于80%
（具体分数根据专

业而定）

IELTS: 6.5 (单项不
可低于6.0)

TOEFL: 83 (单项不
可低于20)

必须递交中国会考和高考成绩 （具体分数
要求根据当年高考分数线而定）

http://welcome.uwo.ca/PDFs/o
ntario_admission_requirements

.pdf



OSSD加拿大录取优势

School Name
学校名称

University 
Rankings
学校排名

Academic Requirements (OSSD) 
学术要求

English Language Requirement
语言要求

Additional Information
附加信息

School Website
学校网站

University of 
Oxford

（英国牛津大学）

# 2 
University in UK

英国大学
排名第2

OSSD, top 6 courses in Grade 12 no less than 
85%

安省高中毕业证，12年级6门课程，每一门成绩不
低于85%

IELTS: overall >=7.0 (no band 
lower than 7.0),

TOEFL: 110 (Listening 22, Reading 
24, Speaking 25, and Writing 24)

IELTS: 7.0 (单项不可低于7.0)
TOEFL: 110 (听力 22, 阅读24, 口语 

25, 写作 24)

不认可中国高中毕业证或者高考成绩.
“Senior High School Diploma, 

Chinese
University Entrance Examination or
'GaoKao' would not be sufficient for
candidates to make a competitive

application (see note).”

https://www.ox.ac.uk/admissio
ns/undergraduate/international

-students/internationalqualifications?
wssl=1

Durham 
University

(英国杜伦大学)
#5 

University in UK
英国大学
排名第5

OSSD, top 6 courses in Grade 12 no less than 
89%

安省高中毕业证，12年级6门课程，每一门成绩不
低于89%

IELTS: overall >=6.5 (no band 
lower than 6.0),

TOEFL: 92, no section lower than 
20

IELTS: 6.5 (单项不可低于6.0)
TOEFL: 92 (单项不可低于23)

不认可中国高中毕业证或者会考成绩.
“The National Senior High School

Certificate (Huikao) is not suitable for
direct entry. We require students to
complete an alternative qualification 

or a
foundation programme for direct 

entry.”

https://www.dur.ac.uk/internat
ional/country.information/

Imperial College 
London

（英国帝国理工学
院）

# 4 
University in UK

英国大学
排名第4

OSSD, average of Grade 12 courses no less 
than 85-90% (ENG4U no less than 65%)

安省高中毕业证，12年级课程平均分 85%-90% 
(其中12年级英语不可以低于65%)

IELTS: 6.5 - 7.0
TOEFL: 92- 100

中国高中毕业证没有出现在学校官网
的学

历资格认证的名单中.
“If your country or qualification is not

listed in the table, please contact
the relevant Admissions Team for

guidance.”

https://www.imperial.ac.uk/stu
dy/ug/apply/requirements/uga

cademic/

The University 
of Sydney

(澳大利亚悉尼大学) # 2
 University in 

Australia
澳大利亚大学

排名第2

OSSD, average of Grade 12 courses no less 
than 76-91%

安省高中毕业证，12年级课程平均分 76%-91%

IELTS: overall >=6.5 (no band 
lower than 6.0),

TOEFL: 85
IELTS: 6.5 (单项不可低于6.0)

TOEFL: 85

中国学生必须要求参加高考，并且达
到各

省份一本分数线以上.
“Achievement of a Tier 1 result in the
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Entrance
Examination, commonly known as 

the
Gao Kao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s 

view
Tier 1 scores listed by province).”

https://sydney.edu.au/content/
dam/corporate/documents/stu

dy/admissions/apply/entryrequireme
nts/

ug-academicrequirements/
Sydney_Uniglobal-

entry-qualifications.pdf



OSSD加拿大录取优势
School Name

学校名称

University 
Rankings
学校排名

Academic Requirements (OSSD) 
学术要求

English Language Requirement
语言要求

Additional Information
附加信息

School Website
学校网站

The University of 
Melbourne

(澳大利亚墨尔本大
学)

# 1
 University in 

Australia
澳大利亚
排名第1

OSSD, average of Grade 12 courses no less than 
76-91%

安省高中毕业证，12年级课程平均分 76%-91%

IELTS: overall >=6.5 (no band lower than 
6.0),

TOEFL: 94
IELTS: 6.5 (单项不可低于6.0)

TOEFL: 94

https://futurestudents.unimelb.
edu.au/admissions/entryrequirem

ents/
undergraduateinternational

The University of 
Auckland

(新西兰奥克兰大学)

# 1 
University in New 

Zealand
新西兰大学排名第1

OSSD, average of Grade 12 courses no less than 
68-80%

安省高中毕业证，12年级课程平均分 68% - 80%

IELTS: 6.5
TOEFL: 90

https://cdn.auckland.ac.nz/asse
ts/irh/programme-and-

entryrequirements/
2018-

undergraduate-entryrequirements.
pdf

University of 
Otago

（新西兰奥塔哥大学）

# 2
 University in New 

Zealand
新西兰大学排名第2

OSSD+ average of Grade 12 courses no less than 
70%

安省高中毕业证，12年级课程平均分 70%

中国学生只有在中国大学完成大学一年级
课程，或者在高考中达到一本成绩才有可

能被直接录取.
“Senior High School graduation and 

one
year of successful study at a recognised

institution of university standing; or
Senior High School graduation and
completion of a diploma with high

passing grades at a recognised institute
or university.”

Students with the requisite scores in
Gaokao may be given direct entry to

bachelor degree programme.

http://www.otago.ac.nz/futurestud
ents/

international/otago66
1287.html

Syracuse 
University

(美国雪城大学)

# 61
 University in the 

States
美国大学
排名第61

OSSD & OST, SAT

安省高中毕业证和安省高中成绩单

IELTS: overall >=6.5 (6.5 writing, 6.5 
speaking,

6.0 reading, 6.0 listening),
TOEFL: 90 + 21 writing, other session no 

lower than 20
IELTS: 6.5 -7.0 （写作口语不低于6.5， 阅

读听力不低于6.0）
TOEFL:  (写作不低于21， 其他不低于20)

无需ACT or SAT

https://www.syracuse.edu/wpcont
ent/

uploads/internationalcredentials.
pdf

University at 
Buffalo

(美国水牛城大学)

# 97
 University in the 

States
美国大学
排名第97

OSSD with the Grade 12 average no less than 
83%, SAT

安省高中毕业证，12年级课程平均分83%以上

IELTS: overall >=6.5 with no band below 
6.0,

TOEFL: 79 + no session lower than 15
IELTS: 6.5 (单项不可低于6.0)
TOEFL: 79 （单项不低于15）

无需ACT or SAT

https://www.buffalo.edu/intern
ationaladmissions/get-ready-

toapply/
can-i-get-in/admissionscriteria/

freshman-admissionscriteria.
otherrequirements.

html



1

2

3

OSSD高中文凭获取要求

学分要求：完成30个高中阶段学分课程，

其中必修学分18个，选修学分12个

考试要求：通过由安省教育局统一制定的

高中文学水平测试（Ontario Secondary 

School Literacy Test ，简称OSSLT）

义工时间要求：完成40个小时的社会服务

学生获得安省高中文凭（OSSD）的毕业要求是什么？



学分要求

学分 9 年级 10 年级 11 年级 12 年级

4 英语 英语 英语 英语

3 +1 数学 数学 数学 数学

2 +2 科学 科学 　 　

2 +2 法语（中文） 公民职业教育 　 　

2 +2 加拿大地理 加拿大历史 　 　

1 +3 体育 第三语言 / 历史 / 社会科学 / 实习

4 艺术 / 音乐 / 
戏剧 艺术 / 商业 / 体育 / 实习

2--4 技术 / 科学 / 电脑 / 实习

每学年学分 8 8 8 6--8

4 年总学分 30 — 32

核心课程和选修课程

l 英语，法语

l 数学

l 科学-生物学，化学，物理

l 环境科学

l 地球与空间科学

l 音乐

l 艺术

l 话剧艺术

l 历史

l 地理

 18 个必修学分课程 

英语、数学、科学、法语（或中文）、加拿大地理、体育、公民和职
业教育、加拿大历史、第三外语 / 历史 / 社会科学 / 实习、艺术 / 音
乐 /   戏剧、艺术/ 商业 / 体育 / 实习、技术 / 科学 / 电脑 / 实习。

 12 个选修学分课程

第三外语 / 历史 / 社会科学 / 实习、艺术 / 音乐 / 戏剧、艺术 / 商
业 / 体育 / 实习、技术 / 科学 / 电脑 / 实习。

l 商业与计算机研究

l 技术

l 体育



国内年级 加拿大对应学分 额外需修学分

初三 8 22

高一 16 14

高二/高三 22-24* 6-8

中国学生学分转换路径

加拿大公立高中学校对于学分的转换比例

具体情况要看该学生在国内所读的课程和

成绩。一般来说，如果你是初中毕业可以

换取8个加拿大高中学分，如果你修完高一

课程可以获得16学分,如此类推

*需根据学生水平测试由校长决定

资料来源安大略省教育局官网 www.ontario.ca



考试要求

通过 Ontario Secondary School Literacy Test （简

称OSSLT ），即加拿大安大略省高中文学水平测试

Ontario Secondary School Literacy Test 

(OSSLT)——加拿大安大略省高中文学水平测试，每

年由教育质量监督委员会Education Quality and 

Accountability Office (EQAO) 举办一次，通常在

当年的3月底4月初进行。

这项测试旨在检测学生的文学水平（阅读，写作）是

否已达到安省高中生所需掌握的文学最低标准。鉴于

这个考试内在意义的重要性，自2001年起，安省教

育局把成功达到安省文学水平要求作为高中生获取安

省高中文凭不可或缺的条件之一。

学生若未通过OSSLT考试，可修一门OLC4O辅导课

来代替考试，OLC4O课程不可用于申请大学

*对于海外的考生，EQAO会进行全面的考量，通过具有安大略省教学资
质的学校，授权于具体的教师进行监考，考试时间通常为每年三月底。

资料来源EQAO官网 http://www.eqao.com/



ü 组织、办事处、机构或者基金

ü 辅导、帮助、教导以协助他人

ü 做有利于社区的活动

ü 做有利于个人的活动

学生可以从进入9年级前的暑假开始累计社区活动小时数。完成规定小时数的标准如下：

完成40小时的义工时间是获得安大略省中学毕业证书的要求之一，目的在于鼓励学生

成为积极的、负有责任感的社区成员。

ü 帮助社团、宗教组织、艺术或文化协

会或者政治组织

ü 宣传环境保护意识

义工时间表在完成并签字后，必须交给校长或学校指定处，所以建议学生保留一份相关文件的复印件。

*对于在加拿大境外发生的义工活动，学校是给予鼓励及允许的

义工的时间要求



IAC OSSD学分课程介绍

加拿大安大略省教育厅（Ontario Education Ministry）

注册号码：880844

IAC加拿大高中学分课程创办于2015年，每年都接受加拿大安大略省

（简称安省）对课程及教学的严格评审，确保办学质量。

 

该课程学制灵活，实行学分制管理。其课程体系根据安省教育局的教

学大纲设置，采用加拿大高中原版教材，聘请具有安省教师资格认证

的教师和校长进行线上执教和教学管理。高中阶段学业考核符合加拿

大教育局考试评估标准的英思德学生，可获得加拿大高中文凭OSSD，

并凭借OSSD、在校学业成绩及雅思/托福语言成绩，享有与加拿大本

地学生同等的大学录取待遇，申请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

新西兰、中国香港等目标国家和地区的全部大学。

ESL类 ESLBO
语言B级

ESLCO
语言C级

ESLDO
语言D级

ESLEO
语言E级

英语类 ENG2D
十年级英文

ENG3U
十一年级英文

ENG4U
十二年级英文  

数学类

MPM1D
九年级数学

MPM2D
十年级数学

MCR3U
十一年级数学  

MDM4U
十二年级数据管理

MHF4U
十二年级高等函数

MCV4U
十二年级微积分  

科学类

SNC2D
十年级科学

SPH3U
十一年级物理

SCH3U
十一年级化学  

SPH4U
十二年级物理

SCH4U
十二年级化学   

经济类 BBI2O
十年级商学入门

BTT2O
十年级商务信息与

通讯科技

BBB4M
十二年级国际商务

BOH4M
十二年级商业

管理基础

加拿大及世
界知识研究

CGC1D
九年级加拿大地理

CHC2D
十年级加拿大历史

CHV2O
十年级公民  

职业规划类 GLC2O
十年级职业研究

GWL3O
十一年级职业规划   

计算机
ICS2O
九年级

计算机学习入门

ICS3U
十一年级计算机科

学入门

ICS4U
十二年级计算机科

学
 

艺术类 MEDIA ARTS
传媒

VISUAL ARTS
美术

DRAMA
戏剧

MUSIC
音乐

社会科学及
人文学研究

HSB4U
十二年级

社会挑战与变革
   

课程设置



感谢您的阅读！

Thanks for wat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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