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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留学 – 医学 
                  

 

 
 

为什么要在北美学医? 

1. 北美的医学院在全世界名列前茅. 世界上排名前 20 的医学院中有 14 所都在加拿大和美国.  

(根据 Times Higher Education 的排名). 
 

2. 医学学位在全世界都被承认并享有盛名.  
 

3. 毕业后在世界各地都可以直接行医, 而不用做额外的培训. 如果要换工作地点省时又省力. 北美

的医生行医范围广泛, 很多兼职在亚洲, 欧洲和中东作会诊专家. 也有医生在南美或者非洲做短

期的医学志愿者来提高世界医疗水平. 
 

4. 北美的医生工作之余还有很多自身提高的就业机会, 让自己的事业达到一个更加全面的高度. 

例如 MBA, 行政, 研究(研究所或公司), 领导, 咨询, 教育等等.  
 

5. 在北美学医对今后北美移民大大有利. 
 

6. 北美的医生普遍收入较其他国家的要高. 平均收入如下:  
 

国家/地区 平均年收入 

北美 31.1 万美元 

英国 14.7 万美元 

中国 2.9 万美元 

印度 1.1 万美元 

 

在北美学医的流程是什么? 
 

高中本科 (理科, 文科, 工科介可)医学院 (医学博士学位) 住院医生 
 

本科学位 (3-4 年) 

高中毕业后 (高中可在任何地方上), 学生可根据自己兴趣选择本科专业 (理科, 文科, 工科介可). 本

科 3-4 年 (普遍 4 年). 北美医学院录取的学生本科也通常都在北美修.  
 

大部分医学院需要一些本科必修课程 (不同医学院具体要求有细微差别), 例如: 化学, 有机化学, 生

物, 和物理等. 有些医学院还建议修数学, 统计, 英文, 生化, 以及任意一门文科或社会科学. 我们会根
据申请学校的不同为每位学生私人制订选课计划. 
 

医学院入学考试 (Medical College Admissions Test, MCAT) 

医学院入学考试是全北美申请医学的一个统一考试. 考试分数这是申请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 大部

分学生会在大二或大三参加考试. 考试有三个部分: 物理与化学, 生物与有机化学, 以及阅读理解.  

我们有最专业的医学考试培训合作伙伴, 一定能让您在考试中名列前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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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医学院 

除了有一个好的本科平均成绩 (Grade Point Average, GPA) 和 MCAT 分数, 医学申请还包括课外活动, 

义工, 研究, 推荐信, 以及最重要的面试.  
 

我们的咨询团队会为每一位学生提供一对一的专业培训, 合理帮您安排各项课外活动并为您拓展重
要社会以及专业的人脉. 你必定可以事半功倍, 劳役结合, 把时间安排最佳化! 我们会帮您在保证分
数的情况下, 多做有意义的活动, 并且拿到至关重要的推荐信. 同时, 我们所推荐的学校都是全球名
列前茅的研究性机构. 
   

最后, 至关重要的一步是面试. 我们的咨询团队有丰富的面试经验, 并且参加过多个医学院的招生委
员会, 对面试过程了如指掌. 机会只有一次, 我们会竭尽全力为您的成功作最好的准备！ 
  

医学院 (4 年) 

北美大部分的医学院都是 4年.所授学位是医学博士 (Doctor of Medicine, MD). 前两年是非临床课

程, 通常包括解剖, 生理, 生化, 病理等等. 后两年是临床医学, 学生要在医院的各个科室实习, 包括外

科, 内科, 妇产科, 小儿科, 急诊等等. 99% 的学生最终都能按时毕业. 
  

在医学院的最后一年, 学生要为专科作申请, 并且要完成行医执照考试 (加拿大和美国大同小异). 
 

住院医生 (2-5年) 

住院医生培训一般要 2-5年(根据专科不同).(例如, 家庭医生 2年,内科 4年,外科 5年等等). 
 

医学院费用如何? 

医学院学费根据学校不同而异.例如:  
 

医学院 学费 (每年) 

多伦多大学 (University of Toronto)  5.6 万美元 

麦吉尔大学(McGill University) 3.2 万美元 

哈福大学(Harvard University) 5.4 万美元 

波士顿大学(Boston University) 5.2 万美元 

 

其他费用 (每年)  

书本教材费 1700 美元 

生活消费 9000 美元 

其他消费 7000 美元 

 

4 年学费 20 万 - 25 万美元 

4 年生活消费 6 - 8 万美元* 
 
*生活费只作大概参考, 因不同城市而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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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Sample Canadian medical school tuition fees and admission requirements. Accessed at: 
http://www.md.utoronto.ca/admissions/information.htm  
 

2. Top Medical Schools. Accessed at: http://www.timeshighereducation.co.uk/world-university-
rankings/2013-14/subject-ranking/subject/clinical-pre-clinical-health  
 

3. Review of universities accepting international students. Accessed at: 
http://premedusa.blogspot.ca/2013/05/medical-schools-admitting-internationals.html  
 

4. Sample US medical school admission requirements. Accessed at: 
 http://www.bumc.bu.edu/admissions/applicationprocess/requir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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