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际申请人	

介绍手册 |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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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RN	TO世界正处在转折点
那个扳动天平的人会是你吗？

“我们提供无以伦比的本科教育，而这一

切都源自于我们以人为本的社区。我们

的教职员工竭尽所能发掘、理解并培养

学生各方面独特的才华。	

休伦不仅看重学生的个性发展，也秉承

高度的责任感，把学生培养成为建设更

美好世界的生力军。我们共同携手，全

面支持我们的学生取得杰出的成就，造

福人民，并回馈我们的社会。”

巴里·克莱格	(BARRY CRAIG)	博士	
休伦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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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力在于成长思维 

“我在招聘过程中看重的一点就是思维的多样性，而这正是人文教

育毕业生的突出标志。它帮助你取得超出既定目标的成果。休伦

的教授们会真正关心你的学术目标，这造就了一种环境，挑战并

且帮助你的个人发展。我在休伦的经历是无价的。他们让我做好

准备取得事业的成功，并且在职业和为人方面都不断成长。”

亚当·戴义夫(ADAM DEIF)  |  2004届毕业生

2/3 
休伦毕业生已经成为所在

公司机构的高层领导者

95% 
的CEO希望招募具备人文
教育素质的员工

85% 
的加拿大全球财富500强企
业都曾有休伦毕业生担任领

导职务

休伦拥有加拿大最具竞争的入学标准。

我们的申请流程充满挑战且不断提升，体现出你们这一代

年轻人所追求的教育高标准，促使你们在处世与职业方面

都取得成功。	

休伦既结合了传统人文教育的优势，又致力于品行培养和

职业发展。其结果是造就出让学生感到骄傲的成就，而不

仅是一份简单的工作。

充分发挥 

人文教育的魅力与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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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当·戴义夫(ADAM	DEIF)	

2004届毕业生

产业负责人，谷歌

经济学荣誉专修

纽约市

“我认为我能走上科技产业的职业道路要归功于我在休伦修得的人文教育学位。

我毕业于一所注重理科的高中，要追随我对文科的热爱是一种艰难的抉择。

然而，这一选择却让我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软技能，创意而有效地解决问题,

在工作内外皆是如此。

我们这一行，五年计划刚制定出来就变得过时了。最好是一边迎接新出现的

挑战一边不断学习。人文教育帮助我成为一个更为有效的沟通者，可以和不

同类型和岗位上的人共事，让我在一个我所热爱的、高度技术性的岗位上取

得成功！我相信这条道路也会帮助心怀类似目标的其他学生。”	

谭薇·嘉茵(TANVI JAIN) 

高级产品经理，Wickr

纽约市

哪些人文教育所培养出的技能让谭薇(Tanvi)的事业受益匪浅？

	■ 高度的情商

	■ 协作能力

	■ 谈判技巧

	■ 言简意赅的有效沟通

	■ 善于适应不确定性

	■ 批判性和创意性思维,特别是在面临挑战

的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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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它大学，数百名学生挤在同

一教室上课屡见不鲜,而且负责

你课程的人往往是助教，而非教

授。在休伦，你将获得更加个性

化的学习体验：

huronatwestern.ca/future-students/ 

近160年来，休伦的莘莘学子勤勉互学、教师一对一精

心辅导，配合我们为学生提供超卓资源的能力，我们深

知，保持战略上的以精取胜正是休伦最大的优势。

你不仅可以获得团结紧密的校园社区支持，而且能够尽

享世界级学府的一切优良设施。

凭借我们同加拿大最大的研究型大学之一的紧密关系，

你不仅会在休伦深得重视，而且可以近在咫尺尽享韦仕

敦大学的各式学生社团、课程、活动，等资源。

89% 
是我们2020年9月入学新生

的平均分数，名列加拿大前

茅。你有机会与来自世界各

地最精英的Leaders with 

Heart共同学习。

休伦在

这里 

韦仕敦大学在

这里	

我们是		

韦仕敦大学
的创始学院，因此你毕业既会获得韦仕敦大学的学位，又能享

有休伦所提供的一切独特优势。

休伦与韦仕敦大学的紧密联系会为我们的学生带来哪些好处？ 

当你问我们的学生，什么是

休伦的特殊之处
他们可以滔滔不绝地阐释我们对个性化教育的重视

在很多大学，学生不得不争夺	

教授的时间。在休伦，你将获得  90% 
的休伦学生称，教授提供的支持不

仅限于课堂，也在课外，并且超出

学生的预期。

82.5% 
学生保留率 - 这在加拿
大各大学中名列前茅。

30% 的休伦学生群体是国际
留学生，因此，你将获得来自世界各

地的终身友谊和校友网络。
1,500 名全日制休伦在校生

	■ 你有高达40%的课程可以在韦仕敦大学校区注

册，丰富你的学术追求

	■ 参加加拿大最棒的新生迎新周活动 

	■ 任选加入我们200多个学生社团与校运动队

	■ 尽享两个校园的所有设施和资源

距离韦仕敦大学社区中心步行不到2分钟

20:1 学生/	教员比例人平均班
级规模

来自世界级博士教授的

导师辅导。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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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ronatwestern.ca/DistinctAdvantage

你可以轻松地把休伦人文教育的优势与韦仕敦大学和毅伟商学院的课程结合起来。不论是计算机科学、保健学、生物学或

犯罪学，你都可以设计出自己梦想的学位，而丝毫不会影响我们独特的教育模式所提供的个人关怀。

在休伦，你可以完全掌控自己的课程。你的个人学业顾问将会在选课过程中支持你，帮助你定制化学位，满足你未来目标

的所有标准。	

huronatwestern.ca/admissions-enrolment

在休伦	

荣誉与专修专业

	■ 会计

	■ 金融与管理

	■ 组织研究、政策与道德

心理学

荣誉学位

	■ 心理学

主修与辅修

	■ 心理学

经济学

荣誉与专修专业

	■ 经济学

主修与辅修

	■ 经济学 

	■ 金融

	■ 经济理论

治理、领导力与道德

主修

	■ 治理、领导力与道德

全球研究中心

荣誉与专修专业

	■ 全球化研究

	■ 全球文化研究 

	■ 全球发展研究

	■ 全球性别研究 

	■ 全球健康研究

	■ 全球权力研究

主修与辅修

	■ 全球化研究

	■ 全球文化研究 

	■ 全球发展研究

政治学

荣誉与专修专业

	■ 政治学 

管理学与组织研究学士(BMOS)

文学士 (BA)

主修与辅修

	■ 政治学

	■ 政治学： 

全球化与治理

	■ 政治学： 

身份认知与意识形态

	■ 政治学：国家与政策

跨学科项目

	■ 毅伟 HBA/BA 荣誉双学位

	■ 优选研究学者项目

中国、日本和	

东亚研究

主修

	■ 东亚研究

	■ 日语研究

辅修

	■ 中国研究

	■ 汉语商业沟通

	■ 汉语研究

	■ 东亚研究

	■ 日本研究

	■ 日语研究

英语和文化研究

荣誉与专修专业

	■ 英语和文化研究

主修与辅修

	■ 当代英语文学 

	■ 英语和文化研究 

	■ 教师英语

全球名著

主修

	■ 全球名著

法语研究

荣誉与专修专业

	■ 法语语言文学

	■ 法语研究

主修与辅修

	■ 法语研究

	■ 法语语言文学

	■ 法语研究

历史

荣誉与专修专业

	■ 历史

主修与辅修

	■ 大西洋世界

	■ 中国历史

	■ 非洲历史与离散非洲人

	■ 历史

	■ 书籍史

	■ 环太平洋研究

	■ 公共历史

	■ 帝国主义研究

	■ 世界历史

哲学

荣誉与专修专业

	■ 哲学

	■ 哲学、思辨与道德

主修与辅修

	■ 道德

	■ 哲学

	■ 商业中的哲学

	■ 宗教研究与哲学

宗教与神学 
主修与辅修

	■ 宗教与神学

	■ 犹太研究

主修

	■ 会计

	■ 管理学与组织研究

你挑选的不仅仅是一个课程，而是选择个人化的教育体验以我们卓著的声誉造就出类拔萃的毕业生

休伦是一所在加拿大高等教育体系中独一无二的院校。我们有意识选择小而精，重质不重量，你可以了解一

下，这种战略是如何让你直接受益。下面就举例介绍我们采取的几种方式，为国际留学生创造出加拿大顶尖

的本科教育体验：	

独特的	
学习环境 

参加小班讨论式学习，让你可以和同学教授互动，而不是

在过度拥挤和缺乏个性化的大教室中孤军奋战。你在课堂

以外还有机会参与根据个人具体目标定制化的实践和研究

学习机会。

灵活的第一年

你在第一学年可以从数百门课程中选择，并且

自由体验至少五种不同的学科。你在一年级结束前可以不

必确定自己的专业。这样，你就有机会在进修自己的专业

领域之前，探索一系列学科，从而决定一种最适合自己的

目标和兴趣。

100%带薪实习

每一名学生都保证可以获得带薪实习的机会。

你的个人职业顾问会帮助你联系未来的雇主，为你带来给

休伦学生专属安排的就业机会。这样上手型的经验将会让

你准备好开展自己所热爱的事业，同时又能够支持你的经

济能力。	

$4,000 到 $100,000  
国际留学生奖学金 

休伦为国际留学生提供加拿大最为优厚的奖学

金计划之一。我们致力于培养Leaders with Heart，这意

味着你将会通过领导力、社区与课外成就而获得奖学金。

此外，我们还设有加拿大唯一面向留学生以经济需求为考

虑的助学金计划。

强大的职业联系就在你的面前

你知道吗，在加拿大前10名最大的企业中，都有

休伦校友担任领导职务？我们将会亲自把你引荐给你选定领

域的有影响力的休伦校友，为你提供有价值的建议并加快你

的职业发展。

我们的关怀文化

我们将会在你的航班一降落加拿大就到机场迎接，确保你在

适应新国家的过程中拥有一切所需。 

我们的学业顾问和职业发展团队将会全年帮助你积累个人简

历，这反映着你的成就和对社会的贡献。

从申请到毕业全程个性化支持 

你将会拥有专属的国际招生顾问，在申请的过程

的每一步协助你和你的家人。我们将介绍令人兴奋的奖学金

机会，并确保你生活与学习安排的各个方面都能很好地适合

你的需求。	

在休伦，我们不会使用匿名的邮箱，或者期望你等待数天才

能获得回复。你可以即刻通过电子邮件、Zoom、WhatsApp

和微信等途径联系你的个人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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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力在于 参与社会 我们的教授愿意了解你的故事	

并且投资于你的未来

休伦学生与教授之间建立的亲密关系使我们的学校与众不

同，它所提供的师生互动关系的水准是世界上其它顶尖院

校难以比拟的。

尼尔·布拉德福德 (Neil Bradford) 博士就是一个突出的

例子，他创建了我们的治理、领导力与道德 (GLE) 课程

项目，以及GLE Catalogue，这一学习研究工具探索各城市

如何共同合作解决复杂的问题。 

布拉德福德教授对公共政策服务公益的热爱促使他开发

出一套新的道德治理课程，以更好地帮助学生准备好成为

Leaders with Heart。

贾西·卡里亚尼	(Jash Kalyani) 曾是我们的学生研究员，

他大力推展这一计划。“只要我们表达出有兴趣增进我们

大学与社区之间的联系，布拉德福德教授就为我们提供所

有我们所需的指导和资源。”贾西分享道。	

“我们惊讶地看到有这么多不同类型的学生来到休伦，并热情地

投入到真正让他人受益的工作当中。这些年轻人不仅仅专注于学

业，也乐于和教授像同事一样合作并做出实在的成果，例如 GLE 

Catalogue，从而促进社会融合并改善城市的生活品质。我感到

极大的荣幸，能够尽自己所能支持他们达成远大的目标。”

尼尔·布拉德福德 (NEIL BRADFORD) 博士 	

治理、领导力与道德课程主任	

政治学教授

贾西通过他与布拉德福德教授的紧密关系受益匪浅。这位

三年级学生已经作为带薪的研究员和志愿者同教授一起工

作。贾西通过这些一对一的辅导经验，积累了优秀的个人

履历，帮助自己获得了加拿大皇家银行FLEX与保健专员

的工作。

贾西·卡里亚尼 (JASH KALYANI)  |  
四年级

政治学和毅伟商学院	HBA 双学位 

牛津学院，迪拜，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更好地获得一对一教授辅导对于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 在课堂和课后可以更多联系教授

	■ 可以更灵活地按照最适合你自己

需求的方式约见教授

	■ 不必赶时间，专注地和教授一起，

让教授可以审阅你的作业并提供

深入的反馈。

	■ 获得能够体现你个人进步的推

荐信

	■ 有机会和你的教授合作特别研

究项目（带薪或志愿）

	■ 有机会根据你的兴趣完全定制

化课程

	■ 参加能够把自己的学习扩展到

课堂以外的项目,有利于研究生

申请和丰富简历（如实地参访、

国际旅行、志愿者职位、会议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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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谨的心理学学生选择休伦	
huronatwestern.ca/programs/arts-social-science/psychology/

不论你是想成为临床心理学家还是想追求心理学学位能够打开的无数其它大门，	

要了解大脑、思维与行为，休伦心理学是你的不二之选。

“Psych1100课程非常不同于你在其它大学看到的标准的心理学入

门。它不是由一名教授讲授的。而是由一组业界专家讲授最符合

其专长领域的主题。这就确保你可以从恰当的来源学到正确的内

容。这门课的实验室模块意味着你可以获得采集数据、做实验和

撰写实验报告等实操经验。实验课通常每班	10-12 名学生。这样就

可以做到在准备报告和做实验的过程中有更多一对一的关注。”	

戴丝瑞·迪亚斯	(DESIREE DIAS)  | 	三年级	
心理学与社会学荣誉双专业

大使学院，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迪拜	

绝大多数本科院校只为学生提供心理学的理论知识。

在心理学系上课，一个大教室可能有	 100	多名学生。

学生很少有机会同教授直接接触，更不太可能有机会

在实验室工作，发展临床技能或制作研究报告。	

所以说，如果你认真想在研究生级别或者作为临床从

业者追求心理学，就要在休伦发展自己的知识、技能

和积累个人简历。	

“休伦的心理学课程非常棒，因为它实际付诸实践。	

你将有机会来创建实验、收集数据，学习

如何管理数据，并研究在无限多的选项

当中选择研究哪些问题。我永远不会忘

记，有一次一个其他校区的学生在休伦

上了一门课，惊异于我们要写一篇正式

的研究论文。这对我来说，表明并非所

有心理学学位都是一样的。休伦提供的心

理学课程会给你的职业打下强大的基础。”

克莉丝汀·斯克里泰克 (KRISTIN SKRITEK)      

2017届毕业生

健康产品数据科学高级经理 

心理学和哲学文学士

毅伟商学院科学管理硕士

你可以学习些什么？

我们的毕业生从事哪些工作？

	■ 感觉与感知

	■ 社会心理学

	■ 认知方法与理论

	■ 神经心理学

	■ 行为的生物学基础

	■ 少年风险发育

	■ 发育心理学

	■ 神经造影研究

	■ 性格理论 

	■ 认知与老龄化

	■ 消费者心理学

	■ 神经科学 

	■ 人力资源 

	■ 体育心理学

	■ 商业分析

	■ 法医心理学 

	■ 牙医学 

	■ 法律 

	■ 言语语言病理学 

	■ 市场研究 

	■ 商业管理 

	■ 临床心理学 

	■ 教育心理学 

	■ 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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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做出明智选择的学科	

如果你想要追求一种有高度成就感而又收入丰厚的职业，

那么可以考虑一下经济学学位带来的广泛可转移技能和

重要知识。	

经济学教给你人类在涉及到资源、稀缺性和富足性方面

如何决策的一切。从分析微观家庭决定到社会趋势，你

会获得深刻的重要知识，将会造就你个人和职业的适应

力与成功。

“经济学不仅仅是关于人的。它是一种

丰富性的探索，去了解互相影响和发

生作用的社会与经济趋势，从而转变

人类的体验。”	

马赫迪耶·安特扎赫尔 

(MAHDIYEH ENTEZARKHEIR) 

博士

经济学副教授

经济学远不只是关于数字：它对于我们如何理解复杂问题是必不可少的

你可以学习些什么？

	■ 公司与金融市场 

	■ 博弈论入门 

	■ 国际贸易经济计量学 

	■ 劳工经济学 

	■ 国际金融 

	■ 产业经济学 

	■ 货币经济学

我们的毕业生从事哪些工作？

	■ 市场分析师

	■ 外汇交易员

	■ 投资辅导

	■ 公共管理

	■ 律师

	■ 投资经纪公司

	■ 金融服务领域

	■ 政策分析师

	■ 投资组合管理

“经济学帮助我们优化运用有限资源，因此这门学科是研

究开发的最重要的领域之一。我一向相信，我们这一代

会为人类的进步做出贡献，经济学是这些答案的来源。

休伦凭借其注重实用的学习风格，经济系会帮助你理解

万亿美元的巨头公司如何决策资源配置，并激励你把这种

模式运用到自己的生活和工作之中。休伦的教授们有着令

人惊叹的影响力，是我所遇到的最有帮助的老师。”

桑琪·沙阿	(SANCHI SHAH)  | 	三年级	
经济学荣誉专修专业	

空军学院，印度德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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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商科和市场营销感兴趣？

马修·马克斯维尔-史密斯	(Matthew Maxwell-Smith) 博士

是从人文课程开始他的本科教育的。马克斯维尔-史密斯博

士在获得社会心理学博士学位之前，曾经领导财富500强企

业的市场研究项目。而今，他又带着丰富的经历重返校园，

在休伦讲授基于心理学的市场营销课程。	

马克斯维尔-史密斯博士解释说，对于有兴趣从事商业或市

场营销的学生来说，一种综合性触类旁通的背景会帮助你以

非常有效和创造性的方式帮助人们解决问题。	

“当你从商业的各个层面与人互动时，

你需要学会体察差异，根据自己面

对的每个不同的问题灵活地适应性

改变自己的解决方案。这就是我所

说的人文思维：有能力跳出框架思

考，考虑到文化差异并且平衡好道德

因素和商业运作之间的关系。”

马修·马克斯维尔-史密斯博士

经济学助理教授

休伦的BMOS课程为学生提供坚实基础，以便日后深造

并获取毕业后职业资质，例如注册会计师 (CPA) 和注册

金融分析师 (CFA)。

在休伦，我们培养的商科学生不仅仅是为自己拼搏，而

是寻求把自己的成功与世界的最佳利益衔接起来。秉承

这种精神，马克斯维尔-史密斯博士在课堂上教给学生如

何基于实证做出决策，从而帮助组织机构以社会和环境

可持续的方式取得持续成功。	

而管理学与组织研究系总体上是怎样的？“我们的教授

都是对我们的事业有着极大热情的人们。我们非常关心

我们的学生，努力确保他们获得成功。”他说。	

休伦BMOS毕业生与其他	
商科毕业生相比有哪些突出的技能：

	■ 擅于谈判

	■ 善于战略性地讲述品牌故事 

	■ 谨慎的数据分析师 

	■ 卓越的沟通者和人际关系构建者

“在休伦，你会学到很多实用技巧，适用于商业的根本基础，

并且可以直接应用于职场。你在课堂中和通过学生社团与

活动，可以获得自信与能力，同时学习如何谈判和拓展人

际网络。休伦也鼓励你尊重和汇集多种视角，如果你想要

在当今世界成为一位卓有成效的市场工作者，这是极其重

要的。”

爱贝·马凯	(ABBEY MCCAY)  |  三年级	
荣誉专修专业，管理与组织研究	

国王基督学院，安大略省奥克维尔

领导力在于可转移技能    

“人文教育教给你如何思考和协作，而这正是我学到

的最有价值的技能。不论你进入什么领域，善于用故

事抓住人心和批判性思维才是让你出类拔萃的无形资

产。虽然无形资产无法用金钱去衡量，不过他们是最

有价值的。如果你想取得成功，这些技能是绝对不可

或缺的。”

齐然·马修	(KIERAN MATHEW)  |  2017届毕业生

15HURON VIEWBOOK | 2022

齐然·马修 (KIERAN MATHEW) 	
2017届毕业生
主修应用道德与哲学

福布斯 30岁以下30大最杰出青年

huronatwestern.ca/programs/management-and-organizational-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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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休伦成长为全球领袖	
在休伦的全球化研究中心和政治学系，学生会获得知识、必要技能，并培养兼济天下的责任感。

政治学探索权力在社会中的多种面貌，考察重大的

政治观点和构想、改变世界的时刻，以及政府的内

在机制。休伦的全球化研究中心是加拿大独一无二

的学术专业，让学生通过严谨的跨学科研究参与到

影响全球化的各种力量当中。	

我们的毕业生从事哪些工作？

	■ 政策分析师/公务员

	■ 政治家/政治工作者

	■ 市场分析师/外事官员/外交官

	■ 管理咨询师/经济开发官员

	■ 教授/律师

	■ 市场研究/民意调查

“在全球化研究中心，我们鼓励学生创造自己独

特的学术方向。这赋权给他们，让他们不仅为

自己在世界上的位置负起责任，而且为建设一

个新时代做出贡献，他们将是这个世界的社会、

政治和生态变化的推动者。”	

凯特·劳莱斯 (KATE LAWLESS) 博士
全球研究中心助理教授

“休伦的全球化研究系对我这个国际留学生和未来的律师

来说是个完美的地方。我通过课堂内外的学习活动，了解

了有关食物保障、二级城市化和地方治理，而我也更好地

理解了影响身份认知政治的各种不同因素的互相作用。在

这里，你会找到支持你的社区，不仅是对学业成功的支

持，而且是你生活的每一个方面。以这样层次的个性化投

资倾注到每个学生身上，是一个把学生送上实现梦想之路

的环境。”

欧内斯特·尼尤穆加博	(ERNEST NIYOMUGABO)					
四年级

荣誉专修专业，全球健康	

与哲学辅修

马拉维

	■ 记者/媒体关系

	■ 社区发展/城市规划

	■ 倡权/游说者

你可以学习些什么？

	■ 全球发展 

	■ 全球保健研究

	■ 全球关系中的法律

	■ 国际关系

	■ 政治理论 

	■ 全球政治经济 

	■ 重要的安全研究 

	■ 媒体与选举 

	■ 全球环境政治 

我们注重教育的人性化

自 2 0 1 7年以来，林赛·斯考尔其 

(Lindsay Scorgie) 博士就率学生前往

卢旺达，打开他们的眼界，了解在海外

发挥领导力的可能性。在休伦的卢旺

达之旅中，我们的学生拜访当地组织

和纪念馆，了解卢旺达历史，1994年

种族灭绝的真相，以及该国当今的和

平与和解努力。

“国际学习机会很重要，因为它们挑战你的视野并

扩展你对自己周围世界的理解。我们在卢旺达期

间学会了以有意义和敏锐的方式问问题，从而为

我们的研究收集信息。我们所听到的证词验证了

我们在课堂上所学习到的内容，也反衬出我们是

多么有幸享受着极为人性化的权益。”

安妮·博斯	(ANNIE BOSS) | 三年级	
荣誉双专业	

法语研究和政治学

伊桃碧谷艺术学院，安大略省密西沙加市

“通过我的教学，我着意扩展和挑战我的学生的政治视野。

其中最有效的一种方法就是通过体验性学习。仅依靠课

堂学习理解政治体系往往是很难的。能够从实际做过这

种工作和亲身经历过我们研究的课题的人那里学习是极

有帮助的”

林赛·斯考尔其 (LINDSAY SCORGIE) 博士, 	

政治学助理教授

休伦学生在卢旺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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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想出类拔萃，就需要参与表现自己长处的项目。	

休伦是全加拿大仅有的两所大学之一，为我们的学生提供

高管教育机会，完成哈佛商学院的在线 CORe 课程项目。

休伦是安省唯一一家	

与哈佛商学院ONLINE	
合作的院校

人文教育学位结合为世界精英学生设计的课件，让你如虎添翼，在世界上最知名的商业环境中脱颖而出：

	■ 掌握三门课程:	 商业分析、管理经济

学，以及金融会计学	，	从而获得当

今职场成功的必要素质

	■ 商业案例式的学习让你可以进入到全

球品牌的真实问题当中，由此开发出

解决问题的技能	

	■ 获得进入哈佛商学院会议的入场

券，你在此可以会见哈佛校友，

并了解名校学术交流的价值

	■ 与企业导师构建关系，他们将会为

你介绍国际实习和工作机会

	■ 在你的简历和领英页面自豪地展示

你已完成	 CORe	 课程，并让研究生

院和雇主了解你已经做好准备

WEI	LIAO |   三年级 

荣誉专修专业，金融与管理 

伦敦国际学院

中国深圳

休伦最新的 CORe 毕业生之一，WEI	 LIAO，向我

们全面介绍了这一课程：

当休伦职业发展团队向我介绍了 CORe	 时，我意识到该项

目完美地匹配了我个人的发展计划。课程旨在通过教给你如

何解释数据、阐述竞争差异化和把握财务预测，培养明日的

企业家和领袖。	

不仅如此，CORe 还为你提供了结识行业领袖的渠道，他们

可以为你做重要的引荐，有可能完全改变你的人生。	

“这个资格为我申请财富500强公司平安银行产生了绝对重

要的影响，并且在争取奖学金和成功申请研究生方面继续令

我受益。”

如果你想通过紧张的学习为自己准备好面临困难讨论时轻松

应对的从容不迫，并在任何重视雄心与战略思维的领域干一

番事业，那么我向你高度推荐哈佛的	CORe 课程项目。	

不论是参与哈佛的 CORe 项目还是在休伦探索企业最佳实践，我们的 
LEADERS WITH HEART 的成功自始至终都有一个大写的H

huronatwestern.ca/harvard-online

“在人文教育的熏陶下完成我的商科学位，这是我本科

经历中的亮点。休伦的全球发展课程让我更深切地理

解了全球各地来自于系统性不公正的社会经济挑战，

它激发了我追求社会正义的热情。作为一个以积极参

与社区而自豪的人，休伦为我的成长提供了最佳的环

境！回首我在休伦的时光，我把这里作为我接触新理

念和全球性视角的发端，它帮助我在金融行业开展成

功的事业。”

普佳·贾因	(POOJA JAIN)  |  2013届毕业生

领导力在于 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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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	RBC	社区创新特训营

学习基础性的创新方法，同时为非营利组织重新构想

解决方案，帮助它们更有效地应对难题。这个为期三

天的	 bootcamp 通过研究、观察、想象能力和原型

创造让我们的学生受益匪浅。	

在 这 一 协 作 性 的 体 验 中 ， 你 将 会 参 与 一 场	

hackathon，竞标你的创意，并有机会赢得$2,500加元

的奖金。结识新人，获得RBC创新者证书，并从业

界领袖那里获得无价的实操经验。

普佳·贾因 (POOJA JAIN)，CFA 
加拿大皇家银行	企业财务部

高级经理

毅伟HBA 2013	届毕业生
曾经在休伦学习商科与全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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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ronatwestern.ca/form-centre/ivey

成为一个讲求
原则的领袖

毅伟商学院以培养出世界上一些最受敬重的领袖而知名。

毅伟校友中有一多半都拥有董事长、总裁、副总裁、董事

总经理或合伙人头衔。	

通过把你的人文学位结合毅伟的荣誉商业管理	 (HBA)，你

将会把自己打造成为一位出类拔萃的商业人士，既有同理

心又懂得办事效率。

为了成功申请毅伟，你将需要广泛的履历积累，

能够既体现你的学术成绩，也可反映出你的领袖

潜质。

你认为哪种类型的环境会培养这种全面素质？ 

是一个高度竞争的校园，让你和成千上万名学生一起竞争

认可和机遇，还是一个紧密团结的学校，让你可以轻松获

得学业和职业支持，而且人均拥有的社会参与度远远高于

任何其它地方？	

“休伦为我申请毅伟并取得成功做了极好的准备，毅伟的很多课程很

具有挑战性、高度的协作性和参与性。虽然我刚进入休伦的时候是

一个害羞的人，但是休伦教会我如果展现自己的想法，并有效与他

人合作，与此同时又确保我拥有自我发挥的空间。休伦在我身上投

入了很多，我万分感激，因为老师和员工在我职业发展的每一个阶

段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艾什莉·吴		|			四年级

荣誉专修专业，经济学和毅伟荣誉商业管理	(HBA)	双学位	

HB Beal 中学

越南头顿市

当你需要一份不言自明的申请文书时，你需要去

一所能让你脱颖而出的学校 

艾什莉·吴	(Ashley Ngo) 的学业顾问帮助她了解怎样通过

结合人文学位与毅伟	HBA，从而获得极好的机会。艾什莉

在学习了创建一份有竞争力的申请书的重要性之后，同我

们的职业发展中心联系，确保自己设定切实的目标。

有了简历和面试支持，艾什莉的职业发展顾问帮助她获得

了多次实习，包括在	Purpose Advisor Solutions 财富管

理解决方案公司的一个职位。这种支持贯穿了她申请毅伟

的整个过程，因此艾什莉能够更好地展示通过休伦以目标

为导向的环境提供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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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很喜欢休伦的独一无二：小班授课，在那里你可以真正与

精英的人打交道。休伦提供了一种完全不同的参与式学习风格，

而这一直延续到毅伟商学院。这是一家卓越的人文教育大学，提

供出色的课程与教授，而这才是真正的与众不同。我在那里所发

展起来的自信为我的职业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你需要有足够

的毅力才能从一个局限性的生态体系中突破成长，才能与加拿大

最大的酒店企业合作。”

罗素·司尔弗	(Russell Silver)

罗素·司尔弗  
(RUSSELL SILVER) 
创始人兼CEO，Fetch 
曾在休伦学习BMOS，	
在毅伟商学院获得 HBA。
安大略省多伦多 

领导力在于 真切的投入  

93%
求职者在2020年12月31日之前接
到聘约，计算依据 95% 的报告率

$79,191
平均工资	（包括：基本工资、	

入职奖励，以及其它福利待遇）

*2020 年毅伟 HBA 毕业班

以人均计算，休伦的学生进入毅伟商学院的比例超

过任何其它院校



22

休伦学生曾在以下公司和组织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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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知道吗？加拿大是提供国际留学生工作机

会的全球领导者。

在你学习期间：每周在校外或校内可工作多达	20 小时，在暑假期间可以全

职工作。	

完成学业后：可申请长达 3 年的毕业后工签。	

移居加拿大：获得永久居留权	和加拿大公民身份的途径！

要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educanada.ca

你在休伦就读期间可以获得四到十六个月的

加拿大工作经验
你可以在 4 个月的暑假期间工作，在学年期间兼职，甚至可以在学习期间休学一年进行一年的带薪实习。 有

休伦的个性化职业规划，选择权在你手中！

我们是加拿大唯一一所

保证每个学生都有带薪实习机会的大学
我们是如何做到的？很简单：一个有3万名学生的大学，不可能保证每个学生都有实习机会。在休伦，	

我们专注于品质而非数量，这就确保了每个学生都能平等地获得机会。

泰勒·博伊德 (TAYLOR BOYD)

2019届毕业生

心理学学士

休伦 CURL 研究员

休伦毕业后进入哈佛大学研究生项目深造

窦靖怡  |  三年级

管理与组织研究

实习公司：北京字节跳动

若翰·诺罗纳 (ROHAN NORONHA)          
四年级

政治学学士

初级分析师-创新、科学与经济发展 -  

加拿大政府

奥黛萨·安雅·奥利菲尔德 
(ODESSA ANYA OLYFVELDT)  
2021届毕业生
政治学学士

CEO/创始人 

Allure

职业类实习
所有产业的全职与兼职的带薪实习机会：休

伦将和你一起确定你最感兴趣的岗位，把你

介绍给在那里工作的校友，并确保你的申请

和面试出类拔萃。

研究类实习
数据和分析职位的全职与兼职的带薪实习机

会：与世界领先的学者合作，研究实际世界

的问题，为研究成果和有意义的改变做出切

实的贡献。

学术类实习
所有产业的全职带薪实习机会，同时还能获

得学分。用实际的上手经验作为课堂内容的

补充，强化你的实践技能与简历。

创业类实习
在创办自己公司的过程中，决定你自己的愿景、

薪酬和流程:

不论全职或兼职，你的未来由你掌控，同时学习

如何成功开创和运营自己的公司。你可以得到资

金、辅导和资源，把你的大胆创意转化为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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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你的职业发展超速

运转，就靠休伦CAP

商业基础

创新与
创业

国际关系

市场营销与沟通	

除了以下的核心课程，你还可以选择完成许多其他专业化课程，这些课程将进一步塑造你的独特兴趣并突

出你的就业能力。

你可以掌握的技术技能

	■ Python 和编程基础

从竞争中脱颖而出

参与职业加速器计划的学生不仅可以享受到职业准备的最高

标准，而在成功完成这些密集项目之后，将会获得职业加速

器计划证书和推荐信。

该计划对我们的学生来说将是一项重大成就，同样重要的

是，它向未来的雇主发出了一个信号，他们即将聘请的是具

有竞争优势的杰出人士。 

	■ 数据分析

	■ 社交媒体管理

	■ Excel 和 Word 基础

	■ 项目管理

核心课程配置：

	■ 规划你的职业目标

	■ 体验带薪实习

	■ 撰写简历并参加模拟面试

	■ 参加有意义的志愿者机会

	■ 收到我们校友的正式指导

	■ 参加由我们卓越校友领导的职

业发展研讨会	

	■ 通过研讨会和学习平台培养技

术技能

健康意识

与倡导

参与休伦知名的	

职业准备发展计划
将你的人文教育学位的传统优势和人际关系技巧结合你所需的实际技能和经验，提高你的就业竞争力。

每个休伦学生

都配有专属的职业顾问

休伦学生专属的

独家实习和招聘资源

校园职业招聘会

加拿大各地的公司企业

来校招贤纳才

校友辅导与联系，加拿大最强

最精英的校友网络就在你的身

边，只需一通电话，你的梦想

职业垂手可得。

休伦学生的简历

	■ 本科学位 

	■ 带薪实习 

	 职业加速器计划 (CAP) 资格证书 

	 研究奖学金和出版物 

	 哈佛商学院证书 

	 学生领导职务、志愿者和社团成就 

	 教授出具的个性化推荐信

大多数其他大学生的简历

	■ 本科学位 

	■ 志愿者经历 

	■ 参加学生社团的经历

休伦让你在简历中引人注目，	

让你在就业市场中脱颖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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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你来到休伦 	

你的身边总会有人支持你

二年级的时候，乔·卡纳斯	(Joe Kannath) 接到了休伦负责

大学发展的副校长电话，为他介绍了一些很有潜力的实习机

会。“休伦这个地方有副校长亲自力挺你，这真是令人不可

思议。”乔解释说。“梅根 (Meaghan)	 和我进行了很多有

意义的对话。她了解我的兴趣，主动联系我，了解我正在寻

找什么样的工作以及在哪里寻找。我非常感激她。”

“我对金融和投资领域非常感兴趣，所以这次实习非常

适合我。有机会在一家非常成功的公司中各个层面学

到了很多。从后端到账户管理与客户关系，我磨练了

如何与其他人更有效共事的技能。整个体验为我更顺

利地过渡到职业新阶段铺平了道路。”

乔·卡纳斯 (JOE KANNATH)  |  四年级

荣誉专修专业，治理、领导力与道德	

暑期实习生，Purpose 顾问解决方案公司

卡塔尔多哈	

由于乔与休伦领导团队和职业发展中心的良好关系，他获

得了	Purpose 顾问解决方案公司的实习机会，这是一家管

理资产超过 100 亿美元的投资公司。休伦校友戴夫·纽金	

(Dave Nugent) 是Purpose公司的董事合伙人，因为有了

他，我们能够在该公司不断增长的业务中确保我们的学生

有一席之地。

梅根·布赖特 
(Meaghan Blight)
大学发展副校长兼人事总管

受益于世界知名的精英领袖	

休伦校董事会
我们校长对休伦的愿景在加拿大的大学领域既有勇气又独一

无二。我们汇聚了来自世界各地的高实力商业主管和社区建

设者，帮助我们履行承诺，创办加拿大最知名的教育环境，

与此同时又确保我们面向每个文化和社会经济背景的学生

敞开大门。	

这些杰出的人士拥有共同的人文教育卓越性愿景，并致力于挑战学生成为 Leaders with Heart，他们组成了休伦新董事

会，以下就是该团队背后人性力量的代表：

“你不能仅仅着眼于加拿大企业来解决我们缺乏包容性的问题：我们的学生群体需要反映

我们的国情。当你环顾教室和会议室，它们是需要多元化的。休伦的包容性愿景符合我

所主张的一切。我们的校长真的是言出必行，我很高兴可以在董事会尽一份力，确保来

自各行各业的人们成为这所久负盛名院校的一部分。”

维斯·贺尔	(WES HALL) 	

KINGSDALE 顾问公司执行主席兼创始人	

休伦董事会副主席兼加拿大国家广播公司《深入龙穴》	(CBC DRAGON'S DEN) 投资

真人秀节目的最新商界评审

“作为一名休伦毕业生和人文课程毕业生，我非常了解这种教育对社会的重要性。”董

事会成员、罗杰斯通信公司副主席梅琳达·罗杰斯-希克森	(Melinda Rogers-Hixon)	

说。“休伦培养	Leaders with Heart的使命在今天尤为重要。我很自豪能成为休伦董

事会的一员，支持休伦的未来愿景。”

梅琳达·罗杰斯-希克森	(MELINDA ROGERS-HIXON)  

罗杰斯通信公司副主席	

休伦董事会执行委员会外部成员

“休伦拥有悠久而丰富的历史，是一所备受推崇的学术机构。”丰业银

行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布赖恩·波特	 (Brian Porter)	说。“我很自豪能

加入其董事会，并期待与董事会、教职员工和学生合作，以加强休伦

的优势。”

布莱恩·波特	(BRIAN PORTER) 

丰业银行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休伦董事会主席

这对你意味着什么？

因为休伦的校董事会成员中拥有一些世界上最成功和人脉最广的商业和社区领袖，你将直接从他们强大的行业关系中受

益。这个强大的团队将确保所有休伦学生，无论专业、背景，都有机会进入加拿大任何一所大学最精英的专业发展网络。	

认识一下休伦董事会的 正式成员，请访问huronatwestern.ca/about/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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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分析各种类型的领导者，他们重新界定我们与世界

的互动方式，这当中的许多人都是创业家。你在我们的课

堂上培养的可转移技能，结合你的课外活动和激励他人的

志向,	将使你成为既平衡收益又讲求原则的企业领袖。	

我们喜欢有远大理想并希望有所作为的梦想家。如果你正在

考虑创办自己的企业，我们将会为联系你资源，将你的想法

变为现实。我们还将帮助你与创业导师建立联系，并培养掌

控未来的能力和信心。

休伦校友在金融科技领域取得突出成功

Wealthsimple是一家由休伦毕业生迈克尔·卡钦 (Michael 

Katchen) 创建并由校友戴夫·纽金特	(Dave Nugent)	培育

的公司，即将获得加拿大有史以来最大的私人科技融资：7 

亿加元以上的交易，将使这家银行挑战者的估值达到 50 亿

加元。Wealthsimple 拥有超过 100 万客户，已成为传统银

行业的最大挑战者之一。 

卡钦和纽金特之前都曾荣获休伦的的青年校友奖，我们为他

们的持续成功感到非常自豪。尽管戴夫转任另一家享有盛

誉的公司	 Advisor Solutions 的合伙总经理	 ，但他在担任 

Wealthsimple	 的首席信息官期间，不知疲倦地努力建立一

个创新品牌，为千禧一代市场开辟了前所未有的投资机会。	

创业守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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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有兴趣创造下一个大热门，	

休伦就是你的不二之选

宣传支持：获得宣传和零售机会以验证你的市

场并推动你的想法前进

暑期孵化器计划：证明你的产品或服务值得

获得种子资金和机会，与高潜力企业家合作

PROTEUS 创新比赛：  这是一场激烈的

四个月活动，你要和你的团队为一种有前途的

技术创造一个商业化战略，并有机会赢得高达	

$5,000加元

播种你的初创企业：把你的创意转化为可市

场化项目, 有机会获得 $3,000 加元

会见创业成功的先行者：休伦校友用创新的

想法开辟了令人敬佩的道路，要充分利用他们的

指导机会。

创业实习：让休伦学生作自己的老板，体验初

创企业文化并测试变革性产品、服务或技术的可

行性

戴夫·纽金特 (DAVE NUGENT)  | 2008届毕业生

合伙总经理，Purpose 顾问解决方案公司，	

荣誉专修专业，政治学

安大略省多伦多

当你了解戴夫·纽金特的职业历程时，你会看到休伦如何在

培养创业匠心和协作方面处于独特的位置。毕业后，戴夫从

事投资银行业，但意识到这并不是他真正的热情所在。当他

的休伦同学迈克·卡钦提出成立一家尚未命名的公司的想

法时，纽金特抓住了这一机会，帮助把这个想法变成现实。	

“休伦的联系让我们走到了一起。”休伦学生会前主席分享

道。“当迈克谈到他的想法时，我就想，为什么以前没有人

这样做过？”

戴夫承认人们震惊于他放弃了安稳的职业，跃入未知的领

域，但 Wealthsimple 的成功说明了相信自己、利用关系

和承担风险的重要性—而休伦学位让你为这些做好准备。	

“人文教育教给你如何思考和解决问题。”戴夫解释道。	

“所以，无论你在生活中走到哪里，它都会让你做好准备适

应不同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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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ronatwestern.ca/research

休伦本科研究学习中心 (CURL) 

在加拿大的高等教育领域中是完全独一无二的。通过这个中心，我们的学生可以深入

研究考查他们选择的任何课题，并得到最符合他们研究方向的教授的全力支持。

本科阶段的个性化研究机会是很稀有的 
而在休伦却是日常	

我们的学生探索过的一些课题

抑郁、焦虑和压力如何影响工作记忆？

人工智能的经济成果

难民在加拿大的经济融入

年龄和社交媒体偏好对	Facebook 和	Instagram	用户的影响

在	Hip Hop	中找到健康平衡以及	Kendrick Lamar 如何做到这一点的

Arab Spring	对中东地区的影响

优选研究学者项目是一个备受重视的项

目，旨在通过一套高于学位标准的课程开发

你作为研究者的技能。它让你可以灵活地进

行自主研究，充分展现你的兴趣方向。	

huronatwestern.ca/scholars-electives-program/

探索你从来没有考虑过的问题

在这个关系紧密的学术社区中，你的学习将与传统的讲座

式课程大不相同。优选研究学者项目为你安排一位个人研

究导师，以考察“别出心裁、异乎寻常且独特”的研究	

课题。

既挑战现状又获得报酬

CURL 奖学金：每年颁发	 1,500	 加元的奖学金，用于在	

CURL 教职员工的指导下支持学生的独立研究项目。

CURL 旅行补助金：每年颁发	 500	加元补助金，使学生

能够前往世界各地参加促进研究和职业发展的会议、研讨

会和其他活动。

CURL 学术研讨会：秋季展览和春季学术研讨会在校园内

为学生提供以多种形式展示其研究成果机会。

研究助理:	为加拿大或其他国家专业领域内的专家带薪工作。

解嘉正在攻读学位期间，有幸修读了马赫迪耶·安特扎赫

尔	(Mahdiyeh Entezarkheir) 教授的几门课程，教授对学

生研究的优先考虑使他能够在我们的 CURL 会议上分享他

的学术成果。

“休伦拥有高度协作的环境，因此学生可以接触到不同的思

维方式，”解嘉正说。“与许多其他机构不同，这里不仅

只关心出勤或刻板教育，你经常有机会分享和答辩你的学

术项目。”

作为一名在全球广泛发表文章的学者，安特扎赫尔博士很

庆幸在这样一所大学工作，该大学规模灵活，可以培养学

生的研究能力。	

“我们的学生创造出一些非常有价值的东西 — 无论是在他们

的研究成果还是全球学术交流方面，”她说。“CURL 向他

们展示了在课堂上学到的东西不仅仅是为了获得分数。”

解嘉正  	
2020届毕业生

荣誉专修专业，经济学 	

中国辽宁

休伦学生毕业后进入顶尖研究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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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校友在这些公司

品牌副经理	
强生公司 

全球人才	
高级经理
巴宝莉 

市场营销总监
汇丰银行北美 

执行董事	
高盛

休伦毕业生的走向在哪里？ 

高级经理
Shopify

客户营销经理
阿迪达斯

首席管理咨询师
安永

业务开发
纽约时报 

全球高级客户经理	
私募股权
毕马威

政策顾问
加拿大总理办公室

经济政策参赞
联合国

市场营销经理
IBM加拿大 

2.3% 温哥华

12.6% 伦敦

34.9% 多伦多

1.9% 渥太华

17.1% 加拿大其它城市

31.2% 国际

*Note that the percentage is of the total number of self-identified alumni on LinkedIn - 4,633. The locations included in this list are the top 

locations in which we have alumni living. The list does not include the location of all 4,633 alum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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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总裁	
花旗银行

全球销售总监	
Facebook

业务开发高级副总裁	
迪斯尼公司 

高级市场营销经理	
美国运通 

市场营销总监	
星巴克

助理新闻编辑	
华尔街日报

欧洲和欧亚社区专员	
世界经济论坛 

法律顾问	
3M加拿大 

法律顾问	
维萨国际 

总经理	
任天堂加拿大 

律师	
雅虎有限公司

产业负责人	
谷歌 

客户与营销战略合伙人	
德勤

高级产品经理	
微软

特约编辑	
彭博电视

休伦毕业生所进入的热门行业

市场与沟通 
政府与公共政策

临床心理学 金融
国际事务 法律

咨询	 创业

科技 新闻与媒体 

非营利组织和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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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斯蒂娜·莫里森  
(CHRISTIANNE MORRISON) 

休伦学生会主席 (2019-2020)

道明证券投资银行分析师	

双学位：荣誉专修专业，心理学和毅伟商学院	HBA

梅根·布赖特 (MEAGHAN BLIGHT)	
大学发展副校长兼人事总管

我们的教育模式培养独	

特个性
你和任何其他人都不一样。你的目标、个性和学习

风格都是独一无二的，那么为什么要去选择一所可

能没有机会培养和展示自己天赋的大学呢？在休

伦，你将获得所需的人脉和资源，定制化你的生活

和学习体验，让成功与你更近一步。

你是休伦大家庭的重要成员
你有成就一番事业的天赋，你不应该孤军奋战。休伦有

无数真心关注你，重视你前途的人,	包括你的同学们！你

的同学和校友就像曾经帮助他们达到目标的leaders一样，

会向你展现出，他们是多么相信你的潜力，他们会帮你

联系你需要的支持，让你感到充满精力地去改变世界。

崔娃·苏克拉吉  
(TREVOR SOOKRAJ)  	
在美国旧金山 Clearbit 公司完成一

年的实习

荣誉专修专业，政治学

体验

休伦优势
通过扫描二维码体验	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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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赛·斯考尔其 (LINDSAY SCORGIE) 博士, 

 政治学助理教授

你的声音永远会有价值
我很感激能在一所让我建立有意义师生关系的大学工

作。休伦战略性的小班授课意味着你会得到应有的关

注，同时还要准备好迎接其他刻苦学习同学的挑战。不

要被吓倒！我会在这里帮助你分享你的经历，以促进你

的学术成功，更重要的是，培养你的能力，引领我们的

世界所需的变革。

丹尼尔·贝恩 (DANIEL BAIN) ‘15 	

支付事务高级经理，	

加拿大皇家银行 	

荣誉专修专业， 	

政治学

休伦为我准备好适应力 
我们日益全球化的世界意味着无论你在哪个部

门工作，都需要了解如何调整你的领导风格，

去适应你即将管理的不同意见和情况。休伦将

帮助你培养必要的切实和人性化的技能，对人

员和项目成果产生积极影响。

要查看我们的	 AR 体验，请使用你的相机应用程序将手机对准二维码。你的相机将识别出我们的 LEADERS 

WITH HEART 旁边二维码中的网址，并通过你的浏览器加载体验。然后，程序会指示你将手机对着页面，指向

与二维码所处的区域，直到它识别出“锚点”并加载体验。

体验扫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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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ronatwestern.ca/wellness-services

健康中心

如果你感觉不舒服，或者正在经历一些困难，你可以放心

地使用我们线上或校园内的健康中心的各项服务寻求情

感，精神或心理健康支持。	

休伦的健康团队

海蒂·布拉科斯马 

(Heidi Braaksma)	

学生健康主管

加里·索恩  

(Gary Thorne)	

牧师

萨拉·瑞德 (Sarah Read)	

社区安全总监

凯西·孟 

(Kasey Munn)	

健康顾问

无论你今天过的如何，

我们都与你相伴

你的身心健康需求有你特定的情况，因此我们会根据每个学

生调整我们的服务。不论你是可以更多受益于团体支持或是

个性化引导，我们的健康团队都会为你提供相应的帮助，帮

助你克服任何可能影响你身心健康的障碍。

我们的关怀文化 
我们与你共同分享成功的喜悦和挑战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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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伦国际生可以享有：

大学健康保险计划 (UHIP) 

附加的健康和牙科计划

校园诊所

志愿服务是我们社区的核心 

大学并不独立于我们周边的社区。为了践行我们培养 

Leaders with Heart	 的决心，我们鼓励所有学生投入志愿

者和公民参与的机会。 

为什么志愿服务是休伦使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回馈可以…

	■ 强化我们所教导的价值观 

	■ 帮助学生培养可转移的技能并获得工作经验

	■ 为社区生活品质做出贡献，培养以社区为中心的精神

	■ 拓宽学生的专业和社交圈子，包容更多元化的观点

	■ 重申学生积极改变社会的责任心

无论你来自哪里，你的经历都会受到尊重，并鼓励你去付出。 

在他的个人职业顾问的支持下，艾斯买提	 (Asmat) 担任了青

年机会无限	 (YOU) 组织的志愿者，将他的生活经验和新发现

的创新原则应用于提高伦敦青年的就业能力。	

除了照顾森林城市的未来，艾斯买提还是休伦	GLE 特别工作

组的一员。在这个志愿者职位上，他重新构想了政策规划的

影响力，并积极发动社区成员参与解决城市最紧迫的问题。

“休伦提倡的是一种集体主义而非个人主义的文化。休伦

的教授让我们以社区为核心。他们鼓励你认识到为他人

创造机会的价值，并竭尽一些努力支持你为他人着想。从

帮助你将志愿服务融入你的职业规划，到介绍你与需要支

持的社区组织达成联系，休伦让你轻松参与其中。”

艾斯玛图拉·阿齐兹·阿拉伯		

(ASMATULLAH AZIZI ARAB)  |  三年级

荣誉专修专业，经济学主修，治理、领导力与道德	

瑞德里(RIDLEY)学院

阿富汗喀布尔

“通过志愿服务，我们的学生能够追随自己的热情，并在当地和全球社区内建立互惠的给予关系。

我们的学生不仅贡献了他们的时间和技能，而且在此过程中获得了新的视角和能力，使他们能

够发展成为卓有成效的全球公民。”

梅根·迪克斯特拉 (MEGAN DYKSTRA)，职业发展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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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来到我们大学，在这里你身边都是成绩优异的学生，他们不仅追求一纸学位，而且认识到教育的价值在于学会如何思

考而不是单纯的“思考”。在休伦，我们对学生寄予厚望，但我们从不会让你孤独一人。	

实现更多成就 
在尊重你发展愿景的顾问指导下，达成你从未想过的目标

	■ 我们致力于以主动的方式提供顾问建议。你不必在困境中

挣扎时才害羞地敲响我们的门：我们与学生保持开放和持

续不断的沟通，这意味着我们能及时发现和解决潜在问题。

	■ 和等待数周才能排到一次预约的大型院校相比，休伦慷慨

的顾问学生比例意味着你只要有需要就可以见到顾问。

	■ 不论有什么事情，你都可以在特定时间段随时来我们的办

公室，无需预约。不论是亲自还是在线，你都理应会获得

一对一的关注。

	■ 我们大学把加拿大最高的学术水准与全国本科领域最全面

的支持计划相结合。 

	■ 从申请到毕业，你的专属学术顾问会一直伴你左右，为你

的学业方向保驾护航。

	■ 我们通过对你逐步的了解，可以帮助塑造你的学业选择，

随着你的进步，确保你一直符合你所期待职业的资格。

休伦如何提供不同的学业建议：

“我们为你提供最大的灵活度和选项。我们的工作

就是帮助你认识到自己的天赋，并教给你如何利用

它取得自身的成功。主动和我们的学业顾问交流的

学生，总体上来说有着更愉快更丰富的大学体验。

我们的团队帮助减少因为艰难的学业选择而造成的

焦虑，而我们也会永远为你打气，帮助你达到自己

的目标	-	甚至在你自己还无法清晰表达出来之前。”	

艾莉·康纳斯	(ERIE CONNERS) 

学业顾问
艾莉·康纳斯 

(Erie Connors)	

学业顾问

贝蒂·卡玛莉娜 

(Betty Camarinha)	

学业顾问

劳拉·塞吉威克  

(Laura Sedgwick), MA	

学业顾问

huronatwestern.ca/academic-advising

图书馆大厅

图书馆与学习服务

免费辅导 随时一对一支持你的项目、论文和作业。 

写作咖啡馆 和其他同学老师一起，在轻松、支持

的氛围中，完成写作。我们提供茶点和咖啡哦！

学习大厅 无需预约，免费获得英语、经济、商科、

会计、数学等学科的专项辅导。

技术 免费出借微软	Surface 平板电脑、专业软件、

麦克风以及笔记本电脑和手机充电器。

huronatwestern.ca/libr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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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各科系共同合作，	

帮你制定目标，并达到目标

2
0

17

2
0

18

雅各布 (Jacob) 从多伦
多高中毕业，在研究了

加拿大所有顶尖院校之

后，选择就读休伦

无论你是不确定自己的方向，还是有明确的道路，我们的职

业发展和学术咨询团队都会与你和互相保持密切联系，以确

保你达到每一个重要的职业和教育里程碑。

效果怎样？一个完全可定制的大

学之旅，融合了变革性的课堂学习

和你需要的实践经验，为你找寻一

个热爱的职业方向。

布兰妮·亨特 (Britney Hunter)	

职业发展顾问

他和学业顾问一切确定

哪些课程符合他对创业

的兴趣

雅各布与他的学业顾问一起制定的

周密学业规划让他相信，“我的成

功真正始于我在课堂上获得的有价

值的体验。”

与他的职业发

展顾问布兰妮	

(Britney)	 会面，
作职业规划、帮

助写简历和准

备面试

有了职业发展团队在

申请时的全程支持，

雅各布获得了蒙特利

尔银行金融集团的一

份带薪实习工作。	

雅各布创办了韦仕敦大学学生房地产

社团，帮助自己构建人脉网络、关系

和知识基础

导师的力量 
他主动找到高年级

同学、校友和他的

新同事，“通过了

解他人的经验推动

自身的职业开端。”

2019

第2年第1年

2021

2020

贝蒂·卡玛莉娜 (Betty Camarinha)	

学业顾问

雅各布完成了在

CIBC房地产企业
信贷部门做分析师

的第二次实习

雅各布运用自己在课堂上和课外学习所获

得的对创业的根本性理解，与同学共同创

办了派拉蒙	(Paramount)	高尔夫公司

他和同是休伦毕业的校友杰克·

基勒	 (Jake Giller) 通过了种子资
金投资帮助，现已经成功在多地

区拓展市场

“我一定要让人们知道，学业顾问和职业发展团队在协助理解

我想追求的道路和取得成功发挥了根本性的作用。我期待支

持我们的新同学，并成为他们的资源，这算是我对休伦栽培

的回馈。”	

雅各布·索菲尔 (JACOB SOFER)  | 2021届毕业生

荣誉专修专业，组织研究、政策与道德

派拉蒙高尔夫共同创始人

安大略省多伦多

第3年

第4年

他继续在他整个教育

生涯过程中与他的个

人学业顾问贝蒂合作，

以更好地理解“不同

课程的里里外外”

雅各布志愿拿出自己的时间贡

献给阿尔茨海默症协会，支持

那些受到这种艰难疾病影响的

家庭和个人

huronatwestern.ca/career-development



休伦与韦仕敦大学，提供加拿大最多元化、令人兴奋和充满精力的大学迎新周活动。

从你到达我们校园的那一刻起，你就会意识到休伦做事的方

式有多么不同。我们的高年级学生会到你的车边迎接，并将

你的所有物品带到你的房间。	

几乎所有的休伦社区成员都会参与其中，热烈欢迎你的到

来，并开启你生命中最激动人心的一周！	

你的学长、学姐在这里支持你过渡到大学生活和学习。从

带你参加新生周	(O-Week) 活动到回答你可能遇到的任何问

题，你可以把你的学长，学姐视为有关休伦一切事物的首选

指导人。	

huronatwestern.ca/student-life

参加全加拿大

最棒的新生周活动

你的新生周还有什么精彩内容？

	■ 国际知名艺术家的音乐会	

	■ 与休伦校园内的每个人一起玩游戏、竞赛和活动	-	

还有你在韦仕敦社区中的新朋友

	■ 休伦口号（你永远不会忘记的校园精神）

	■ 为期一周的计划，优先考虑安全性和包容性

“国际欢迎周是我有生以来最棒的大学经历。在一个新的国家独自一

人可能会令人害怕，我想当人们处在一个新的环境中时，会忘记寻

求帮助。不要害怕，休伦的所有成员都很愿意为你提供帮助和指引，

特别是在你初来乍到之时。这就是国际欢迎周所起的所用。它创造

了一种支持的氛围和一种社区感，这正是我选择休伦的原因。”

杨帆	|	三年级	

管理与组织研究	

大连枫叶国际学校

中国威海	

42 43HURON VIEWBOOK | 2022

参加符合你个性的活动
有200多个学生社团可供加入。这里仅举几例：

	■ Huron Debate Team

	■ Young Women in Business

	■ Association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 Archery

	■ Automotive Society

	■ Huron Investment Club

	■ Yoga

	■ Huron Soccer Club

	■ Acapella

	■ Model UN

	■ Dance Force

	■ Volunteer Ya!

	■ Multicultural Music Club

	■ Huron Cinema Club

	■ Red Cross

	■ Creative Writing Circle

	■ Pre-Law Society

	■ Environmental Club

	■ Huron Mock Trials Club

	■ Electronic Gaming 
Society

	■ Huron Indian Cultural 
Association (HICA) 

	■ Huron Chinese  
Students’ Society

	■ Japanese Student 
Association

	■ Arab Students 
Association

	■ Caribbean Students 
Organization 

	■ African Students’ 
Association

	■ Spanish & Latin Student 
Association

	■ Canadian Asian International  
Students Association 
(CAISA)

	■ UNICEF

	■ Ski and Snowboarding 

	■ Crypto and FOREX

	■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 Anime 

	■ Foo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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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里·克莱格博士 

休伦校长

杰夫·瑞德		

(GEOFF	READ)	博士	

教务长兼人文社科院院长

国际欢迎周 
加拿大最棒的国际生迎新活动

你再也不用担心孤身一人迁移到一个

新国家的麻烦，我们会在这里帮助

你。当你抵达加拿大的时候，将会有

我们的国际学生服务团队到机场去接

你，并把你带回到休伦的宿舍。

等你安顿完毕，我们就会带你购置宿

舍所需物品，并协助你开办银行账

户，新的电话卡，办理必要的文件，

让你获得在加拿大工作的资格。	

办妥手续之后，就来认识一下世界各

地的朋友，访问安省最棒的观光景

区，参加活动，结交更多新朋友，与

此同时又注重你的安全和健康。

APPS留学生之家是你的温馨港湾

在我们新装修的Apps留学生之家阅

读、放松和娱乐。这里你可以使用全

套设备的厨房、休息区还有游戏室。

不要错过留学生之家举办的很多活

动，这些都是专门为促进我们的国际

留学生社区而设计的。

你还可以在Apps留学生之家与国际

生导员（SEO）进行沟通。不论是在

办公室还是通过手机，你的国际生

导员（SEO）都可以全天解答你的问

题，100%	个性化你的休伦体验。

huronatwestern.ca/international

Apps留学生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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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到休伦是我人生第一次离开家乡、远离亲人和朋友的

陪伴。国际生导员团队给了我很大帮助，帮我适应在接

下来四年的新家。我可以完全放心诉说我面对的任何难

题，这让我感到安心而不孤单。此外，为留学生安排的

各种活动也帮我建立起我的朋友圈子。教职工和学长们

也都很热心，总是会支持你。你从来不用担心在迫切需

要帮助的时候会无依无靠。”

艾西·玛丽·奥蒙迪	(ELSIE MARIE OMONDI)		|		三年级	

荣誉专修专业，组织研究、政策与道德	

Brookhouse学院	

肯尼亚内罗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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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来到THE	HEART	OF	HURON
我们投入2500万加元建设的全新教学楼，投资于学生的领导力。学业和课外活动 

在伦敦最显眼的街道之一，矗立着我们崭新的40,000

平方英尺教学楼和公民参与中心。这座大楼被亲切称为	

The Heart of Huron，是我们校园增建的一大主要项

目，旨在最大程度发挥我们学生的领导力潜力。	

你在我们校园的心脏地带可以享受到什么：

	■ 450个座位的剧场和公民参与中心

	■ 让学生自由组织活动的学生活动中心 

	■ 讨论式学习的创新教室

	■ 欢迎中心

	■ 休息区供你与朋友相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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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室的构建旨在创新	

并为热爱参与的学生着想

休伦的小班制和老师的深切投入塑

造了休伦的学术体验。为了确保我

们保持这种对学生的承诺，同时确

保我们大学的增长，我们已经建设

了新的学习空间，专门照顾到我们

教授互动式的教学方式。

学生活动中心

让休伦学生中心	(SAC)	为你留下最

美好的回忆。设备齐全，配有一个

舞台和休息区，这里将是你课间休

息，组织、参加活动的必要场所。

剧场和公民参与中心

将你在课堂的所学内容，完美呈现

于配有	450 座位的剧场舞台。与我

们休伦戏剧社同台表演，或者同来

自世界各地的企业和政治人物同台

辩论。这个空间在于创造休伦和当

地，以及全球社区的高度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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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llmuth	宿舍

家在               里

“休伦宿舍生活的重点就是确保每位学生的安全，让学

生可以真正将宿舍视为他们第二个家。宿舍管理人员全

天候守候，以备学生需要任何类型的心理、身体或情感

健康支持；他们接受过培训，可以提供持续的、公平的

照顾，以满足你的个人需求。”

斯耶达·法伊扎·扎齐	(SYEDA FAIZA ZAKI)  |  四年级

荣誉专修专业，经济学，辅修心理学	

Sunbeams学院	

孟加拉国达卡

休伦学生活得精彩

O'NEIL/RIDLEY 宿舍楼
容量：183

SOUTHWEST	宿舍楼
容量：56

4卧室套间式生活

HELLMUTH	宿舍楼
容量：65

宿舍式生活

huronatwestern.ca/residence-life

我们住宿条件的质量进一步证明，保持选择性，符合我们

学生的最佳利益。我们没有将数千名学生挤进高层建筑，

而是拥有五所宿舍楼，这与其他大型大学一样多，但每个

宿舍的总体人数要少很多。

当你住在我们的宿舍中时，总是有机会参与专为你设计	

的活动。	

你还可以使用我们的休息室。无论你是想看电影、打乒乓

球还是想通过我们的游戏机与朋友比赛，我们的共享学生

空间都是扩展宿舍居住乐趣的理想场所。

休伦还有另外两栋宿舍楼，Henderson	与	Brough	宿舍楼。

认识住在隔壁的人很容易。

与你的宿舍邻居取得联系，同时培养你的基本

生活技能。休伦有宿舍活动部与学习小组，以

帮助你保持理想的学校/生活平衡、健康的人际

关系、预算、营养、时间管理等能力。

所有房间都是单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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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伦自助餐厅

休伦的自助式食堂

huronatwestern.ca/residence-life

在休伦新装修的餐厅和学生休息室，你会真切地体会我们

学生常提到的休伦的与众不同。 

这些不是学生急于去上课而匆匆经过的地方。它们是聚集

娱乐、课间休息、学生活动等的中心。在课余时间结交一

些新朋友，为新一天的学业打气！

有什么思念的家乡美食？

欢迎带给我们你最喜欢的家乡菜食谱，我们的厨师会把它

加到菜单上！

如果你有特殊的饮食问题、食物过敏或忌口，我们

的食品服务主管将亲自与你会面以制定满足你需求

的计划。

都是你想吃的，	

没有你不能吃的

我们的“All You Care to Eat”计划意味着你可以每周 7 天、

每天根据需要多次进入餐厅，并享用所有食物！

这种新模式有助于确保我们的餐厅可供所有学生使用。 

All You Care to Eat 优先考虑食物选择和供应，同时减少学

生的财务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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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Oxford Street Grill:有“布朗招牌汉堡”、奶酪

肉汁薯条、热狗、炸玉米饼等等。

	■ Fire Roasted Coffee Company:是一家本地、

公平贸易和道德的咖啡公司，提供各式新鲜糕点

和小吃。

	■ Savoury:提供一些美式家常菜，包括所有我们学

生最喜欢的菜品。

	■ Fastlane:提供新鲜制作的三明治、寿司、色拉、

汤和各种饮料 - 都是随时可以带走的。

休伦有哪些最受欢迎的美食点？

自 1878 年以来，韦仕敦校队野马队以其杰出的运动成就赢

得了无数大学橄榄球奖杯；我们的校籍运动员受到像体育明

星一般的对待。你选择了休伦，就可以获得所有韦仕敦大

学在校体育的机会，并且可以参加校内运动队，与你的朋	

50 米
奥运标准游泳池

30+
舞蹈和健身课程

200
台有氧运动和举重器械

5
间健身房

5
间壁球场

学习过后，来体育馆运动一下
友一起参加休闲联赛。你甚至可以加入我们的电竞联赛，

竞逐FIFA21、任天堂明星大乱斗、火箭联盟、英雄联盟等

等。所有休伦学生都可以免费享受韦仕敦大学体育中心顶级

的会员服务。

韦仕敦大学体育中心

huronatwestern.ca/clubs-sports

SOCCER BASKETBALL 

CRICKET RUGBY
TENNIS KARATE

VOLLEYBALL EQUESTRIAN
WATER POLO GOLF

WRESTLING AND MANY MORE!



huronatwestern.ca/admissions-enrolment

招生录取 
你需要什么才能入学？

休伦录取都要求： 1 2	成功完成高中毕	

业证书要求。

根据录取通知书的说明，	

保持在最低期末平均分要求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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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省级课程录取 要求

省 文科和社会科学	|	神学 管理与组织研究

安大略 ENG4U

五门额外 12U/M 级课程

ENG 4U

两门	12U 数学 (MDM4U, MHF4U, MCV4U)

三门额外 12U/M 级课程 

不列颠哥伦比亚 英语学习 12 

四门额外学术 12 课程

英语学习 12 

数学 12、前微积分或微积分 

三门额外学术 12 课程

新布伦瑞克 英语 121 或 122

四门额外学术 12 课程

英语 121 或 122

数学 12、前微积分或微积分	

三门额外学术 12 课程 

新斯科舍 英语 12

四门额外学术 12 课程

英语 12

数学 12、前微积分或微积分 

三门额外学术 12 课程

爱德华王子岛 英语 621

四门额外学术 12 课程

英语 621

数学 611 或数学 621

三门额外学术 12 课程

国际课程录取 要求

转学分

Ray Wu 

ray.wu@huron.uwo.ca

RayWuCanada

要了解最新的分数要求以及申请和奖学金流程的个性化指南

欢迎联系我们！

Final Grade Extra Credits

A-LEVEL Final grade of A*, A or B No Maximum

ADVANCED 
PLACEMENT

Final College Board exam grade  
of 4 or 5

Up to 2.0 credits

IB DIPLOMA Approved HL courses with  
final grades of 5 or higher

Up to 4.0 credits

文科和社会科学；神学 管理与组织研究

INTERNATIONAL 
BACCALAUREATE 
(IB)

IB Diploma 

Initial admission decisions will be made 
based on your overall predicted IB Diploma 
score, including bonus points awarded for EE 
and TOK.

IB Diploma, including Math Applications or 
Math Analysis   

Initial admission decisions will be made  
based on your overall predicted IB Diploma 
score, including bonus points awarded for  
EE and TOK.

AMERICAN  
PATTERN SYSTEM

Four academic Grade 12 subjects  
including English (4.0 full courses) 

Submission of SAT or ACT (optional)

Four academic Grade 12 subjects including 
English and Math (4.0 full courses) 

Submission of SAT or ACT (optional)

ACCREDITED U.S. 
CURRICULUM HIGH 
SCHOOL

Four academic Grade 12 subjects  
including English (4.0 full courses) 

Submission of SAT or ACT  
results required

Four academic Grade 12 subjects including 
English and Math (4.0 full courses) 

Submission of SAT or ACT results required

BRITISH  
PATTERN SYSTEM 
(GCSE/GCE)

Three distinct A-Level subjects or four 
distinct AS-level subjects

Three distinct A-Level subjects or four 
distinct AS-level subjects

中国普通高中 高中会考成绩单（或等同）高考 高中会考成绩单（或等同）高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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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语言能力要求

休伦的	

英语语言合作伙伴

其他经批准的语言测试可以在休伦的

招生网页找到。许多母语不是英语的

学生在休伦的合作语言学校开始学习：	

	■ 范莎学院 (Fanshawe College) 

ESL: fanshawec.ca/international

	■ London	Language	Institute:	 

llinstitute.com

休伦会为学生提供有条件的本科双录

取，条件是要最终完成经批准的语言

课程。成功完成语言课程的学生无需

提供英语语言能力测试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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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仕敦大学的  
英语语言中心 

不符合休伦英语语言要求但在学术上

可录取的学生将自动被录取进入学术

英语课程。	

课程包括：	

THE	ENGLISH	BOOST	PROGRAM

符合资格的学生在七月和八月参加 

ESL，然后在九月开始在休伦全日制	

学习。

HURON'S	ENROUTE	PROGRAM 
符合条件的学生除了每周学习 17 小时

的	ESL 外，还可以在休伦修读 2.0 学

分。成功完成后，学生开始在休伦的

全日制学习。名额有限。

ACADEMIC	ENGLISH	PROGRAM

成功完成高级高阶课程后，学生将开

始在休伦的全日制学习。课程长度取

决于英语语言能力。

托福 (iBT) 

最低分数：83	分，单项不低于 20 分。

MELAB 	

总分不低于80分，单项不低于78分。

雅思 	

最低分数：6.5 分，单项不低于	6.0 分。

CAEL 	

最低分数：60 分，单项不低于 60 分。

PTE 学术 	

总分不低于58分，单项不低于56分。

如果你没有在教学语言为英语的机构

中学习至少四年（包括最后一年），

你必须提交相应的英语语言能力测试

成绩。休伦需要以下条件之一：



费用一览 
无论世界如何变化，你的教育将永远是你对未来的有力投资

56

文科和社会科学

学费 $39,105

辅助费用 $3,383

公交通票 含

健身房会员费 含

管理与组织研究

学费 $50,440

辅助费用 $3,383

公交通票 含

健身房会员费 含

住校 （仅第一年）

宿舍 $9,289 – $9,846

用餐计划 $4,976*

	■ 学费金额为整个学年

	■ 费用含全校 Wi-Fi

	■ 如果你是加拿大公民或加拿大永久居民，请访问我们的网站了解你的费

用和奖学金信息

	■ 辅助费用包括大学健康保险计划 (UHIP)

	■ 所有金额均以加元	(CAD) 为单位

访问 huronatwestern.ca/international 了解详细信息 学费和费用可能会

发生变化

* 	包餐七天计划		

所有住宿舍的学生购买此用餐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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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一配得上我们高标准的
就是我们提供的资源，以确保我们的 LEADERS WITH HEART 认识到努力工作和道德的

行动终将有所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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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生自动入学奖学金 

$4,000 到 $60,000 
（$1,000 到 $15,000 每年） 

可续长达四年

	■ 所有申请休伦的国际学生都将基于其学习成绩自动获评该奖	

学金，无需补充申请。

	■ 如果你收到录取通知书和自动入学奖学金，你还有机会选择性

提交补充申请，从而根据你的课外活动成就或财务需求申请考

虑更高的自动入学奖学金。

对于所有入学奖学金，申请人必须达到休伦计算的 82%		或

更高的平均录取分数。

LERNERS LLP & YOLA S. VENTRESCA CEO 奖学金

$1,500 

1 个名额，可再续一年

	■ 为了鼓励年轻女性攻读商业和领导力，休伦推出了 Lerners LLP 

和 Yola S. Ventresca CEO 奖学金。这是我们有史以来第一个专

门授予女性的奖学金，该奖学金基于已取得的学术成就和卓越

的领导素质授予新入校的女性管理和组织研究专业学生。	

	■ 生效日期：2021 / 2022 学年。

  国际生校长奖学金 

$100,000 ($25,000/年)

多达 10 个名额，可续长达四年

	■ 学业成绩优异，年中平均成绩达到休伦评分标准的 90% 或更高。

	■ 课外活动和社区参与的卓越记录，以及表现出对为全球社会做出

积极贡献的热情。	

	■ 需要补充申请，截止日期：2022 年 2 月 11 日。

  FRANK HOLMES 奖学金

$4,500 

2 个名额，可再续一年

	■ 对于所有入学奖学金，申请人必须达到休伦计算的	 80% 或更高

的平均录取分数，并且注册参加一支韦仕敦大学的校体育队。

	■ 需要补充申请，截止日期：2022 年 6 月 1 日。

充分利用自己的优势要了解更多详情

以及如何申请，请访问 	

huronatwestern.ca/international 

国际生自动入学奖学金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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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步
先申请休伦的某个专业

本奖学金无需补充申请，你将

在申请过程中自动获得评估

第 2 步
如果你符合条件，将会收到一封入学通知书，确认根据你当

前的平均录取分数你有资格获得的奖学金金额。恭喜你！

第 3 步 （非必须）
在接到录取通知书之后，你可以选择提交

补充申请表，提请考虑增加奖学金金额。

补充奖学金申请表

让你可以根据你的课外活动

成就获得考虑增加奖学金

休伦国际财务援助表 (HIFAF)

让你可以根据财务需要获得考

虑增加奖学金

第 4 步
你的申请将得到审查，如果

你符合条件获得增额的国际

入学奖学金，将会获得通知

第 1 步
先申请休伦的某个专业

休伦 $100,000 加元

国际校长奖学金指南

第 2 步
在 2022 年 2 月 11 日之前完成

并提交国际校长奖学金申请表

第 3 步
请高中的工作人员在	

2022	年	2	月	11	日之前，

把学校提名表和推荐信发

送给休伦 

第 4	步
在审查了所有申请之后，入选名单上的候选

人将会获邀同奖学金委员会进行视频面试

第 5 步
国际校长奖学金获得者将在 2022 年 3 月接到通知



三月：		

开放住校申请

2021 年 10 月 1 日	*	
申请开放日

2022 年 1 月 13 日	*	
毅伟商学院	AEO 

申请截止日期

2022 年 2 月 11 日	*	
国际校长奖学金申请截

止日期

2022 年 4 月 1 日*		
国际学生申请截止日期

（推荐）

1 2 3

现在正是时候找出哪些机会会点燃你的热情

探索和比较课程选项，查看要求并检查你

的资格，一个网站全部搞定。如果你不确

定要参加哪个课程，也不必担心。在大多

数情况下，休伦都有极大的灵活性来满足

你对未来的规划。

huronatwestern.ca/international

10	月	1	日开放申请	*

访问安大略大学申请中心	(OUAC)  

网站 ouac.on.ca。

休伦位于韦仕敦大学申请页面内。虽

然你可以在申请表中添加课程兴趣，

但休伦招收的学生入校第一年上的

是	general first year。一个专业你

只需要申请一次。休伦	OUAC 代码

是：EHDEHD = 管理学和组织研究	

(BMOS 商科)； EHO =	社会科学课程；	

EHA =	文科课程。	

激活你的休伦申请门户账户

当你通过	OUAC 向休伦提交申请时，

你将收到一封电子邮件，其中包含有关

如何访问休伦申请网站的说明。你必须

创建此账户才能上传所需文件并完成	

申请。

上传成绩单

所有目前不在安大略省中学就读的学生

必须上传成绩单。激活你的休伦申请网

站账户后，请查看所需文件的清单以完

成你的申请。	

申请奖学金	

请前往本	viewbook	第	58	页查看我们提

供的各种奖学金并了解如何申请。

更新分数	

如果你没有被录取，你将有机会提交新的

成绩信息以进行重新评估。

我们期待与你取得联系！

我们很希望收到准新生的来信。无论你是

对课程非常好奇，还是对校园食堂的选择

有最细微的疑问，我们都会在这里为你提

供支持，伴你申请的每一步。

发掘你的热忱 在线申请 保持连接

2021 2022

如何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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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5 月 1 日	
国际学生接受录取通知书的截止日期

（除非在入学通知书上另有说明）

九月	

开始上课，同时也开启你

融入社团、活动和社区的

过程，这将把你的成长远

远扩展到课堂以外！

八月底	

为国际学生举办

的新生欢迎周

九月：	

全校迎新周，	

对全体学生开放

六月到七月：暑期学术注册辅导会（SOAR）

在你选择第一年课程的过程中从你的学业顾问获得高度

个性化的支持

4

5

确保你在休伦的录取席位

收到录取通知后，你需要在录取通知书

中规定的截止日期前接受录取。	

注意查看你的电子邮件是否收到录取通

知书，以及如何接受录取的说明。

其他待办事项
申请宿舍

一旦你接受了录取，你就有资格提交

宿舍申请。休伦致力于为提出要求的

所有一年级学生提供住宿。如果你希

望住校，请尽快完成申请。

接受你的录取

非英语文件

如果你的文件使用英语以外的语

言，则必须在提交前由经过认证

的翻译人员进行翻译。

全新教学大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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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前往加拿大

你需要持有有效的学习许可才能在加拿

大学习。由于申请处理时间可能需要两

个月或更长时间，我们强烈建议你在接

受录取后立即申请学习许可。有关学习

许可申请流程的更多信息，请访问加拿

大政府网站	www.cic.gc.ca



Lake Erie

Lake Huron

London, ON Niagara 
Falls

Waterloo
Toronto

Michigan
(USA)

Ohio
(USA)

Pennsylvania
(USA)

New York
(USA)

Lake Ontario

你选择去哪里上大学不仅因为校园里有什么。  

伦敦有一种大城市的氛围，且比多伦多经济实惠并紧密相

连。伦敦的所有娱乐选择都是专门为满足我们的年轻人而设

计的，因此在这里很难感到无聊或像在大城市一样迷失。

我们的城市拥有超过 400,000 人口，其中包括超过 

50,000 名大学年龄的学生。 

由于五分之一的伦敦市民出生在加拿大以外，这里非常多

元化。社区成员欣赏我们的学生为我们的文化和经济做出

的重要贡献，因此他们会很高兴你光顾他们的商铺并为他

们的公司工作。

与其与许多人争夺你梦想中的职位，不如利用休伦与伦敦

顶级雇主的关系来获得带薪实习和享有盛誉的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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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经济、活力、包容。

这就是我们的城市

安省伦敦

50% 租房选择比多伦

多要实惠很多

多伦多皮尔逊国际机场巴士直达

伦敦，只需	1	小时	30	分钟的时

间。（我们也会来接机哦！）

伦敦同时配有国际机场

便捷的 2 小时火车直达多伦多

市中心联合车站

在加拿大的伦敦，

体验家的感觉。

休伦的休闲充满创意

从休伦步行即可到达的无数公园和运动场地，你可以在各种

交通便利的场所参加各类城市活动。

伦敦景点

伦敦注重环保，我们的城市对热爱户外的人们来说是完美	

的去处。

伦敦拥有超过 400 万棵树木、40 处美丽的公园和 100 公

里的远足小径，为喜欢冒险的人们提供全年开放的户外游

乐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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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ronatwestern.ca/student-life-campus/local-life

	■ Richmond Row 是购物、俱乐部、美食和大型活动的

好去处

	■ Covent Garden Market 有很多各国美食摊档，有着

很棒的市中心气氛

	■ Old East Village 有各种市场、啤酒庄和演出

	■ Masonville Place 或者 White Oaks Mall 都是我们热

门的购物好去处

	■ Wortley Village 连续几年荣获“加拿大最酷社区”称号

	■ Budweiser Gardens 经常有国际表演者的演出，可容

纳上万观众 

	 @tourismlondon

参加前往多伦多、尼亚加拉瀑

布和斯特拉福德等旅游中心的

一日游。休伦学生全年有很多

的机会参加前往加拿大主要景

点的组织旅行。
所有学生都有免费的全年公交

通票，一票在手，游遍伦敦！

“伦敦的生活充满乐趣！我最喜欢的就是伦敦数量惊人

的餐厅和咖啡馆，尤其是在市中心。我喜欢探索和寻

找新的餐馆。我现在已经四年级了，仍然不断发现伦

敦的美食。”

纳姆拉·阿姆罗西	(NAMRA AMROHI)  | 	四年级

荣誉专修专业，金融与管理	

圣彼得高中

印度孟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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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休伦。选择独特。 

在休伦谱写人生的新篇章。

HURON

通过我们的 HURON FROM HOME 网站在家就可以体验休伦提供的一切

huronatwestern.ca/huronfromhome 

虚拟校园参观：参加由休伦在校学生导游的交互式 

3D 校园之旅。

互动活动：注册参加我们为未来学生举行的激动人

心的线上活动，并观看以往活动视频，其中包括我

们的校长、教职员工和学生。

与在校学生联系：向他们询问任何你想了解的休伦

在校体验。

构建你自己的休伦体验：告诉我们你的热忱、

爱好、梦想和职业目标，我们将根据你的独特

兴趣，定制专属于你的休伦体验。

休伦成员：认识你未来的同学和教授，了解休

伦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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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人可以预测未来，休伦会帮你为未来做好准备。

关注我们：

#Headed2Huron	
@huronatwest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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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来到休伦

我们以身作则，让你引领世界

1349 Western Road, London, Ontario, Canada, N6G 1H3

Brough 宿舍楼

新教学楼

Henderson 宿舍楼

Hellmuth 
宿舍楼

O'Neil/
Ridley 
宿舍楼

Apps 留学生	
之家

Lucas 校友
之家

健康中心

图书馆大厅

Southwest	
宿舍楼

休伦	
餐厅



huronatwestern.ca  |  @huronatwestern

1349 Western Rd.London, ON Canada N6G 1H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