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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想要提升自我，改善自身条件的学
生而言，来休伦深造是一个绝佳选择。
我们旨在培养富有同理心的年轻领导者，
他们热心公益、富有创意而又充满雄心壮
志，随时准备着迎接社会中最棘手的挑战。 

休伦为学生提供战略型小班授课，教授
们不会因为学生过多而叫不出你的名字，
附加校友导师以及带薪实习，让你在学业、
事业与同龄人中均取得卓越成就。

我们非常期待迎接你的到来。”

BARRY CRAIG 博士 

休伦校长

46 奖学金

50 线下与线上参观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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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班教学 100% 带薪实习

关怀文化 世界级合作伙伴

入学休伦，你将获得独一无二的体验。 不同于大部分高校每年招收数
千名学生，休伦每年只择优录取 500 名左右学生。 也就是说：  

	■ 休伦的平均班级人数只有 30 人，而不是 300 人。 

	■ 休伦的师生比为 20:1 。因此你不但有在各自领域颇有建树的
博士及 MBA 学位教授会为你授课，教授还不会因为课堂人
数过多而连你的名字都叫不出来。

	■ 在休伦，你也不用和 800 名学生挤在一间大讲堂，对着课本
死记硬背。 我们的课程依托于课上研讨，因此你可以和同学
们互动与辩论，在参与案例分析、顶石项目实践以及连接英
国、阿联酋、卢旺达等地的休伦全球课堂进行体验性学习的过
程中，尽情分享你的观点和对学科的热爱！

我们以学生为本并主张个性化的一对一学生服务体验。 申请就读休伦，
你将获得以下支持：   

	■ 在入学及奖学金申请过程中密切协助你的招生顾问团队。  

	■ 来自学术顾问、学生服务团队以及休伦职业发展中心的一对一
支持。 

	■ 身为优秀科研人员的出色教授、讲师和辅导员随时与你在课后
进行单独沟通。

休伦承诺履行作为一所颇具声望学府的职责。 为达成此承诺，我们与
教育水平蜚声国际的高校达成深度合作。 入学休伦的你有机会：    

	■ 参加哈佛大学的 Credential of Readiness - CORe 项目，获
得常春藤联盟荣誉认证为自己的学位增色。 

	■ 参加 RBC 加拿大皇家银行社区创新特训营和加拿大 

Scotiabank 丰业银行职业加速器 - CAP 项目等合作企业项
目，体验独一无二的学习过程。

休伦保证为所有学生提供带薪实习机会:

你可以随时预约休伦职业发展中心的顾问进行一对一讨论，选择
最适合自己的带薪实习岗位。 你的顾问会帮助你联系雇主、修改
简历并模拟面试。带薪实习不仅能提升你对专业知识更深层次的
理解、锻炼必要的上手技能，还能为你的个人简历添彩。 

全部休伦学术项目，请见第 

11 页。
Sanchi 同学分享的实习经历，详见
第 22 页。

Wei 同学分享了参加哈佛大学 

CORe 项目给自己简历增添的优
势，详见第 16 页。

我们的关怀文化是休伦学生生
活中的一个重要部分。 更多学
生服务，请见第 28 页。

休伦国际招生手册 | 202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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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伦  

学术项目

访问 huronatwestern.ca/about

职业生涯 & 校友人脉 

休伦校董事会成员均为行业顶尖专业人士，随
时可为你的学业提供助力。

不论是作为导师、提供实习机会还是授课指导，
休伦校董事会成员都是学生在校体验中不可缺
少的一部分。

“多年来，我与许多加拿大高校有过接触，因此我
确信休伦是一所相当独特的加拿大高校。 在我
看来，不论在就读期间还是毕业后，选择加拿大
和休伦的学生们无疑都从休伦的独占优势中受
益匪浅。” 

NADIR PATEL

休伦校长战略顾问
Fairfax 咨询服务公司 董事总经理
前加拿大驻印度高级专员

休伦校董事会 & 

管理团队

Frank Holmes 先生 | 全球投资人，休伦校友兼校
董事会成员，正在活动中与休伦同学交流经验。

“刚刚高中毕业的我十分迷茫，总有各类疑问。但休伦的教授都非常随和友好，总是能为我及
时解答。 他们十分愿意为我讲解一切问题，课后也会留下回答任何疑问。 他们是真的把学
生放在心上， 处处为我们着想。”  

HANEEN BISHARA  

全球化研究主修 在读
来自安大略省 伦敦 

休伦的校友网络中有众多全球知名的领导者，
他们在商业、科技乃至国际事务等各个领域发
光发热。 同时，他们也非常期待与休伦在校生
们建立联系！

休伦为每位学生都配备了一名校友导师，他们不
仅能在学业上给予你指导，也能帮助你在未来的
职业道路上搭建必要的人脉资源。

休伦同学的人脉 

	■ 加拿大最大银行之一的 CEO

	■ 2018 加拿大年度 CEO 

	■ 加拿大评分最高创业节目的主持人 

	■ 全球各地 NGO 组织负责人与加拿大知名
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http://huronatwestern.ca/ab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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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的 CEO 希望雇佣有文理教育
背景的毕业生

85% 
的加拿大世界 500 强企业均
曾有休伦校友担任高层管理
职位

我们一定要重视文理教育的价值。 在休伦， 文理教育将拉
近你与世界的距离。

如今的雇主很看重应聘者的人际沟通与批判性思维能力，
而这些都是文理教育可以赋予的重要技能。 在休伦，我们
将学术成就与个性发展、同理心、道德伦理和纪律性结合
起来， 让学生能够真正的 Lead with Heart 。

休伦有着全加拿大数一数二的入学申请标准，就读休伦的
你能够在这里找到广受追捧的文理教育体系，与一群志同
道合想要改变世界的同学一起学习。

休伦学生毕业后的走向： 

休伦学生毕业时统一颁发 
韦仕敦大学学位证书
并同时获得其他休伦独占优势

休伦校区

韦仕敦校区

休伦是韦仕敦大学的创办院校，其建筑与住宿楼均
位于整个韦仕敦大学的核心位置。 所有休伦的学生
毕业时都将获得韦仕敦大学的学位，且能够轻松获
取到整个韦仕敦大学校园的任何资源，包括课程、
图书馆、体育馆和校园社团等。 不过，只有休伦的学

文理教育的价值 
休伦位于韦仕敦大学的核心区域

KRISTEN SKRITEK

高级产品经理与数据科学家 

2017 届心理学与哲学双主修

VIVEK PRABHU

SwitchHealth 战略副总裁 

2013 届历史学荣誉学位

KIERAN MATHEW

连续创业者 

福布斯评选 30 位 30 岁以下青年精英 

2017 届哲学荣誉学位

ADRIENNE ARSENAULT

CBC News National 记者 

1990 届政治学荣誉学位

生能够使用我们的专属额外设施、包括住宿楼以及休
伦的各项独占优势项目。 在这里，学生可以实现 
“资源双享” ——你不仅能够享受到休伦小班授课与
紧密社群联系带来的个人及学业优势，还能使用一街
之隔的韦仕敦校区的所有校园设施。

休伦学生 韦仕敦学生
毕业可获得韦仕敦大学学位 ✓ ✓

有上百门课程可供选择并可组成双主修学位 ✓ ✓

可享受所有学生服务，加入韦仕敦大学的 200 多个学生社团、社交活动、招聘
活动等，并使用校内体育中心 ✓ ✓

可攻读毅伟商学院 HBA 双学位项目 ✓ ✓

小班制个性化学习方案，平均每门课上仅安排 30 位学生 ✓ ✗

参加休伦提供的 100% 带薪实习项目、加拿大丰业银行职业加速器项目 - 

CAP 项目、哈佛商学院合作项目与 CURL 休伦本科研究学习中心 ✓ ✗

参加休伦专属导师项目并搭建宝贵人脉，受益于我们遍布全球的知名校友网络 ✓ ✗

可申请休伦国际奖学金与助学金 ✓ ✗

2021 年，韦仕敦大学在世界大学排名中名列前茅，在最新的世界大学影响力排名中荣登加拿大第 1 名，全
球排名第 3 名。 QS 毕业就业竞争力排名中，韦仕敦大学取得了加拿大排名第 3 名、世界排名第 43 名的亮
眼成绩，同时也是一所 QS Stars 5星 + 认证的高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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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 huronatwestern.ca/admissions-enrolment

你的大一课程表模板 专业项目

周一 周二 周三 周四 周五

上午 9:30 – 上午 10:30

哲学 1230 

论究与批判性思维
0.50 个学分

上午 11:30 – 中午 12:30

政治学 1020E

政治学导论 

1.00 个学分

上午 9:30 – 上午1 0:30

哲学 1230 

论究与批判性思维 

0.50 个学分

上午 11:30 – 中午 12:30

政治学 1020E

政治学导论
1.00 个学分

上午 9:30 – 上午 10:30

哲学 1230 

推理与批判性思维 

0.50 个学分

上午 11:30 – 中午 12:30

历史 1801E

血汗与财富
1.00 个学分

下午 1:30 – 下午 2:30

商业管理 1020E 

商业管理导论
1.00 个学分

上午 11:30 – 下午 1:30

历史 1801E 

血汗与财富 

1.00 个学分

下午 1:30 – 下午 2:30

商业管理 1020E 

商业管理导论
1.00 个学分

下午 1:30 – 下午 2:30

商业管理 1020E 

商业管理导论 

1.00 个学分

下午 3:30 – 下午 4:30

法语 1002

法语精读（初级）
1.00 个学分

下午 3:30 – 下午 4:30

法语 1002 

法语精读（初级）
1.00 个学分

下午 2:30 – 下午 3:30

政治学 1020E

政治学导论
1.00 个学分

下午 3:30 – 下午 4:30

法语 1002 

法语精读（初级）
1.00 个学分

休伦有上百门课程可供选择，学生可灵活安排上课时间并自由体验至少五门及以上不同科目。 学
生可在第一学年结束时再决定修习哪个专业，足够的学术灵活度可以让学生充分探索各种各样的
不同科目，选择最适合自身的专业项目。 此处是一份商科专业的课程表模板，供你参考。你可以完
全自定一份专属于你的课程表！

Ivey 毅伟商学院一直在为世界培养成功的商业领袖并以此为名。 

在休伦，你可以选择结合人文学科学位与毅伟商学院的 HBA 荣誉
工商管理学位，攻读 HBA 双学位项目，毕业时可获得两张本科学
位证书。  

荣誉与专修学位
	■ 会计学
	■ 金融学 & 行政管理 （商科分支）
	■ 组织研究，政策 & 伦理学

心理学
荣誉学位
	■ 心理学

主修与辅修专业
	■ 心理学

经济学
荣誉与专修学位
	■ 经济学

主修与辅修专业
	■ 经济学 
	■ 金融学 （经济学分支）
	■ 经济学理论

治理， 领导力与伦理学
主修专业
	■ 治理，领导力与伦理学

全球研究中心
荣誉与专修学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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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全球权利研究

主修与辅修专业
	■ 全球化研究
	■ 全球文化研究 
	■ 全球发展研究

BMOS 商科 | 管理学与组织研究

BA 文科 | 人文与社会科学

政治学
荣誉与专修学位
	■ 政治学 

主修与辅修专业
	■ 政治学
	■ 政治学：  

全球化 & 治理
	■ 政治学：  

身份 & 意识形态
	■ 政治学： 国家 & 政策

跨学科项目
	■ 毅伟商学院 HBA 荣誉工商管理  

双学位项目
中文，日语与东亚研究 
主修专业
	■ 东亚研究
	■ 日语研究

辅修专业
	■ 中国研究
	■ 中文商业沟通
	■ 中文研究
	■ 东亚研究
	■ 日本研究
	■ 日语研究

英语 & 文化研究
荣誉与专修学位
	■ 英语 & 文化研究

主修与辅修专业
	■ 当代英语文学 
	■ 英语 & 文化研究 
	■ 教师英语

世界名著研究
主修与辅修专业
	■ 世界名著研究

法语研究
荣誉与专修学位
	■ 法语语言 & 文学
	■ 法语研究

主修与辅修专业
	■ 法语
	■ 法语语言 & 文学
	■ 法语研究

历史学
荣誉与专修学位
	■ 历史学

主修与辅修专业
	■ 大西洋世界
	■ 中国历史
	■ 非洲历史与非裔移民
	■ 历史学
	■ 书籍历史
	■ 环太平洋研究
	■ 公众历史
	■ 帝国主义研究
	■ 世界历史

哲学
荣誉与专修学位
	■ 哲学
	■ 哲学、推理与伦理学

主修与辅修专业
	■ 伦理学
	■ 哲学
	■ 商业哲学
	■ 宗教研究与哲学

宗教与神学 
主修与辅修专业
	■ 宗教与神学
	■ 犹太研究

	■ 全新专业 商业智能 （商业与数据分析方向）
	■ 全新专业 市场学与可持续发展

主修专业
	■ 会计学
	■ 管理学与组织研究

你可以轻松将休伦的优势人文专业与韦仕敦大学和毅伟商学院的课程结合起来。 你可以自己规划感兴趣
的学位，学习计算机科学、健康研究、生物学、犯罪学等各类学科，同时又能享有休伦独特教育体系专为你
提供的个性支持。 

在休伦，你可以自由掌握你的课程。 你的个人学术顾问会和你一起选课，并定制专属学位，达到你未来目
标所需满足的一切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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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 为什么选择休伦的心理学专业？ 

A: “ 心理学一直是我想研究的领域。在比较了几所
大学后，我发现休伦的心理学课程非常独特，
别具一格。 这里的教学真正做到了以研究为基
础，即使是刚入学的大一新生，也有机会选择研
究型课程。这在本科阶段是非常宝贵的！”

问：  在校期间，你做过哪些研究？ 

A: “ 来到这里的第一年，我就开始学习撰写研究论
文。 我很庆幸拥有这段经历，它为我以后的学习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到了大二和大三时，我就能
根据自己的兴趣，自由选择自己喜欢的研究课
题和研究项目。”

问：  作为一名学生，休伦最吸引你的是什么？ 

A: “ 我最喜欢的就是这里充满关怀的校园文化，这种
氛围你在其他地方很难找到。 与招生顾问们初次
见面时，他们就告诉我，休伦采用小班教学，教授
会记得每个学生的名字。  

当我最终入读休伦，在上每一节课的时候，教授
都能叫出我的名字。每位教授都很重视我们，让
我觉得很有意义。”

DESIREE DIAS  

心理学与社会学荣誉双主修 

来自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迪拜

在校生分享：  
休伦心理学

课程设置：

	■ 社会心理学
	■ 认知与衰老
	■ 神经心理学
	■ 消费者心理学

	■ 行为生物学基础
	■ 神经影像研究
	■ 儿童心理学
	■ 音乐认知 

问： 为什么选择休伦 BMOS 商科专业？ 

A: “ 我父亲是做股市相关工作的。受他影响，我从
小就对理财感兴趣。 对我来说，商科与行政相
管理结合是再好不过的选择。”

问： 你最喜欢休伦商科的哪些方面？ 

A: “ 休伦 BMOS 项目不仅仅局限于金融领域， 它
涵盖经济、 金融和商业的方方面面。 此外，休
伦的选修课程非常丰富，其中最亮眼的当属哈
佛大学的 CORe 课程项目，为我的简历锦上添
花。” 

问：  为什么建议大家选择休伦 BMOS 商科专业？ 

A: “ 因为在休伦学习意味着无限的机会和可能 性。 

BMOS 商科是休伦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科系，师资力
量雄厚，所遇教授皆为行业专家。 我们也因此得到了
许多与商业相关的独家实习机会。 在这里，成功并不
遥远。” 

问： 为什么选择休伦？ 

A: “ 在休伦的求学之旅完全超出了我的预期， 休伦不仅是
一个小社群，更是一个大家庭。 去年我遇到了一些困
难，我很容易就找到了 Barry Craig 校长，向他倾诉我
的问题与担忧。 和校长一对一沟通，这在其他院校几
乎是不可能的。”

RAFAELA DRUMOND  

BMOS 商科 金融学 & 行政管理
荣誉学位 

来自巴西 贝洛奥里藏特  

休伦 BMOS 商科受加拿大商学院
协会（BSAC）认证

课程设置：

	■ 投资管理 

	■ 数字营销
	■ 战略管理 

	■ 大数据与人工智能 

	■ 战略远望与前景洞察 

	■ 行为金融学与价值投资 

	■ 企业社会责任 

	■ 消费者行为

在校生分享：  
休伦商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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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与学习

学术顾问
对休伦而言，你的学业成功是我们的首要目标，
但你也无需在这条路上单打独斗。 

在需要指导时，休伦的一对一学术顾问会积极
主动地帮助你。

求学路上，你的个人学术顾问会一直伴你前行。 

也就是说你只需与顾问及时更新学业情况，无
需反复重申，因为他们认识并了解你。他们希望
在潜在问题与困难发生前就帮助你提前预警并
解决。最终辅助你实现自身价值与目标。

休伦的学术顾问能够在以下事项上帮助学生： 

	■ 课程注册 

	■ 专业要求与规划 

	■ 协助个人学业计划 

	■ 检查学位完成进度与毕业要求 

	■ 了解学业政策 

	■ 担任所有休伦学生服务项目和资源的第一联系人

学生可以预约或直接与顾问进行线上/线下约谈，以
便随时获得所需帮助。  

学生可以轻松利用休伦图书馆提供的资源。 休
伦设立了图书馆及学习服务小组来满足你在学
业上的需求。 

你可以在休伦图书馆得到如下服务： 

	■ 所有科目（如数学、商科、经济、英语学等）的
免费辅导

	■ 线上/线下期刊论文及出版物查询服务，以便
协助你的学习与研究 

	■ 写作服务，协助你提升英文沟通水平
	■ 阅览室、会议室与私人学习区域
	■ 多媒体设备的合作区域，学生可以在此开展

合作项目和小组学习

教授风采
休伦采用战略型的小班授课制度，意味着你能与每门课的教授有一对一的沟通交流。 教授们会真
真正正地把你的学习进度放在心上，他们是休伦学习体验中的关键人物。  

“就读并入职休伦是我在学业和事业上做过的最好的选择。 作为
一名教授，我非常兴奋自己可以运用专业知识给不同背景的学
生带来挑战、成长和启发。 我们正在改变未来，让世界变得更美
好。 如果你决心维护道德、公平和可持续发展，并以此为动力成
为一位领导者，那么休伦就是你的理想学府。” 

KENDRA COULTER 博士 

商科 教授 

牛津动物伦理学中心 成员 

加拿大皇家学会 - 新学者、艺术家和科学家学院 成员 

“在我最喜欢的莎士比亚戏剧《暴风雨》中， 有个角色被描述为 
“经历了海水神奇的变幻”（sea-changed），这个词也被引申为了 
“天翻地覆的变化”。 我们都曾在人生中经历过类似“天翻地覆”的
时刻， 不仅眼前的一切豁然开朗，也对自己的目标有了新的认识。 

我认为这就是大学的意义，这种变化每时每刻都在休伦上演着。” 

SARA MACDONALD 博士 

政治学 教授 

世界名著研究 项目主管 

“休伦可为学生提供少见的一对一学习模式。 在加拿大本科阶段，
能像休伦学生这样获得与教授直接开展专业研究项目的机会十
分罕见 ，更不用说通过教授介绍搭建专业人脉网络了。不过这些，
都是我们在休伦为学生所做的事情。”

TOM PEACE 博士 

主任兼副教授
历史系

“休伦的教职工与教授们能叫出你的名字。 你的同学们以及与课
程有关的每个人都会认识你。 人与人之间的友谊将彼此连接在

了一起。 这是一个优秀的学习社区，大家互帮互助。” 

SAWAKO AKAI 博士 

日语专业 助理教授 

休伦国际招生手册 | 202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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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大学
休伦是安大略省唯一一所与哈佛大学商学院 

CORe 项目合作并为学生提供专属机会的院校。 

你会在项目毕业后获得由哈佛大学官方提供的

“在该项目学习并获得哈佛官方证书对我来说大有
益处。它帮助我入职了世界 500 强企业平安银行，
还给我带来了持续性的好处，比如获得奖学金、辅
助申请研究生项目等。 它满足了我提升个人能力
的需求，从而让我能够自信地去实现职业目标。”

Wei Liao  

2022 届金融学 & 行政管理荣誉学位 

哈佛 CORe 项目毕业生 

来自中国 深圳

服务于本科阶段的研究中心真的很少，而休伦本科
生研究学习中心让我学到了一些必要的基础技能，也
积累了一定经验，为攻读研究生做好了十足的准备。 

多亏了休伦的教授们多年以来对我的指导，以及学校
为我提供的研究机会，我才能被哈佛大学录取。”

TAYLOR BOYD | 2019 届毕业生  

休伦本科研究学习中心  

哈佛大学研究生

研究
在休伦，本科阶段的研究由学生主导，这是不同
于其他院校的。 本科研究不再是学业后期的补
充，而是成为了重点。  

你大部分的课堂都包含实践研究项目，且随时
都能获得一对一的指导。 

休伦本科研究学习中心 - CURL 是加拿大高校本
科研究的先驱机构。 作为休伦本科研究学习中心
的一员，你会经常与教授一起开展研究项目，他
们会在学术上为你查漏补缺，在精神上为你打气
鼓劲。  

在休伦开启
职业生涯

“休伦的教授是真的很关心你的学业情况，并且能为你营造一个充满挑战的学习环境，帮助
你成长。  在休伦学习的经历对我来说是无比宝贵的。 为我在事业上的成功做好了准备，同
时也在专业领域和人生道路上不断提升打下基础。

ADAM DEIF  | 2004 届毕业生  

谷歌 行业部门主管
经济学荣誉学位 

纽约市

证书，在提升个人简历的同时还能从该项目所提
供的哈佛人脉平台中受益。

带薪研究 研究差旅补助 参加研究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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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方向
休伦职业发展中心负责协调我们的行业导师项目，这一项目对于帮助休伦在校生的学业、事业起步
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同辈导生以及校友导师制度的帮助下，学生能够与高年级同学和
行业内专业人士接触，并在学业与事业上获得指导。 

“休伦导师项目根据 
我的职业兴趣为我量 
身匹配了一位导师。 
我每月和导师联系一 
至两次，一般是通过邮件，
这期间我们不断交流着在
休伦期间的共同爱好。在她的
辅导下，我学习了解了时尚企业的招
聘流程，顺利地准备好了面试，也因此
接触了更多时尚行业的职业机会。”  

KATELYN LO

金融 & 行政管理专修学位 在读
来自阿尔伯塔省 卡尔加里

导师项目是怎样帮助学生的： 
同辈导生制让你与高年级学生建立联系，他或
她则会给予指导，帮助你习惯大学生活。 当你
在学业、职业等方面遇到困境时，总有人能为你
指点迷津、带来希望。 

校友导师制让你与从业多年的校友建立联系，
他们早于你几年入学休伦，如今已成为行业顶
尖的专业人士。 当你开始考量毕业后的发展和
计划时，这些校友能为你提供必要的真知灼见。 

你需要一位导师吗？ 职业发展中心的顾问会根
据学生的兴趣和职业目标，帮助联系导生和校
友导师。

建立真实的联系
参加了休伦导师项目的 Katelyn 确定了自己的
职业兴趣，顺利进入了职场。 这一经历令她意
识到了人脉对于职业成长和事业发展的重要性。 

在结识导师之后，她甚至获得了在世界知名零
售企业进行暑期实习的机会。

我很享受在休伦的经历，也很高兴能够接触到 

Katelyn，为她的实习申请流程提供帮助，她也
因此得到了一个很棒的机会。 将我过去十年所
担任的职位和职业生涯经验分享给他人令我
重获新生，也让我能以全新的视角看待自己的
身份。 这真是一次很具有积极意义的体验。”

SARAH HARVISON 2011 届毕业生
全球发展研究荣誉学位 

lululemon 全球运动营销部门  

高级经理

行业导师项目

休伦作为一所享有盛名并坐拥 160 年建校历
史的院校，十分看重校友的个人发展成就与他
们对各自社群的积极影响。 自 1863 年成立以
来，休伦为各个行业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优秀的
领导者。 我们的校友中不乏全国乃至全球最具
影响力和富有同理心的领导者，这其中包括商
业高管、决策者、学者甚至加拿大勋章等荣誉的
获得者。 更棒的是，他们乐于将自己的人脉、 指
导以及实习机会提供给休伦的在读学生， 为你
的成功提供敲门砖。  

花旗银行 

副总裁 

脸书 Facebook  

全球销售总监 

华特迪士尼公司  

业务开发高级副总裁 

美国运通公司  

高级营销经理
星巴克  

营销副总裁

华尔街日报  

助理新闻编辑 

世界经济论坛  

欧洲与欧亚地区
社群运营专员  

高级法院  

法官 

红十字会  

地区总监  

克林顿基金会  

外交政策副主管 

谷歌  

行业部门主管  

德勤  
云与基础设施咨询 

微软 

高级产品经理 

彭博电视  

特约编辑 

我们的校友在这些岗位上

联合国   

经济政策专员

校友相关数据 

	■ 休伦校友遍布全球六大洲的 60 多个
国家

	■ 2/3 的休伦校友在其所在公司、机构 

担任高级领导层职位 

	■ 95% 的 CEO 希望雇佣文理教育背景
的毕业生 

	■ 85% 的加拿大财富 500 强企业曾有
休伦校友担任高层管理岗位

休伦国际招生手册 | 202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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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 SCOTIABANK 丰业银行
职业加速器项目 CAP 项目 

为自己投资  

掌控自身事业发展。 

加拿大丰业银行 CAP 项目是一个精英项目，能帮
助你建立事业信心，赋予你颇具职场慧识的新兴领
导力量，让你脱颖而出。 你可以将自己在休伦攻读
学位时所学到的精髓、实操上手技能与实习经验结
合起来，成为各大企业求之若渴的人才。

参与加拿大丰业银行 CAP 项目的学生会接受不同
模块的训练、研讨会以及实践活动，让他们学会各
种职场必备技能，从而补足他们在学位知识之外的
内容。 顺利完成该项目的学生会被颁发加拿大丰业
银行 CAP 项目称号，它能够告知未来雇主，这位求
职者是一个未来的领导人物。

要想获得这一称号，学生们必须： 

	■ 创建个人职业发展规划
	■ 参加至少一次带薪实习项目
	■ 参与至少一次有意义的志愿者活动
	■ 参与正式的导师指导项目，与一位休伦校友建立

辅导关系  

	■ 参加四个职业发展研讨会  

	■ 以自修形式完成两个信息 & 沟通技术板块课程 

参加加拿大丰业银行 CAP 项目的学生还可以选择
攻读包括市场学 & 沟通、创新与创业、商务职业基
础、身心健康以及跨文化领导力在内的专修项目。

问：  参加加拿大丰业银行 CAP 项目是什么感觉？ 

你从中学到了什么？  

A:  加拿大丰业银行 CAP 项目教会我了一件重要
的事情，那就是尽早寻求专业的指引与支持。 早
些时候，我对职场的了解十分有限，因此在撰
写、修改简历、写求职信和规划职业生涯等方面
寻求休伦职业发展中心的帮助并得到了有效的
支持辅导，这帮助我决定了自己想走的职业发
展道路，也让我在毕业后得到了一份心仪的工
作。

问：  加拿大丰业银行 CAP 项目如何帮助你实现职
业抱负？  

A:  要多接触外界资源，拓展人脉！ 这个项目鼓励我
走出了舒适区，争取自己平时不会追求的机会。 

我的人脉变广了，也有机会展现自己学到的技
能这一切令我倍感自信，有勇气迈出下一步。 

问：  加拿大丰业银行 CAP 项目的独到之处是什么？ 

A:  这个项目让我能在休伦和职场接触到一群雄心
壮志、多元化却又与我志同道合的人，我们可以
在职业和个人发展方面互相学习。  

问：  你毕业之后有何打算？  

A:  我要入职 KPMG 毕马威公司啦！ 我的专修是组织研
究、政策 & 伦理学，而他们恰恰看中了我的成就和
能在这个职位上发挥的软技能。

  他们选择我是因为我在沟通中谈吐更加成熟、职业
化，让我看起来比其他的求职者更具吸引力。 加拿
大丰业银行 CAP 项目在整个申请和面试过程中都
给予了我很多支持，确保我做好了准备，有能力申请
并拿下这份工作。

  对于加拿大丰业银行 CAP 项目为我提供的机会，我
想表达真挚的感谢。这个项目让我有了今天的成就，
也为我以后的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问：  你想对那些考虑参加丰业银行 CAP 项目的同学说
些什么呢？ 

A:  加拿大丰业银行 CAP 项目能锻炼你的各项核心及
必备技能，能让你成为一个有价值的员工和团队成
员。 

  如果你还不确定要不要参加这个项目， 或者还对毕
业后的生活感到迷茫，请勇敢地试一试，申请该项
目吧。 休伦是一个能为学生提供各种机会的优秀院
校，而这个项目就是你不应错过的其中一个机会。 

ETHAN KULBAK | 2022 届毕业生  

组织研究、政策 & 伦理学专修学位 

来自安大略省 密西沙加

学生分享：  
加拿大丰业银行 CAP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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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分享： 
休伦的 100% 带薪实习项目

休伦保证为所有学生提供带薪实习机会。 这意味着，在攻读学位期间，你有机会在实践中检验自己
的各项技能，同时还能挣得一笔工资。 

学生可以通过休伦职业发展中心获得以下支持：  

	■ 简历撰写、面试以及个人包装  

	■ 职业生涯规划，为自己设立目标、打造职场计划  

	■ 获得热门雇主的专属实习机会  

	■ 全程为你提供个性化支持的顾问团队 

SANCHI 的实习经历

Sanchi 从自己的经济学教授处争取到了一个研
究助理的职位，负责女性赋权项目。 她超爱这份
工作，希望能多多接触非盈利组织领域。  

Sanchi 到访了休伦职业发展中心，从那里获得
了申请休伦专属实习机会的有关指导与资源。  

她与自己的顾问一起制作了简历、撰写了求职
信，并进行了面试模拟。 

紧接着， Sanchi 得到了非营利组织 Pillar 

Nonprofit Network 的一份带薪暑期实习机会，
负责社会融资与影响力投资事宜。 她积累了营
销方面的经验，也找到了热衷的新方向。  

Sanchi 与其顾问共同打磨了简历，锻炼了面
试技巧，后又在青少年心理健康非营利组织 

MindYourMind 得到了第三份实习工作。 在那
里，她以市场宣传内容创作实习生的身份牵头组
织了新的市场营销举措。 

休伦的学生们在为这些热门企业与组织工作的过程中积累了经验。

第
一

年
第

二
年

第
三

年

“每个人都拥有着自己独有的经历与技能，但要想将这些个人特质有效地传达给雇主、引起他们
对你的兴趣却不是件容易事。 休伦职业发展中心将我个人简介中的重点进行了重塑，确保我能
够在面试中向对方传达我的强项。”

SANCHI SHAH
经济学荣誉学位 在读
来自印度 新德里

休伦的学生帮助非盈利房屋施工组织仁人
家园（Habitat for Humanity）建设房屋。 

志愿者服务
只有少数几所大学会为学生提供
长期或短期志愿服务的机会，休伦
便是其中之一。我们帮助学生强化
自身与身边社区的联系，努力成为
一名富有同理心的领袖。 

“与休伦合作是仁人家园项目慈善
举措中的重要一环，这个项目旨在
为低收入家庭住房的安全性、体面
性与可负担性提供解决办法。 多年
以来，休伦的学生一直在支持我们
的建设项目。 他们的奉献与参与让
我们得以帮助更多的家庭建立并
改善自己的生活情况。 ”

KENDRA FORREST  

仁人家园爱心之地项目 
志愿者项目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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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18 Jash 从迪拜的一所高中毕业，被休伦的小
班教学模式所吸引，同时也想到加拿大发
展职业生涯。  

于八月抵达休伦。 17 岁的他才刚到加
拿大第二天，就获得了一份校内工作！

他得到了第二份校内工作，那就是帮助
休伦学校发展部门与校友沟通。

Jash 在职业发展中心找到了一份新工
作，负责提升服务水平的宣传举措事宜。

Jash 在伦敦市找到了一份文化联络员
的工作，让他可以在这座城市四处游历，
与全市两千多名市民取得了沟通！ 

huronatwestern.ca/career-development

休伦的独占优势

2020 2022

2021

20
19

第 3 年

第 1 年

第 2 年

“我成功的关键是通过积极与当地企业的校友、应届毕业生、教授以及
专业人士沟通，建立起人际关系网络。 在这个过程中，我时刻谨记一
点——人们想要与他人建立真正的联系。广交人脉使我取得了成功！”

JASH KALYANI | 2022届毕业生
政治学 & 荣誉工商管理
来自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迪拜 

Jash 的忙碌日程又添一项——他开始
担任起了写作辅导员。那时的他才仅仅
18 岁，是入职该职位最年轻的员工！ 

暑假期间，他在治理，领导力 

& 伦理学课程教授手下实习，
创立了全新的“创新目录”。 

借助休伦合作伙伴的优势，于第
三年就读 Ivey 毅伟商学院。

成为 Bradford 博士 GLE 4001 城市
工作室课程的教学助理。 

开始在加拿大规模最大的加拿大皇家
银行担任营销实习生。

向雇主自荐，担任边缘化社区的
包容性招聘市场顾问。 

学生分享：  
JASH 的“休伦之旅”

以社区联络员的身份回到伦
敦市，职责范围扩大。

受邀担任卢旺达大学商务课程
的线上客座讲师。

以兼职身份受雇于 

Vital Shift Consulting 

咨询公司，负责体育娱
乐空间相关事宜。 

全年担任治理，领导力 & 伦理学
课程的客座讲师。

前往肯尼亚莫伊大学担任
商科课程讲师。

他创建了休伦印度文化协会，如
今已成为校内规模最大的社团
之一！

他成为了休伦城市工作室（City 

Studio）的一名活跃成员 

于 2022 年 6 月从
毅伟商学院和休
伦毕业。 

得到了全球食品饮料制造
商亿滋的全职工作机会。

第 4 年

http://huronatwestern.ca/career-development


26 27

Frank Holmes 领导力、道德 & 创业中心是休
伦最新建设的前沿型教学中心。 中心占地超 4 

万平方英尺，为教学、学生、校友以及社区活动
提供场地。通过促进休伦学生、教职工以及周边
社区的紧密联系，培养充满激情、热心公益的领
导者，中心旨在为休伦建校宗旨提供量身打造的
支持。 

该建筑于 2021 年秋季开放并投入使用，现已成
为学生在校生活的核心场所，也是位于韦仕敦
路（伦敦市最有名的街道之一）上的一个休伦地
标性建筑。 

这里不仅有互动型教室，还修建了一所设施完备
的大型剧院式礼堂礼堂，所有设计都全面考量了
学生的需求。 

“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休
伦的教育模式。 在这个社会中，有
时我们可以选择捷径走更轻松的
道路。而我们选择秉持正直、信念和
刚毅的理念，选择更困难但能走得更
远的方式。 休伦现已迎来了新一届的学生，
后一种方式虽然不易，却能对他们个人乃至整个
社会都带来好处。”

FRANK HOLMES 1978 届校友 

加拿大区块链公司 HIVE Blockchain 

Technologies  

美国全球投资首席投资官兼执行总裁 

休伦校董事会主席  

扫描二维码查看 2022 年春季特训营获奖者分享的体验感受。

体验真实的商业与咨询工作。 帮助当地非盈利组
织并有机会获得 2500 加元的奖学金。

这些都是 RBC 加拿大皇家银行社区创新特训营
能为休伦学生提供的支持。

抓住这个休伦独家提供的机会，学生可以参加一
个为期三天的线上特训营，进行团队合作，应对当
地非盈利组织遇到的实际问题。 经过一个充满创
意、激动人心的周末特训后， 团队成员会对评审
团阐述他们的解决方案，表现突出者可获得奖学
金奖励。

“学生们的种种想法、描述以及其他方面的表现让我
深受震撼。 这完全超出了我的预期， 也十分期待后期
考虑并实施这些方案。”

ANDREW FLEET

非营利性组织 Growing Chefs!

创始人兼主席
加拿大皇家银行社区创新特训营
合伙人

“这个机会能让你以学生的身份认识更多的人，了解如何创新以及应对挑战。 参加特训营
绝对是令人受益的， 你可以获得很多学习机会。”

ANA LUIZA MIRANDA GUIMARAES

心理学及优选学者项目 在读
加拿大皇家银行特训营获奖者
来自巴西 戈亚尼亚

休伦全新教学大楼
Frank Holmes 领导力、道德 & 创业中心

休伦国际招生手册 | 202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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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生活

“你总能在休伦碰见志同道合的人。 而我们的工作就是让你结交到更多的朋友！ 我们为休
伦学生提供各类社交活动、旅行以及帮助支持。 休伦的小班模式让学生在新活动的提议上
有很高的话语权。如果你有任何问题，请随时来找我们，我的办公室永远欢迎你们！” 

ALEESHA REHILL

学生参与度 主管

美加边境 
尼亚加拉大瀑布旅行

参观加拿大特色 
枫糖浆农场

30+ 场
出游与活动

100 名
可提供帮助的学生导员

1000+ 个
考试周关怀礼包发放给学生

在校长 Barry Craig 博士家
共进晚餐

Nicole 与 Aleesha 

休伦学生服务部门 工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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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再也不用担忧孤身一人迁移到一个新国家的
麻烦， 我们会在这里帮助你。

迎新服务：
当你抵达加拿大的时候我们的国际生导员会去
机场去迎接你， 并把你安全带回休伦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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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新的电话卡，办
理必要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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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多样活动，结交
更多新朋友。

国际欢迎周将为你注入活力，等你开始上课时，
就能和刚交到的朋友们一起投入到学习之中。 

在我们全新装修的 Apps 国际中心会面、放松和
娱乐。 在这里你可以使用拥有全套设备的厨房、
休息区还有游戏室。 不要错过国际中心举办的
各种活动，这些都是专门为休伦的国际学生准备
的。 

你还可以在 Apps 国际中心与国际生导员们进
行沟通。 不论是在办公室还是通过线上联络，你
的国际生导员都可以全天解答你的问题，100% 

个性化你的休伦体验。 Apps 国际中心

国际欢迎周：  
来到休伦的第一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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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生导员团队给予了我很多帮助，帮
我适应在接下来四年的学习与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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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国际生安排的各种活动也帮我建立起

了我的社交圈。 教职工和学长/姐们也都很热心，总
是会支持和鼓励你。 你从来不用担心在迫切需要帮
助的时候会无依无靠。” 

ELSIE MARIE OMONDI 

组织研究，政策 & 伦理学荣誉学位 在读  

Brookhouse 高中 

来自肯尼亚内 罗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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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伦敦市成为你的新家 

伦敦市位于加拿大安大略省西南部中心区域，是该
地区的经济、娱乐及文化枢纽。 

这座城市充斥着大都市的氛围，但生活费用合理，
治安良好且社区联系紧密。 这里生活着超过 54 万
名居民，其中 5 万以上的人口具备高中以上学历，
是一座十分注重教育的城市。 当地有着加拿大最为
活跃的学生群体，在这里你可以享受：  

治安良好、 生活费用合理、 活力十足， 且包容性强。 

	■ 大量餐饮与购物选择 

	■ 大型演唱会和节庆活动 

	■ 公园聚会、徒步之旅等各种精彩户外活动 

作为安大略省一座蓬勃发展的城市，伦敦市的发展速
度在整个加拿大都名列前茅，因此你可以在这里获取
到各种各样的职业成长机会。 不管是在顶尖企业实
习，在社区做志愿者还是追求学业上的目标，伦敦市
都能为你提供资源！ 

出行方式
	■ 一日游： 前往多伦多、尼亚加拉

瀑布和斯特拉福镇一日游。 休
伦学生全年都有许多机会在国
际生导员的陪同下前往加拿大
各大旅游景点游览！ 

	■ 出国旅游： 伦敦市国际机
场距离休伦校园很近，与
多伦多皮尔逊国际机场之
间设有联程转机航班与巴
士，学生可以轻松前往温
哥华或飞去北京、上海和
广州等地。

	■ 当地出行： 你的学费中会包
含一张公交通行卡，让你能够
很快抵达城市的每个地方。 

伦敦市热门地点
	■ 里士满街： 你可在此购物、畅享美

食，参加大型集会

	■ 考文特花园市场： 你可以在此享受
摊位上的各种国际美食，沉浸在市
区的活力氛围之中

	■ 凯洛格道： 这里有当地摊贩聚集的
季节性集市，也加拿大最大的室内
活动中心之一。 

	■ 梅森维尔百货或白橡树购物中心： 

初到伦敦市可选的购物场所

	■ 沃特利庄园： 到访“加拿大最酷的 
社区”

	■ 百威花园球场： 国际化演艺场所，
可容纳 1 万名观众

供图： 伦敦市旅游部门

供图： 伦敦市旅游部门

供图： 伦敦市旅游部门

供图： 伦敦市旅游部门

“在安大略省伦敦市，你可以达到工作与生活的完美
平衡，因为这里有着各种自然美景与徒步地点，令人
热血沸腾的夜生活，还有各种各样的市区美食。 休伦
是一个很棒的社区。 在休伦教授和员工的热心帮助

下，你总是有各式各样的机会可以学习和锻炼自己的
实操技能。”

MAI HASHIMOTO 

休伦交换生  

来自日本 京都  

@tourism_london

Lake Erie

Lake Huron

London, ON Niagara 
Falls

Waterloo
Toronto

Michigan
(USA)

Ohio
(USA)

Pennsylvania
(USA)

New York
(USA)

Lake Ontar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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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伦还有别墅型宿舍 Brough 宿舍可以满足更多住宿的需求。

访问 huronatwestern.ca/residence-life

HELLMUTH 宿舍O’NEIL/RIDLEY 宿舍 SOUTHWEST 宿舍

扫描二维码，查看我们的宿舍。

在休伦舒享宿舍生活

虽然远离家乡，不过欢迎来到休伦大家庭。 

你将住在韦仕敦大学的核心区域，上课社交都
很方便。 你的学费里包含了一张公交通行卡，
可以帮你轻松抵达购物中心和市区的中心区
域。

休伦为你提供各种住宿选择，如单人间、套房式
宿舍、公共休息室以及洗衣设备。 

在休伦的宿舍： 

	■ 我们保证多数房间为单人间 

	■ 与你的同学保持联系，因为七成的大一新生
都会住在宿舍 

	■ 高年级学长/姐们会很愿意帮助你，成为你
在校园的第一批朋友 

	■ 各类楼层活动与宿舍集体活动 

	■ 学习小组会议与讨论会，帮你解决学业问题 

休伦学生服务团队会指导你的住校生活，在你
适应大学生活期间随时提供建议和各类资源。

入校日 

欢迎在入校日当天抵达休伦，届时休
伦教职工会一起迎接你的到来，并帮
助你搬运行李。 请不要怀疑，休伦大家
庭的每个成员每年都会参与到入校日
活动，连校长也不例外。 没错，你得注
意了，因为你绝对猜不到帮你搬行李
的是哪位人物！

入校日

O’NEIL/RIDLEY 宿舍
容量 183

	■ 单人间
	■ 公共卫生间
	■ 公共活动室
	■ 洗衣房

SOUTHWEST 宿舍
容量 56

	■ 套房式宿舍
	■ 套内卫生间
	■ 公共活动室
	■ 洗衣房

HELLMUTH HALL宿舍
容量 65

	■ 单人间、双人间
	■ 公共卫生间
	■ 公共活动室
	■ 洗衣房

http://huronatwestern.ca/residence-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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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团与运动

各式美味，随心选择。  

在休伦食堂，你可以享用温馨早餐、课间便捷午餐
以及与朋友欢聚的美味晚餐。  

这就是休伦的“All-You-Can-Eat”自助餐不限量
计划。 在这里，你能一周七天都享受到食堂的任
何美味，一天想吃多少次都没问题。 你的学生卡
上还有额外的 300 加元可在韦仕敦大学合作餐
饮商户处消费，如星巴克、赛百味等。 

有特殊的饮食需求？ 我们为你提供多种选择，你
还可与休伦食堂主管沟通，自定饮食计划来适应
你的需求。 

休伦自助食堂

推荐餐饮：

	■ Oxford Street Grill： 汉堡、热
狗、塔可等各种美食 

	■ Fire Roasted Coffee 

Company： 本地咖啡品牌，并
供应糕点、小吃等 

	■ Savoury： 家庭式餐厅，采用点
菜形式，供应各类学生喜爱的
菜品 

	■ Fastlane： 三明治、寿司、沙拉
和各类汤品 

	■ 还有沙拉吧、三明治、奶昔冰饮
等各类美食饮品！

	■ 休伦辩论队

	■ 女性商业领导力社

	■ 国际关系协会

	■ 箭术

	■ 汽车社团

	■ 休伦投资社团

	■ 瑜伽社

	■ 休伦足球社团

	■ 合唱社

	■ 模拟联合国

	■ 舞蹈社

	■ 青年志愿者协会 

Volunteer Ya!

	■ 多元文化音乐社团

	■ 休伦电影社团

	■ 红十字会社团

	■ 创意写作 社团

	■ 法学院预备社团

	■ 环保社团

	■ 休伦模拟法庭

	■ 电子游戏社团

	■ 休伦印度文化社团 

	■ 休伦中国学生会

	■ 日本学生会

	■ 阿拉伯学生协会

	■ 加勒比地区学生会 

	■ 非洲学生会

	■ 西语 & 拉丁语学生会

	■ 加拿大亚裔国际学生会

	■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 滑雪社团 

	■ 虚拟钱币和外汇社团

	■ 人工智能社团 

	■ 动画社团 

	■ 美食社团

参加适合自己个性的社团活动
休伦有 200 多个学生社团可供你选择， 其中包含但不限于：

50 米
奥运会规格游泳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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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足球 篮球

板球 英式橄榄球

网球
空手道 

排球 马术
水球 高尔夫

摔跤
韦仕敦大学体育中心

等等!

可免费使用以下校园设施：

电竞

休伦国际招生手册 | 202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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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健康与安全

我们努力将休伦打造成一个积极、安全而开放的校园社区。 这需要我们在学生身心健康和安全事
项上采取积极措施，把学生的健康放在所有休伦体验的第一位。

学生在校园里可以找到：  

“我们十分积极地为保护学生安全作出努力，为他们提供必要的信息、价值观和技巧来帮
助他们形成良好的人际关系。我们致力于减少歧视，营造平等赋权、彼此接纳及包容的校
园文化。”

SARAH READ

社区安全 总监

校园安全办公室： 加拿大唯一特设校园安全
办公室的院校，为学生规划事故预防方案和与
校内安全相关的训练。 我们提供以预防为重
点的安全计划，保障学生在校园内的安全。  

心理健康中心： 休伦心理健康中心向各位需要帮
助或咨询的学生开放，既提供一对一服务，也支持
团体咨询。 这里会组织一系列健康课程，比如瑜
伽、冥想训练等，全年可为学生们提供心理健康相
关服务，指导他们如何更好地照顾自己。 

“招生顾问的一对一帮助、小班教学的模式
还有随时都能站出来解决问题、提供支持
的全校教职工与校领导让我们选择了休伦。 

我了解我的孩子，她更适合在小环境中发展，
获得更个性化的服务，且自身的强项和发
展需求能够得到理解。 我想让我女儿在休
伦这样的社区里学习成长，因为在这里她
不会被忽略，能够勇敢发声。”

PRIYA VIJAY  

Nivedya Vijay 的母亲  

来自迪拜阿联酋国际学校  

同样为人父母的我们明白，您很想了解自己儿女的教育情况和他们能在休伦所得到的支持。 请放
心，休伦的团队会为学生们的就读提供从入学日到毕业典礼的全程服务，您只需期待着一位成就
斐然、富有同理心的未来领袖从休伦归来。

休伦家长赞辞： 

家长赞辞：  

为学生和家庭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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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 huronatwestern.ca/about

“我记得在准备前往加拿大留学前，我和父母在申请去另一个国家的过程中遇到了各种困难
和担忧。 亲身经历过这一过程的我想让你知道，我和我的休伦团队会在申请的每个步骤为
你提供一对一的个性指导帮助，让你的申请体验轻松无虞，同时还能为你争取到匹配你个人
情况和热衷方向的国际奖学金与职业发展机会。 从各色院校之中选择并就读休伦是因为我
看中了它独特的优势、活力满满的校园、丰富的社交生活以及杰出的校友人脉网络。 和我那
些就读加拿大其他大型院校的高中朋友相比，显然只有在休伦的我始终享受到了与教授近
距离接触、绝佳的职业机会以及杰出的校友人脉。”  

MOUSTAFA EZZ

执行副校长 招生 & 国际关系

申请就读

http://huronatwestern.ca/ab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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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 huronatwestern.ca/admissions-enrolment

招生录取 
休伦录取要求： 1 2成功完成

高中毕业证书要求
满足“有条件录取”通知书
所有入学条件
并保持期末平均分要求

加拿大省级课程录取要求
省 文科 & 社会科学 商科 | 管理学与组织研究

安大略省级课程
ENG4U

五门额外 12U/M 级课程 

成绩要求：85%

ENG 4U

两门 12U 数学（MDM4U，MHF4U，MCV4U）
三门额外 12U/M 级课程
成绩要求：85% 

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级 
课程

English Studies 12 

四门额外学术 12 年级课程 

成绩要求：85%

English Studies 12 

Math 12, Pre-Calculus 或 Calculus 

三门额外学术 12 年级课程
成绩要求：85%

新布伦瑞克省级课程
English 121 or 122

四门额外学术 12 年级课程
成绩要求：85%

English 121 or 122

Math 12, Pre-Calculus 或 Calculus 

三门额外学术 12  年级课程
成绩要求：85% 

国际课程录取要求
文科 & 社会科学 商科 | 管理学与组织研究

国际文凭课程
IB DIPLOMA

需要 IB Diploma

我们会根据你整体预估的 IB Diploma 成绩来决定是否
录取，该成绩可包括 EE 和 TOK 加分部分。
成绩要求：根据所申请的不同专业项目，有竞争力的 

IBDP 预测分数区间在 30 - 38 分

需要 IB Diploma, 包括 Math Applications (SL or HL) 

或 Math Analysis (SL or HL) 

我们会根据你整体预估的 IB Diploma 成绩来决定是否
录取，该成绩可包括 EE 和 TOK 加分部分。
成绩要求：根据所申请的不同专业项目，有竞争力的 

IBDP 预测分数区间在 30 - 38 分

美国高中体系

四门 12 年级学术课程，包括英语 (4.0 full courses） 

SAT 或 ACT 成绩 （非必需）
成绩要求：年中 4.0 门高阶课程的平均成绩在 85%（由
休伦计算）

四门 12 年级学术课程，包括英语和数学 (4.0 full 

courses） 

SAT 或 ACT 成绩 （非必需）
成绩要求：年中 4.0 门高阶课程的平均成绩在 85% （由
休伦计算）

英国高中体系 
A-LEVEL
GCSE/GCE

三门不同的 A-Level 科目 

或两门不同的 A-Level 科目 + 两门不同的 AS-Level 科目 

或四门不同的 AS - Level 科目 

成绩要求： B 及以上的成绩

三门不同的 A-Level 科目 

或两门不同的 A-Level 科目 + 两门不同的 AS-Level 科目 

或四门不同的 AS - Level 科目 

成绩要求： B 及以上的成绩

中国普通高中体系

高中成绩单 

高中会考成绩单 

高考成绩 (非必需， 未参加需提供解释信) 

成绩要求： 85%，会考成绩为“合格”或 B 及以上评级

高中成绩单 需要高阶数学 

高中会考成绩单 

高考成绩 (非必需， 未参加需提供解释信) 

成绩要求： 85%，会考成绩为“合格”或 B 及以上评级

转学分：
最终成绩 额外学分

英国高中课程 A-LEVEL 最终等级 A*、A 或 B 无限制

美国大学先修课程 AP 美国 College Board 考试最终成绩为 4 或 5 最高 2.0 学分

IB DIPLOMA 经批准的 HL 课程， 最终成绩为 5 或以上 最高 4.0 学分

休伦的 
语言项目合作伙伴
其他可接受的语言测试可以在休伦
的招生网页找到。 许多母语是非英
语的学生会在学业开始前，先在合
作语言项目进行学习： 

	■ 范莎学院 ESL：  

fanshawec.ca/intern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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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无需继续提供英语语言能力测试
成绩。

韦仕敦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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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适
的学术英语课程，无需单独申请。 

课程包括： 

THE ENGLISH BOOST PROGRAM

符合资格的学生在七月和八月参加此 

ESL 项目，然后在九月正式开始在休
伦的全日制学习。

HURON’S ENROUTE PROGRAM 

符合条件的学生除了每周学习 17 小
时的 ESL 课程外，还可以在休伦修读 

2.0 大一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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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igh Advanced 课程后， 学
生将开始在休伦的全日制学习。 课程
长度取决于学生提供的英语能力测试
成绩。

TOEF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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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uolingo 多邻国： 总分不低于 

115 分，小分不低于 100 分。

如果你没有在教学语言为英
语的高中、机构学习至少四年

（包括最后一年）你必须提交
相应的英语能力测试成绩。 

休伦需要以下条件之一：

英语语言能力要求 

访问 huronatwestern.ca/intern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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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截止日期 录取情况发布日期 
*包括符合条件的入学奖学金

第一轮 2022 年 11 月 15 日 2022 年 12 月 20 日

第二轮 2023 年 2 月 1 日 2023 年 3 月 1 日

第三轮 2023 年 4 月 1 日 2023 年 4 月 15 日

线上夏季迎新会 国际欢迎周 迎新周 开学第一课

6 - 7 月**
2023 年 8 月 28 日 -  

9 月 2 日**
2023 年 9 月 3 日 -  

9 月 9 日**
2023 年 9 月 8 日**

**具体日期将于 2023 年春季公布

如何申请休伦

1 2 3

探索并对比专业选择，查看课程要求
并确认自己是否能够申请。 如果你
不确定要选哪个专业也没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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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开放申请
访问安大略省大学申请中心

（OUAC）ouac.on.ca。
休伦的申请在韦仕敦大学申请页面
内。 每个专业只需申请一次。 休伦的 

OUAC 代码是： EHD = BMOS 商科 

| 管理学与组织研究; EHO = 社会科
学专业；EHA = 文科专业。 

如果休伦是你申请的唯一一所安大
略省大学。 那你可以通过 “休伦申请
平台”提交申请。 若你已经在 OUAC 

网站上申请了休伦，请不要再使用此
方式。 

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huronatwestern.ca/international

激活你的休伦申请平台账号
提交申请后，你会收到一封有关如何
访问休伦申请平台的说明。 你必须先
创建一个账户，才能上传文件并继续
申请流程。

上传成绩单以及申请所需文件
所有目前不在安大略省高中就读的
学生必须上传成绩单。 激活你的休
伦申请平台账户后，请查看所需文件
的清单以完成你的申请。 

申请奖学金
请查看本招生手册的第 46 页了解
奖学金申请信息，登录休伦申请平台
账户，点击“Scholarships”访问所有
可申请的奖学金项目。

仍有疑问？
查看 51 页，与休伦东亚区国际招生
顾问 Ray Wu 取得联系。

选择专业 线上申请 保持联络

4

5

确保你在休伦的录取席位
收到入学通知后，你需要在录取通知书 

（Letter of Acceptance） 规定的截止日期
前支付留位费。

注意查看你的邮箱是否收到录取通知书以
及有关接受通知书的相关指示。

申请加拿大学习许可

你需要持有有效的学习许可才能在加拿大
学习。 为了避免办理流程耽误过长时间，请
在接受录取后尽快开始申请学习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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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受录取通知书 

准备前往加拿大

http://huronatwestern.ca/international
http://ouac.on.ca
http://huronatwestern.ca/intern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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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学金 & 助学金

国际生自动入学奖学金

我们希望你的努力会有所回报!  欲知更多细节，了解如何申请，请访问  
huronatwestern.ca/international 

第 1 步：
提交休伦专业申请

休伦国际生校长奖学金

休伦国际生助学金

第 2 步
在 2023 年 2 月 1 日前完成休伦国际生校
长奖学金申请表

第 3 步
请你的高中顾问、老师或成绩单负
责人在 2023 年 2 月 1 日前将学校
提名表与推荐信递交至休伦 

第 4 步：
参加奖学金委员会视频面试（入围面试环节的学生
会收到通知）

第 5 步
 休伦国际生校长奖学金的获得者会在 2023 年 3 月收到通知

可获奖学金的申请轮次 最高奖学金金额

第一轮 $60,000 （$15,000/年）

第二轮 $40,000 （$10,000/年）

**注： 第三轮次的申请者无法取得国际生自动入学奖学金

减免一半学费全球每年甄选十名杰出申请者授予，为四年制奖学金。 

休伦久负盛名的国际生奖学金。 该奖学金基于成绩与校外活动评选，平均入学成绩为 90% 或以上的申
请人（由休伦计算）可申请。同时，我们要求他们在课外活动与社区参与方面表现优异，并证明自己为周
边社会做出积极贡献的热忱心意。 

如何申请： 

学费的 5% - 50%， 最长可续四年 

本助学金按需评定，被录取的国际生证明自己十分需要财务上的支助后方可获得。 助学金金额并不一致，
将根据对你整体申请情况的评估决定。 

截止日期： 2023 年 2 月 1 日

如何申请： 

$4,000 到 $60,000 （$1,000 到 $15,000 每年，四年制奖学金）

基于个人学习成绩，所有申请休伦的留学生都可自动获评该奖学金, 无需补充申请。 

资格： 奖学金获得者的平均入学成绩需达到 85% 或更高（由休伦计算）。 你能够获得的奖学金金额取
决于你的申请时间所属轮次：

如何申请：

第1步：
提交休伦专业申请  

第2步
在休伦申请网站完成个人陈述
的填写 

第3步
上传所有要求的文件，包括
你的预估毕业成绩和/或期
中考试成绩

第4步：
等收到录取通知书就能
知晓你可获得的奖学金
金额 第 1 步：

提交休伦专业申请 

第 2 步
在 2023 年 2 月 1 日前提交休伦国际
生助学金表格（HIFAF）以及其他所需
的财务相关文件 

第 3 步
助学金发放相关通知将于 2023 年 

3 月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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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用相关
BA 文科 | 人文与社会科学
学费 $ 42,234

学杂费 $ 3,876

公交通行卡 包含在内

健身中心会员 包含在内

BMOS 商科 | 管理学与组织研究
学费 $ 54,475

学杂费 $ 3,876

公交通行卡 包含在内

健身中心会员 包含在内

住校（仅第一年）

宿舍 $8,746 – $10,305

休伦自助餐食堂 $5,450*

	■ 所列学费覆盖整个学年（ 9 月至 4 月 ）
	■ 包含校园全覆盖 Wi-Fi 费用
	■ 加拿大公民或加拿大永久居民可访问我们的网站了解费用

及奖学金相关信息
	■ 学杂费包含大学健康保险（UHIP）
	■ 所有金额的单位均为加拿大元 (CAD), 加拿大元与人民币

的汇率大概为 1：5.2

访问 huronatwestern.ca/international了解详细费用信息  

此处所列所有费用均为估算，可能因具体情况产生变动。

*  此为一周七天餐饮计划价格  

选择住校的学生都需购买此计划 

勤工俭学

2022 年奖学金及颁奖日

许多留学生都会通过校内外兼职工作来补贴自
己的教育开销。 安大略省的最低工资水平是加
拿大范围内比较高的，约在每小时 15.5 加元。 

伦敦市是一座真正意义上的“大学城市”，有许
多给学生的工作机会。

在学年期间，国际学生每周可在校外最高兼职 

20 个小时，暑期可以进行全职实习。 你也可在
校内兼职工作，无任何时间限制！

休伦的一项独占优势是保证为学生提供带薪实
习机会， 这意味着每个学生都可以获得 4 到 16 

个月宝贵的带薪工作经验。  

你知道吗？
安大略省伦敦市的生活成本比
多伦多要低 23%，也就是说，你
有更多的可支配收入可以用来
娱乐、旅行或存款。 伦敦位于安
大略省经济较为发达的区域，这
里的生活水平十分不错！ 

 Frank Holmes 领导力、道德 & 创业中心 

可获得的额外收入

学年期间兼职工作 

（每周 20 小时，每小时 15.50 加元）
$9,920

4 个月带薪暑假实习 $8,925 到 $20,400

合计 

**收入情况因行业和公司而异，会因 
具体情况产生变动。

$18,845 到 $30,320

还不确定怎么计划自己的教育开销？ 

请随时与我们的招生顾问联系，让我们来帮助你规划预算和奖学金申请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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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访问 huronatwestern.ca/future-students/tours/

线上校园游览： 在休伦校园导游
的导览下，进行 3D 左右空行校
园游。

参观休伦

体验休伦线上参观 
HURON FROM HOME

请访问 huronatwestern.ca/huronfromhome

与在读学生沟通： 向他们询问有
关休伦体验的所有问题。 

互动活动： 注册参加休伦为未来
学生开办的激动人心的线上活
动，并观看往期活动视频。

打造属于你自己的休伦体验： 请告
诉我们你的热情、爱好、梦想和职业
目标，我们会以个性化的方式向你
呈现你未来在休伦的美好生活。 

YO U R

STARTS HERE
FUTURE

预约参观休伦美丽的校园，到访以下场所：

	■ 宿舍

	■ 食堂

	■ 休伦图书馆

	■ 教室

	■ Frank Holmes 领导力、
道德 & 创业中心 

	■ 以及其他地点！

联系国际招生顾问 在社交媒体上关注我们
Ray Wu 吴瑞丰 

东亚区国际招生顾问
 +86 130.5131.8782

ray.wu@huron.uwo.ca
扫二维码添加顾问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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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rough 宿舍

Frank Holmes 
领导力、道德 & 创业中心

Hellmuth 
宿舍

O’Neil/Ridley
宿舍

心理健康中心

Southwest 
宿舍

休伦自助
食堂

Apps  
国际中心

Lucas  
校友之家

#Headed2Huron 

@韦仕敦休伦
微信二维码 RayWuCanada

http://huronatwestern.ca/future-students/tours/
http://huronatwestern.ca/huronfromhome%20
mailto:ray.wu%40huron.uwo.ca?subject=


huronatwestern.ca  |  @韦仕敦休伦

1349 Western Rd. London, ON Canada N6G 1H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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