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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RON AT WESTERN UNIVERSITY

IT’SALL 
ABOUTYOU

文科学习所培养的能力，为学生在各层级的成功
奠定基础。“ ”  Dr. Barry Craig 
西安大略大学休伦学院校长

休伦学院 是 一 个安全、友 好、紧密团 结 的
社区，在这里，你不会迷失于众人之中。我们择

优录取，用心选择，知道每一位学生的名字，了解

每一位学生的故事。我们为你提供在别处无法获

得的定制化体验。

受益匪浅的学习体验

我们采用小班授课模式，教授可以真正了解你并且有针对性地为你提供支持，

这在大型院校是难以实现的。

充满关爱的社区

我们有专门的学生生活团队，随时为你提供学术、健康和福利方面的帮助，还会

帮助你在新的社区找到自己的圈子。无需等待；周到全面。

丰富多彩的校外活动

我们确保为每一位休伦学生提供带薪实习、志愿服务、学术研究和社区实践的

机会，旨在帮助你建立人脉，提升你的学位价值，以及为你的简历增色。

享受西安大略大学资源

休伦是加拿大唯一一所可以让学生享受大型研究型大学所有资源的文科类院

校。休伦的建筑和学生公寓地处西安大略大学校园的中心地带，学生可使用西

安大略大学的所有设施，毕业时获得相同的学位。与此同时，学生还将额外获得

专门为休伦学生准备的带薪实习、课外和校园活动的机会。

休伦的学生与学术顾问比例为其他大多数大型高校的两倍。 

（全国学术咨询调查）

30 名学生

休伦的班级平均规模。其他大学
大多数为平均 200-600 名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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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RON
超过 155 年的光辉历史：休伦是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的创始机构。

1863 年以来，从我校毕业了不计其数的德才兼备的各行领袖。

90%  的毕业生称教授为其提供超出 

预期的课内和课外支持。

西安大略大学（和休伦学院）在创新及整体体验方面， 
均位列加拿大高校前 10 名。

运用我们全新的在线功能打造个性化的学生体验。 
请访问 huronatwestern.ca

学生毕业时被授予 
西安大略大学学位

休伦附属于西安大略大学， 
被评为加拿大高校排名前八之列 

（2019 年 QS 世界大学排名）
Piper McKe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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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RE

HERE 

WESTERN IS
HERE 

（2019 年麦考林杂志加拿大大学排名）

9,262
校友在全球各地生活和工作，

遍及至少 59 个国家/地区。

休伦欢迎来自世界各地的 

学生，我校留学生占全体 

学生总数的约 20%。

校园内有 200 多个学生社团

    huronatwestern.ca/ab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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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教员比例

13:1

平均班级规模 
其他大多数 

大学为 100 多人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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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适合你的学位   huronatwestern.ca/admissions-enrolment

文学学士学位 
心理学
主修专业和辅修专业

 � 心理学

经济学
主修专业

 � 经济学
 � 金融学

辅修专业
 � 经济学理论

政治学
主修专业和辅修专业

 � 政治学
 � 全球化和管理
 � 意识形态和身份
 � 国家和政策

全球研究中心
主修专业和辅修专业

 � 全球化研究
 � 全球文化研究 

 � 全球发展研究
荣誉课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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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领导力和伦理道德
主修专业

 � 管理、领导力和伦理道德

哲学
主修专业

 � 哲学
 � 商业哲学

荣誉课程
 � 哲学、推理和伦理道德

辅修专业
 � 伦理道德
 � 哲学
 � 宗教研究和哲学

历史学
主修专业

 � 历史学
辅修专业

 � 非洲和非洲离散侨民
 � 大西洋世界
 � 书籍的历史
 � 环太平洋研究
 � 公共历史学
 � 帝国主义研究
 � 世界历史

英语和文化研究
主修专业

 � 英语和文化研究
 � 全球经典著作

辅修专业
 � 当代英语文学
 � 教师英语
 � 书籍的历史

法语研究
主修专业

 � 法语语言和文学
 � 法语研究

辅修专业
 � 法语
 � 法语语言和文学
 � 法语研究

汉语、日语和东亚研究
主修专业

 � 东亚研究
 � 日语

辅修专业
 � 中国研究
 � 汉语
 � 商务汉语交流
 � 汉语研究
 � 东亚研究
 � 日本研究
 � 日语研究

宗教和神学
主修专业和辅修专业

 � 宗教和神学

在 HURON，学生可选修主校各种课程，并可以结合大多数西安大略大学的课程进修双专业 
（比如计算机科学、健康科学、生物学、犯罪学等等）。

管理和组织机构 
研究学士学位（商科）

主修专业
 � 会计学 

 � 管理和组织机构研究 

荣誉课程
 � 会计学
 � 金融学和行政管理
 � 组织机构研究、政策和伦理

7LEADERSHIP with HE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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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在 Huron 学习有助于我进入 

Ivey 商学院，因为学校的环境为我提供 
大量的支持。Huron 培养的互动参与型 

学习方式让我具备了优势。”

Lauren Harris 在休伦学习 
经济学两年后进入 Ivey 商学院 HBA 专业

huronatwestern.ca/ 
form-centre/ivey

Huron and Harvard
休 伦 是 安 大 略 省 唯 一 一 所 与 哈 佛 商 学 院 在

线 学 习 体 系 展 开 合 作 的 院 校 。这 是 哈 佛 商

学 院 推 出 的 一项 三门 课 程 的 在 线 学习 体系，

旨在引领 学 生 对 核心商业 理 念 的 深 刻 认识 。 

“一开始我有些犹豫是否要参加在线课
程，因为我不确定在没有固定上课时间 
或指导的情况下我是否会有足够的动力
完成课程学习。不过，我获得了哈佛团队
的大力支持，在此学习体系中轻松向他人
学习。”  

Angela Zhang,哲学荣誉学位课程

课程设置让我们与众不同

二年级学生 ANGELA ZHANG 从朋友那里第一次
了解到哈佛商学院的 CORe 在线学习体系，朋友称之
为“神奇的体验”。

“作为一名哲学专业的学生，我 想获 得 一 些商科背
景，以丰富我正在接受的文科教育，这样我就可以在
公司或非营利性机构寻求职业发展。”她说道。

该学习计划开设三门课程——商业分析、管理经济学

和金融会计，有 12 周和 17 周两种课程安排。学生可按 
照自己的节奏完成每周的模块。

休伦学生保证可以参与该学习计划并有机会获得全额
资金支持。成功完成该学习计划之后，休伦学生将获
得哈佛商学院在线学习计划颁发的项目结业证书。

休伦和 Ivey 商学院
休伦的学生可在本校完成前两年的课程，然后申请 Ivey  

商学院的荣誉工商管理 (HBA) 专业。

学生不仅是听讲座和做笔记，而是深入研究实际问题，通过案例分
析比赛、创意挑战、为真实的机构提供咨询以及发展新的项目来学
习课堂以外的知识。

休伦的优势有助于学生在取得高分的同时积累丰富的课外经验——
这一切都是能否被 Ivey 商学院录取的关键。休 伦 学 院 向 Ivey  

商学院输送学生的比例比西安大略大学内部其他学院更高。

huronatwestern.ca/harvard-online

Ivey 商学院毕业生在毕业之后 
三个月内收到工作邀请。这是 

加拿大院校中最高的人均就业率。

70,393 加元
为 Ivey 商学院应届 
毕业生的平均薪酬。

*2018 年 Ivey 商学院 HBA 专业毕业班

96%

学生在 12 年级可申请 Ivey 商学院优先录取机会 
(AEO)——截止日期：2020 年 1 月 15 日。 

访问 huronatwestern.ca/form-centre/ivey  
了解更多信息。

工作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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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杰出学者项目让我能够参与独立研究， 

更深层次地体验真实的研究生学习。”

huronatwestern.ca/scholars-electives-program

Taylor Boyd 
2019 届哲学专业学生， 
被哈佛大学录取攻读硕士学位

学术研究： 
探究哪些课题最让你心动
杰出学者项目：丰富多彩的学习
你是否属于成绩优良、自我驱动型、有兴趣开展独立研究的学生？申请加入 

杰出学者团队，培养学术研究技能与协作能力。  

TAYLOR BOYD 加入该项目，进一步探索其对哲学的热情。

参与该项目的学生可以灵活地在荣誉学位课程内容以外，实现自己的个人目标和学术追求。

在大四时，Taylor 获得休伦的本科生研究学习中心 (CURL) 的资金支持，研究挪威小学 

教师教学方法的创造性。

“这是我本科学习期间最有意义、最具塑造性的经历。”她说道。

毕业时，项目中的学生将 熟 练 掌 握 各种 研究 方法 及 其 应 用方 式，这 种 能 力有助 于 敲 开 

职业发展和研究生学习的大门。

Taylor 对此深有体会，她被哈佛大学录取，攻读人类发展与哲学硕士学位。

11LEADERSHIP with HEART

Barry Craig 博士， 
西安大略大学休伦学院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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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伦学生

全身 
        投入

“我在安永工作期间，仅有的另一名实习生也来自于 Huron，我们

经常谈起学校培养的学生类型。雇主可以帮助你打磨技术能力，

而在这里接受教育的经历则有助于你了解如何为他人带来尽可能

大的积极影响。相比其他方面，这一点令休伦学生脱颖而出。”

WELCOME WEEK

是 在 迎 新周 之 前 策 划 一 整

周的各种活动，给国际学生

一 些 独 立 的 时 间 去 适 应 新

的城市并找到自己的方向。

我们会在机场迎接新生，协

助其开设银行账户、购置宿

舍用品、带学生们熟悉周边

环境。

社团周让学生有机会了解休伦和西安大略大学的数

百个社团。加入宿管委员会或学生会。休 伦 地下戏

剧社 (HUDS) 常年上演各种戏剧和音乐剧，以及学

生撰写的喜剧小品。

APPS INTERNATIONAL HOUSE 是经过重

装升级的向学生开放的空间，配备厨房、餐厅、休息

区、乒乓球台和游戏室等设施。学生可与来自加拿大

及世界各地的朋友们一起休闲娱乐、参加每月的烹

饪课或者向国际生指导团队寻求帮助以解决其在融

入休伦和加拿大时的所有个性化需求。

探索加拿大由休伦组织免费的旅行，安排国际学生

前往多伦多、尼亚加拉大瀑布等旅游目的地，体 验

加拿大的美丽风光。

HEADSTART 帮助学生做好考试准备。每学期一

次，安排在阅读周之前，届时休伦学院将餐厅变成

巨大的自习室，汇聚各种图书馆资源和研讨会。

INTERNATIONAL APPLICANTS  |  2020

在这里可轻松结交新朋友、 
融入新集体！

Nic Gil 
BMOS，2018 届会计学专业，多伦多安永  

欲了解 Nic 的完整故事，请访问 huronatwestern.ca/nic-g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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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伦优势
休伦让每一位学生都有机会了解课堂之外现实世界的状况。我们的学习模式可以
随机应变，学生可根据学习热情定制学习计划。

带薪实习 
休伦的职业发展中心为学生安排专门的一对一个人

导师以找到合适的发展道路——保证带薪实习的机

会，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和兴趣，让学生积累可以添

加到简历里的工作经历。

志愿服务 
休伦是加拿大唯一一所致力于为学生提供各种机

会通过志愿活动和社区服务体验公众参与价值的

大学。

国际交换
休伦学生可参加为期一个学期或一年的学术交换，

在我们位于不同国家/地区的合作院校学习并获 

得所修课程的学分。我们一路陪伴，每一步都与 

你同在。

研究 
我们的学生与老师密切合作开展其自己选择的研究

项目，或者老师也可以让学生参与协作性的学术研

究、会议和论文发表。我们的本科生研究学习中心 

(CURL) 提供奖学金和游学奖学金。学生可在我们

每年两场的学术会议中展示研究成果或者将作品发

表在我们的学术研究期刊《Liberated Arts》。

PROPEL 
有一个不错的商业构想？ Propel——西安大略大学

的创业中心——为学生初创企业提供资金和支持。

Kristen Kodric  
4 年级学生，组织机构研究、政策和伦理专业

欲了解 Kristen 的完整故事，请访问： 
huronatwestern.ca/kristen-kodric

“休伦的实习项目为我提供了积累经验的 

良机，让我在市场上脱颖而出。”

14 INTERNATIONAL APPLICANTS  |  2020

每一位学生都确保获得 
一次带薪实习的机会     
将所学与工作经验相结合，一边学习一边赚钱 

你是否知道很多入门级岗位都要求之前有相关的工作经验？

休伦的职业发展中心为学生安排一对一的导师以找到合适的发展道路——带薪实习的机会 

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和兴趣，让学生积累可以丰富简历的经历。

休伦拥有大量受人尊敬的校友，他们引领着全球各行各业的发展，通过为我们的学生提供实习

和就业机会的方式努力回馈。有鉴于此，结合我们小班授课的模式，学生无需与数百名学生竞争

实习岗位。休伦学生有更好的机会确保获得意义非凡的经验。

自我评估工具帮助学生认知到自己的 
职业目标

关于目标设定和职业成长路径的 
研讨会

帮助掌握面试技巧和工作 
场所礼仪

简历撰写等等！

我们的所有专业 
均提供带薪实习 
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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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发现与导师面谈非常有帮助， 

因为他们会向我明确介绍最符合 

我性格和人生目标的工作类型。”  

Tamrah Yeaman

休伦的导师制学习计划 
休伦将为你建立与高年级学生的联系，带你了解校园“秘籍”以及结交为你带来职业

建议与人脉的校友。 

huronatwestern.ca/career-development

休伦的导师制学习计划通过提供 
职业和学术建议帮助学生解决此 
类问题。

TAMRAH YEAMAN 目前正在攻读管理、 
领导力和伦理道德专业。Megan 引荐她结 
识了三名校友，他们分别从事不同的职业： 
社会工作、社会服务和政府政策研究。

huronatwestern.ca/ 
career-development

McLaren 博士，1968 届，主演《伊卡洛斯》，这部由 Netflix 出品的 

关于体育界兴奋剂丑闻的纪录片荣获 2018 年奥斯卡奖。

法学院预备课程准备指导
休伦提供课程推荐清单，培养在法律职业道路上脱颖而出

所需的技能和资质。

“培养在丰富的多样性研究领域广泛且深入的

了解至关重要。” 

Richard McLaren 博士，HBA， 
LLB，LLM, 2017 年神学荣誉博士

17LEADERSHIP with HE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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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校友：

与变革者保持
联系
学生与休伦的关系并没有在其毕
业时终结。我们有许多项目帮助
学生与同学、校友、教职员工保持
联系——这些人脉将有助于学生
在职业和生活上取得成功。 

“休伦的教授不仅丰富我们的学术积累，

还不断地挑战我去提出探究复杂的原因

的问题。”
JIAQI NIE

GRAVITAS ILIUM CORP. 大中华区总裁 
全球首席运营官

高级工商管理硕士，剑桥大学，2017 年； 

2001 年入学就读休伦学院，攻读经济学专业

“休伦教会我从不同文化的角度去思考，培养我的分析能力

以及从具有说服力的视角分享观点的能力。”Jiaqi 说道。 

“在休伦学习于我而言是一个转折点；它开拓了我的思维，

为我提供了全球视野，给予我在中国和西方世界之间建立 

桥梁的自信。”
休伦毕业生 
进入顶级的 

研究生院深造

MELINDA ROGERS 
ROGERS 通信公司董事会副主席 

政治学荣誉文学学士学位，1993 届； 

2018 年神学荣誉博士

休伦毕业生就职企业：

高盛

CIBC 环球市场公司

多伦多Blue Jays棒球队

谷歌

加拿大广播 

公司 (CBC)

环球邮报

Twitter

Facebook

KPMG（毕马威）

阿迪达斯集团

波士顿红袜棒球队

加拿大政府

Rogers通信公司

Wealthsimple

安永

联合国

世界卫生组织

世界经济论坛

“休伦教会我守时、正直、诚实、可靠以

及具有创造力。如果你具备了这些能力，

无论你选择哪一条发展道路，都会脱颖

而出。”

ADAM DEIF  
产业总监，谷歌，纽约 
经济学，2004 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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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教育模式培养个性。
你的目标、个性和学习方式都完全不同于他人，既然 

如此，为何要选择一所没有机会培养和展示自己 

个性天赋的大学呢？ 

专门为你量身定制。 我们的班级规模与众 
不同。
Meaghan Blight  
副校长，大学发展

认识打造休伦优势的 
核心团队
体验休伦的增强现实 (AR)

提出合适的问题。

学生提供指导和支持。 
 
我们的社区最优先关注
学生的需求。
就像帮助我们实现目标的领导者一样， 

我们会为学生提供全面的支持，满足其 

需求，让其精力充沛地去改变世界。

Trevor Sookraj  
在旧金山的 Clearbit 完成长
达一年的实习

Christianne  
Morrison
休伦学生会主席

激发灵感，积极参与。 我们将现实世界 
搬进课堂。

我们认真倾听学生的 
声音。
休伦的小班授课让学生的意见得到关注。 

我们通过促进学生的学术成功，培养其领
导世界改变的能力，帮助学生打磨自己的

经历，令其大放光彩。

Lindsay Scorgie-Porter 教授 
政治学教授

欲查看我们的 AR 体验，可扫描二维码或者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索“HURON”下载所需的应用程序。安装成功之后，在光线充
足的室内启动应用程序将设备的摄像头对准四个部分的其中一个看看 
学生、教师、校友和大学领导如何评价休伦体验。

解决问题——不是问题！

领导力就是带动不同个性的人前行。
休伦让我学会去适应。
休伦将培养学生实实在在的人际交往能

力，让学生学会尊重、平衡并积极地影响

周身的人和项目进度。

Daniel Bain 
校友，2015 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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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想

简单运动一下 
出出汗？

可以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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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你喜欢在操场、健身房还是球场
里投入到运动中，还是喜欢在看台上
为别人加油助威，休伦丰富多彩的运
动或体育活动中总有你感兴趣的。

所有休伦学生都拥有西安大略大学健身中心的会员， 
该中心就在休伦步行距离内，配备一应俱全的设施，可
帮助你保持身体健康，满足你的健身需求，让你保持良
好状态。

RAISE YOUR 

HEART
RATE

西安大略大学 Mustang 的 35 支
校队等你来试训。 
休伦本身还有很多校内队伍，西安大略大学有 200 多个队伍，

你可以任意选择参加。从冰球到水球等各种运动，应有尽有。

Theo Lewis  
休伦会计学 2 年级学生 

2016-2017 年皇家银行杯冠军 

西安大略大学 MUSTANG 冰球队

“我知道 Huron 的每一个人都很支

持我，所以我才能在冰球赛场上和

课堂上都够集中精力做好自己的事。

我的教授和同学使我觉得自己一定

要尽最大努力，这是最大的动力。”

50 米 奥运会标准 
尺寸游泳池

5 个 壁球场

200 台 有氧器械

体育馆5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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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味可口的食物
在休伦可自由选择食物。我们推

行“All-You-Care-to-Eat”自助

餐计划，餐厅每周开放 7 天，学生

可随意进入餐厅用餐，每天不限

次数，食物分量按需索取。

我们为不同的人群需求提供多样

化的选择，包括清真食物、犹太食

物、素食、斋饭，还有不含麸质、

坚果、乳制品或贝类的食物。

尽可能采用本地食材烹饪。

你甚至可以从家乡带来最爱的

菜谱。

心之所向 
即为家
高年级的宿管将全年为你提供一对一的指导和支持。

学生生活团队全天候为你提供帮助，满足你的各种需求，

尽力让你对在休伦的时光感到满意。

休伦的宿舍楼是距离大学社区中心 (UCC) 最近的宿舍楼，

是西安大略大学校园的社交和娱乐中心。
宿管与 

学生的比率

1 比 25

O’NEIL/RIDLEY  
宿舍楼
可住人数：195

常规宿舍房型：单人间、双人间和 

双人套间

SOUTHWEST  
宿舍楼
可住人数：56

四居室套间房型

HELLMUTH 宿舍楼
可住人数：93

常规宿舍房型

单人间

同学们 
近在隔壁，方便相互结交认识。

我们提供多种住宿方案和小组

学习活动，学生会学习如何平衡

学业与生活、写作、学术研究、

制定预算、加强营养、时间管

理、舒缓压力等方面的能力。

大多数 
宿舍是单人间

双人套间

休伦还有另外两处宿舍楼， 

Henderson House 

Residence 和 Brough 

House Residence，为总共 

33 名学生提供别墅式的居住

条件，配备单人间和双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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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学生录取要求

英语语言水平考试
如果你没有在以英语作为授课语言的机构中学习至少四年（包括最后一学年），则需要提交一个达标的英语语言能

力测试分数。休伦要求如下（满足任一即可）：

人文社科专业；神学 管理和组织机构研究

国际文凭项目 (IB) IB 文凭 

六门学科，其中三门需为 
higher level

IB 文凭

Math Studies、Math SL 或  
Math HL 

六门学科，其中三门需为  
higher level

安大略省 ENG4U

另外五门 12U/M level 课程

ENG 4U

两门 12U Math 
（MDM4U、MHF4U、MCV4U）

另外三门 12U/M level 课程

英国教育系统  
(GCSE/GCE) 

三门 distinct A-Level 和/ 
或四门 distinct AS-Level

三门 distinct A-Level 和/ 
或四门 distinct AS-Level

不列颠哥伦比亚省课程 English 12

另外四门 Academic 12 课程

English 12

Math 12、Pre-Calculus 或 
Calculus

另外两门 Academic 12课程

新斯科舍省课程 English 12

另外四门 Academic 12 课程

English 12

Math 12、Pre-Calculus 或 
Calculus

另外三门 Academic 12 课程

中国课程 高中成绩单。

需提交会考和高考成绩。

高中成绩单包括 Senior-Level 
Math。

需提交会考和高考成绩。

我需要做什么才能满足 
录取条件？
休伦录取要求包括：

1. 成功取得高中文凭

2. 达到录取通知书中列明的最低最终平均分要求

休伦的语言项目合作伙伴 
很多母语为非英语的学生在来加之初会选择休伦的语
言学校合作伙伴：

 � Fanshawe College 的 ESL 课程： 

fanshawec.ca/international 

 � 加拿大国际语言学院 (ILAC)：ilac.com/en-ca

 � 加拿大伦敦语言学院 (London Language 

Institute)：llinstitute.com

 � CultureWorks： 

cultureworkstheschool.com

托福网考 
(TOEFL IBT)

最低分：总分 83 分，且各单项不 
低于 20 分。

密歇根英语考
试 (MELAB)

总分最低 80 分，且各单项不低于 
78 分。

雅思 (IELTS) 最低分：6.5 分，且各单项不低于 
6.0 分。

加拿大学术
英文水平考试 
(CAEL) 

最低分：60 分，且各单项不低于 
60 分。

PTE 学术英语
考试

总分最低 58 分，且各单项不低于 
56 分。

西安大略大学的英语语言 
中心 
未达到休伦的英语语言要求但学术能力达标的学

生会自动被加入至学术英语课程计划中。语言项

目有：

英语暑期 Boost 项目
符合要求的学生参加 7 月和 8 月的 ESL 课程， 

9 月开始在休伦参加全日制学习。

休伦 EnRoute 项目 
符合要求的学生除参加每周 15 小时的 ESL 课程

外，还要在休伦修完 2.0 的学术学分。成功完成

后，学生便可开始在休伦的全日制学习。录取人数

有限。

学术英语课程项目
成功完成最高水平 (High Advanced Level) 的

课程后，学生便可开始在休伦的全日制学习。语言

项目的持续时间取决于英语语言能力。录取人数

有限。

27LEADERSHIP with HE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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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会奖励你的努力付出
休伦对学生取得的成就深感自豪，致力于肯定和表彰学术上的出色表现以及参与社区服务。我们设立很高的选择
标准，因为我们了解你也有一致的追求。

以下奖学金面向持 Study Permit 在休伦学习的国际学生提供。欲进一步了解所有奖学金，包括面向加拿大
公民和永久居民的奖学金，可访问 huronatwestern.ca/admissions-enrolment

  国际学生自动入学奖学金 

高达 60,000 加元（15,000 加元/年）

 � 校方会根据学生的学术成绩自动评估申请休伦的所有国际学生获取奖学金的资
格，我校设立的奖学金价值为 4,000 - 60,000 加元（4 年）。

 � 此项奖学金无须附加申请；但如果你想提交课外成就供参考，也可在我们的网站填写
可选的附加表。

 国际学生校长奖学金 

100,000 加元（25,000 加元/年）

每年最多授予 10 个名额，四年均有机会获得 

 � 学业优异，且按照休伦的评估体系，学年中期平均分达到 90% 或以上。
 � 申请人须表现出对学生生活的热情，且证明其在学校或社区的课外活动中取得重大成就
 � 该奖学金必须提交附加申请，可在我们的网站提交 – 截止日期：2020 年 2 月 15 日。 

国际学生

人文社科方向国际学生学费 31,042 加元

MOS（商科）国际学生学费                38,612 加元                

杂费 2,996 加元

公交年费 包含在内

健身房会员 包含在内

住宿 7,897–9,311 加元

餐饮计划 4,595 加元*

费用事宜

*  All-You-Care-to-Eat 价格包含 200 加
元 Flex Dollars。住宿舍的所有学生均
购买此餐饮计划。

•  住宿费包含 RezNet 联网费

•  国际学生费用包含大学生健康保险计划  

(UHIP)

** 学杂费可能会有变更。

欲了解关于费用的更多信息，可访问 

huronatwestern.ca/money-matters

29LEADERSHIP with HE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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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1
提交你的申请

访问加拿大安大略省大学申请中心 (OUAC) 

的网站：www.ouac.on.ca。

休伦在该网站的西安大略大学的下属页面中。

每个专业你只需申请一次。休伦的安大略省 

大学申请中心 (OUAC) 的代码是：EHD = 管

理和组织研究项目；EHO = 社会科学项目； 

EHA = 文科项目。

截止日期：

 � 国际学生： 

2020 年 5 月 17 日（建议）

 � Ivey 商学院  

Advanced Entry（AEO，预先录取） 

截止日期：2020 年 1 月 15 日

步骤 2
递交成绩单或自我报告的成绩

所有学生均必须递交成绩单。如果你通过 

OUAC 提交申请，将会收到电子邮件指导创 

建休伦申请自助平台的帐户。你必须激活休伦

申请自助平台，以便上传成绩单、预测成绩或

自主提交成绩并完成申请。

递交申请补充文件

除了在线申请之外，我们还欢迎你提交更多信

息作为补充，比如 Statement of Activities 

或 Special Consideration Profile。你可以在 

huronatwestern.ca 找到此类表格。

如何申请 其他重要截止日期 

申请国际学生校长奖学金

前往 huronatwestern.ca 下载申请表和申请说明。

截止日期：2020 年 2 月 15 日

申请宿舍

前往 huronuc.ca 完成申请

截止日期：2020 年 6 月 1 日

注册选课：

6 月 1 日截止日期之后，学生会通过邮件收到班级注册选课的信息。在你抵达休

伦之前，我们会安排专门的学术顾问，通过电话或电子邮件为你提供支持，指导

你按照流程选课。

步骤 3
确认录取

要在线接受休伦的录取通知书，你需要提供

你的 OUAC 参考编号和 PIN 码/密码。前往 

OUAC 网站：ouac.on.ca。

确认录取的截止日期 

 � 2020 年 6 月 1 日

非英语文件

如果你的文件使用非英语语言， 

必须经过持证译员翻译之后再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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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Norah 作为志愿者服务于 

London Public Library 的家庭阅读

日 (Family Literacy Day) 和 Boys & 

Girls Club of London 的课后项目。 

通过此次经历，Norah 对于在加拿大 

生活以及和孩子们一起工作有了更多的

了解。Norah 注意到“图书馆的设计与 

中国不同，部分活动不同于我以往参加 

的活动。此次经历让我有机会深入了解 

加拿大的文化。” Norah 分享道，“我获

得了许多来自社会的支持，我想要利用我

的时间来回馈社区。此外，志愿服务有助

于我结识来自不同领域的人。这是一种

不错的方式，可以获得不同的视角并且 

进一步了解世界。”

Norah Qian 
2 年级学生来自中国苏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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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ke Erie

Lake Huron

Lake Ontario

London Niagara Falls

Waterloo
Toronto

Michigan
(USA)

Ohio
(USA)

Pennsylvania
(USA)

New York
(USA)

ONTARIO,
CANADA

OUR CITY 
HASHEART

伦敦拥有大城市的氛围——却比搭乘短途火车或汽车可抵达的相邻城市

多伦多消费更低、联结更紧密。

我们所在的城市拥有近 400,000 居民，其中 50,000 余人为大学学龄 

的学生。

伦敦是一座文化丰富多样、友好的城市。社区成员对于我们的学生为其文

化和经济作出的重大贡献心存感激，因此他们很乐意邀请你访问他们的

机构——以及在他们的企业工作。

我们的地理位置优越，可轻松前往多伦多、尼亚加拉大瀑布、尼亚加拉湖

边小镇、Canada’s Wonderland 和斯特拉特福德等旅游中心一日游。

伦敦坐拥加拿大最大经济中心安大略省的战略位置，提供许多在附近工

作的机会，涉及各个行业。许多世界大型公司都将总部设在我们所在的省，

十分便利。

精彩等你发现。活动多样有趣。 
伦敦的文化生活十分丰富多彩，音乐、艺术、剧院、博物馆、农贸

市场、购物以及运动设施等应有尽有。百威啤酒花园体育馆坐拥 

1 万席位，可承办大型巡回演出和体育运动。

伦敦国际机 场 有直飞蒙特利尔、渥 太 华、卡尔加

里、哈利法克斯、汉密尔顿、埃德蒙顿、温尼伯、

基隆拿和阿伯兹福德的航 班，从 这里也可以中转

至很多其他国内和国际目的地。

森林之城

伦敦的树木超过 400 万棵，有 40 个美丽的公园和 100 公里

徒步步道，为具有冒险精神的人士全 年提供活力四射的户外游

乐场。

维多利亚公园位于伦敦市中心，是举办社区活动的大型中心，每年吸引约一百万游客。

伦敦 
旅游景点

 � 位于伦敦市中心的 Richmond Row 是个不错的去处，这里的美食酒吧、

街头表演、节日盛事以及夜生活十分丰富多彩。从休伦出发搭乘公交车或出

租车很快便可抵达。

 � 逛一逛 Covent Garden Market，这里有世界各地的食品和风味、手工产

品以及美味咖啡。

 � 体验现场音乐，欣赏各个音乐流派的世界知名艺术家呈献的表演。无论是

伦敦著名的 Rock the Park 音乐狂欢节还是校园音乐会，几乎每一位本地

知名艺术家在加拿大巡演都会在我们的城市设站演出。

平均通勤时间，轻松快速前往本市
任何地方

15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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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llness
Centre 

Hall

Lucas Alumni
House Apps International 

House

MAKE YOUR HOME
AT THE Heart

OF Huron
你不仅身处校园的中心区，也位于伦敦的核心地段。 
休伦可以很方便地前往众多有趣的景点：

维多利亚公园——4 公里

 12 分钟  |   16 分钟  |   50 分钟

这座公园占地 18 英亩（约 7.3 万平米），全年举办不计其数的社区和文化

活动，犹如伦敦市中心核心地段的一颗明珠。

MASONVILLE PLACE 购物中心——1.5 公里

 3 分钟  |   11 分钟  |   29 分钟

这是一个综合购物中心，诸多品牌商店和餐厅入驻于此，还有丰富的娱乐

服务。

WORTLEY VILLAGE 商店——5.9 公里

 13 分钟  |   23 分钟  |   1 小时 13 分钟

这里是一处颇具历史底蕴的繁荣社区，被投票评选为加拿大最棒的邻里 

社区。艺术商店和各式餐厅比比皆是，夜生活十分丰富，全年还承办各种

精彩活动。

联系我们：
微信：HuronUC1863
微博：HuronAtWest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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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领导人才

休伦鼓励学生敢于畅想更美好的未来，
帮助学生培养勇气来实现理想。

1349 Western Road London ON Canada N6G 1H3

huronatwestern.ca/chin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