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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的联合国调查表明，加拿大是世界上最佳的居住国家之一。这项每年进行一次的调查，按
照200多个操作指标对174个国家的生活质量进行评估。加拿大教育普及程度高、人均寿命长(归
功于全民医疗系统)，犯罪率低、暴力事件少，这使加拿大在调查中得到了很高的评分。同时加拿
大教育采用全球认可的北美教育体系，加拿大学校拥有世界先进的教学水平，教育和生活环境安
全，学习和生活成本适中等一些列的优势经常被列为留学的首选国家之一。

维多利亚大学简介 (UVic)
维多利亚大学是加拿大最好的综合类大学之一，前身为创建于
1903年的维多利亚的学院。大学坐落于加拿大卑诗省的省会
维多利亚市，在北美及全世界都有很高的声誉。维多利亚大学
在许多专业领域都名列前茅。加拿大15个联合网络研究中心
的课题，该校就参与了11个，包括：细菌病理学、遗传病理
学、微电子学、森林管理学、蛋白工程学、应用数学、电信等
等。加拿大最强的法学院在维多利亚大学，过去十一年内有八
年全国第一。维多利亚大学以其优美的学习环境，一流的研究
和激发性的教学风格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在泰晤士报高等教
育年度全球大学排行榜上，维多利亚大学居第173位，并且在
全球50年历史一下的学校排名中居第11位，为榜单中排名第
一个的加拿大大学。维多利亚大学曾多次在加拿大最权威的
麦考林（Maclean’s）杂志的年度综合类大学（Comprehensive 
Universities）排名中名列前三，更是近几年的评比中多次被评
为加拿大综合类大学第一名。

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师资力量雄厚，43位现任或前维多利亚
大学教授被聘为加拿大皇家学会成员，33位教授是加拿大首
席科学家(Canada Research Chairs)，6位教授被授予国家3M
教学奖，5位教授获得加拿大总督文学奖(Governor General’s 
Literature Awards)。

维多利亚大学一直致力于发展多样化的学生群体，为此维多利
亚大学为学生提供了很多创造性的项目以丰富学生的真实学习
经历。维多利亚大学现设有10个学院和2个学部，分别是商学
院，教育学院，工程学院，艺术学院，研究生学院，人类与社
会学院，人文学院，法学院，理学院，社会科学学院，还有成
人教育学部和医学部。高品质的教学质量和研究水平在一个对

近期的毕业生的调查中，维多利亚大学位居第一，97%的学生
对维多利亚大学的教育感到满意或非常满意，把学校的教学质
量评为优秀或非常优秀。 维多利亚大学的研究处于知识的最
前端，为很多领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2008/09学期，该校的
研究人员共获得了1.04亿加元的研究资金和合同，比10年前的
数目多了3倍多。维多利亚大学是BC省第二大接受校外科研资
助和合同基金的大学。

维多利亚城市简介
加拿大卑诗省（British Columbia）的省会维多利亚市位于加
拿大西南的温哥华岛的南端，是温哥华岛上最大的城市和不
冻港。维多利亚曾被评为全球最适宜居住的城市之一。它气
候温和，属海洋性气候， 冬暖夏凉，四季如春。城市秀美宁
静，适宜居住，人口仅32万人。维多利亚干净、安全、文化
多元，市内有著名的公园和随处可见的吊挂花篮，又被称作花
园城市，十分适宜度假。每年吸引无数世界各地的旅游者。维
多利亚距离北美主要城市温哥华和西雅图都很近，可以乘短途
飞机或者游船方便来往。

维多利亚的工业以造船、船舶修理、木材加工为主。木材和海
产品为主要出口产品。维多利亚因其舒适的气候，美丽的风
景，以及众多历史沉淀下具有浓浓艺术气息的英式花园而闻名
世界，旅游业是该市最大的财政收入产业。维多利亚给居住者
和游客提供了无可比拟的经历。无论是皇后大酒店的下午茶，
或是徒步于太平洋原始的海岸线，还是漫步于布查德花园，维
多利亚处处都是风景，处处都有惊喜。世界知名的旅行者杂志
读者多年把维多利亚市评为为北美最受值得参观的城市之一、
温哥华岛为北美最美的岛屿之一。

加拿大 – 世界上最适合人类居住的国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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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大的影响力{ {
孙文Allen是维多利亚大学
商学院在中国地区的招生
负责人及留学顾问。他主
要负责国际学生招生以及
留学辅导的工作。他可以
帮助您和您的子女更深入
地了解维多利亚大学商学
院的本科、硕士、博士以
及双学位等项目。作为维
多利亚商学院的毕业生，
他也非常乐于分享他的留
学经历，并在学生需要帮
助时提供宝贵的建议，包
括生活信息，毕业走向等
问题。详细的联系方式请
见本手册最后。

“ BCom makes me a real 
international student. My 
different world started here, 
and ended with a footprint of 
27 countries and 96 cities. 
However, number does not 
count, experience does.”  
— Xiang Huang (2012 Cohort)

维多利亚大学商学
院简介
维多利亚大学商学院于1990年成立，2010年正式命名为Peter B. Gustavson商学
院。维多利亚大学商学院拥有雄厚的师资力量和不断创新的管理团队，在国际上
频获大奖。跻身全世界仅前5%的商学院，同时拥有美国国际管理教育联合会认
证 (AACSB) 和欧洲质量认证体系认证 (EQUIS) 的双认证商学院。学院的教授不 仅
学术研究成果显著，并曾在政府、商界担任要职。学院现拥有60多个活跃商务顾
问 以及250多个高层导师，他们都在各个领域内身兼要职。

维多利亚大学商学院开设
 � 商学学士(本科)项目

 � 全球商务管理硕士 (MGB)项目

 � 工商管理硕士(MBA)项目

 � 博士(PhD)项目

 � 高层管理培训项目

维多利亚大学商学院致力于培养和发展
学生的超前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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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维多利亚大学商学院的
八大原因

顶尖的教职团队 
维多利亚大学商学院拥有雄厚
的师资力量和不断创新的管理
团队，在国际上多次获奖，并
享有盛誉。

国际交换学习机会 
在校学习期间，学生可以选择前
往其他国家进行一个学期的交换
学习。目前维大商学院已经同全
球44个国家超过80所世界名校建
立合作关系，学生可以进一步丰
富自己的国际阅历并对全球商务
有更加全面的了解。

小班制的精英教学 
维大商学院的核心课程采用小
班制授课的精英教学模式，每
个班级的人数为30至60人。小
班授课既可以增加学生与教授
之间交流的机会，也可以促进
同学生之间的互动。

高回报的学业投资 
维多利亚大学是加拿大顶尖的
综合类大学之一。维大商学院
更是跻身世界前5%的商学院，
同时获得AACSB和EQUIS双项
国际教育质量认证的商学院之
一。维大商学院的毕业生在各
个领域都相当有竞争性。

加拿大独创的带薪实习项目 
维大商学院的本科学生会在毕
业前完成三个带薪实习学期，
学生不仅可以在真实的企业环
境中获得实际的工作经验，还
能有一笔可观的工资收入。

现代化的校园生活 
维多利亚大学拥有世界级的设
施，校园占地1.6平方公里，校
园内拥有最先进的计算机和语
言学习设备。同时维大图书馆
为温哥华岛上最大的图书馆，
是省内第二大研究型图书馆。

一对一的企业管理人指导 
企业管理人指导项目会根据学
生的兴趣和需要，为学生找到
一个合适的相关领域的企业经
理人，通过一对一的交流和指
导，让学生对职业及人生目标
有更深入的思考，从而促进学
生的职业发展。

最适宜居住的花园城市 
维多利亚地处加拿大西海岸，
属海洋性气候，冬暖夏凉。根
据世界银行的调查报告，加拿
大是世界上最适宜居住、工作
和学习的地方。而维多利亚多
次被评为全球十大最适于居住
的城市之一。

1 5

2 6

3 7

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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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认证的教学环境
 � 全职教授发表学术论文平均数量第一名  
—《加拿大商业杂志》 (Canadian Business)

 � 创业管理和国际商务管理两专业获校友满意
度调查获第一名 
—《加拿大商业杂志》(Canadian Business)

 � MBA 投资回报率第一名 
—《加拿大商业杂志》(Canadian Business)

 � 创业管理专业获教育创新大奖  
— 美国管理学院 (Academy of Management)

 � 本科创业管理专业获专业示范奖 
— 美国创业和中小型企业联合会 
(US Association for Small Business and 
Entrepreneurship)

 � MBA创业管理专业获加拿大最佳MBA专业
奖 
—《加拿大商业杂志》(Canadian Business)

 � 本科国际商务专业获杰出国际教育奖 
— 加拿大国际教育局 (Canadian Bureau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 枫叶银行杰出国际化院校大奖 
— 加拿大大学和学院联合会 (Associates 
of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of Canada)

 � 全球商务管理硕士项目 (Master of Global 
Business) 杰出教育奖 
— 加拿大国际教育局 (Canadian Bureau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顶尖的教职团队
维多利亚大学商学院，是集教学和研究于一体的综合性教育机
构。商学院拥有雄厚的师资力量和不断创新的管理团队，在国际
上多次获奖，并享有盛誉。

院长 
邵科澜博士，维多利亚大学商学院院长，国际商务专业，被授予
Lansdowne大学津贴教授。邵教授曾在在南非的金山大学商学院
担任营销专业和国际商务专业的教授；曾执教于美国威克森林大
学、东北大学和新加坡国立大学，并在哈佛商学院教授过高层管
理项目；早期在澳大利亚墨尔本商学院担任过访问学者。邵教授
的主要专业领域是市场营销管理、市场营销战略、国际商务、国
际市场营销，同时关注与全球竞争相关的问题，尤其是与新兴市
场相关的。他目前的研究集中在企业结盟关系、企业竞争力和参
与全球市场上。他给很多国际公司以及加拿大、美国、新加坡和
南非的多家公司提供过管理咨询和培训。

多元化的教学模式{ 
这里提倡不同于传统单一性知识传授的教学模式，通过多元
化的教学方式充分刺激学生的发散性思维和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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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 A.R. Elangovan (Elango) 
A.R. 伊兰戈博士于2012年获得加拿大3M国家级荣誉教师称号。该奖项是加拿大教育领域
中最高的荣誉，总共只有10人获得。他的教学，研究，咨询专长在于领导力、组织机构
分析、谈判、信任、冲突管理（尤其针对管理层介入冲突）、知识管理、热望及谈判。
在1993年和1995年分别获得了维大商学院顾问委员会授予的杰出教学研究奖和卓越服务
奖。此外，他还获得了1999年由维多利亚大学校友评选的优秀教师奖。伊兰戈博士和他
在奥地利的研究团队所做的关于组织架构中的信任问题研究在各学术报纸杂志上登载。
在2002年3月，加拿大社科与人文科研理事会（SSHRC）委任伊兰戈博士研究策略管理和
团队信任之间的关系，以提高加拿大企业的效率和竞争力。

Dr. J. Brock Smith
布洛克・史密斯，是创新与创业专业的主管。他在创业与创新、小型企业市场营销领域
授课。布洛克1984年在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取得了本科学位，随后在IBM从事于销售和市
场营销相关的工作，之后在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的毅伟商学院获得其博士学位。他主要
研究创业与创新、企业家的专业意识的发展、消费者价值创造策略等领域。他的著作曾
被发表在《市场营销杂志》、《创业理论与实践》和《管理学院》等，并且他还是加拿
大的市场营销课本的主要作者。布洛克博士曾被美国企业与创业者协会授予本科创业专
业模范大奖。除了学术研究，布洛克博士为企业家创业及发展提供咨询,并且他还兼任天
鹅湖圣诞山避难所的主席。

Dr. Mark Colgate
马克・高露洁博士的主要研究领域在于服务营销，服务管理以及金融服务营销。他的研
究报告被登载于：《斯隆管理评论》、《营销科学会刊》、《服务调查刊物》、《商务
调查刊物》、《欧洲营销学会刊》以及《服务行业管理国际会刊》。高露洁博士的教学
体现了他的研究专长，他曾为本科生、研究生以及在职经理人教授过营销管理、服务营
销和管理、金融服务营销以及实践咨询等课程。同时，他曾经在加拿大、爱尔兰、新西
兰以及英国授过课，并是中国的中欧商学院的客座教授。高露洁博士为全球很多服务型
企业提供过咨询、培训服务，其中包括索尼公司、施耐德电气、丰田公司、卑诗省环境
局、卑诗省交通局、澳大利亚联邦银行、新西兰ASB银行、新西兰银行、爱尔兰银行、新
西兰KIWI假期以及Enerco石油公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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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班课程
 维多利亚大学商学院与传统商学院不同，采用小班制授
课的精英教学模式。在进入大三大四的专业课程后，维
大商学院设定每个班级的人数为30至60人。

互动式教学
小班教育是最理想的教学方式，因为它可以大大地拉近
学生与教授之间的关系。不同于100-200人的大课，小
班授课既可以增加学生与教授之间交流的机会，也可以
促进同学生之间互动。再加上维多利亚大学互动式的教
学模式，课堂上学生不仅可以通过与教授互动来学习知
识，同时可以通过与其他同学之间的小组讨论以便从不
同的角度来分析问题。

教授辅导
在课堂上，教授的辅导针对性强，细心关注每一位学生
的发展，真心与每一个学生交流，并及时的给以鼓励和
肯定。在课堂外，教授会设定每周3-4个小时的答疑时
间来一对一的辅导学生。与此同时学生可以在需要时近
距离与教授探讨问题，这对学生未来申请研究生，就业
辅导及推荐会有很大的帮助。

团队合作
与此同时，小班授课提供学生更多与加拿大本地学生交
流的机会。为了增加国际生与本地学生之间的文化及学
术交流，所有的小组作业的组员分配都是通过精心安排
的。每个小组一般由三个本地学生和一个国际学生组
成，并且倾向于把不同性格特征的学生放在同一个小
组。这种安排可以更有力地促进队友在小组讨论时多维
度地思考问题从而互相学习，共同进步。

小班制的精英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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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拿大独创的带薪
实习项目
作为维多利亚大学商学院的学习项目之一，所有的学生都将获得带薪实习的经
验。真实的工作经验让学生能够将课堂上所学到的知识和理论付诸于实践。学生
通过在加拿大或在世界各地实习，学到了很多非常有价值的见识，并拓展了他们
毕业后的工作技能。这些机会使我们的学生在毕业前就能了解商界的情况，而且
增加他们对职业的了解和选择，有利于他们未来的人生规划。我们的毕业生毕业
后比起其他学校的毕业生有明显的优势，而且提前开始了他们的职业生涯。

专业的职业规划办公室
维多利亚大学的带薪实习项目排名加拿大前三，维多利亚大学商学院为学生寻找
带薪实习项目和毕业工作提供了专业的指导规划办公室。职业规划办公室会有专
业人士为学生提供从办理工作签证，修改简历和附信，练习面试，到制定未来规
划和寻找毕业工作的一系列咨询帮助。职业规划办公室会定期举办校友论坛、模
拟招聘、社交酒会等一系列活动，以便学生扩大自己的交际网，锻炼自己的社交
能力，为学生寻找工作提供更多的机会。据职业规划办公室统计，学生参加带薪
实习的平均月薪为2700加元（约合17,000人民币）。

以下是一些已经聘请过我们国际学生的公司

 � 毕马威会计事务所（KPMG），维多
利亚

 � 壳牌加拿大，卡尔加里
 � Swatch, 上海
 � 加拿大皇家银行，维多利亚
 � 四季国际大酒店，威士拿
 � IBM, 维多利亚
 � 加拿大农副食品和农业部，渥太华
 � 中国联通，四川

 � 维多利亚大学，维多利亚
 � 加拿大移动研究公司（RIM）, 渥太
华，滑铁卢

 � 上海经济发展前景研究院，上海
 � Talisman能源公司，卡尔加里
 � 中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香港
 � BC省政府，维多利亚
 � 安大略电力公司，多伦多
 � 加拿大帝国银行，维多利亚

“维多利亚大学的带薪实
习项目让我受益匪浅。我
在加拿大移动研究公司完
成了三个带薪实习学期，
把在课堂中学到的知识付
诸于实践，我体会到了真
实的商业世界。并且，这
三个带薪实习学期为我毕
业后找到工作提供了宝贵
的经验。”

— 唐帆，12届毕业生，国
际学生奖学金获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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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 A L C O L M  W E B S T E R 

维多利亚商学院企业管理人
指导项目主任。他会一对
一地和学生一起探讨他们的
人生规划和职业目标。在了
解了他们感兴趣的领域之
后，和学生一起从企业经理
人候选名单中选出相关领域
里合适的人选来提供更加专
业的指导。

一对一的企业管理
人指导
很多学生对自己的毕业去向犹豫不决，对未来感到非常迷茫，这种现象十分普
遍。一对一的企业管理人指导项目致力于帮助商学院的本科及硕士学生对自身
未来的职业以及人生规划有新的认识。

这个项目会根据学生的兴趣和需要，为学生找到一个合适的相关领域的企业经
理人，通过一对一的交流和指导，让学生对职业及人生目标有更深入的思考，
从而促进学生的职业发展。这些优秀的企业管理人不同于普通的职业规划师，
他们在学生感兴趣的商业领域中有了多年的工作经验，因此可以帮助学生深入
思索自己的未来发展方向并且规划当下应该做哪些准备。

通过一对一的企业管理人指导项目，学生不但能有更清晰的职业规划，同时还
能拓宽自己的职场社交圈，为毕业后求职奠下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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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四的学习中，所有学生都可以申请到国外学习一个学期。维多利亚商学院已
经与全世界44个国家里超过80所大学建立了海外交换合作项目。其中包括许多世
界名校，如香港中文大学，北京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斯德哥尔摩大学，挪威
管理学院，哥本哈根大学等。通过加入这个短期的交换学习项目，学生可以获得
更多的国际经验，更可以拓展个人的交际网络。在交换学习期间，学生仍然支付
维多利亚大学正常学期学费，不会额外收取附加学费。在这个国际化的商业世界
里，海外交换经历无疑将成为学生毕业后寻找工作时的闪光点。每年我们都会有
毕业生回到自己交换的学校继续深造研究生。

}
我选择在最后一个学期去瑞
典交换是因为我对欧洲文化
和商业环境有着强烈的好奇
心。在延雪平商学院学习的
四个月里，我和组员在展销
会上热卖我们的创业产品，
了解了瑞典的社会和企业文
化，学习了瑞典语，与来自
世界各地的交换生成为朋友
并通过与他们的相处了解了
更多的风土人情，利用闲散
的假期去欧洲各国旅游增长
见识……交换旅行式的学习
给我带来的并不是多强的专
业知识，而是让我抛弃了一
些先入为主的观念的同时批
判性的去思考不同的文化价
值。当我深入其中的在不同
城市生活一段时间后，我学
会了根据自身的经历去给这
个多元文化交织而成的世界
重新下定义。

— 梁乐，瑞典

国际交换学习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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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费用

学费/每学年 $27,310

带薪实习学期学费/每学期 $1,218

学杂费/每学年
(其中包括公车费用，牙医和其他医疗保险费用等)

$1,135

国际项目费用/每学年 $840

书本及教材费用/每学年 $1,700

学术费用总和 $32,203

学生住宿费用

在校住宿/每学年（2个学期） $10,608

校外租房/每年 $8,400

寄宿家庭/每年 $7,600

所有费用均参考于2016-2017学年费用，请以每年实际费用
为准。所有费用均以加币计算

带薪实习工资收入

同时，学生在规定的三个带薪实习的学期里，会享受按照加
拿大劳工法例和正常职工平等的薪资待遇。在带薪实习学期
里，学生的平均工资为 $2,346加币/月，每个带薪实习学期
约为3-4个月

每个带薪实习学期（三个月）学生收入 $7,038

三个带薪实习学期学生收入 $21,114

以上带薪实习学期收入均为估算，所有数额为税前收入。

奖学金

维多利亚大学为国际学生专门设立多种奖学金以奖励成绩
优异的学生。每年奖学金的数额从1,500加币到10, 000加币
不等，详细信息请咨询维多利亚大学奖学金网站: uvic.ca/
registrar/safa。

同时，维多利亚大学商学院国际办公室为奖励成绩优异的
大三国际学生特别设立国际学生奖学金，最高奖金金额为 
$2,400加币。奖学金的评比将参考学生大三的平均成绩  
(GPA)。

学业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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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生档案

唐锦为，维多利亚大学商学
院17年毕业生，毕业时以优
异的成绩荣获院级荣誉毕业
生证书。上学期间唐锦为曾
在会计事务所，维多利亚大
学和BC省政府金融机构委员
等多处实习，积累了丰富的
工作经验。毕业后成功拿到
在毕马威（KPMG）会计事务
所的初级会计师录取。

任鸿鸽，为维多利亚大学商
学院07届创业与创新本科
毕业生。13年从哈佛大学技
术创新教育专业教育管理学
硕士毕业，并且在读期间曾
获得全额奖学金。现任中国
枫叶教育集团研究院副院长
兼神鱼项目导师，参与集团
上市及前期准备，筹建了枫
叶国际学校全球校友联谊总
会。

伍量在维多利亚大学商学院学习
期间，曾在加拿大最大的独立
石油及天然气开采公司Talisman 
Energy 公司实习，曾任该公司的
初级学员会计的宝贵经验。2012
年毕业时，伍量同时获得了维多
利亚大学和中山大学国际商学院
的双学士学位。毕业后伍量被德
勤加拿大（Deloitte Canada）录
用，现任德勤卡尔加里分部审计
和会计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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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流的学习环境{ 我们拥有着美丽而生机勃勃的校园，全力打造一个舒适和安全的
学习环境

校内宿舍
校内宿舍提供多种选择其
中包括单人，双人和合租
等形式的宿舍选择。学生
可以通过校内宿舍的网站
申请，宿舍的安排由抽签
形式分配。

现代化的校园生活
维多利亚大学拥有世界级的教学设施，包括最好的计算机和语言学习设备，免费
对学生开放的计算机教室，图书馆，礼堂，游泳池，健身房，博物馆，剧院以及
其他学生社团活动中心等设施。维多利亚大学拥有加拿大校园内最大的天文望远
镜，并且设有每周对外开放时间供校内所有专业的学生参观及使用。

丰富的社团生活
维多利亚大学致力于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我校有近250
个学生社团，涉及学术，文化，宗教，公益，政治，体育，娱乐等方方面面。这
些社团和俱乐部不但可以丰富学生的课余生活，锻炼学生的组织和领导能力，还
能帮助留学生尽快融入加拿大的社交圈。

国际一流的运动设施
维多利亚冬暖夏凉的宜人气候非常适合体育运动。2015年夏，全新的CARSA体育
馆开始向学生开放，建筑面积约一万七千多平方米。维多利亚大学给学生提供了
全球顶尖的体育设备和运动场所，其中包括2100座的体育馆，室内及室外游泳
池，双层的健身房，网球场，800米田径场，攀岩墙等。

寄宿家庭项目
通过寄宿家庭项目，学生将被有选择性的安排在一个安全，舒适和友好的加拿大
家庭中。学生可以选择住一个学期或者更久。对于第一次离家的学生，居住在寄
宿家庭中无疑是一个锻炼英语并体验不同文化的好机会。家庭主人将提供无微不
至的照顾。当学生抵达维多利亚的时候，家庭主人将亲自迎接，提供一个专属的
带装修和家具的房间，提供所有的餐点和零食(寄宿家庭的主人将负责做饭），
住在交通方便的区域，帮助学生适应新的文化和环境，鼓励学生参加他们的家庭
活动，为学生提供一个全英文的语言环境，能确保有一个舒适和安全的环境来学
习和生活。

校外住宿
作为省会的维多利亚市，提供了一个安全，舒适和交通方便的城市建设，在学校
周围及市内提供很多公寓和整套房子的出租。这个选项适合比较独立的学生，相
关信息可以在学校的校外住宿网站查询。
www.uvic.ca/residence/home/home/off-camp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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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方式
电子邮箱: sunwen@uvic.ca

英文网站: uvic.ca/gustavson

官方公众号: uvicbusines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