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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劳瑞尔大学, 我们同属一个社群。年复一年，我们自
豪地欢迎国际学生加入我们包容、友好的团体，欢迎你
带来不同的文化和多样性。你的大学生活将融汇加拿
大的习俗传统和你故土的气息与独特品格。

一所
纯正的
加拿大大学



一所
纯正的
加拿大大学

加拿大的生活质量世界第一
探索其多样化的地理、城市和文化 

《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2021年最佳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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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激励

劳瑞尔正激励着世界未来的领导者、研究人员、艺
术家、企业主和变革者。110 多年来，劳瑞尔一直是
学生的首选学校。无论课堂内外，他们都在受到启
发，能够出色地学习。我们的学生从大学教育获得
了改善社会，改变他们社区的知识和经验。

社群在劳瑞尔不是一句空话。我们让学生认识到自己的
价值和归属，为他们带来丰富的校园体验和卓越的学习
成果。在这里成长的友谊和真情将终生伴随着他们。 

IVAN JOSEPH, 劳瑞尔学生事务副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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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传统和创新
的本科课程

23 个 
科研中心和研究所

105,000+ 校友 
分布在全世界
100多个国家

全美州最佳师生互
动第一名  
2021 年度全球学生满意度大奖



我们
对你的承诺

7% 国际学生
小至个别辅导
大如五洲四海

作为一名国际学生，你为劳瑞尔带来了新的视角、经验和
目标。

在这里，你将受到国际学生的专享服务和支持。
你们的需求或许各不相同，因此我们配有专业的工作人
员和专属空间来帮助你了解和培养对劳瑞尔的归属感。

国际大厅
我们在滑铁卢和布兰特福德校区陈列来自90多个国家的国际学生各自祖国的旗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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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所真正的加拿大大学展示众所周知的 
加拿大价值观和社区包容性。劳瑞尔是：

一个支持系统
“劳瑞尔大学国际部”是校园内国际学生服务的专用资源， 是你成长
和发展的支持网络。你可以来劳瑞尔大学国际部认识其他学生、与
国际学生顾问交谈或者来学习。

一个友好的社区
劳瑞尔在你留学生活中处处促进平等、多样性和包容，我们致力于
认可每个学生和教职员工的价值和尊严。

一个推崇多样性的场所
与其他学生一起庆祝并分享你的文化，参加春节、印度光明节和一
年一度的多元文化晚会等活动。你还可以在假日活动、户外游览和
社区实地考察中了解加拿大文化。

一个有归属感的地方
参加活动，加入学生俱乐部和校园活动，帮助你认识其他国际学生
和加拿大学生，帮助你在加拿大和劳瑞尔找到家的感觉。

劳瑞尔大学
国际部

初到一个新的国家学习令我感到有些焦虑，但劳
瑞尔大学给了我归属感。在这里，你可以在咖啡俱
乐部认识来自不同国家的留学生，并且在各式各
样的传统节日庆祝活动中体验不同国家的文化。
这里就像是一个大家庭，你可以感受到每个人的
热情和温暖。

WANLIN H., 金融数学，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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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
国际学生
体验

从你入学到毕业的那一天，我们的教职员工
和服务人员始终伴随着你，帮助你获得未来
生活各个方面取得成功所需的教育和体验。

不仅有课堂上的努力，还能充分利用课堂 
外的学习机会，如带薪实习、志愿者义工、
就业 机会以及出国交流机会。

紧密融入劳瑞尔。在个人和专业成长的同
时，结识来自加拿大和世界各地的学生， 
成为终生的朋友。



1 2

金鹰是劳瑞尔大学的吉祥物，紫色和金色活跃在校园生活的方方面面,从体
育俱乐部、校内运动会到现场案例研究、模拟诉讼和各类演出。

学生的成功是学校最优先的目标。每只金鹰都有一个关于教职员工独特的
故事，他们的忘我奉献让你的大学生涯与众不同。

你会把这里当成家，它大到足以让你尽情挥洒激情和兴趣；但又足够小，
小到你总是看到一张张熟悉的面孔。

对我们来说，你不是一个学位、一个号码、或一纸文凭。我们关心的是你
学术、 职业以及个人能力的发展。你在劳瑞尔的岁月会给你一个无与伦比
的大学经验，并为未来做好准备。

我一搬进宿舍，就有了强烈的归属感。我决定尽可能地
参与校园生活，并很快加入了劳瑞尔和IES协会的妇女领导
力的导师计划！"

HANNA P., 国际教育研究，来自百慕大

根据教育质量、校
友就业和研究绩
效评判，劳瑞尔在
全球大学中排名
前 6%
世界大学排名中心，2021-22 版 

来自  
90多个国家的 
国际学生

每周50多个健身课
程和体育运动活动

300多个学生管理
的社团

劳瑞尔大学     |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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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事业， 
胸有成竹。
劳瑞尔帮助你在一个工作、专业、和行业不断重新洗牌
的世界里取得成功。这个世界需要适应能力强，有韧
性，愿有一番作为的人。你在劳瑞尔留学的点点滴滴
都在夯实你职业生涯的基础。

一朝毕业，有丰富的技能、知识、和实践经验在手，将
使你与众不同。

国际职业顾问 Jessie Eulenberg 和国际学生 
Tino N., 计算机科学• 心理学专业，来自津巴布韦。



从第 1 天起就开始充实简历
我们的教学方法将课堂学习与你周围的世界连接在一起，为你提
供成功所需的理论和经验。实践机会补充你的课堂学习，嵌入每个
课程，确保你毕业时具有相关经验。

在以下活动中取得实践经验：

•  社区场所服务和其它工作项目
•  带薪实习课程计划 （co-op）
•  课程实践
•  国际学生工作经验计划（ISWEP）
•  校内工作
•  学生宿舍活动
•  学生会
•  志愿者体验
•  以及其它项目 

你为何能脱颖而出
你的学习经历使你具备了雇主所需的技能。劳瑞尔经验记录登记你的
实践经验，这是一个正式的互动记录。你可以将它与你的简历一起递
交雇主。这个方法在加拿大属于首创。

获得个性化的就业支持
通过研讨会、小组讨论和工作经验计划，国际学生了解更多关于加拿
大和世界各地的职业选择，并获得我们的国际职业顾问的个性化建议

准备在加拿大工作
加拿大的毕业工作许可允许合格的劳瑞尔毕业生在加拿大工作，并获
得宝贵的工作经验。通过毕业工作许可计划获得的工作有助于加拿大
永久居民的申请。

劳瑞尔的社区服务-学习项目非常重要，因为它为你的职业生涯
做好准备。这些实践经验十分宝贵。让我意识到我所学习的东西的
重要性以及如何去应用。"

SONAINA C., 生物学和心理学，来自巴基斯坦

毕业
 就工作 ！

2021 年毕业的国际学生 
93%找到工作或继续攻
读更高学历  
2020 劳瑞尔毕业生调查结果

招聘会
劳瑞尔的就业招聘会
是加拿大同类展会中
规模最大的

自主创业
通过劳瑞尔的创业孵
化器实现你的创业
梦想

移民途径
劳瑞尔毕业生有资格
申请加拿大毕业工作
许可

劳瑞尔大学     |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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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薪实习

课程介绍

带薪实习课程计划实例

文学院和理学院 

学期 秋季 冬季 春季 

第一学年 学习 学习 休假

第二学年 学习 学习 工作

第三学年 学习 学习 工作

第四学年 学习 学习

工商管理、经济学、数据科学和
计算机科学

学期 秋季 冬季 春季 

第一学年 学习 学习 休假

第二学年 学习 学习 工作

第三学年 学习 工作 学习

一些商科学生在九月份开始第一次实习。商
科学生可以在 5月或9月开始完成八个月的
工作实习。

滑铁卢大学双学位

学期 秋季 冬季 春季 

第一学年 学习 学习 休假

第二学年 学习 工作 学习

第三学年 学习 工作 学习

第四学年
工作或
学习

工作或
学习

学习

第五学年
工作或
学习 学习

学习
或 离校

学生必须完成三期工作实习，并且还可以在
第五学年的学习学期后， 再选一个第四期
工作实习。

用户体验设计和计算机科学

学期 秋季 冬季 春季 

第一学年 学习 学习 休假

第二学年 学习 学习 休假

第三学年 学习 学习 工作

第四学年 工作

第五学年 学习 学习

学生必须完成12至16个月的工作实习。



一边学习
一边挣钱

加入带薪实习课程计划（co-op），在企业或组织中实
践你的知识、发展你的技能、挥洒你的激情。你所创建
的人脉，必会带来有益的结果。毕业时简历上的实际工
作经验，就是你的王牌，这些竞争优势会让你在未来
的职场胜券在握。

带薪实习课程计划（co-op）如何运作
• 在带薪实习课程计划期间全职付薪工作 12 至 16 周。
• 课堂学习和带薪实习交替进行，通常在整个学习中有两次、三次或四

次带薪实习。
• 获得职业规划、求职和面试准备方面的帮助。
• 申请带薪实习课程计划位置，参加面试。

你的专业提供带薪实习吗？ 
我们有50多个本科专业提供带薪实习课程计划。其中商科学生的带薪实
习课程项目是加拿大规模最大的。第一学年后，你就可以申请。除就读
双学位或工商管理专业的学生之外，你自动拥有申请带薪实习课程计划
的资格。( 提供带薪实习课程的完整名单见第 27页。)

竞争带薪实习课程计划位置 
带薪实习课程计划的录用基于学习成绩、工作经验、义工贡献和课外活
动，以及以下专业申请者与带薪实习课程计划办公室带薪实习办公室老
师的面试情况。第一学年后即可申请 (用户体验设计和计算机科学专业的学生在第二年

之后申请带薪实习课程计划。)

• 工商管理
• 所有经济学课程专业
• 所有文学院课程专业*
• 所有理学院课程专业
• 用户体验设计
*不包括国际教育研究专业

加拿大规模最大的 
商科专业带薪实习
项目

1,000雇主 
名雇主每年发布
5,700 多个职位 。

平均周薪
文理学科学生
带薪实习周薪约
为：$644-$662。 
商科和经济学科学
生带薪实习周薪约
为：$764-$893 。

安大略省府经验
70% 工商管理和经
济类学生的带薪实
习在大多伦多地区 
(GTA)

我选择在劳瑞尔大学学习
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他们的商科
实习项目，它是加拿大最好的
项目之一。 它为国际学生提供
了学习期间获得专业工作经验
的机会。 如果让我重新上学，
我仍然会选择劳瑞尔。”

BRIONA D., 工商管理，来自越南

劳瑞尔大学     |     12



13

一边学习
一边实践

多种形式的实践教育是你获取学位的最好方法之一，
让你在成长的道路上留下自己踏实的足迹。 体验式
学习使你在开始你的职业生涯之前就拥有一份漂亮
的简历。

社区和行业合作伙伴 
社区服务-学习项目、实践课程和行业见习让你有机会将所学知识付诸
实践，在投身特定职业之前先试试水。 我们的社区和工作场所关系办公
室与 400 多个社区组织和雇主合作，为你提供与学术课程相关的实践机
会和经验。

演出和比赛 
无论是演奏一首动人的协奏曲，还是处理复杂的商务案例，有很多方法
可以在现实世界中考验你最近学到的本事。 你应当不吝向亲朋好友和知
名专家充分展示自己的才华和成就。

旅行机会 
在一个新的地方呆上几周或几个月可能是让你的学习更上一层楼的好办
法。通过带薪实习课程和课外活动探索加拿大的其他地区， 或参加学术
交流之旅到其它大陆 - 有很多方式让你在取得优异学习成绩的同时看到
外面精彩的世界。

回馈社会 
在劳瑞尔，你可以通过课程、俱乐部，或者自己直接倡议，去支持、保
护周围的人和环境，或者是第一手资料。 你在发掘有意义的文物，你要
支持儿童和青少年计划， 你想保护当地栖息地，甚至考虑改进我们的校
园食品银行储存…… 你可以尽情地用各种方式表达你对世界的关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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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劳瑞尔经验记录 
记录你学习期间的所有实践
经历，当你进入职场（或申请
研究生专业）时，会令你与众
不同。这是你宝贵的第一个
加拿大记录！

与全球70多所大学有交换生
或交流项目。

1000名学生经验可供探索

C3 创新实验室 (C3IL) 提供
社会创新机会，供劳瑞尔文科
学生参与他们的校园、社团和
周边社区的活动。为我们的邻
居和社区合作伙伴面临的挑战
创建和测试解决方案，同时获
得学位的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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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国际学生领袖计划是
劳瑞尔的高年级学生，为新
生提供一对一的支持、建议
和启发。在你到达校园之前
他们会给你发邮件进行联

我们为所有学生提供
保密的、尊重不同文
化习俗的健康计划。 
包括个性化、多语种
的在线支持服务，无
论你身在何处，均可

满足你的需求。

有执照的医疗保健专业
人员在校园提供身体健
康服务。 我们最新的健
身运动设施提供各种个
人的、团体的锻炼计划

和体育活动。

大学充满了新的期待，也是全
新的学习环境。 “Laurier 101” 
计划帮助学生获得学习支持。
例如获得学业咨询或无障碍学
习方面的便利，帮助你顺利实

现学业目标。

我们的国际学生顾问团队帮助你
适应加拿大的学习和文化环境。 
他们还可以帮助你的移民需要，
以及回答关于来到一个陌生的国
家遇到的日常生活问题，比如如
何在银行开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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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你一
切都好

为学生提供全面支持，是劳瑞尔的
核心理念。 我们知道，只有当你身
心俱佳时，才能全力以赴地拼搏成
功。因此我们为你的健康提供各个
方面的支持和资源。 我们的员工专
业、富有同情心并提供尊重学生个
性化的关怀。

wlu.ca/supports

在学期中，我一度非常想家，学习成绩一下子掉下来了。 学
生宿舍的生活老师仔细倾听我的烦恼，给了我很多指导。 这位
生活老师，还有一位“学习技能服务”的辅导员，帮助我的学习生
活重回正轨。”

WINN z., BBA（经济学和环境研究辅修），来自牙买加

http://wlu.ca/suppo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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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伦多

尼亚加拉瀑布

你
属于
这里

安大略省

滑铁卢校区
16,700+ 多名学生

布兰特福德校区
3,300+ 多名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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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劳瑞尔的滑铁卢和布兰特福德校区位于钮拓尔、阿尼什
纳韦贝和豪德诺萨乌内民族的传统领地上。

劳瑞尔是一所温暖如家的大学，我们现在在加拿大安
大略省西南部有两个校区，第三个校区正在建设中。
无论你来哪个校区求学，都将获得我们众所周知的以
学生为中心的热情体验。支持学生的个人和学业成功
是我们一切工作的核心。

1:25 的师生比例 

安全保障 
劳瑞尔有“安全回
家”护送服务，校
区平安制度和保安
队伍

我们的校园

滑铁卢校园坐落在城市中，所以
你学习、 就餐以及课下自习，都
在咫尺之间。校园外是一个对学
生友好的 城市，有各种娱乐、文化
活动和蓬勃发展的科技行业。

wlu.ca/campus/waterloo

布兰特福德校园在布兰特福德的
市中心，历史悠久的古老建筑改
造成现代的大学校舍。浸润着城
市浓烈的艺术和文化氛围，俯瞰
世界级的远足和户外自行车骑行
道路和风景秀丽的葛兰河。

wlu.ca/campus/brantford

https://www.wlu.ca/campus/waterloo
https://www.wlu.ca/campus/brantf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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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滑铁卢校区

校园参观，就等你来
欢迎同学们实地访问校园，或线上云游校园
更多信息请访问 
WLU.CA/TOURS

滑铁卢是度过我大学时光的好地方，它不仅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年轻城
市，全年都有很多社交活动，它也是技术和创业创新的中心。作为一名
在加拿大年轻的专业人士， 这里真是个令人兴奋的地方。"

HUSSAIN P., 工商管理和计算机科学，来自科威特

技术中心 
滑铁卢地区是北美
地区第二大的技术
群落的一部分。

2011年-2016年间
来到加拿大的新移
民八分之一落户滑
铁卢地区。 
滑铁卢地区2016年人口

统计

新的轻轨交通系统 
使人们比以往任何
时候都更容易出
行、购物、就餐以
及游玩。

 教学楼或学习设施

 宿舍楼

 体育场馆

  劳瑞尔大学国际部

—  

https://www.wlu.ca/tou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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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兰特福德校区

布兰特福德是一个小却多样化的校园，你可以遇见来自不同地区、不同的背景
的学生，可以容易地从教授那里得到你需要的帮助。 我也喜欢布兰特福德市
各种的餐厅美味食物，更不用说校园附近的葛兰河美丽的景色了。"

ALI I., 人权与人类多样性，来自索马里

便利的出行 
校园与市中心交织
在一起，所以课堂、
住宿和生活设施都
近在咫尺。

无限的机会  
布兰特福德有世
界级的徒步路线，
丰富的本地历史和
绚丽的文化庆典。
在这里，总是令人“
忙”得不亦乐乎。

扩展中的校园  
2019 年，One 
Market改建，让布
兰特福德校区的面
积扩大了一倍。

教学楼或学习设施

 宿舍楼

 体育场馆

  劳瑞尔大学国际部

—  

劳瑞尔大学     |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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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到家

宿舍学习社区 
住在基于学习或兴趣
主题的环境里。

校外住宿？

通过劳瑞尔外宿生联
合会 (LOCUS) 获取
学习、个人和社会方
面的支持。

宿舍不仅仅是一个吃饭和睡觉的地方，你将会遇到那些丰富你留
学经历和建立起终身友谊的人。

宿舍工作人员和高年级学生给你贴心的照料和支持，呵护你的个
人成长和安全，令你找到家的感觉。

请访问  » wlu.ca/residence  了解更多。

宿舍平面示意图

双人间 单人套间

https://www.wlu.ca/residence


我的新家

虚拟校园之旅
请至 Youtube 观看劳瑞尔大
学宿舍的视频导览 
@LAURIERVIDEO
请关注劳瑞尔公众号：

劳瑞尔大学     |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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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与录取

入学要求
除各专业方向的一般要求外，你还必须满足具体课程科目的
特定入学要求（参见第 28-30 页）。

我们接受所有课程的申请者。如果你在手册中没有找到所学
课程，请访问我们的网站   wlu.ca/international/admissions.

北美课程计划 
不要求ACT和SAT分数。对家庭学校申请人可能会要求提交

考试成绩以供录取参考。

• 高中毕业证明。

• 六门荣誉课程、美国大学预修课程（AP）或高级课程中
成绩合格。

美国大学预修课程 (AP)
你可能获得转学分（最多6门课程或3.0学分，具体取决于申

请专业）。最终的A-level课程成绩必须至少为B。

通用教育证书 (GCE)
•  通用教育证书或同等学历

•  至少两个 A 级科目

•  两个 AS 级科目可以替代一个 A 级科目

•  三个 GCSE 科目；或两个GCSE 科目，如果已有三个 A 
级科目

•  所有课程都需要GCSE 英语成绩C/4 ，或 AS/A-level 英
语 成绩D，除非另有说明

•  必修课程应为 AS 或 A级科目，除非另有说明

视具体课程计划而定，转学分科目，如果最终成绩最低为 
B，则视为A级科目。

国际学生的学士学位（IB）
•  IB文凭，包括加分

•  至少通过六门科目的考核，其中三门成绩必须是 HL

•  必修课程的最低分数为 3级，除非另有说明

•  如果你正在其它教育计划学习 IB 课程，我们会根据你的
整个学习成绩评估你的申请

根据你所申请的专业，你可能会获得转移学分（最多六门课
程或3.0个学分）。HL课程的最低分数必须为 5 级，知识理
论和拓展论文得 B 有资格获得转移学分

补充申请资料  
申请人背景摘要（ABS）表格
如果你的平均成绩低于所申请专业的最低要求，你的课外活
动信息可能会提升录取几率。 

» wlu.ca/abs

特殊情况和原宥情节  
如果最近或目前情况影响你取得理想的成绩，可以提交一份
个人陈述。申请门户网站上有相应的表格。请在截止日期前
上传该材料。披露何种支持细节，由你自行决定。

录取结果
我们保留考虑其它学业信息的权利，这些信息可能会影响你
的录取结果，包括但不限于留级重读情况、成绩的一致性、
以及课程和/或考试的完成时间以及地点等。

审理周期
我们必须收到所有必需的文件后才能评估你的申请。申请结
果通常在递交完整的申请后三到四周内发出；竞争激烈的专
业审理周期会被延长。

重读政策
如果你申请理学院或拉扎里迪斯商业与经济学院的课程，我
们计算你的平均录取分时会考虑重复课程。我们仅对你第一
次和最后一次学习必修课程的结果取加权平均值。如果你重
读一门入学时不需要考虑的课程，我们取你的最高分。对于
所有其他课程和学院，我们均取你重读课程的最高分。

备选和等待名单
如果你没有获得第一志愿专业的录取，你的申请将自动进入
第二或第三选择的专业。对于竞争激烈的专业，你可能会被
放入等待名单。如被列入等待名单，你将收到备选专业的
录取。

https://www.wlu.ca/international/admissions
https://www.wlu.ca/a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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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要求
如果你没有在英语为母语的国家接受英语授课至少三年的学
习经验，你必须证明你的英语水平。请提交合格的语言测试
成绩，或注册劳瑞尔学术英语课程（LEAF）（见第25页）
。注册 LEAF 课程，必须具备雅思 4.5 或同等水平的其他语
言测试成绩

语言成绩最低要求

LANGUAGE TEST MINIMUM SCORE

TOEFL IBT
托福考试 

总分83 
分项成绩不低于20 

IELTS
雅思考试

总分 6.5
分项成绩不低于6.0

DUOLINGO 多邻国考试115分

CAEL
加拿大学术英语

总分 70
分项成绩不低于60

PTE ACADEMIC
 培生学术英语考试 总分59 

劳瑞尔代码  0893. 

请浏览wlu.ca/english-proficiency.查询劳瑞尔认可的语言考试
及英语课程 

有条件录取通知书
如果你没有达到英语语言的要求，你可能会收到有条件录取通
知书，要求证明你的英语水平。

语言豁免
如英语环境全日制学习至少三年，不包括任何以 英语为第二语
言的英语课程（ESL），你可获得 语言成绩的豁免，请浏览 
wlu.ca/english-proficiency查询详情。

劳瑞尔把我塑造成我心向往之的形象.”    
NOAH, 社区音乐

https://www.wlu.ca/english-proficiency
https://www.wlu.ca/english-profici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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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瑞尔之路

劳瑞尔学术英语课程

学术英语课程（LEAF）开设于布兰特福德校区, 为
你顺利完成本科学习打下基础。根据你最新的英语
成绩，入读不同等级的LEAF课程，更多信息请访问  
wlu.ca/leaf。 

LEAF级别

IELTS TOEFL CAEL DUOLINGO LEAF LEvEL

6.0 65 60 114 – 105 5

5.5 50 50 104 – 95 4

5.0 35 40 94 – 85 3

4.5 32 30 75-84 2

所有我们接受的英语测试成绩都可用于确定你将从什么水平开始你的 LEAF 
课程学习。 电子邮箱  leaf@wlu.ca.

为学业成功做好准备
LEAF的毕业生在入读专业一年后，专业成绩高于非LEAF的
学生。因为 LEAF 除了帮助你提高英语阅读、写作、 听力和
口语技能外，还帮助你熟悉劳瑞尔的学习环境。

课程为加拿大语言协会认证课程

LEAF 开课日期 
每年LEAF 有两个 14 周的学期（秋季和冬季） 和两个8 周的 
强化期（春季和夏季）。14周的学期与秋季和冬季本科学期相同， 
让你在体验加拿大大学生活时与劳瑞尔的本国学生和国际学生互动。 
在 5 级LEAF课程学习时，还可修学分课程 。

TERM

冬季学期: 一月 – 四月

春季学期: 四月 – 六月

夏季学期: 六月 – 八月

秋季学期: 九月 – 十二月

如果你符合 LEAF 课程和本科专业的入学要求，你将收到附有满足劳瑞尔英语水平 
要求的有条件录取通知书。 完成LEAF 课程后，你可以注册你的本科课程。  
你也可以只就读 LEAF 课程。

2022年LEAF 课程学费

学期 2，3，4级 5级

春夏学期 $4,800 $6,700

秋冬学期 $5,800 $7,775

所有费用均以加元计，金额可能会发生变化。5级课程包括一门学分课程的
学费。上列金额仅代表学费， 请在第 31 页查找与住宿、杂费、教科书和食
物有关的费用估算。费用可能会调整。

LEAF帮助我习惯了加拿大的教育，在大学之前提高了我的英语水平。通过 
LEAF 课程，我了解了从大学课程和教授们那里会学到什么，因此我信心满满
地开始了我的本科学习。

MARIA ALEJANDRA V., 生物学，来自哥伦比亚

https://www.wlu.ca/leaf
mailto:leaf@wlu.ca


劳瑞尔大学     |     26

  

– 

威尔弗里德∙劳瑞尔国际学院

位于布兰特福德校区，威尔弗里德∙劳瑞尔国际学院 
(WLIC) 为国际学生提供预备课程，为大学学习做好
充分准备，成功启航劳瑞尔。WLIC 为国际本科生
提供了另一种“一年级”选项，学生将受益于 WLIC 
的专设入学条件和每年多个开学日期的便利。 

» 更多信息，请前往 laurieric.ca查询 

WLIC 课程结构

大学预备计划 (UTP) 第一阶段 
大学预科基础课程，作为中学和大学水平学习两者之间的桥
梁。 这个项目要求学生已完成中学 11 年级的学习，或同等
学历。 如果成功完成第一阶段，即可进入第二阶段。

大学预备计划 (UTP) 第二阶段 
专门设计的大学一年级课程，旨在帮助完成了中学12 年级学
习，或同等学历（或 UTP 第一阶段）的学生过渡到加拿大
的大学学习。UTP 第二阶段学生可以选择在文学院、人文与
社会科学学院、文理学院、理学院或拉扎里迪斯商业与经济
学院学习。 成功完成第二阶段，即可进入劳瑞尔的第二学
年学习。

致力于创立一个多元化和包容性的社区，更具其卓  
越的学术声誉，劳瑞尔大学成为国际学生理想的目
的地。” 

DR. BRIAN J.R. STEVENSON, 博士, 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学费与杂费

UTP第一阶段 （两个学期）

学费： $23,940 

学费：额外支持计划  
（《综合学习技能》或《我们的学习社群简介》）

$3,077

学生服务费： $828

学生卡： $28

医疗保险： $580

书籍和用品： $560–$1,200

总计 $29,013–$29,653

UTP 第二阶段（三个学期）：

学费：  $30,765

学费：额外支持计划  
（《综合学习技能》或《我们的学习社群简介》）

$3,077

学生服务费： $1,242

学生卡： $28

医疗保险： $870

书籍和用品： $700–$1,500

总计 $36,682–$37,482

以上收费均以加元计，倘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实际学费可能有所不同，取决于具
体课程选择。杂费也可能有所不同，取决于实际在 WLIC 的学期数。

以上收费为2022-23年度数据，均为加元。2023-24年度实际学费可能有所不同。请注
意，上述费用未计入住宿和食物方面的预算。欢迎WLIC学生像所有其他一年级学生一样
选择在布兰特福德校区食宿。

https://www.laurieric.ca/


↓↓本科课程 选择你的职
业方向

 选择你的具体
科目

艺术与文化

• 古代史研究 ◊
• 人类学
• 考古与遗产研究 ◊
• 文学学位及硕士学位 ◊
• 传播学
• 文化研究
• 数字媒体与新闻
• 英语 ◊ (仅限滑铁卢校区)

• 电影制作 ◊
• 法语 ◊
• 语言学 ◊
• 中世纪与中世纪研究
• 音乐
• 音乐 + 社群音乐
• 宗教与文化 ◊
• 西班牙语 ◊

◊ 含带薪实习的专业

工商与金融

• 工商管理 ◊
• 商业与计算机科学 ◊
• 商业和金融数学 ◊
• 商业数学 ◊
• 商业技术管理 ◊
• 传播学 ◊
• 经济学 ◊
• 经济与会计 ◊
• 经济与财务管理 ◊
• 金融数学 ◊
• 卫生管理

社区服务与教育 

• 基督教研究与世界公民
• 全球化研究 ◊
• 人权与人类多样性
• 领导力基础
• 土著研究
• 国际教育研究
• 运动学 ◊
• 音乐
• 音乐 + 社区音乐
• 音乐疗法
• 警察事务
• 心理学 ◊ (仅限滑铁卢校区)

• 社会工作
• 社会学 ◊
• 妇女与性别研究
• 青年与儿童研究

环境与可持续发展

• 人类学
• 考古与遗产研究 ◊
• 环境科学 ◊
• 环境研究 ◊
• 土著研究
• 地理 ◊
• 全球化研究 ◊
• 人权与人类多样性
• 北美研究
• 政治学 ◊
• 水科学与环境健康 ◊

政府与国际事务

• 工商管理 ◊
• 基督教研究与世界公民
• 犯罪学
• 经济学 ◊
• 法语 ◊
• 全球化研究 ◊
• 卫生管理
• 历史 ◊ (仅限滑铁卢校区)

• 人权与人类多样性
• 人文科学的领导力基础
• 土著研究
• 国际教育研究
• 语言学 ◊
• 北美研究
• 哲学 ◊
• 政治学 ◊
• 宗教与文化 ◊
• 西班牙语 ◊

法律与执法

• 犯罪学
• 数字媒体与新闻
• 人权与人类多样性
• 法律学位和文学学位
• 法律学位和科学学位
• 法律与社会
• 哲学 ◊
• 警察事务
• 警务心理学
• 政治学 ◊
• 心理学 ◊ (仅限滑铁卢校区)

媒体和娱乐业

• 古代史研究 ◊
• 考古与遗产研究 ◊
• 数字媒体与新闻
• 传播学 ◊
• 英语 ◊ (仅限滑铁卢校区)

• 电影制作 ◊
• 游戏设计与开发
• 中世纪与中世纪研究
• 音乐
• 音乐 + 社区音乐
• 用户体验设计 ◊

医疗与健康

• 生物化学与生物技术 ◊
• 生物学 ◊
• 化学 ◊
• 化学与物理 ◊
• 社区健康
• 计算机科学与心理学 ◊
• 数据科学 ◊
• 健康管理
• 健康科学 ◊
• 荣誉科学学士
• 运动学 ◊
• 音乐疗法

科学技术

• 生物化学与生物技术 ◊
• 生物学 ◊
• 化学 ◊
• 化学与数学 ◊
• 化学与物理 ◊
• 社区健康
• 计算机科学 ◊ (仅限BSC)

• 计算机科学与物理 ◊
• 计算机科学与心理学 ◊
• 数据科学 ◊
• 游戏设计与开发
• 健康管理
• 健康科学
• 荣誉科学学士 ◊
• 运动学 ◊
• 数学 ◊
• 物理 ◊
• 用户体验设计 ◊

更多信息，请访问  wlu.ca/programs

https://www.wlu.ca/programs


劳瑞尔大学     |     28请至 wlu.ca/admissions 查看国际课程录取的完整要求。

国际学生录取标准 遴选标准基于去年录取学生的平均入学成绩 

教学计划 校区与
学位

IB 要求 
所有必修课程必须为 HL 
或 SL, 最低成绩为3。除
非另有说明，不接受SL 
的《Applications and 
Interpretations》。

GCE 要求 
所有课程都需要 GCSE英语成绩最
低C /4或AS/A 级英语D， 除非另
有说明。所有AS/A 级必修课英语必
须至少为D，除非另有说明。

普适录取标准
成绩按加拿大评分体系显示。除非另有说明，所
有必修课程必须至少为 60% 或 C-。

拉扎里迪斯商业与经济学院

工商管理
专业方向包括：会计、金融、商业和可持续发
展、创业、人力资源管理、保险和风险管理、国
际商务、 市场营销、营销传播或供应链管理。

滑铁卢校区
BBA

英语 4； 数学 4
IB分数线： 34

GCSE英语 B/5或 英语C； 
数学C
综合平均分数线： A*

英语 70% 或 B-； 数学 70% 或 B-
分数线： 90低段或A+

工商管理和计算机科学
双学位
自动进入带薪实习课程计划

滑铁卢校区
BBA， BSC

英语 4； 数学 4
IB分数线： 35

GCSE英语 B/5或 英语C； 
数学B
综合平均分数线： A*

英语 70% 或 B-； 数学 75% 或 B-
分数线： 90低段或A+

工商管理(劳瑞尔) 和计算机科学（滑铁卢大学） 
双学位
要求带薪实习，自动进入

滑铁卢校区
BBA， BCS

英语 5； 数学 6
IB分数线： 37

GCSE英语 A/7或 英语B； A
级数学课得A*
综合平均分数线： A*

英语 80% 或 A-； 数学 90% 或 A+
分数线： 90中段或A+

工商管理和金融数学
双学位
自动获得参加带薪实习课程计划资格

滑铁卢校区
BBA， BA

英语 4； 数学 5
IB分数线： 36

GCSE英语 B/5或 英语C； 
数学A
综合平均分数线： A*

英语 70% 或 B-； 数学 80% 或 A-
分数线： 90低段或A+

工商管理(劳瑞尔) 和数学（滑铁卢大学）
双学位
 要求带薪实习，自动进入

滑铁卢校区
BBA, 
BMATH

英语 5； 数学 6
IB分数线： 36

GCSE英语 A/7或 英语B； A
级数学课得A*
综合平均分数线： A*

英语 80% 或 A-； 数学 85% 或 A
分数线： 90中段或A+

商业技术管理
自动获得参加带薪实习课程计划资格

布兰特福德
校区
BBTM

英语 4； 数学 4
IB分数线： 32

GCSE英语 B/5或 英语C； 
数学C
综合平均分数线： A

英语 70% 或 B-； 数学 70% 或 B-
分数线： 80中段或A

经济学
经济学与会计 
经济学与金融管理

滑铁卢校区
BA

英语 4； 数学 4
IB分数线： 32

GCSE英语 B/5或 A级英语课
得C； A级数学课得C
综合平均分数线： A

英语 70% 或 B-； 数学 70% 或 B-
分数线： 80高段或A

理学院

 生物化学与生物技术 滑铁卢校区
BSC

生物； 化学4； 数学
IB分数线： 32

生物；化学C；英语； 数学
综合平均分数线： A

生物； 化学 70% 或 B- 英语；数学分数
线： 80高段或A

生物学 滑铁卢校区
BA

生物 4；英语
IB分数线： 31

生物C；英语
综合平均分数线： A

生物；70% 或 B-； 英语
分数线： 80中段或A-

生物学， 生物与化学， 生物与数学， 
生物与心理学

滑铁卢校区
BSC

生物 4； 化学； 英
语； 数学
IB分数线： 32

生物C；化学；英语； 数学
综合平均分数线： A

生物； 70% 或 B-； 化学；英语；数学 
分数线： 80高段或A

化学 滑铁卢校区
BSC

化学 4； 英语； 数学 
IB分数线： 32

化学C；英语； 数学
综合平均分数线： A

化学 70% 或 B-； 英语；数学 
分数线： 80中段或A

化学与数学 滑铁卢校区
BSC

化学4； 英语 3； 数
学 3
IB分数线： 33

化学C；英语； 数学
综合平均分数线： A*

化学 70% 或 B-； 英语；数学
分数线： 90低段或A

化学与物理 滑铁卢校区
BSC

化学4； 英语 3； 数
学 4
IB分数线： 33

化学B；英语； 数学B
综合平均分数线： A*

化学 75% 或 B； 英语；数学 75% 或 B
分数线：90低段或A

计算机科学 ‡ 滑铁卢校区
BA

英语； 数学 
IB分数线： 31

英语； 数学
综合平均分数线： A

英语；数学 
分数线： 80中段或A

计算机科学 滑铁卢校区
BSC

英语； 数学；化学或
物理（建议选一门）
IB分数线： 32

英语；数学；化学或物理（建
议选一门）
综合平均分数线： A

英语；数学； 化学或物理（选一）
分数线： 80中段或A

计算机科学与物理 滑铁卢校区
BSC

英语； 数学；化学或
物理（任选一门）
IB分数线： 32

英语； 数学；化学或物理（任
选一门）
综合平均分数线： A

英语；数学； 化学或物理（选一）
分数线： 80中段或A

计算机科学与心理学 滑铁卢校区
BSC

英语； 数学；化学或
物理（建议选一门）
IB分数线： 32

英语；数学；化学或物理（建
议选一门）
综合平均分数线： A

英语；数学； 生物，化学或物理（选
一）
分数线： 80中段或A

‡ 课程必须与其他文学学士学位专业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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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计划 校区与
学位

IB 要求 
所有必修课程必须为 HL 
或 SL, 最低成绩为3。除
非另有说明，不接受SL 
的《Applications and 
Interpretations》。

GCE 要求 
所有课程都需要 GCSE英语成绩最
低C /4或AS/A 级英语D， 除非另
有说明。所有AS/A 级必修课英语必
须至少为D，除非另有说明。

普适录取标准
成绩按加拿大评分体系显示。除非另有说明，所
有必修课程必须至少为 60% 或 C-。

国际学生录取标准 遴选标准基于去年录取学生的平均入学成绩 
‡ 课程必须与其他文学学士学位专业相结合

 数据科学 滑铁卢校区
 BSC

英语 4； 数学 5
IB分数线： 33

GCSE英语B/5 或英语C； 
数学A
综合平均分数线： A

英语 70% 或 B-；数学 80% 或A
分数线： 80高段或A

环境科学 滑铁卢校区
BSC

生物 4；化学；英语； 
数学
IB分数线： 32

生物C；化学；英语； 数学
综合平均分数线： A

生物70% 或 B-；化学；英语； 数学
分数线： 80中段或A

环境研究 滑铁卢校区
BSC

英语
IB分数线： 30

英语
综合平均分数线： A

英语
分数线： 80低段或A-

金融数学 滑铁卢校区
BA

英语； 数学 4
IB分数线： 32

英语； A级数学课 B
综合平均分数线： A

英语；数学 75% 或B
分数线： 80高段或A

金融数学 滑铁卢校区
BSC

英语； 数学 4；生物、
化学或物理任选一门
IB分数线： 33

英语； 数学 B；生物，化学或
物理任选一门
综合平均分数线： A*

英语；数学 75% 或B； 生物，化学或
物理选一
分数线： 90低段或A

健康科学 滑铁卢校区
BSC

生物； 化学； 英语； 
数学
IB分数线： 34

生物；化学；英语； 数学
综合平均分数线： A*

生物；化学； 英语； 数学
分数线： 90低段或A+

 荣誉科学学士 滑铁卢校区
BSC

生物； 化学； 英语； 
数学
IB分数线： 32

生物；化学；英语； 数学
综合平均分数线： A

生物；化学； 英语； 数学
分数线： 80高段或A

地理、考古和遗产研究与地理学, 地理和地理信息
学, 地理环境科学选项 

滑铁卢校区
BSC

英语； 数学；生物、
化学或物理任选两门
IB分数线： 32

英语； A级数学 B；生物，化
学或物理任选两门
综合平均分数线： A

E英语； 数学；生物，化学或物理任选
两门
分数线： 80中段或A

运动学 滑铁卢校区
BKIN

生物 4； 英语； 数学 
（任何SL或HL数学课
均可）
IB分数线： 32

生物C；英语； GCSE数学
D/3或数学D
综合平均分数线： A

生物70% 或 B-； 英语； 数学（高中11
或12年级）
分数线： 80高段或A

荣誉法学学士学位(英国萨塞克斯大学) 
和理学学士（劳瑞尔）双学位

滑铁卢校区
LLB， BSC

生物； 化学； 英语4
； 数学
IB分数线： 33

生物；化学； GCSE英语·B/5
或英语C； 数学
综合平均分数线： A*

生物； 化学； 英语70% 或 B-；数学
分数线： 90低段或A+

数学 滑铁卢校区
BA

英语； 数学
IB分数线： 32

英语； 数学 
综合平均分数线： A

英语； 数学
分数线： 80中段或A

数学， 计算机科学与数学 滑铁卢校区
BSC

 英语； 数学；生物、
化学或物理任选一门
IB分数线： 32

英语； 数学 ；生物、化学或
物理任选一门
综合平均分数线： A

英语；数学； 生物，化学或物理任选
一门
分数线： 80高段或A

物理学 滑铁卢校区
BSC

E英语； 数学；化学或
物理任选一门
IB分数线： 32

英语； 数学；化学或物理任
选一门
综合平均分数线： A

英语；数学；化学或物理选一
分数线： 80高段或A

警务心理学 滑铁卢或
布兰特福德
BA

英语； 数学 （任何SL
或HL数学课均可）
IB分数线： 28

英语； GCSE数学D/3或数
学D
综合平均分数线： B

英语；数学（高中11或12年级）
分数线： 70高段或B+

心理学 滑铁卢或
布兰特福德
BA

英语； 数学 （任何SL
或HL数学课均可）
IB分数线： 31

级生物课；英语； A级数学课
综合平均分数线： A

英语；数学
分数线： 80中段或A-

心理学， 司法心理学专门 布兰特福德
BA

生物；英语； 数学
IB分数线： 31

生物；英语； 数学
综合平均分数线： A

生物；英语；数学
分数线： 80中段或A-

心理学，心理学与神经科学 滑铁卢校区
BSC

生物；英语； 数学
IB分数线： 32

生物；英语； 数学
综合平均分数线： A

生物；英语；数学
分数线： 80高段或A

水科学与环境 滑铁卢校区
BSC

生物 4；化学4； 英语 
3； 数学4
IB分数线： 32

生物C；化学C； 英语； 数
学C
综合平均分数线： A

生物和化学70% 或 B-； 数学70% 或 B
分数线： 80高段或A



教学计划 校区与
学位

IB 要求 
所有必修课程必须为 HL 
或 SL, 最低成绩为3。除
非另有说明，不接受SL 
的《Applications and 
Interpretations》。

GCE 要求 
所有课程都需要 GCSE英语成绩最
低C /4或AS/A 级英语D， 除非另
有说明。所有AS/A 级必修课英语必
须至少为D，除非另有说明。

普适录取标准
成绩按加拿大评分体系显示。除非另有说明，所
有必修课程必须至少为 60% 或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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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学院，文学院和人文科学学院 

文科学士和硕士学位
限英语、历史和政治学

滑铁卢校区
BA， Master

英语 4
IB分数线： 32

GCSE英语B/5 或英语C
综合平均分数线： A

英语 75% 或 B
分数线： 80中段或A

古代史研究、人类学‡、考古和遗产研究， 传播
学， 文化学 ‡，英语，环境研究，电影制作， 法
语，全球化研究， 历史，语言学， 中世纪与中
世纪研究 ‡， 北美研究 ‡，哲学，警务学‡，政
治学， 宗教与文化， 社会学， 西班牙语，妇女
与性别研究 ‡

滑铁卢校区
BA

英语 
IB分数线： 30

英语
综合平均分数线： A

英语 
分数线： 80低段或A-

社区健康，犯罪学，英语，卫生管理，历史，人
权和人类多样性，人文科学的领导力基础，土著
研究‡，法律与社会，警务学‡，青年和儿童研究

布兰特福德
BA

英语 
IB分数线： 29

英语
综合平均分数线： A

英语 
分数线： 80低段或A-

社区健康 布兰特福德
BASC

生物； 化学； 英语； 
数学
IB分数线： 32

生物；化学；英语； 数学
综合平均分数线： A

生物；化学； 英语； 数学
分数线： 80高段或A

数字媒体与新闻 布兰特福德
BA

英语 4
IB分数线： 31

GCSE英语B/5 或英语C
综合平均分数线： A

英语75% 或B
分数线： 80中段或A-

游戏设计与开发 布兰特福德
BFAA

英语 4
IB分数线： 30

GCSE英语B/5 或英语C
综合平均分数线： A

英语70 % 或B-
分数线： 80低段或A-

国际教育研究 滑铁卢校区
BA

英语 4
IB分数线： 30

GCSE英语B/5 或英语C
综合平均分数线： A

英语70 % 或B-
分数线： 80低段或A-

法学学士学位(英国萨塞克斯大学)和文学学士学
位（劳瑞尔），犯罪学，人权与人类多元化，领
导力基础和法律与社会等学科可选。

布兰特福德
LLB， BA

英语 4
IB分数线： 32

GCSE英语B/5 或英语C
综合平均分数线： A

英语70 % 或B-
分数线： 80高段或A

法学学士学位(英国萨塞克斯大学)和文学学士学
位（劳瑞尔）
哲学和政治学可选。

滑铁卢校区
LLB， BA

英语 4
IB分数线： 32

GCSE英语B/5 或英语C
综合平均分数线： A

英语70 % 或B-
分数线： 80高段或A

用户体验设计 布兰特福德
BDES

英语 4
IB分数线： 32

GCSE英语B/5 或英语C
综合平均分数线： A

英语70 % 或B-
分数线： 80中段或A-

音乐学院

音乐
偏重：作曲；综合音乐艺术; 音乐教育; 音乐史、
表演、理论与批判性分析；自主学习。

滑铁卢校区
 BMUS

英语 
IB分数线： 34

英语 
综合平均分数线： A*

英语; 试音成功;  理论和耳音训练测试; 
面试; 推荐信; (可选项)提交原始作品/
录音。
分数线：90低段或A+（最低75% 或 B）

音乐 – 社群音乐 滑铁卢校区
BMUS

英语 
IB分数线： 32

英语 
综合平均分数线： A

英语; 试音成功;  理论和耳音训练测试; 
面试; 推荐信; (可选项)提交原始作品/
录音。
分数线：80高段或A（最低75% 或 B）

音乐疗法 滑铁卢校区
BMT

在注册劳瑞尔音乐学士课程后第二年申请。要求音乐和心理学课程成绩突出; 具有较强的人际交往能力; 
需面试和试镜。

社会学院

社会工作 布兰特福德
BSW

英语 
IB分数线： 32

英语 
综合平均分数线： A

英语 
分数线： 80中段或A

马丁·路德学院

基督教研究与世界公民 滑铁卢校区
BA

英语 
IB分数线： 32

英语 
综合平均分数线： A

英语 
分数线： 80高段或A

请至 wlu.ca/admissions 查看国际课程录取的完整要求。

https://www.wlu.ca/admissions


31

学费与奖学金

大学教育是你对未来的投资。 在你走向未来的道路上，也能用到我们
给你的财政支持。劳瑞尔非常了解财务健康的重要性，我们不仅为你攻
读学位提供资助， 还希望教你在未来的岁月管理好个人财务的技巧和
知识。

留学需要多少钱？

下面是两个学期的大致费用。要得到精确的的个性化估算，包
括食宿、学费等等，请访问 wlu.ca/international/tuition.

学习费用

学费1 $30,715–$37,933

学杂费2 $2,056–$3,792

书本及学习用品 $1,000 

合计 $33,771–$42,725

生活费用

校内宿舍

滑铁卢校区 $5,728–$9,671 

布兰特福德校区 $7,437–$7,971

膳食计划3

滑铁卢校区 $2,450–$6,399

布兰特福德校区 $883–$1,200

食品杂货4 $2,400

其它（电话、衣物等） $2,800 

合计 $13,378–$21,270 

总计 $47,149–$63,995

1. 所有费用基于 2022-23 学年，均为加元。2023-24 学年的费用可能会有所增加。 滑
铁卢大学双学位课程的国际学费: BBA 和 BMATH $50,636; BBA 和 BCS $63,350。

2. 包括必须参保的大学健康保险计划 (UHIP) 的费用$756。
3. 膳食计划定价为全年费用，包括滑铁卢计划的食堂税，公寓式计划每学期 10 加元，大

包干计划每学期 25 加元。
4. 住学生公寓的学生应有购买食物的预算。

帮助年轻人管好钱袋子

金钱管理计划
“Dollars & Sense”是一个金融知识课程，教你如何管理
好钱袋子， 如何精打细算地过日子。获得有关作预算、负
责任的信贷使用、明智地投资和财务规划的基本知识。你
可以通过参加在线研讨会获得资金管理证书。

金融知识专家
我们的财务专家帮助学生根据个人情况做好财务预算。定
期审订预算，帮助你实现财务目标。

就业机会
劳瑞尔职业中心帮助你在校园内外寻找和申请工作。此
外，国际学生工作经验计划（ISWEP）也为滑铁卢和布兰特
福德校区的国际学生提供有限数量的兼职工作。

应急资金
学生可以通过院长的学生办公室获得紧急咨询和经济救
助。也可向劳瑞尔国际学生会申请一次性的紧急救助金。

https://www.wlu.ca/international/tu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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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达40,000 加元  
的入学奖学金资助成
绩优秀的新生。

加入劳瑞尔的勤工俭
学计划，在全职学习
的同时兼职工作， 
每周20小时。

我们提供资助。

入学劳瑞尔及以后， 有各种获得资助的机会 

入学奖学金
当你申请劳瑞尔时，我们会自动评估你是否合格获得入学奖
学金。入学奖学金全凭入学成绩，无需申请。请参阅  
wlu.ca/scholarships 了解信息。

入学成绩 奖学金

80.0–84.9% $1,000

85.0–89.9% $2,500

90.0–94.9% $3,000

95.0–100%* $4,000

*此项奖学金为校长金奖奖学金

说明：奖学金额度可能变动。 工商管理学士 (BBA) 和BBA双学位学生平均录取
成绩在90%以上者有资格获得入学奖学金。

校长金奖奖学金
如果平均录取成绩为 95% 或更高，可在劳瑞尔的第一学年
获得 4,000加元奖学金。如果符合资格要求， 该奖学金在
学位期间可每年续签（某些专业最长为五年）。

劳瑞尔奖学金
享有盛誉的劳瑞尔奖学金是一年一度的入学资助项目，为成绩优
异的学生提供进入我们活力满满的学习环境，培养创新思维和
有道德、有远见的领导者。 这个奖项在四年内提供 40,000 加
元。申请将于 每年12 月开放。需额外提交申请。 奖学金金额可
能会有变化。

奖学金和奖励的择优竞争
你每年都可以通过填写自己的在线学生档案来申请奖学金、奖
励和助学金。奖项是根据你提供的信息，包括你的兴趣、参与程
度、财务需要、学业成绩等而颁发。申请每年六月开始。需额外
提交申请。

学业奖学金
升级以后，根据上一学年劳瑞尔课程的平均绩点 (GPA)自动进
入甄选。学业奖学金授予 GPA 10.0（约 80%）及以上的学生，
每年约有 500 加元到 1500 加元。无需额外提交申请。

国际学生奖学金和奖励
一些仅针对国际学生的竞争性奖学金和奖项包括：
•  Farouk & Dawn Ahamed 国际学生奖学金
•  Walter Metzger 纪念助学金
•  学生会国际学生奖

学生资讯将于 6 月开放。

了解更多奖学金信息，请访问 wlu.ca/international/tuition。

https://www.wlu.ca/scholarships
https://www.wlu.ca/international/tu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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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申请

欢迎加入我们  
通过安大略大学申请中心（OUAC）在线应用程
序可以方便地提交申请。发出申请后，你将收到
一封确认电子邮件， 告诉你下一步作什么。我们
会随时通知你整个申请的进程。

申请截至日期

2023 年 9 月入学

• 申请截至日期：2023 年 4 月 1 日
• 材料提交截至日期：2023 年 5 月 12 日

2023 年 1 月入学
• 申请截至日期：2022 年 11 月 22 日
• 材料提交截至日期：在2022 年 12 月 1 日

转学申请者

如果你已在另一所学院或大学完成
了一年或多年的学习，则在申请劳瑞
尔时，可以在我们的转学生网页中找
到有关录取、转学分、转学和过渡到
劳瑞尔的信息。 

wlu.ca/transfer。 

学习许可

在加拿大读书，国际生需持有学习许可，
其中包含指定的劳瑞尔大学号码：O19395164307。
你可能需要签证或电子旅行授权 （eTA） 才能
前往加拿大，这些材料是你学习许可证申请的一部分。 
了解更多请访问 

canada.gc.ca。

https://www.wlu.ca/transfer
http://www.canada.gc.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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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绩单和申请支持文件

我们将告诉你我们需要哪些成绩单和支持文件用以审理你的申请。如
果你的母语不是英语，还需要提供语言成绩证明。

我们根据需要还会自行决定要求你提交其它证明文件，包括学业考试成
绩或英语测试结果。有关这些文件的说明，请访问wlu.ca/admissions/
documents。劳瑞尔保留要求通过世界教育服务中心（WES）验证官方
文件的权利。

申请步骤一览

提交申请

尽早申请，以便有充分时间处理你的申请。
在ouac.on.ca申请

查看你的电子邮件 
你将收到一份电子邮件确认你的申请，以及劳瑞
尔申请账户的登录信息。
在读的劳瑞尔学生将与你取得联系，随时解答你
的疑问。

提交支持文件

支持文件以电子方式提交 。

完成补充申请 
上传你的成绩单的非官方副本（英文）和其它支持
材料。作为补充申请材料，进入你的申请账户提交
这些文件。

提交申请人背景摘要表
在申请后两周内，通过申请账户提交。

接受录取决定

在美州东部时间2023 年 6 月 1 日中午11:59前确
认接受录取（除非录取通知书另有指定日期）。

提交您的最终成绩单 
在 2023 年 7 月 15 日之前，将你的学校或教
育机构密封和盖章的的最终正式成绩单寄送给
我们。

https://www.wlu.ca/admissions/documents
https://www.ouac.on.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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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urier

WilfridLaurierUniversity

wilfridlaurieruni

youtube.com/lauriervideo

weibo.com/chooselaurier

微信公众号

滑铁卢校区
75 University Avenue West 
Waterloo, Ontario   
Canada  N2L 3C5

布兰特福德校区

73 George Street  
Brantford, Ontario 
Canada  N3T 2Y3

弥尔顿校区

555 Industrial Drive

Milton, Ontario 

Canada  L9T 5E1

联系我们:
international@wlu.ca

+1.519.884.0710 x3385

招生办线上咨询:
wlu.ca/international/recruiters

更多信息尽在 
wlu.ca/international

免责声明：截至2022年7月，本手册信息准确无误，这之后如信息有变，恕不另行通知。
劳瑞尔大学最新信息，请访问：https://www.wlu.ca/

https://twitter.com/laurier
https://www.facebook.com/WilfridLaurierUniversity
https://www.instagram.com/wilfridlaurieruni/
https://www.youtube.com/lauriervideo
https://www.weibo.com/chooselaurier
mailto:international%40wlu.ca?subject=
https://www.wlu.ca/international/recruiters
https://www.wlu.ca/international
https://www.wlu.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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