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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VEL SCHEDULE
BROCK’S INTERNATIONAL LOCATIONS

如果您希望我们造访您所在的地区，听取我们
对布鲁克大学的详细介绍，请速与我们联系。电邮:
international@brocku.ca
我们可能的访问行程包括以下地区：

全球

加拿大安大略省圣凯瑟琳市

2013 年 4 月
学生聚焦

来自博士的问候

来自中国的 Sally

一个留学生的故事

市场开发部的责任

会计专业大四学生

A NOTE FROM THE DR.

欢迎展阅四月刊《通往布鲁克》！

我们国际市场开发部的招生人员结束了这一
年度的招生之旅，回到了尼亚加拉。四月的尼亚加拉正
接受春雨的沐浴，希望它将为我们带来五月的花攒锦
簇。
布鲁克学生们正在备战期末考试，打包行李，准备回
家享受一个美好的暑期。我们祝愿所有的学生，特别是
要回家度假的国际学生旅途愉快！
国际学生申请本科学习的截止日期是 4 月 1 日，但
是目前很多专业仍然接受新的申请。欲了解详情，以及
如何及时的递交 13 年 9 月入学的申请，请发电邮至
international@brocku.ca 咨询。
这一期，我们将为您讲述一名就读于会计系四年级
的中国学生的故事。您还将了解到跨文化研究专业的信
息。
如果您打算这个夏天到布鲁克一游，或者来领略尼
亚加拉地区的怡人风景，别忘了留意我们以及学校网站
提供的活动咨询。

大家好，我是宋林艺（英文名 Sally）。我是来自中
国河南省的一名留学生。今年，是我在布鲁克会计专业
就读的第四个年头啦。高中毕业，我就选择了留学加拿
大。为什么选择加拿大呢？更多的是因为她的多元文
化。我喜欢圣凯瑟琳，不仅是因为这里的冬天比加拿大
其他地方都温暖许多，而且开车到世界著名景观尼亚加
拉大瀑布仅需 10 分钟哦！

语言，一直是我们的一大障碍。我曾经觉得和我的当
地朋友交流时，一直想着怎样用英语表达自己的想法太累
了，索性保持沉默。但后来我发现，沉默并不但没有帮助
我的英语，还让我在交朋友的时候感到困难。我开始和朋
友，同学，教授，还有所有志愿者活动的人聊天，渐渐
地，我自信心大涨，也开始觉得自己是融入到加拿大了。
总之，不要害羞，大胆开口！

在布鲁克，学习并不是唯一。布鲁克大学有超过 70
个学生社团期待着所有人的参与。我就加入了中国学生
学者联谊会，和所有成员一起度过了一段欢乐时光。去
年，我成为这个社团的副会长，在这个职位上，我被赋
予了更多责任，也体验了完全不同的经历，这可都是在
课本上学不到的。我也参加了学校免费提供的一系列讲
习班，从中学到很多关于加拿大就业和会计就业的知
识，也学会了加拿大的简历书写格式等等。今年，我很
荣幸的成为 Beta Gamma Sigma 的会员，这个可是只属于

四月
巴哈马
加拿大：安大略省
中国
台湾
泰国
五月
百慕大
加拿大：安大略省
OAIE 会议（安大略省圣凯瑟琳市）
中国
阿曼
印度
美国：宾夕法尼亚
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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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立尼达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越南
六月
加拿大：安大略省
中国
NYSACAC 会议（美国纽约州布法罗市）
台湾
七月
加拿大：安大略省
中国
OACAC 会议（美国纽约州波基普西）

前 10%的顾德满商学院学生殊荣。

保重，别忘了回家后将我们的《通往布鲁克》也展
示给你的朋友喔！
感谢你的阅读！☺
IMD 博士

Socialize with us!

市场开发部部长
facebook.com/IMDBrock

www.brocku.ca
twitter.com/IMDBrock

1472631048.qzone.qq.com

page.renren.com/670000402

weibo.com/brock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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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文化研究

重要日期

玩转尼亚加拉

关于世界的不同文化

新生须知

尼亚加拉社区活动

跨文化研究中心开设跨学科的辅修课程，为学
生在主修其他专业的同时提供更多的课程选择，拓
展学生的专业知识。跨文化课程将告诉学生如何借
用多种学科的知识来理解不同国家与文化之间的相

你是否将于 2013 年 9 月进入布鲁克大学？你是否
已经接受了 Offer，并想知道下一步该做什么呢？来看
看下面的列表吧！如有任何问题，请电邮我们：
international@brocku.ca!

互关系。

1. 确认你的 offer。你需要支付学费预付金 1000 加元
（不予退还）。当学校收到你的 offer 确认和学费

特别聚焦于语言、文学、历史、哲学，以及艺
术等领域的研究，跨文化研究辅修课程将在国内或
跨国层次上探索跨文化交流与沟通的原则、机制与
实例。学生们将就信仰、价值观、规范、惯例的异
同，以及个体与团体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与探讨。
该专业鼓励学生（通常在大三期间）获得国外
交流学习的经验。当学生在国外的一所大学进行交
流学习时，可以选修国际视野研究这门课程
（INTC3P91）。国际学生服务与交流办公室也将协

预付金后，你将可以进入选课系统。
2. 住宿信息：登录 brocku.ca/residence 在线申请校
内宿舍。6 月 3 日是申请与支付预付金的截止日
期。校外租房信息请访问 brocku.ca/och
3. 选课与学术指导：登录
http://www.brocku.ca/registrar/guides-andtimetable 了解选课信息。新生选课将于 6 月中旬
开放，有转学分的新生选课时间稍后开放。

助学生申请众多国家的本科交流项目。
4. 缴费信息：登录
brocku.ca/finance/students/undergraduate 了解
各种学费支付方式。在你选课后，请登入学生门户
my.brocku.ca，你的需缴纳的学费金额将显示在费
用计算器上。你不会收到邮寄的学费账单。

精彩布鲁克
布鲁克校园活动

4 月 26-28 日
尼亚加拉美食暨葡萄酒博览会
尼亚加拉美食暨葡萄酒博览会是全球首屈一指的品酒盛会。
来自世界各地及邻近酒庄的美酒，以及当地顶级餐厅准备的
新鲜美食将供参与者品尝。详情请访问
http://www.niagarafoodandwineexpo.ca/sitepages/。

5 月 6 日，周一
2013 年春季学期开学

4 月 20 日 — 5 月 5 日
山谷品酒
坐落于第二十山谷的小型葡萄酒庄园将提供春季品酒，欢迎
前来领略使人耳目一新的春之味。详情请访问
www.twentyvalley.ca。

5 月 11 日，周六
尼亚加拉瀑布之旅
欢迎所有 IELP 学生参加尼亚加拉瀑布之旅！请于 5
月 9 日下午 3 点之前发电邮至
eslactivities@brocku.ca 报名（巴士将于中午 12 点
从国际中心出发，下午 5 点从瀑布返回）。

5 月 18 日 — 6 月 2 日
第 45 届尼亚加拉民间艺术节
加拿大历史最悠久的民间艺术节将于 5 月 18 日至 6 月 2 日
呈现一场世界民间文化的盛宴。详情请访问 www.folkarts.ca

5. 学习许可：如果你不是加拿大公民或移民，你需要
一个学习许可以便合法在加拿大读书。你需要尽快
申请学习许可，更多信息，访问 www.cic.gc.ca。

5 月 8 日，周三
强化英语语言课程春季学期开学
课程安排细节将于近期公布。

5 月 20 日，周一
维多利亚节，学校放假。
5 月 26 日，周日
布鲁克新生观看多伦多蓝鸟垒球赛
欢迎将于 9 月入学的布鲁克新生现场观看多伦多蓝鸟
队的垒球比赛，你将在那里与其他新生交流。如果你
对于大学的学习生活有任何疑问，布鲁克的员工将在
现场予以解答。详情请访问
https://experience.brocku.ca/events/bluejays.ez
c

重要日期以及其他信息都在你的录取通知书中，
请再认真地读一下，不要漏掉重要信息！

敬请访问我们的中文版招生官网：
brocku.ca/international-recruitment/brock-andyour-country

巴哈马学生参观布鲁克大学

请加入我们的社交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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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e.renren.com/670000402
weibo.com/brock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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