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加拿大微留学——中国青年领袖训练营简介 

为全面推进和实施大学联盟个性化，高端化，国际化战略,大力开拓学生国际化视

野,进一步了解北美社会及当地多元文化生活,亲身体验西方高等教育方式,北方国际大

学联盟自 2013 年起在加拿大设立海外办公室，并与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合作,特设立

为期两周的“微留学”体验项目。  

 

加拿大维多利亚基地介绍 

基地做坐落在有“上帝的后花园”美称的-维多利亚市。该基地创建于 2013 年，旨

在为北方国家大学联盟的师生们搭建海外交流，学历深造，夸文化学习的多元平台。

其中主营业务包括开展微留学项目，发掘加拿大优质教育资源，为学生构建海外升硕

的桥梁，整合海外校友资源，拓展对外合作，建立海内外双向输送人才渠道等。 

 

加拿大宝云岛海洋文化基地 

基地坐落于悠然自得，远离都市喧哗的宝云岛。这座宁静的岛屿占地 52平方公里/30

平方英里，被郁郁葱葱的森林覆盖，以此印证了它的宣传口号“咫尺之遥，无以伦比”。

学生将在此体验海洋体验课程，深入了解加拿大西海岸海洋文化,学习海洋知识,加强环境

保护概念,亲自掌舵,进行实际航海体验。 

 

            维多利亚基地 （图）                   宝云道海洋文化基地（图） 



加拿大皇家飞行体验基地 

   皇家飞行基地坐落在大温地区的东边，周

围有群山绿水环绕。该基地旨在为学生提供飞

行员基础培训课程，普及航空专业知识。在这

里，学生可以学习到飞行原理，并收获驾驶飞

机的体验。该体验营有多名飞行教员及严格的

审查系统，旨在给学员打下坚实的飞行基础，

确保每个学员能够做到真正安全的驾驶飞机遨

游天空。 

                                              加拿大皇家飞行体验基地（图） 

 

加拿大导师团队介绍 

加拿大导师团队核心成员均毕业于加拿大名校，在加的学习和工作经验平均超过 5

年，对加拿大的文化以及教育模式有非常深刻的了解。导师团队不仅仅参与微留学项

目的研发和运行，也会在项目期间对学生进行全程的陪同，旨在用言传身教的方式引

导学生尽快融入加拿大社会中，培养国际化视野，通过自身经历的分享，激发学生对

自我人生规划的再思考。 

 

一.  项目目标 

1. 帮助开拓国际视野：让北方国际大学联盟所属院校的学生们走出国门,将国内课堂

延伸到北美,享受北美高等教育,深入了解当地社会,增加海外游学履历  

 

2. 培养创新应用型人才：通过与教育专家、社会精英面对面交流，学习应用型人才的

培养模式，实现专业和高素质领导力的培养, 提高学生的社会适应能力, 为今后的

创业就业打下良好基础  

 

3. 开展多元文化学习模式：通过实地考察、参观学习,深度体验加拿大西海岸风 土人

情,感受加拿大人文魅力,了解不同种族文化特点  

 



4. 实现海内外学分对接：青年领袖训练营项目作为课堂学习的一部分，学生在提升综

合能力和素质的同时，其修得的学分将纳入人才培养方案规定的素质教育学分(或

通识选修课学分)  

二.  项目开展方式 

1. 海外对接学校: 维多利亚大学  

2. 海外基地: 加拿大维多利亚市 

3. 管理制度: 海外导师+国内带队老师  

4. 项目时长: 14 天 /13 夜  

5. 考核方式: 由带队老师、海外基地导师、国内所在学校三方综合评定而成。  

6. 考核项目包括: 行前培训;出勤;作业完成度; 上课态度 /纪律; 活动参与   

   度; 团队特殊贡献等  

注:考核通过后,其学分将纳入人才培养方案规定的素质教育学分(或通识选修课学分) 

 

三.项目特色  

1. 航空体验课程--学习飞行基本知识,进行实际天空飞行体验,探究飞行员这一神秘行业,并

将获得由加拿大皇家飞行学校提供的官方课程体验证书。 

 

2. 海洋体验课程--深入了解加拿大西海岸海洋文化,学习海洋知识,加强环境保护概念,亲自

掌舵,进行实际航海体验。  

 

3.“做一天的你”项目—邀请当地优秀中国留学生为志愿者,利用一天的时间来进行面对面

的交流。结交海外朋友的同时，也给同学们提供一个最真实的角度去了解北美留学生活。 

 

4. 著名学府游览-通过参观加拿大一流名校英属哥伦比亚大学（UBC）/ 维多利亚大学（UVic）

等,了解国际著名高校历史、发展及办学情况,体验世界名校不同的校园生活及氛围,帮助今

后有出国深造计划的同学明确升学方向,树立学习目标。 



 

5. 名城探索-畅游加拿大西海岸,游览著名景点和艺术园区,感受加拿大人文魅力，零距离接

触浩瀚太平洋,亲临冬运会主办场所。 

 

6. 行程规划多样性- 根据不同季节，天气，节日等因素，制定多元化行程，最大可能的展

现加拿大每个时节的独特魅力。比如春夏体验户外高尔夫，游览布查德花园；秋冬参加万

圣节特色活动，观看圣诞节灯展等 

四. 项目课程解析 

序

号 

课程名称 具体内容 课程类型 学

分 

学

时 理论课 实践课 

1 领导力课程 
由维多利亚大学提供，以领导力视角，结

合社会学，历史学，性别认知学，阐述当

代青年领袖应具备的基本素养  

√ 

 

 
 

 

 

 

 

 

6 

 

 

 

 

 

 

96 

2 实地考察课程 
由维多利亚大学组织，实地亲临维多利亚市

中心，省博物馆，百年古堡，原住民保留地，

省级自然保护公园等地进行实地考察 

 

√ 

 

3 移动课程 
该课程由各团的海外基地导师负责，每天利

用大巴车上的时间，结合自身的学习生活体

验来跟同学分享加拿大的历史/文化/留学/

移民知识等 

 

√ 

 

4 飞行课程 
该课程由北方国际大学联盟飞行体验基地-

加拿大皇家飞行学校提供，通过理论和实践

的结合，帮助学生了解基本飞行常识和操作 

√ 

 

√ 

 

5 航海课程 
该课程在北方国际大学联盟宝云岛海外文

化体验基地进行，学生可以进行基本航海操

作，了解海洋文化知识 

√ 

 

√ 

 



6. 户外探索 
该课程包括著名学府游览，名城探索等，使

学生深入体验加拿大名校历史，城市发展，

人文魅力等 

 

√ 

 

7 留学生涯体验 北方国际大学联盟邀请当地优秀中国留学

生为志愿者来与参加微留学项目的同学进

行面对面的交流；结交海外朋友的同时，也

给同学们提供一个最真实的角度去了解加

拿大留学生活 

 √ 

 

注：该项目课程解析仅为参考，请以实际学习内容为准。 

五.项目收获 

1. 获得名校结业证书：顺利完成学习项目后，维多利亚大学会为每一位同学颁发官方的结 

  业证书，并举办正式的结业典礼。名校游学体验证书将为今后的求职和深造奠定良好基 

  础，增加今后留学申请竞争力  

 

2. 结交海外优秀留学生朋友：通过与名校留学生面对面的交流与接触，聆听不同留学故 

   事，了解真实留学感受，探索今后学习生活的另一种可能性。 

 

3. 零压力提升英语水平：双语教学,课程内容均有中英专业陪同翻译。极大的减轻同学上 

   课负担，有效的帮助同学学习课堂知识，了解加国文化。 

 

4. 锻炼领导管理能力：为学生提供深入学习领导力知识的平台，以将学生培养成全面发 

   展的卓越青年领导者为目的，帮助学生在知识技能与心态信念两方面达到平衡发展。 

 

5. 树立学习目标：通过对著名学府实地考察，北美教育模式深度体验，激发学习潜力，明 

   确今后深造方向。 

 

6. 培养世界性思维模式：学习在全球范围内生活所必需的知识、技能和价值观；学 

   会尊重差异尊重多元，辩证看待西方文化，也进一步深入思考文化认同和自我应承的相 



   应社会责任，从而更好地参与到未来的社会工作中。 

六. 微留学合作院校-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介绍 

    维多利亚大学(University of Victoria，简称 UVic)创建于 1963 年，是加拿大顶尖综

合类研究大学之一，位于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省会维多利亚市。学校师资力量

雄厚，教学经验丰富。维多利亚大

学在内城和西部共有 15 个校园，附

属的有温哥华音乐学院和通讯法研

究中心。学校的商科、经济学、艺

术、工程等专业在全北美地区享有

极高的声誉。2016/2017《麦克林》

杂志加拿大大学排行榜：综合类大

学第 3 名；QS 2016/2017 年世界大

学排行榜第 325 名。 

维多利亚大学靠近海边，占地 1.6 平方公里，学校距离市中心仅 15 分钟路程。校

园内花团锦簇、草木葱郁，设计独特的圆环车道和四通八达的森林步道将各式建筑连

到一起，自然和谐、天工巧夺。维多利亚大学现有学生约 2 万人，这几年在加拿大中

型大学（这里也称为综合性大学）的评定中一直位列前三名，其中的许多课程，比如

理工科学、企管、法学、经济学及美术等等，在北美乃至全世界都有很高的享誉。 

 

 

   授课形式: 以现场授课以及实地考察为主,学 

            生互动、汇报展示为辅  

   授课教师: 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教授  

   课程内容: 以领导力视角，结合社会学，历史 

            学，性别认知学，阐述当代青年领 

            袖应具备的基本素养  

   结业考核方式:上课表现+小组结业汇报演讲  

http://www.e-canada.cn/school/48.html


七. 部分往期参团学生真实反馈 

• 真的太爱维多利亚了！喜欢这座城市的平静，和谐和慢节奏的生活方式，喜欢这里

热情的歪果仁、干净的街道喜欢它的每一处风景。白天看看路边的簇簇繁花、干净

的蓝天、精致的房屋、草丛中乱窜的小动物，晚上，有窗户外港湾的灯火阑珊伴我

入梦。--CAG-082 

 

• 最爱维多利亚随处可见的热可可，更爱下课后拿着 map 用蹩脚的英文穿梭于

downtown 之间的我们和每一片森林海洋带给我的感受，那是一种新鲜的生命力。爱

的是清晨跑在维多利亚的小道去看日出和在日落放空。---联盟 CAG083 

 

• 很感谢这次出门看世界，让我看到了很多不一样的存在，游学的确比旅游来的有意

思很多，学习性更强，有机会的话我会努力出国念书，感受这个多元的世界，很多

东西是潜移默化的，但会默默地改变影响自己未来的人生。---联盟 CAG087 

 

• 课程上完，我感觉我个人喜欢更加开放式的教育，然后最大的感触是不断在今后的

人生道路上变得更加优秀，这些课堂让我思维已经思想上有了很多不一样的感受，

去变得更好。---联盟 CAG092 

 

• 外出游览的时候，在公园玩或者在路上经过，倘若与外国人视线相撞的话，他们大

多数第一时间就会向你微笑，即使大家互不认识，但是接收到微笑就会突然开心阿！！

真的感觉到加拿大的人很善良很善良啊，不会吝啬每一个发自内心的微笑，走在街

上都会觉得很舒服。---联盟 CAG095 

 

 

 

 

 

 

 

 

 



 

加拿大联盟团行程模板 

 

 Day 1 Day 2 

（第一晚） 

Day 3 

（第二晚） 

Day 4 

（第三晚） 
上午  

北京国际机场出发 

到达温哥华国际

机场 

  

   飞行课程 

UBC 参观 

下午 史丹利公园&超

市体验 

前往维多利亚 

 Day 5  Day 6  Day 7  

 

Day 8  

上午 

维多利亚大学入学

仪式 

 

性别认知课程 

 

历史课程 

 

做一天的你：与

当地留学生互动

的一天 
下午 维多利亚市中心深

度游览 

实地考察课程：

议会大楼/皇家

博物馆 

实地考察课程：金

溪公园 

 Day 9  Day10 

 

Day 11 Day 12 

上午  

高尔夫体验 

 

西方艺术史课程 

  

 

社会学课程 

  

结业典礼 

 

下午 布查德花园游览 实地考察课程：

奎达罗百年古堡 

实地考察课程：

Tod Inlet 原住民

保留地 

 

 

返程回温哥华 

 Day 13 (六) 

 

Day 14（七） 

 

Day 15 

 

 

 
上午 航海课程 4D 电影-飞跃加

拿大+市中心游

览 

启程返回中国  

 
下午 

 

          备注：此模板为行程参考模板，具体课程及活动安排请以各团实际行程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