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留学加拿大
您和我们沉浸于
真正的加拿大体验里
完成学业，
毗邻大自然，
温哥华仅顷刻路程。

枫树岭
皮特草原
国际留学项目



加里波第中学

枫树岭中学

皮特草原中学

山姆罗伯逊中学

托马斯汉尼中学

西景中学

寄宿家庭

学生生活

夏季文化体验

学前暑期试读游学课程         

目录
欢迎

留学加拿大 枫树岭及皮特草原国际留学项目



为什么选择我们加拿大 学区

高升学率

加拿大 学区毕业生升学率高，可录取进入名校深造，
例如麦吉尔大学、多伦多大学及卑诗省大学及其他重点大
学院校。

学术选择

加拿大 学区的学校提供广泛的选择和别具风格的授课
方式，包括国际文凭课程、大学先修课程、自主独立研
修、体育专长和艺术专长学院。

我们的学校

所接收留学生的中学提供广泛的普通课程、选修专业
课，体育特长班和兴趣俱乐部。 所接收留学生的小学
初中欢迎幼儿园至 年级的学生。

学生支持

加拿大42学区所有学校都提供 英语第二语言辅导支
持，中学部特设一名国际留学生联络教师负责监督留学生
的学业进展。中学留学生可以选择每月活动，包括滑雪、
曲棍球比赛和维多利亚之旅。

我们的社区
热情、好客又包容的枫树岭皮特草原社区坐落于汤普森山
脉的山脚下。

我们的寄宿家庭

加拿大 学区经验丰富的寄宿家庭欢迎国际留学生成为
家庭成员。

热烈欢迎
加拿大 学区服务的枫树岭市和皮特草原市：
这是温哥华东面 分钟车程的一个安全又重视
家庭观念的社区。

社区坐落于汤普森山脉和气势磅礴的弗雷泽河之间，人口
约十万。这里有人们热衷的各种活动场所，包括徒步远足
小径、滑雪场、超大影城、公共图书馆、文娱活动中心、
水上运动和户外运动场。

加拿大 学区欢迎小学年龄到中学年龄的国际留学生，
他们将和加拿大同龄学子们一起完全沉浸在我们的学校教
育中。沉浸式的学习在激发留学生提高他们英语语言能力
的同时，还让他们结交新的终身挚友，体验加拿大教育和
文化。

我衷心欢迎所有国家的留学生来 学区的学校就读。 学区的教职员工悉心教导留学生发挥
天分和潜力，42学区的寄宿家庭欢迎和接纳国际学子。

希尔维亚罗素（ ）
加拿大 教育局局长



应用技能
会计、经济学、市场营销、金属加工、烹饪艺术、
��影像动画、汽修技术、木工

竞技运动
排球、足球、篮球、羽毛球、越野、田径、水上运动、
冰壶、体操、摔跤

社团俱乐部
学生联合会、写作俱乐部、摄影俱乐部、飞钓俱乐部、
乒乓球俱乐部、午餐时间篮球俱乐部

特色课程
国际文凭项目（ ）

大学预科文凭项目（ ）
中学项目（ ）
国际文凭（ ）

跨学科艺术学院（额外收费）给予学生学习戏剧的机会
同时寻求戏剧、舞蹈、声乐、电影及电视等就业可能。

年级：

学术课程

卑诗省教育厅颁定课程，学优荣誉 年级、 年级和
年级课程

语言课程（外语）
法语，日语

美术选修课程
管乐团、爵士乐队、吉他、戏剧表演和制作、
电影和电视

留学加拿大 枫树岭及皮特草原国际留学项目

加里波第中学

gabrielle_morin
Cross-Out



特色课程
数码艺术学院为有志于应用计算机来创造 世纪艺术作
品的学生技能培养提供七个学习领域。学生可获颁 动
画、桌面出版、数字艺术、多媒体、计算机编程、音频
工程、电影特效和网页设计的结业证书。

年级：

学术课程

卑诗省教育厅颁定课程、大学先修（ ）课程、
法语浸入式课程、优等学术强化课程

语言课程（外语）
法语、日语、西班牙语、德语

美术选修课程
管乐团、爵士乐队、吉他、合唱团、声乐爵士、戏剧表
演与制作、摄影、雕塑与陶瓷、绘图与绘画、戏剧、
工作室艺术、视觉艺术

应用技能
金属艺术、制图、专业烹饪、纺织品、汽修技术、会计

竞技运动
羽毛球、足球、草地曲棍球、排球、篮球、橄榄球、
田径、水上运动、袋棍球、越野、冰壶、摔跤

社团俱乐部
学生联合会、辩论俱乐部、环境俱乐部、摄影俱乐部、
飞钓俱乐部、户外俱乐部、战略游戏俱乐部、山地自行
车俱乐部

枫树岭中学



应用技能
汽修技术、木工、金属加工，会计、企业创业、
市场营销、烹饪、动力机械、裁缝

竞技运动
足球、越野、排球、球曲棍球、篮球、高尔夫、田径

社团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辩论俱乐部、环境俱乐部、战略游戏俱乐
部、飞钓俱乐部、山地自行车俱乐部、户外俱乐部、
摄影俱乐部

特色课程
曲棍球学院（额外收费）是针对 至 年级学生的专门
课程，使他们能平衡自身的教育达标需求和专业球艺的
发展。曲棍球学院的学生获得体育和或高级曲棍球的
学分。学生们在冰上和冰下进行测试，以监测个人的进
展。他们会得到视频分析、体格评估、一对一讲评和球
员剖析报告。

微软 学院（ ）课程为学生提供行业领先的技术技
能，以帮助弥合业界需求和学生技能差距。学生将学习
数字化课程及获颁多级 技术资格认证，从专
业级（ ）、专家级（ ）到大师级
（ ）。

年级：

学术课程
卑诗省教育厅颁定课程，数学学优荣誉课程

语言课程（外语）
法语，西班牙语

美术选修课程
合唱团、管乐团、爵士乐队、吉他、戏剧制作与表
演、动画、绘图与绘画、数码媒体、数码动画、影
视制作、摄影、陶瓷与雕塑、纺织品

留学加拿大 枫树岭及皮特草原国际留学项目

皮特草原中学



学术课程
卑诗省教育厅颁定课程、学术强化初级荣誉课程、
教师指导下的独立研究（ ）

语言课程（外语）
法语，西班牙语

美术选修课程
摇滚、吉他、音乐技术、戏剧表演和制作、数码媒体、
编程与动画、戏剧、艺术工作室、图形艺术、摄影

应用技能
木工、制图与工程、金属加工、烹饪艺术、食堂炊事、
市场营销、数码媒体、木器

竞技运动
足球、排球、篮球、足球、草地曲棍球、袋棍球

社团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机器人俱乐部、游戏俱乐部、滑雪和滑雪
板俱乐部、社会正义俱乐部（我和集体）

特色课程
曲棍球学院（额外收费）是针对 至 年级学生的专门
课程，使他们能平衡自身的教育达标需求和专业球艺的
发展。曲棍球学院的学生获得体育和或高级曲棍球的
学分。学生们在冰上和冰下进行测试，以监测个人的进
展。他们会得到视频分析、体格评估、一对一讲评和球
员剖析报告。

微软 学院（ ）课程为学生提供行业领先的技术技
能，以帮助弥合业界需求和学生技能差距。学生将学习
数字化课程及获颁多级 技术资格认证，从专
业级（ ）、专家级（ ）到大师级
（ ）。

年级：

山姆罗伯逊中学



应用技能

建模、视频游戏设计、金属加工、专业烹饪、纺织
品、汽修技术、工业设计、会计、企业创业、管理创
新、机器人、木器、摄影、金属艺术

竞技运动
足球、排球、篮球、田径、羽毛球、曲棍球、越野

社团俱乐部
电子竞技体育俱乐部（电子游戏）、随机善意行为俱乐
部、学生联合会、学生领导力俱乐部、生态行动俱乐
部、健身俱乐部、飞钓（蚊钩钓）俱乐部、体育领队俱
乐部

特色课程
微软 学院（ ）课程为学生提供行业领先的技术技
能，以帮助弥合业界需求和学生技能差距。学生将学习
数字化课程及获颁 认证和多级 技术资格
认证，从专业级（ ）、专家级（ ）到大
师级（ ）。

年级：

学术课程

卑诗省教育厅颁定课程，学生自主自我导向学习（ ）

语言课程（外语）
法语、日语、西班牙语

美术选修课程
管乐团、合唱团、声乐爵士、戏剧表演与制作、
雕塑与陶瓷、绘图与绘画、电影研究

留学加拿大 枫树岭及皮特草原国际留学项目

托马斯汉尼中学



特色课程

足球学院（额外收费）提供 至 年级独特的足球专门课
程。课堂学习包括体格训练、营养、力量训练、运动生
理、目标设定、时间管理、领导技能、教练理念和比赛
裁判规则方面的指导。在赛场上，学生专注于个体技艺
发展和比赛规则。

微软 学院（ ）课程为学生提供行业领先的技术技
能，以帮助弥合业界需求和学生技能差距。学生将学习
数字化课程及获颁多级 技术资格认证，从专业
级（ ）、专家级（ ）到大师级
（ ）。

篮球学院（额外收费）为 至 年级的学生提供教练、
裁判、急救和体育专业训练，包括通过国家体育教练认
证课程获得认证的机会。在赛场授课中，重点是体育素
养、基本动作技能、合乎加拿大篮球长期运动员培养模
式的竞技技能以及篮球专项竞技技能。篮球教学还有课
堂理论、体力训练、调理课和明星嘉宾演讲等等加料。

年级：

学术课程
卑诗省教育厅颁定课程

语言课程（外语）
法语，西班牙语

美术选修课程
合唱团、乐队、爵士乐队、戏剧制作与表演、
绘图与绘画、陶瓷与雕塑、艺术基础、摄影

应用技能
会计、市场营销、纺织品、家政、艺术、金属和珠宝设
计、工业设计、机器人与工业设计、创意木材设计、
动力机械与技术、木工与细木工、汽修技术、时装设计
与购销、电影编辑与特效、视频游戏设计

竞技运动
足球、越野、排球、篮球、田径、橄榄球、高尔夫、
摔跤、草地曲棍球、羽毛球

社团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滑雪和滑雪板俱乐部、基督教俱乐部、
游戏俱乐部、健身俱乐部、飞钓俱乐部

西景中学



留学加拿大 枫树岭及皮特草原国际留学项目

寄宿家庭
我们 教育局的寄宿家庭管理部门和寄宿家庭是 学区留学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招待国际留学生
超过 年。国际留学生选择我们 学区的寄宿家庭计划将得到宾至如归以及安全可靠的体验。

我们 教育局的寄宿家庭管理干事仔细审核以及家访每个寄宿家庭，确保他们符合教育局严格的标准。寄宿家庭要接
受教育局经验丰富的多元文化寄宿协调员的定期培训，协调员们尽心尽力为留学生提供支持。

我们 教育局为留学生提供充满爱心和积极参与的加拿大家庭。与寄宿家庭共同生活可以让学生专注于学业，提升学
生的英语水平并适应加拿大文化。我们的寄宿家庭反映了加拿大社会的多元文化多样性，提供学生生活在多元化环境中
的宝贵经验。





学生生活
学区和学校鼓励国际留学生在学习生活中积极
参与集体活动。

加拿大 学区各中学提供社团俱乐部、团体活动和体育
运动，涵盖范围从艺术、乐队、合唱团和吉他，到足
球、篮球、机器人以及戏剧。我们所有的学校都有适合
每个人的东西。

每个学年，参加枫树岭 皮特草原国际项目的学生都可
选择参加旅游活动，如览胜维多利亚、落基山脉和惠
斯勒雪山。这些游学由受过训练的教育局工作人员监
督，确保学生有难忘和安全的体验。
投身集体活动有助于国际留学生与加拿大学生建立联
系，创造毕生难忘的可贵回忆。





留学加拿大 枫树岭及皮特草原国际留学项目

夏季文化体验

我们的暑期文化课程面向 至 岁的国际
学生，他们希望在暑假期间练习英语口语
并体验加拿大最好的文化。

课程旨在通过小组活动、加拿大文化课以
及当地活动来提高学生英语水平。学生还
可以参加妙趣横生的当地短途出行，与加
拿大寄宿家庭一起生活，体验加拿大文化
和加拿大西海岸的户外生活方式。

时间表样本

周一至周四：上午 上课 下午 出行
周五：全天出行

周六 周日：寄宿家庭相处时间



学前暑期试读游学课程

我们的学前暑期试读课程旨在帮助留学生为加
拿大的长期留学做准备，同时初步体验加拿大
最好的文化。

留学生将会了解加拿大文化的不同方面，并注重提高英语
能力：

了解加拿大的历史、文化和当地社区

培养探究性思维、公开演讲、写作、词汇和小组讨论等
技能

参加妙趣横生的当地文化短途出行

与加拿大寄宿家庭一起生活起居

时间表样本

周一至周五：上午 上课 下午 出行

周六 周日：寄宿家庭相处时间

课程通常从 月份的第二周开始。请
您提前联系我们加拿大 教育局了解
具体的开班日期。开班时间表可以调
整以便适应场地可用性和团体规模。



加拿大42教育局国际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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