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動及設施

對國際學生的支援

所有新西敏學校區的學校都有各種各樣的學會﹐包括體育﹑美
術﹑電腦和社區服務。此外﹐新西敏市擁有很好的康樂設施﹐
全年都提供精彩的社區活動。最受歡迎的本地體育運動是英
式足球﹑籃球﹑冰球和棍網球。我們大力鼓勵長期課程的國
際學生參加學校和社區活動。參加學校活動是提高英語能力
和結識加拿大朋友的好方法！

新西敏學校區對國際學生的支援服務包括寄宿安排﹑迎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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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r Education Starts Here.

輔導﹑使用互聯網﹑醫療保險和學生簽證延期。設在新西敏中
學的國際教育課程辦事處的多種語言小組﹐可提供事先安排
的額外支援服務。
所有寄宿家庭都是由寄宿經理通過嚴格的程序細心挑選的﹐
這包括書面申請﹑個人面試﹑住所視察﹑以及背景審查。

You Belong Here.
新西敏學校區是加拿大卑詩省
由政府資助的公立教育區。

提供的課程﹕

提供的服務﹕

• 小學﹑初中和中學
• 英語遊學(夏季和冬季)
• 學術英語密集
• 自定小組

• 校內附設寄宿計劃
• 學業和個人輔導
• 醫療保險
• 簽證延期

在新西敏居住和學習﹐結識終
生的朋友﹐留下永久的回憶﹗

新西敏學校區
國際教育課程

新西敏學校區為國際學生提供了優
秀的教育課程和服務。我們的國際學
生學業有成﹑加深了解﹑建立友誼﹑
以及學會在全球取得成功所必備的
各種技能。

新 西 敏﹕居 住 和 學 習 的 好 地 方
新西敏是美麗的大溫哥華的一部分﹐乘坐方便的架空列車到市中心
只需25分鐘。新西敏是一個非常和睦﹑景色如畫的地方﹐具有小城
鎮的風情。作為區內歷史最悠久的城市﹐新西敏展現出活潑的社區
精神和獨特的歷史與文化。整體而言﹐位於卑詩省的新西敏是一個
國際大都會的一部分。本區享有加拿大最溫和的氣候之一﹐常常被
評為世界上最適合居住的地方之一。

新 西 敏 學 校 區﹕加 拿 大 國 際 教 育 的 領 導 者
新西敏學校區是加拿大國際教育的領導者。我們自1987年以來便接
待國際學生﹐我們是加拿大第一批開始錄取國際學生的公立學校區
之一。今天﹐我們歡迎來自世界各地的學生入讀各種長期和短期課

程。為了確保每位學生都有正面和難忘的留學體驗﹐我們提供全面的
支援服務﹐包括英語語言班﹑寄宿安排﹑輔導和翻譯。

我們有多項長期課程﹐學生可修讀一個學期﹑一年﹑或完成中學。常
規學年由9月開始﹐到6月結束。然而﹐國際學生可以在9月或2月入學。

用根據課程的長度和內容而有所不同﹐通常包括 學費﹑教材﹑教育
和文化活動﹑寄宿﹑以及結業證書。

很多新西敏學校區的畢業生都到加拿大各地﹑美國及世界各國的一
流大學繼續升學。新西敏學校區以擁有創新教育和學業優異而自豪。

就讀長期課程的學生將有深入的强化體驗。他們的口語和書面英語
進步得很快﹐並且會逐漸適應加拿大的生活方式﹑文化和教育制度。

申 請﹕長 期 課 程

學 習 課 程﹕優 質 的 加 拿 大 教 育

除了一流的教育﹐國際教育課程還為學生提供了許多機會﹐參加學校
的服務學會﹑康樂活動和運動隊伍。我們的長期課程提供均衡的學

新西敏學校區為國際學生提供了各式各樣的學術和應用語言學習選
擇。國際學生可報讀學術長期課程﹐融入加拿大的課堂﹐或參加短期

業與學校活動﹐以確保學生能有完整的教育體驗。

英語語言課程。

短期課程

長期課程﹕小學﹑初中和中學
國際教育課程為幼稚園到12年級(5至18歲)的學生提供長期學術學習。

短期課程包括英語遊學﹑學術英語密集課程﹑為國際教師舉辦的講
習班系列和自定小組課程。每種課程都將實用的語言培訓與滿足學
生興趣的適當教育活動相結合。短期課程於年中不同時間開辦。費

申請人必須遞交填妥的報名表﹑現年和前兩年的成績單正本或核實
副本(翻譯成英文)﹑一幅近照和不退還的報名費。無需TOEFL成績。
應在開課前至少3至6個月報名。一經錄取﹐學費和其他相關的費用
必須繳付。在開始上課之前﹐新生必須參加迎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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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 成 功 的基 礎

一個居住及學習的好地方

加拿大國際教育的領導者

新西敏(New Westminster)在加拿大不但是一個理
想的社區，更是卑詩省歷史最悠久的城市。該區
的居民態度親切友善，社區內到處充滿著景色優
美的公園、迷人的商店、傳統的建築及強烈的社
區精神。新西敏市特有的小鎮風情及安全舒適的
生活環境，著實爲一個適合居住及學習的好地
方。新西敏市隸屬大溫哥華區，因此交通十分方
便，只需乘坐二十五分鐘的架空列車，便可直達
溫哥華市中心。

新西敏學校區（New Westminster School District）是加拿大第一
個接受海外留學生的公立校區之一。自 1987 年來，已有許多來
自世界各國的學生及成人，參與我們的長期及短期的課程。多年
來，加拿大的公立教育制度一直是信譽卓越、享譽全球。

大溫哥華區（Greater Vancouver）是加拿大西部
的一個大城市，坐落于群山及海洋間，風光明媚、
景色宜人，更被聯合國譽爲全世界十大最適合居
住與旅遊的城市之一。大溫哥華區的氣候溫和，
暖和的夏天氣溫介於攝氏二十至二十六度間，涼
爽的冬天氣溫介於攝氏三度至十度間。除此，大
溫哥華區也是一個充滿活力及生氣的城市。寬廣
無際的空間，適合從事各類的戶外活動，如健行、
划船、或滑雪等運動都相當受到歡迎。市內琳琅
滿目的百貨公司，無不是購物的好去處。加上不
勝枚舉的多元化文化活動及數以千計來至世界各
國的美食餐廳，大溫哥華區無疑是一個適合居住
及學習的好地方。

我們提供一流的服務
新西敏中學的國際教育部門不但具備精通多國語
言的職員，隨時協助學生，更提供多項重要的服
務，包括協助尋找寄宿家庭、提供課程及個別諮
詢、購買醫療保險、延簽學生簽證、報考託福考
試、及提供新西敏市及大溫哥華區的相關資料。
寄宿家庭對很多海外留學生來說，是一個很重要
的部分。我們的寄宿家庭負責人會安排學生與親
切友善的加拿大家庭同住。經由我們仔細挑選出
的寄宿家庭，會提供學生一個安全、舒適及溫馨
的居住環境，並爲學生準備每日三餐的膳食及一
間設備齊全的臥房。所有的寄宿家庭都會經過本
校嚴格的審查及篩選，包括多次的個別面試、家
居環境的視察及推薦人的查核。

長期留學的學生可選擇以下三種課程。其中，選讀高中完成課程
（High School Completion）的學生，可以在新西敏學校區就讀直
到完成所有的中學課程、並取得卑詩省認可的高中畢業文憑爲
止。就讀此課程的海外留學生，不但融入當地加拿大學生的學科
課程，更與他們一起參與課外活動，增進彼此認識及交流的機
會。我們更提供完善的英語爲第二語言的課程（ESL Program），
加強並提高學生的英語程度。學生在完成新西敏學校區的高中課
程後，必能建立穩固的學術基礎，爲往後進入大學或學院作準
備。許多新西敏學校區的學生，在畢業後皆能順利地被加拿大、
美國或世界各國著名的大學錄取就讀。
跨國學術課程（Academic Year Abroad）與中學完成課程類似，
但跨國學術課程的學生只需在本校區就讀一學年的課程。學生在
本校區取得的正式學科學分，通常也可以轉回其原居地。
小學課程（Elementary School Program）提供給六歲至十二歲的
學生。
短期留學的學生可選擇以下幾個有趣的課程，包括英語遊學課
程、密集英語課程、個別設計的團體課程、及成人教育課程。短
期遊學的課程充分提供學生一個體驗海外生活及教育制度的寶
貴經驗。

優等的設備及戶外活動
新西敏中學（NWSS）是新西敏學校區一間主要的中學，除此，
新西敏學校區還有許多小學供年紀較小的學生就讀。新西敏中學
是卑詩省最大型、也是設備最齊全的中學，其設備包括：五間電
腦實驗室，具備國際電腦網路及多功能媒體功能、三座體育場、
一個便利的自助餐廳、一條寬大的田徑跑道、一座滑冰場、一間
能容納三千人的專業劇場、及一些專爲科學、藝術、及音樂課程
而設的特殊教室。除此，國際留學生還可使用學校提供的免費電
子郵件服務。
除了以上的硬體設備，新西敏中學更提供學生不同類型的社團活
動，包括音樂、文化及社區服務。此外，新西敏市也設有完善的
社區活動中心，提供多種娛樂活動。本校非常鼓勵國際學生多多
參與課外活動，爲他們海外求學的生活增添一個永生難忘的經
驗。

申請入學需知
申請學校所需文件
1. 填妥報名表格請確定學生及家長均簽署
報名表。
2.

學生近照一張

3.

成績表本年度及過去兩年的學校正本英
文版成績單，或由學校認證的謄本
(certified true copy)。

4.

英語教師或校長的推薦信一封（只限於在
本地轉學的國際學生）。

5.

申 請 費 抬 頭 請 寫 “New Westminster
School District”。

申請學校程式
1. 校方審核申請請把所有需要的文件寄至新西敏學校區的國際
教育部，供教育部的總主任(General Manager) 審核。
2. 入學邀請信(Letter of Offer)若申請人合乎入學資格，本校會發
出入學邀請信，說明申請人被接受就讀的課程、所需繳付的費
用及付費方法。如申請人未達本校的入學標準，本校將發出入
學拒絕信。
3. 繳付費用請按照入學邀請信上說明的費用繳付學費，做為保留
名額之用。申請人可以以銀行轉帳、匯票或公認的支票繳付學
費。
4. 正式的入學許可信取得申請人繳付的款項後，本校即會簽發正
式的入學許可信。
5. 學生簽證憑著正式的入學許可信，申請人可到最近的加拿大大
使館申請加拿大學生簽證。
6. 抵達新西敏當申請人取得學生簽證後，即可啟程前往新西敏。

長期留學課程的費用表
費用
申請費
學費
學費
寄宿家庭申請費
寄宿家庭費用(9-12 年級)*
寄宿家庭費用(6-8 年級)**
醫療保險
可自由選擇的寄宿家庭機場接載

費用期限
一次（恕不退還）
一學年
一學期
一次（恕不退還）
一個月（每月繳付一次）
一個月（每月繳付一次）
一年 / 一學期
一次（與首個月寄宿家庭費用一同繳付）

加幣
$ 150
$ 13,000
$ 6,800
$ 300
$ 850
$ 900
$ 900 / $ 450
$ 50

繳費安排需知﹕
1. 申請費可以以銀行轉帳、匯票、公認的支票、或信用卡(VISA or Mastercard)繳付。學費及其他費用可以以銀行轉帳、
匯票或公認的支票繳付。匯票或支票的抬頭請寫 “New Westminster School district”。
2. 所列費用以加幣計算。請注意，學校有權調整費用，將不另行通知。
3.

* 學生在迎新介紹項目(學期展開之前兩星期開始)期間須繳付每晚$28 的寄宿家庭費用。這項是上列以外的費用。
在一月或六月最後一日之後離開的學生也須繳付每晚$28。** 6-8 年級學生的寄宿家庭費用每晚$30。

4.
5.

參加了寄宿家庭計劃兩個學期而在接下來的學期繼續參加的學生，須繳付每學期$50 元的寄宿家庭監察費用。
學生應該知道在學年期間有其他要繳付的學校活動參加費。詳情請聯絡國際教育部。

學費退費規則
1.
2.

所有要求退費的學生一定要以書面通知國際教育部的總主任。
退回全部學費（扣除入學申請費）﹕如果加拿大移民局拒絕學生的簽證申請，學生需以書面通知本校，並連同正式的
學生簽證拒絕信、及由國際教育部門簽發的入學許可信，一起送交總主任申請退回全部學費。這些文件一定要在學生
簽證被拒絕後的六個月內，提交給總主任。
退還三分之二的學費﹕學生在開學前退學或取得移民身份。
退還二分之一的學費﹕學生在開學後三十天內退學或取得移民身份。
以下的情況不予退款﹕
i. 學生在開課三十天後退出某一修讀的科目
ii. 學生在開課三十天後取得移民身份
iii. 學生在開課三十天後退學
iv. 學生違反加拿大政府及警方條例、新西敏學校區（及）國際教育部規則，而被勒令退出本課程者。

3.
4.
5.

ٛ
New Westminster School District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Program
835 8th Street, New Westminster, BC, Canada V3M 3S9
Tel: 604-517-6285 Fax: 604-517-6170
Email: iep@NewWestSchool.com
Website: www.NewWestSchoo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