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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迪森海特市位於亞伯達省的東南方,夏日乾熱;而在酷寒的冬季卻有溫暖的太
平洋暖風吹到本市,使得溫度提升暖和.根據加拿大環保局的統計,麥迪森海特
市每年平均有 2,512 小時的陽光日照時間,而卻僅有 230 公釐的雨量,這使得本
市成為加拿大日照時數最長的地方.

現代化的地區醫院,有先進教學設施的公立學院,無數的公園和遊樂場,優良的
高爾夫球場,麥迪森海特市的居民擁有住在小鎮的好處但享有在大城市中心所
擁有的一切設施和服務.

麥迪森海特市也是一個人們普遍來此購物之處.在此地購物您不需要支付省銷
售稅(亞伯達省是加拿大一個沒有徵收省銷售稅的唯一省份),故有的消費者遠
從半徑 200 公里以內的地方來此購物,本市有亞伯達省東南方最大的購物商場, 
約有 100 多家商店在此營業.

消費者同時也可以在具有歷史風味的古老市中心鬧區享受購物樂趣.此區有在
2005年10月開幕的 Esplanade 藝術和古蹟中心. 在它現代化的劇院裡提供了許多
各種音樂, 藝術表演的文化活動. 全國旅遊展亦曾經在館內藝廊裡舉辦過, 它包
括在探索與發現的展覽區裡所提供的各種不同教育性課程.

而那些喜歡戶外活動的人士也會驚訝於和喜愛當地漂亮的公園,遊樂場,健行步
道和保有自然景觀的美景.許多的公園和遊樂場沿著南沙省河而建.南沙省河, 
羅斯溪和七人溪皆貫穿本市而產生很獨特的河谷地形.愛好者可以穿上慢跑鞋,
直排輪或腳踏車漫遊在本市將近 90 公里長的步道小徑裡.

sunniest city in Canada
Medicine 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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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cine Hat      
facts & features

www.mhc.ab.ca

戶外活動的愛好者可以走路,滑直排輪或騎腳踏車到任何市區的一個遊樂場所. 
這些遊樂設施包含七座高爾夫球場,四座室內或室外游泳池,六座室內溜冰場, 
一座室內足球場,許多戶外公共足球場,棒球場和室內滑水道及滑板運動場.

對於那些想看看當地的派對活動,遊行, 嘉年華會和市集活動 的人來說, 麥迪森
海特市每年皆有舉辦無數諸如此類的慶典活動.如陽光嘉年華,爵士嘉年華,國
慶慶典和牛仔節皆是最佳觀賞時機.本地人士非常支持當地的運動活動.例如夏
季當地人支持Maverick棒球隊的一切競賽活動而冬季的冰上曲棍球則是當地人
最喜愛的休閒活動,本地的曲棍球代表隊-麥迪森海特老虎隊曾奪得五屆西部曲
棍球聯賽冠軍和兩次紀念盃賽冠軍.

最後要介紹的是麥迪森海特市的歷史古蹟和許多有趣的觀光景點. 它包含:松
柏領的省級公園 (擁有冬季滑雪場),陶瓷歷史古蹟,世界最高的印地安人帳幕骨
架等. 還有像恐龍省級公園是一個考古場所,皇家泰瑞恐龍博物館, 雕石省級公
園和 Waterton 國家公園都離此地不遠.

每日平均溫度:

 七月     28•c
 八月      27•c 
 12月    -2•c
   1月     -4•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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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ilding on dreams...
Medicine Hat College

        
麥迪森海特學院是一所公立而由專屬委員會管理的綜合社
區學院,為亞伯達省東南部和沙斯高其瓦省西南部的居民
提供高等教育服務.它成立於1965年,現已成為一所佔地約
有45公頃的現代化學院.
 
麥迪森海特學院最大的校區是在亞伯達省麥迪森海特市, 
有”沙漠中的綠洲”之稱.本市約有60,000人口,位於卡加利
東南方293公里之處.鄰近美國邊境和落磯山脈.第二個校區
位於布魯克市,它約有12,000人口,離麥迪森海特市以西約 
100公里左右.而第三個校區則設在中國河北省秦皇島, 約有
3百萬人口.

麥迪森海特學院的VeraBracken圖書館,榮獲優良設計建築
獎,乃是一所 具有現代化設備的兩層樓圖書館, 提供給學生, 
光碟檢索資料庫,網際網路,資訊和圖書參考服務,並有舒適
的閱讀環境, 視聽中心.

本校並設有一間健身運動房和足球場,網球場和學生交誼
聽 等.

休閒運動包含籃球,排球,旗幟足球,地板曲棍球,羽毛球,網
球,冰上曲棍球,健身慢跑,瑜珈等.

現有約2,782全職學生和2,973兼職學生.
女性佔65%而男性約35%

正規學系有學分的課程平均一班有18位學生
ESL 課程班級以一班最多不超過15位學生為原則

麥迪森海特學院運動隊伍目前共參加四個聯盟比賽:籃球, 
高爾夫球,足球和排球.

本校運動隊伍的吉祥物是響尾蛇.

   
歷史

位置

設施

休閒運動　     

註冊

班級大小

運動隊伍　

吉祥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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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using      
student residencehomestay

另外我們還有提供學生宿舍給國際學生,這些現代化像公寓式
的宿舍就位在校園裡.每一個宿舍單位皆有四個裝潢好舒適的
房間.

每一間房間都有一張床,書桌,衣櫃;而每個單位都有洗衣機和乾
衣機,客廳,電視,吸塵器和貯藏室.

學生只要攜帶下列用品即可:

+ 煮飯用具(鍋子盤子…等)
+ 床單枕頭
+ 任何個人所需物品

因宿舍房間有限,為了確保能申請得到,學生甚至應該在正式被
接受進入所選讀的科系就讀前,就要盡早提出宿舍申請.

和加拿大人的家庭一起生活

麥迪森海特是一個安全又和善的城市,本社區居民歡迎外國學
生與他們共同生活.這裡有許多不同家庭接待國際學生住宿,而
每個家庭都有獨特招待國際學生之處.

家庭寄宿經驗是學生練習英文和認識加拿大文化的理想方式.

我們幫忙安排家庭寄宿,學生並不需支付額外的服務費用;而家
庭寄宿的費用十分公道合理,國際學生們可以享受到安全,穩定
和費用合理的生活經驗.

國際學生每月所支付的家庭寄宿費用已包含三餐的費用在內, 
並個別依照他們的喜好來安置,如是否介意寄宿家庭有寵物與
小孩否,或是吸煙或不吸煙等來安排.

國際學生只要填寫寄宿家庭安置申請書,並註明任何特殊的需
求即可.

www.mhc.ab.ca

Couleeview Residence

Golfview Resid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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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 Education
student services

凡在此就讀的國際學生,本校國際教育部門提供下列各項的服務,而不需支付任何額外
費用:

+ 入學許可註冊服務    + 銀行開戶 
+ 學術課程和個人諮詢       + 寄宿家庭安排
+ 代辦學生保險     + 搭乘大眾運輸交通工具指導
+ 24 小時緊急協助     + 國外旅遊機會  
+ 協尋當地旅行社以安排日後旅遊行程   + 移民簽證更新協助
+ 當地 Medicine Hat Airport (YXH) 機場接機服務

application procedures
1. 填寫申請表並附上僅繳一次的申請費用加幣$45.

ESL課程申請書可於 www. mhc.ab.ca/international下載,填好後並傳真到
(403)502-8494.

若要申請有學分的正規課程可到 www. mhc.ab.ca/calendar/programs 申請書會自動
轉到註冊組.

2. 當我們收到你的申請書和費用後,我們會寄上入學許可函.

3. 當你收到入學許可函後,拿到最近的加拿大領事館去申請學生簽證;若你就讀ESL
(英語為第二語言)的時間少於6個月,則你不需要學生簽證.

4. 當你收到你的學生簽證後,你就可以訂購機票來麥迪森海特市.

5. 用傳真(403)502-8494或電子郵件(inted@mhc.ab.ca)與我們聯絡,告知我們你的班
機細節和到達麥迪森海特的時間,以便安排接機.

6. 若你不是要就讀ESL而是要修其他正式大專學院課程,則你必須提供正式的高中成
績,畢業文件或你現在所就讀大專院校的成績單,再加上託福成績單(80,213 or 550 
視哪一類的託福考試成績而定),或是IELTS分數(band score of 6.0 with no band 
less than 5.5).

所有成績單含其他學術文件皆須經過國際學術認證評鑒服務機構(IQAS)評鑒過,其網
址如下:www.learning.gov.ab.ca.iq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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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HANCED STUDY OPTIONS:
(levels 1 & 2)

凡註冊ESL的國際學生假如具有
傳統託福考試500分以上的成績,
在註冊ESL課程時,可以另外選
讀兩門本院各科系之正規課程
而不需要額外費用.

申請本院各科系之正規課程而非 ESL的國
際學生必須提出正式高中或專科大學之成
績單,而托福成績必須:

網際網路考試80分以上  或
電腦考試213分以上       或
傳統托福考試550分以上

或是

IELTS考試 具有band分數6.0以上或是沒有 
band分數5.5以上

ESL placement test Credit courses

level 1

level 5

level 4

level 3

level 2

MHC Degree 
program

MHC Diploma 
program

University 
      transfer studies

Finish Degree 
& enter workforce

Transfer to partner 
University

Finish Diploma 
& enter workforce

www.mhc.ab.ca

就從此處開始申請

Entrance Requirements      
ESL or credit cour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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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lish as a Second Language 
麥迪森海特學院提供有進步互動性的基礎課程.ESL課程在過
去數年來提供給國際學生在各方面生活皆能得心應手而相當
成功的語言培訓. 完成ESL課程的國際學生有許多繼續攻讀
大學學位或其他專科文憑.本校ESL的教職員工皆致力於提供
給學生一個親切,平衡並全力支援的學習環境.我們的課程設
計主旨在幫助學生在盡可能最短的時間內能提升進步到適應
正式的大學或學院的課程.請注意:本部門嚴格實施說英語政
策.

program highlights

+ 低廉學費
+ 沒有任何隱藏費用(教材皆包含在學費裡面)
+ 全年皆有課程進行(春,夏,秋,冬一年四季課程)
+ 彈性入學(每個星期一皆可開始入學上課,除了12月以外)
+ 每週平均25小時上課時數
+ 5 個不同程度水準的教學以配合學生的需求和能力
+ 小班制,平均一班15名學生(學生受到個別關照較多)
+ 高度專精,全職而有豐富經驗的合格教師
+ 每週的校外活動使你有機會體驗加拿大文化
+ 個人化的服務和支援
+ 入學和管理規定的協助
+ 健康醫療保險
+ 24小時緊急服務

program

enhanced study options
凡註冊ESL 的國際學生假如是在Level 2以上的程度而且具有
網際網路託福考試 61分以上 或新式電腦託福考試成績173分
以上或是傳統託福考試500分以上的成績,就可以旁聽兩門學
系課程而不須額外付費.

這些課程可以是任何本院各科系之課程.例如: 旁聽兩門商業
課程和修ESL 英語課程,比之於學生只上商業英語課程而言, 
前者將給學生有更佳瞭解商業英語內容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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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L      
Course structure

高度專業合格的教師使用不同的教學方式和媒體,使得學習更生動活潑有趣,教科書,影片,電視,報章雜誌,音樂,校外教學活動和外聘講
師等皆安排於其中,以激勵學生,讓學習更成功. ESL共有5個不同程度班級,但都包含下列的課程:

字彙 
  目標在拓展學生基本功能性的字彙能力, 以期 
  能於正式的專上院校學術環境中得心應手.

文法 
  目標在提升學生從初級的基本語言結構到複 
  雜的文法結構的使用水準.

會話 
  目標在拓展與當地以英語為母語人士的基本 
  會話能力.

閱讀　
  目標在改進學生的理解和字彙能力, 閱讀方策 
  使得他們具備良好閱讀能力,以期能於正式的 
  專上院校學術環境中,駕馭自如.

寫作  
  目標在提升學生從初級的寫作階段到能夠應 
  付正式的專上院校學術環境的研究或論文報 
  告.　　

聽力 
  目標在透過許多活動以改進學生的聽說能力,以
  期能於正式的專上院校學術環境中表現優異.

影片欣賞 
  每個星期四下午我們固定安排影片欣賞,以提供
  給學生應用在課堂上所學的機會, 在觀賞實際的
  英語影片後, 根據影片內容, 學生進行討論,以便
  能實際應用所學於現實的學術環境裡.

創意學習活動　 
  每週五下午,我們舉辦加拿大文化活動課程.每位
  國際學生透過每學期不同的活動安排, 參與諸如 
  冰上曲棍球,博物館,參觀,烤肉甚至去加拿大西
  部名聞遐邇的旅遊勝地落磯山脈等不同的活動以  
  體驗加拿大文化.

www.mhc.ab.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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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HC Programs
diplomas 

+ Addictions Counselling    + Global Tourism and Marketing 
+ Administrative Office Management   + Information Technology
+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 Management Studies
+ CADD Technical Illustration     + Massage Therapy   
+ Child and Youth Care Counselor   + Police and Security      
+ Deaf and Blind Support Services   + Power Engineering Technology
+ Early Learning and Child Care   + Social Work     
+ Environmental Science    + Therapist Assistant
+ Financial Services and Planning   

university transfer

+ UT Arts    + Journalism
+ UT Science    + Kinesiology
+ Addictions Counselling  + Law
+ Chiropractic    + Medical Laboratory Science
+ Commerce/Management  + Medicine
+ Dental Hygiene   + Nutrition
+ Dentistry    + Optometry
+ Education    + Pharmacy
+ Engineering    + Social Work
+ Fine Arts (Art and Drama)  + Veterinary Medicine 

applied degrees

+ Bachelor of Applied Arts (Visual Communications)    
+ Bachelor of Applied Health Science (Paramedic)    
+ Bachelor of Applied Science (Ecotourism & Outdoor Leadership)

• Completed at MHC 
• Programs take 3 - 4 years to complete
• All programs include work experience
   (practicums/work te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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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HC Programs      
degrees

+ UT Arts    + Journalism
+ UT Science    + Kinesiology
+ Addictions Counselling  + Law
+ Chiropractic    + Medical Laboratory Science
+ Commerce/Management  + Medicine
+ Dental Hygiene   + Nutrition
+ Dentistry    + Optometry
+ Education    + Pharmacy
+ Engineering    + Social Work
+ Fine Arts (Art and Drama)  + Veterinary Medicine 

+ Bachelor of Applied Arts (Visual Communications)    
+ Bachelor of Applied Health Science (Paramedic)    
+ Bachelor of Applied Science (Ecotourism & Outdoor Leadership)

• Completed at MHC 
• Programs take 3 - 4 years to complete
• All programs include work experience
   (practicums/work terms)

管理學學士     現在可以在麥迪森海特學院完成全部課程
      由Athabasca大學提供的的課程可以在此全部完成
      此課程專為已經擁有商業管理專科文憑的學生設計, 
      只要再約1年的時間即可完成學位.

 

教育學學士     與亞伯達大學合作-小學老師本科教育學士課程完全可
      以在麥迪森海特學院完成全部課程.

通通識學學士    由Athabasca大學提供
 應用通識學    適宜學生欲取得會計學領域專業者
 藝術和科學    適宜學生欲進一步追求自己的學位者

護理學學士     與卡加利大學合作的三年半護理學系課程,可在麥迪森海
      特學院所有完成課程, 前 2年以麥迪森海特學院學生身分學習,另外   
      1.5 年以卡加利大學學生身分學習完成,但需符合卡加利大學入學規定.

專業文學學士    由Athabasca大學提供.
 傳播學    此課程專為學生對於國際大眾傳播媒體有興趣者而設計.
 刑事偵查    此課程適宜對於刑事犯罪偵防有興趣的學生而修.
 人力服務    此課程適宜對專業人力輔導服務有興趣的學生,例如幼
      兒早期教育,幼童青少年輔導,康復輔導或其他相關領域等.

社工學學士     麥迪森海特學院與卡加利大學合作的社工學習計畫之課程, 
      報名此課程者須符合卡加利大學入學資格方可.

www.mhc.ab.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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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igh School
contact information

Medicine Hat School District No. 76
Business Department
601 - 1st Avenue SW
Medicine Hat, Alberta
Canada T1A 4Y7

phone:       403.528.6700
fax:       403.529.5339

website: www.sd76.ab.ca
email:  internationalservices@sd76.ab.ca

Medicine Hat Catholic Separate 
Regional Division No. 20
1251 - 1 Avenue SW 
Medicine Hat, Alberta 
Canada T1A 8B4

phone:       403.527.2292
fax:       403.529.0917

website: www.mhcbe.ab.ca
email:  internationaleducation@mhcbe.ab.ca

Prairie Rose School Division
918 - 2 Avenue 
P.O. Box 204 
Dunmore, Alberta 
Canada T0J 1A0

phone:       403.526.4156
fax:       403.526.4695

website: www.prrd.ab.ca
email:  internationalstudents@prrd.ab.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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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cine Hat
school district no.76

www.sd76.ab.ca

謝謝您把加拿大亞伯達省麥迪森海特列入您完成高等
教育歷程為未來的目標考量! 麥迪森海特中等學校教
育管理 局76區將盡力使你的加拿大學習經驗和生活
更難忘且充滿回憶.

麥迪森海特學校教育管理 局76區是負責監督管理當
地公立中小學校教育運作, 目前約有6,400小學生和中
學生, 在本市內共轄有16所公立學校.

我們歡迎世界各國的有志國際學生來此學習，在一
個和善的小城市中,具有安全和關懷性的學校環境裡
攻讀甚受肯定的亞伯達省高中文憑.我們也與麥迪森
海特學院一起配合,以安排一個愜意的居住場所使你
賓致如歸.

目前有許多國際學生在Medicine Hat High School 
(MHHS)麥迪森海特高中學習,本校現有從9年級到 12 
年級學生約1,300名和7名教職員.麥迪森海特高中以優
異, 創新之理念提供給具有不同目標和才能之學生良
好的課程. 

 
  麥迪森海特高中的課程…

 + 英語為第二語言(ESL)
 + 所有高中學術課程 包含高階數學
 + 職業技能學習(CTS)...有許多選修課程!
 + 藝術課程 (藝術, 樂團,合唱團,戲劇)
 + 第二外語課程(法語,日語,西班牙語)
 + 體育課程 包含戶外活動教育和運動表現
 ...另外加上許多各種不同的課外活動

我們致力於以學生為本之教育理念並有密集之ESL課
程,同時也對於正常高中課程提供個別輔導.我們鼓勵
國際學生與當地學生融在一起,以提升英語能力和幫
助建立與加拿大人之間的友誼.

我們的國際學生課程計畫提供給你上大學或學院或
任何專上技術教育所需之基礎; 可直接進入工作市場; 
或是一些休閒旅遊的機會.不論你著重在哪方面,我們
都在此地幫你達致成功!

欲知詳情,請拜訪我們的網站 www.sd76.ab.ca

Where Kids Cou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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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ional division no. 20
Medicine Hat Catholic

麥迪森海特天主教學校教育管理局現有9所中小學,共
服務Medicine Hat,Bow Island,Redcliff和Dunmore等位於
亞伯達省東南方等之社區.

在亞伯達省的學生學習表現優秀,因為省府擁有一套高
水準的課程方案,優異的學習資源,受過良好訓練的教
師和強而有力的評鑑計畫.

“天主教學校教育管理局與家長,教
會和社區配合,提供給我們的學生最
高品質的教育.我們是一個有信仰的
教育機構,我們以關懷來啟發學生敬
禱, 學習,工作和服侍  上帝並互相扶
持幫助”

我們的高中教學計畫旨在透過結合基督徒的整體價值觀於教育中, 這包含所有的學
生的智商, 社交和靈性的福祉來促進學術和職業導向的卓越性.學校的精神和強而有
力的傳統是我們學校的力量.

透過包含宗教課程在內的廣泛課程教學,學生被鼓勵開發他們自己的信仰旅程.同時
下列課程也提供給學生學習:

+ 線上學習    + 美容
+ 工作實習    + 安全而關懷的學校
+ 職業專長學徒註冊計畫  + 建築技術
+ 屢獲殊榮的運動隊   + 每日體育活動 
+ 視覺和表現藝術   + 演藝活動
+ 職業技能學習    + 職業,個人和教育諮詢 
+ 擁有現代化技術和設備的教室  + 年輕的牧師 
+ 對於特殊需求的學生有個別的課程計畫
   

欲知詳情,請拜訪我們的網站 www.mhcbe.ab.ca

Showing the face of Christ to All



麥迪森海特天主教學校教育管理局現有9所中小學,共
服務Medicine Hat,Bow Island,Redcliff和Dunmore等位於
亞伯達省東南方等之社區.

在亞伯達省的學生學習表現優秀,因為省府擁有一套高
水準的課程方案,優異的學習資源,受過良好訓練的教
師和強而有力的評鑑計畫.

“Everyone Learning Together”

school division no.8
Prairie Rose

www.prrd.ab.ca

Prairie Rose學校教育管理局是超過29,000平方公里面
積的許多獨特社區和文化匯集之家.它共管理19所學
校, 其中包含有4 所高中.

高中散佈在各區域,目前在 Dunmore,Oyen, Bow Island, 
和 Foremost 等的小鎮都可看到.每個學校均有提供
國際學生10個月的家庭住宿計畫.此計畫安排使得 
Prairie Rose學校教育管理局可以一個適合他們的方
式提供給國際學生加拿大生活經驗. 學生可以在各區
之間選擇就讀寄宿, 以體驗小鎮風光的生活, 或是可
以選在靠近麥迪森海特市以體驗城市生活.

在Prairie Rose這個區域裡, 你可很容易選擇一個適合
你文化和社交需求的學校而不會影響你廣泛的教育
學習計畫.Prairie Rose學校教育管理局已被認為是 亞
伯達省頂尖的學區之一.並在學術表現上擁有卓越的
成就且獲取諸多殊榮.於畢業後,國際學生將可以獲得
亞伯達省高中畢業文憑. 

Prairie Rose學校教育管理局提供許多教育選擇的機
會,我們殷切的提供給國際學生在深度體驗加拿大生
活經驗時,一個世界水準的教育機會.

simple.   rustic.   country.

experience rural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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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cine Hat College
299 College Drive SE
Medicine Hat, Alberta
Canada  T1A 3Y6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403.504.3615
Student Residence   403.529.3820

www.mhc.ab.ca/international

60 km | 40 minutes

0 kilometers

Saskatchewan Provincal Border

Medicine Hat

160 km | 1.5 hoursU.S. Border

Calgary 293 km | 3 hours

Banff 417 km | 4 hours

Edmonton 608 km | 6 hours

Vancouver 1268 km | 14.5 hours

1609 kilometers

Medicine Hat

Calgary

Edmonton

Banff

Vancouver

U.S. - Canada Border

Ontario
Quebec

Manitoba
Saskatchewan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lberta

British
Columbia

Yukon

Northwest
Territories Nunavut 

Newfoundland &
Labrador

Nova
Scotia

P.E.I.
New
Brunswick

user
Text Box
麥迪森海特學院(加拿大)本校位置圖(橘色點位置)本校有一年證書,2年證書,及3年學士,4年學士 (工作及移民)詠瑞留學代理, 如果您小孩想來加拿大讀中學, 也可以由詠瑞留學免費輔導02 2731 6060   info@urwinner.net 免代辦費, 申請:請由詠瑞留學免費輔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