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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 溫 哥 華 學 區
國際教育項目
‘
項目亮點：
· 優質的學術、職業、技術及美術課程
· 向某些科目成績優異的學生提供國際學士
學位課程
· 學生可以在景色怡人環山對海的環境中生
活
· 設有特別課程針對在運動及音樂有特殊才

District Principal
International Programs
#303 – 1549 Marine Drive
West Vancouver, BC Canada
V7V 1H9

電話: 1-604-981-1158
傳真: 1-604-925-2033
電子郵件: intl@sd45.bc.ca

能的學生以發揮其潛質

網站: http://www.sd45.bc.ca

自選課程
· 卑詩省教育部畢業文憑課程
· 高級程度課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課程概觀

· 國際學士學位課程
· 英語為第二語言課程

西溫哥華學區（西溫學區）的教育制

· 職業文憑課程

度為全世界所推崇者，從世界各地到

· 全年提供各類短期課程

此學習的學生可以在一個美麗的城市

課程實況

內接受教育和認識加拿大的文化。

文憑
課程程度
私/公校
學年

卑詩省中學
8 至 12 年級
公校

第 8 至 12 年級的外來學生有兩個選
擇：選讀密集式英語課程或綜合性學

九月至六月

課程成立於

1982 年

術課程。密集式英語課程以“英語為

每星期授課

25 小時

第二語言”為根據，教導學生英語的
基本文法規則，然後引導他們按這些

與大專/大學入學聯系
在西溫哥華學區就讀學生繼續在世界各地接

規則應用和伸展。從這課程學到的技

受高等教育的成功率很高

能於日後個人的教育、職業和本身人

退款政策：

生目標都有莫大的裨益。所有外來學

$300 加幣的申請費無退款。不獲簽証的學

生在十年級和十一年級之間、及在十

生全數退還。在課程開始之前退學可退還費

一年級和十二年級之間的暑假期間必

用的 66%（獲得簽証之後），課程開始後
三十日內退學則可退還費用的 50%。課程

須讀為期一個月的英語課程。

進行三十日後概不退款。若學生因違背“計
劃參與協議書”而被勒令退出計劃，將不獲

一般學術課程將學生直接和加拿大本

退還學費。

土學生融合，外來學生可選擇主要科

若學生在 6 月 15 日之前退出計劃，但証實

目如數學、社會、英語、法語及科

將返回西溫哥華學區之學校繼續學業，將最

學，和有用的科目如環境研究、電

多可獲退還全年學費金額的 50%。6 月 15

腦、美術、人文學、商業、語言、體

日之後推出則將不獲退款。

育、工藝、表演藝術及家政等。這些
科目的不同組合可編成

一般學生資料

合乎教育局規定在卑詩省畢業所需。
國際學士學位及高級程度課程是西溫學
區最受本地和外來學生歡迎的選擇，高
級的課程一方面為學生爭取文憑所需學
分，一方面又可為他們日後在北美大專
學府讀書做準備。完成這些課程的學生
可以把學分撥入大學學分，使他們不需
重讀某些學科的初級班學學分，使他們
不需重讀某學科的初級班，而可以直接
進入中級班。
————————————
活動及設施
西溫學區內有三間中學，每間都是以最
新科技所建造，且保養完善。
為應付二十世紀末千邊萬化的需求，西
溫學區在所有學校設有先進的電腦科
技，每間建築物都由校內電腦網絡聯
系，亦與校外例如以國際電腦網絡聯
系。學校圖書館也實行自動化，使學生
更容易搜集資料。
西溫學區了解到要提供平衡的教育課外
活動是必需的，因此設有戶外和戶內的
各類運動，及各種社團和社交俱樂部，
以促進健康、學生間的溝通和友誼。
—————————————
課程及校址
自 1982 年起西溫哥華學區就邀請國際
學生到來和加拿大學生一同分享此地的
教育和文化，這項成立已久的計劃可提

學生年齡

13 - 18 歲

課室人數

22 –26

供安全而又安排完善的制度，使外來學

600 –1,500

生能夠全情投入加拿大文化的各方面。

全校人數
學生/教師比率

20:1

西 溫 哥 華 學 區
國際教育項目
將外來學生溶入一般班級是打破語言和社未付款學生的位可能會被在等候名單上

社區和地點

交生活障礙的最佳方法，西溫學區鼓勵學的其他學生所得到。所有外來學生必須

城市人口

生與學生間的溝通，形成一個充滿合作和有學生簽証可在學生原居地的加拿大高

溫度

攝氏 0 至 27 度

級專員公署申請，沒有學生簽証者將不

環境

城市

令人振奮的學習環境。

被接受參與計劃。

41,000

每個學生都得住在一個事先安排的寄宿家

入學條件簡介

庭裡，一方面可使學生獲得寄宿家庭的支

最低英語水平：初學者水平，隨著

持，另

所有外來學生一定要購買醫藥保險，以

動。

或疾病所引起不菲之費用，西溫學區已

一方面可以有機會參與很多從未試過的活防意外

將$700 加幣的醫藥保險包括在學費之
西溫哥華的公共交通工具可到達西溫哥華內。學生抵達加拿大之時所有文件就會

英語能力的進步溶入一般中學課程
最低學業成績：
對每一名學生作出進行單獨評估，通常
情況下，要求成績達到 75 分。

的大多數地方，巴士定時來往住宅區主要

介紹信

目的地，亦和通往大溫哥華地區的巴士銜

申請費

接。

申請截止日期：

辦妥。
————————————

西溫哥華為大溫哥華的市郊，背山面海

對外來學生的支持

區內環境優美，多數是私人住宅，俯視獅西溫學區訂立措施以協助外來學生化解
門橋和市區的大部分。外來學生可以在這搬遷至一個新地方和在不熟識的國家讀
安全寧靜的環境居住，而又可到市內其他書的困擾。其他學生、教師、寄宿家庭

和學校內的輔助職工都會尊重外來學生

地方遊樂。

的生活方式、教育和宗教。
大溫哥華有出色的食肆、職業運動項目
以及購物中心和娛樂場地。只在咫尺的群
山可供遊覽、滑雪、遠足和騎腳踏車。
生的生活可謂十分充實。
————————————

每間學校都有一位顧問來解決外來學生
的問題，顧問和輔助職工亦會幫助學生
搜集在加拿大或其他地方繼續大專課程
的資料。

入學條件
西溫學區學年由每年九月至翌年六月，

課外活動是提供外來學生投入西溫學區

二月個三月有假期。

生活的最好機會，校方鼓勵學生積極參
加任何感興趣的組織，他們在校內作出

申請入學需要學生遞上以下各項文件：

的貢獻亦可令全體學生的視野擴大。

必須
$300 加幣

3 月 31 日（九月入學），10 月 31 日
（二月入學，適用於第 7、8、9、10 年
級 ， 在 特 殊 情 況 下 也 適 用 於 11 年
級）。
費用
外來學生學費及雜費 每年$14,700 加幣
美金算學費

每年$12,900 美元

醫藥保險

已包括

書本及實驗室費

已包括

住宿（包括伙食）：
學校宿舍

不適用

私人

不適用

寄宿安排費用 $300 加元（一次性收費）
寄宿

每月$900 加幣

國際學生
入讀計劃人數

老師的介紹書、及過去三年的正式學校成

500
佔學區入學人數百分比

8%

績。學生亦要交出無退款之$300 加幣以作

每年被接受入計劃人數

70

安排寄宿之用。

原居地：印尼、新加坡、泰國、香港、

退款之$200 加幣申請費、最少一份校長或

在收到被接受參加這項計劃時，學生必須
付清全部學費，以作留位之用。

韓國、日本、婆羅乃、墨西哥、西班
牙、德國、俄羅斯、挪威、台灣、中
國、越南、伊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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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要求概括
要顺利地拿到DOGWOOD高中毕 业证书，每位学生必须完成特定的基本课程，
例如英语，数学及自然科学。学生必须完成以下学分才能毕业：
必修课程(Required Courses)：48 个学分
选修课程（Elective Courses）：28个学分
毕业预备（Graduation Transitions）： 4 个学分
毕业所要求的课程在10年级的Planning 课中有详细的介绍。
如果需要更多的帮助，学生可以约谈学校辅导员或上网Grand Planner查询更多详情。
必修课程（共计：48学分）
计划（Planning）10：4学分
语言(Language Arts) 10：4 学分
语言(Language Arts) 11：4 学分
语言(Language Arts) 12：4 学分
数学(Mathematics) 10：4学分
数学(Mathematics) 11或12 ：4学分
美术(Fine Arts)或应用科学（Applied Skills）10 或11或12 ：4 学分
社会科学(Social Studies)10 ：4 学分
社会科学(Social Studies)11 或12：4学分
自然科学 (Science)10：4 学分
自然科学 (Science)11或12：4学分
体育(Physical Education)10 ：4 学分
选修课程
学生必须完成最低28个学分的选修课程
此外，学生必须完成4 个学分的毕业预备课(Graduation Transitions)。
总之，学生需要至少80个学分才能毕业。在80个学分中，至少16个必须是12年级课程（包括语言12 ）。其他1
2 年级课程可以是必修课也可以是选修课。
敬请留意，如果学生在学习开始之前没有足够的英语能力训练，他们有可能需要三年时间才能顺利毕业及通
过12 年级英语省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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