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处求学
处处成功
欢迎参加维多利亚国际学生课程（VISP）。无论
你的目标是到国际知名高校深造，还是仅想提高英
语，是想要了解加拿大文化，还是想结交朋友开心玩
乐，VISP 都是你的绝佳选择。
维多利亚国际学生课程在安全、美丽、文化多样及包
容的环境下，提供最高质量的学习经历。
我们相信，你将在这里体验一段奇妙的经历，而你在
这里获得的知识和经验将在你未来的人生中令你独占
鳌头。

我在维多利亚国际学生课程的经历让我更加
独立，我的英语技能提高了很多。这里的老
师和所提供的课程都很好。
— Maria Fernanda Veloso Dias (巴西)

维多利亚国际学生
课程（VISP）创造
成功的机会
你在就业和专上教育方面拥有竞争
优势。
大维多利亚校区的维多利亚国际学生课程是由卑
诗省教育厅批准及认证的。它们在学术严谨方面

以灵活性满足每个人的需要，实现
卓越成就
我们校区中每所政府认证的学校都有自己独特的
风格，并提供广泛的课程选择。国际学生对加拿
大学生的低比率有利于国际学生与加拿大同学进
行有意义的互动，促进丰富的文化交流。在每个
班，国际学生与本地学生人数的配比都很完美，
教师们可以利用渐进式的学习策略，使全体学生
共同参与到有意义的合作项目和活动中，打造出
世界级的学习环境。

达到了最高标准，并提供了宝贵的生活技能，有

出色的学生支持

助于增强每个学生取得成功的机会。

我们多年的国际教育经验使我们深知国际学生的

大维多利亚校区位于维多利亚，这是一座“花园

独特需要。为了帮助我们的学生，并鼓励他们成

城市”，是加拿大卑诗省的省会。它包括五个市

功，我们提供全面的支持，其中包括：

政管辖区，是本省最大的公立校区之一。

• 每 个中学都有专门负责国际学生的工作人员：

由大学和政府认证的教师
我们的教师都是训练有素、由政府认证的专业
人士。教学人员均已完成大学级别教育方面的

副校长、顾问/辅导员、ELL老师
• 我们自己的注册寄宿家庭计划
• 每个学校都有专门负责寄宿家庭安排的统筹员

培训，在其各自学科领域拥有学士和／或硕士

• 为所有新国际学生提供迎新情况介绍

学位。

• 专 业、经验丰富的课程工作人员致力于学生的

采用平衡的方式学习

成功

中学学术课程通过体育运动、文化活动、义务工
作和其他非学术性质的活动，鼓励学生成为其学
校和社区积极、全面的成员，从而向年轻人的思
想逐渐灌输平衡和健康的人生观。
这些经验和特质越来越成为现在的学生在大学录
取和就业方面超越成绩合格的其他学生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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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学校
能够适应你的
风格和需要

在我调查过的所有学校中，我选择了维多利亚
国际学生课程（VISP），这是因为它的规模
和位置，但最终，所提供的课程是决定性的
因素。我现在就读的学校非常好，老师都很优
秀，我学到了很多，我所得到的经历不可能比
这更好了。
— Hernan Sandoval Gonzalez (墨西哥)

4

“最友好的城市”

加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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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学生可利用许多现有的课外活动机会，在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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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智力方面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因为校区内有七所

渡。除了核心学术课程，它们提供许多探索性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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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适合的环境。

生教育方面的需求和个人的兴趣。

Da

Fi
nn

er
t

y

Rd

Beach Drive
ore

Oak Bay

Fort

McNeil
15

lla

s

中学
8

Arbutus 中学

9

Cedar Hill 中学

10 Central 中学

高中

11 Colquitz 中学
12 Glanford 中学

1 Esquimalt 高中

13 Gordon Head 中学

2

14 Lansdowne 中学

3		 Mount Douglas 中学

15 Monterey 中学

4		 Oak Bay 高中

16 Rockheights 中学

5		 Reynolds 中学

17 Shoreline 中学

6		 Spectrum 社区学校
7

6

nm

4

10
Cook

大维多利亚地区的中学提供一致的、世界水平的学

Cra

Fairfield

VISP 行政办公室和教育中心

中学：支持年纪较小的学生日益增长
的需求

7

Pandora

Victoria Inner Harbour

高地（Uplands）校园

我们的中学使你离你的梦想更近一步

n Rd

Bay

Quadra

son

ts

学校出发都能在不到25分钟的时间里到

1

Cadboro Bay Rd

Hillside

Lamp

igh
he

Ro
ck

16

H en d
erso
14

Colville

配有良好的公共交通系统。从任何一个

w

Lansdowne

Gorge

Fernwood

我们所有七所中学都位于良好的社区，

e

lo

University
of
Victoria

Monterey

r

sid

s
Blan

we

glas

rn

flo

Dou

Bu

hard

cu

aig

Gordon Head

n
Borde

Cedar Hill Cross

m

q

lli

Cr

Adm

外活动。

9

Bay

A

es

Ti

Shoreline
iral
s

实验室，大型体育场地，以及众多的课

s

ral

i
dm

17

设施、配备最新技术的科研室和计算机

er

olds

Reyn

Foul

习设施，包括图书馆、美术和应用艺术

m

McKenzie

5

Foul Bay

11

3

Richmond

6

Du

Ed

Shelbourne

生课程的学生，你将享受我们优越的学

e

Quadra

e

Saanich Road

sid

mor

2

ge

hway
ay Hig
Pat B

rn

an
rb
ru

现代哲学相结合。作为维多利亚国际学

Bu

13 Ke
n

a
ed

rd

te
In

大维多利亚地区的学校将悠久的历史与

o
Glanf

12

ill

维多利亚

Torquay

卑诗省，

舒适、齐全的
设施

Lambrick Park 中学

Victoria 高中
7

我们的课程
将使你的生活
向前迈进一步

所有科目都是政府批准和设计的，为学生的继续教
育或工作所面对的挑战而作准备。
对学生的录取取决于他们是否能够证明自己有取得
成功的能力。前来报名的学生，在递交申请表格的
同时，通常要提交推荐信、成绩单和课外活动清
单，以展示他们符合高中学业的要求。

中学学术课程
我们的中学学术课程是为目标明确、主动自觉的学
生而设的。这些学生与加拿大学生完全融合在一

高地（Uplands）校园学术过渡课程
（ATP）

起，可选择报读六个月、一年或直至毕业。

这个创新的学术课程支持国际学生过渡到卑诗省公

这些学生可从这一课程中获得最大收益，他们还重

学校）和高中毕业课程，直至进入大学或学院。

视其他方面的充实，例如音乐、美术和体育。

立学校的环境（约 95％ 的加拿大学生就读于公立

学业过渡课程整个学年都招生，提供数学、跨文化

短期中学体验课程

课堂教学的重点是开发阅读、写作、听力和会话的

这项令人兴奋的课程使学生有机会短期就读一所加

由专业、经验丰富的教师带领，并由训练有素、称

拿大中学，为期 3 个月或 4 个月。我们的中学每天

为“文化助手”的本地学生协助。

提供五个小时的上课时间。每天可用一到两个小时
的时间上 ELL 课程（如果需要），而其余的上课时
间可用来与加拿大学生一起上选修课。愿意接受额

游学团全年提供，我们按客户要求专门设计的团体

这门课程是为个别学生而设的，并在学校、家庭和

精力充沛和充满活力的教学人员授课，学生将通过

社区提供许多与加拿大人交往的机会。

市中心步行游览、远足、皮划艇、参观当地的文化

维多利亚夏令营

生还将有机会在维多利亚及周边地区参加多种多样

术、商科教育和应用技能等广泛的选修科目中进行

的辅助课程和课外活动。

夏令营课程，上课时间最少为两周。每周包括至

成功完成这门课程之后，学生将获得英语、数学、

少 22 个小时以课堂为基础的 ELL 学习以及 12 小时

生学习，并使他们获得流利的英语。

级水平（10 或 11 年级）的学分，并保证可以入读

学术课程中的国际学生与加拿大学生学习同样的科

遗址、做手工等活动，提高其英语技能、探索加拿
大文化。

维多利亚夏令营专为 13–18 岁的参与者而设，他们

兴趣和职业目标。除了必修的科目，学生可从美

人文学和体育课程的学分。他们将获得他们所在年

课程欢迎 13–18 岁的学生参加。学生将由合格的、

这项为期六周的课程在每年的七月和八月提供。

研究、体育和英语语言学习等主要学科的授课。学

英语语言学习（ELL）方面的讲授和支持可协助学

ELL游学团

外挑战的人，还可选读学术课程。

国际学生可对自己的学习作出修改，以适应其个人

选择。

技能，着重强调为特定目的而设的交际英语。活动

被分配在大约有 15 个学生的班级里。新生可在这
个为期六周的课程期间，在任何一个星期一参加

的当地文化活动。每个星期六进行全天的当地文化
活动。

大维多利亚校区。

目，而且必须保持像加拿大青少年同样高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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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有加拿大

最温和 的气候！

二月份平均气温

最高
最低

9

维多利亚：

文化历史底蕴深厚，人民生活积极
活跃

加拿大太平洋的宝石

一个 36 万人口的中等城市，具有鲜明的欧洲风

维多利亚位于加拿大西海岸温哥华岛的南端，是
味。这里拥有世界上最秀丽的风景和各种娱乐活
动。作为加拿大西海岸的第二大城市，维多利亚
还拥有丰富的海洋历史和传统。

维多利亚座落于温哥华岛的南端，只需短程轮渡即
可到达西雅图和温哥华。它被评为世界上最美丽的
十座城市之一。

到访维多利亚很容易，有飞机直达其国际机场，
或从卑诗省的温哥华，或华盛顿州的西雅图，乘
一小段渡轮便可到达。

全年温和的气候，多种户外康乐活动
维多利亚以拥有加拿大最温和的气候而自豪。这里

Canada

的气温夏季很少超过 25 度，冬季很少低于冰点。
下雪对当地人来说也是新奇事。二月份往往标志着

加拿大

春天的开始，维多利亚的降雨量比周边地区低很
多，被评为加拿大阳光最充足的城市之一。
维多利亚温和的冬天让居民在一年四季都可以进
行各种各样的户外活动，例如打高尔夫球、划
船，远足，驾驶帆船和骑自行车。

专上教育、世界一流的体育、娱乐和
文化
维多利亚是一个安全的城市，在这里，政府部门、
艺术和专上教育是主要的活动。这座城市有两所著
名的大学和一所学院、一个世界级的博物馆、一座

温哥华

IMAX 影院、一个交响乐团、一个歌剧院、多个专
业剧团，以及一个主要的区域艺术画廊。
维多利亚拥有一个半职业英式足球队、冰球队、

维多利亚

棒球队和长曲棍球队，这里还是划船、橄榄球、
曲棍球、跳水、自行车和铁人三项等世界级奥林

西雅图

匹克运动员的家园。随着一座新建的 7,000 座位的
体育和娱乐场地，维多利亚吸引着大型音乐会和
其他体育／娱乐活动。
我们的城市清洁、安静、友好，是了解和体验加
拿大文化的理想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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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我对在异国他乡同一个新的家庭住在一起
有点紧张，但我的寄宿家庭非常的好！我的新家
庭不仅帮助我提高我的英语技能，他们还像对待
女儿一样对待我。我觉得能与他们在一起我真的
很幸运。

寄宿家庭的
舒适和安全

验告诉我们，这是确保我们学生安全、康乐和
成功的最好方式。寄宿家庭的支持使学生能够
专注于学业、相信其家务需求会得到满足。寄
宿家庭对加拿大多元文化的生活方式提供了非

参加 VISP 寄宿家庭计划的国际学生将感到受欢

常宝贵的、真实的洞察，也为提高英语语言技

迎、舒适和安全。VISP 寄宿家庭计划将来访的学

能提供了机会。

生安置在全力支持、稳定的家庭，而这些家庭都
是积极活跃的加拿大家庭。

— Becky, Geun Young Choi (韩国)

我们强烈鼓励参加加拿大寄宿家庭。我们的经

我们的寄宿家庭社区是我们课程非常重要的一
面。在我们的寄宿家庭中，有各种兴趣和生活方

每个寄宿家庭均经过我们课程工作人员的精心

式的体现，而这些也正是加拿大多元文化社会的

筛选，以确保他们符合我们接待来自世界各地

特色。自 1992 年此课程开办以来，很多维多利亚

学生的要求和高标准。寄宿家庭将接受培训，

家庭都接待了国际学生。

并由我们自己经验丰富的寄宿家庭统筹员提供
支持和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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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维多利亚
地区人口

是卑诗省
第二大都会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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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提供不同种类的课程和能适合每个人兴
趣的课，我觉得这样很好。而且，老师和工
作人员真的特别用心帮助和支持我们。

你所需要知道的
毕业要求
若要从卑诗省中学毕业，学生必须在 10 至 12 年级
获得足够的学分。大多数的学分必须来自以下核
心科目：语文、社会学、科学、数学、体育、两

— Lan Phuong (越南)

门侧重毕业的课程、美术和应用技能。其余的学
分必须来自选修课，学生根据其个人兴趣和专上
教育志向作出选择。选修课分为三大类：应用技
能、商科教育和美术。
在 10 年级或之前进入卑诗省学校体系的国际学生
将按照与本地学生相同的要求完成毕业课程。在
11 年级或 12 年级进入的国际学生将被要求证明其
英语能力并完成毕业课程的要求。有些科目要求
可通过“相等学分”或“挑战学分”复核得到满
足。学分资格通过VISP申请程序确定。
取得较高学业等级的学生可入读各种学科专门设
计的科目。成功完成这些科目可让学生直接进入
专上学院二年级的科目，而其他人还在攻读他们
中学科目的学分。

课外活动
在学年之中，如缴交额外费用，全日制国际学生
可参加特殊活动，例如到惠斯勒（Whistler）滑
雪，造访温哥华、西雅图和落基山脉。此外，每
所学校都有自己的一套特别活动，例如：网球、
划船、自行车、田径、高尔夫球、橄榄球、戏
剧、舞蹈、管弦乐队、合唱团、戏剧创作、媒体
研究、声乐爵士、考古和生态研究短途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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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级 的高等院校

个学位、文凭和证书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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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步骤
欲了解更多有关维多利亚国际
中学课程的资讯并在网上注
册，请浏览：

studyinvictoria.com
请关注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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