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加加拿拿大大中中学学留留学学申申请请方方案案
近年来，加拿大留学低龄化趋势明显，选择中学就

留学加拿大的学生越来越多，根据学生情况，本报为国
内学生提供三种申请加拿大中学的方案。

插班入读公立中学

国内在读高一学生插班入
读加拿大各省市公立教育局管
理的高中学校，公立中学一般
以当地学生为主，有良好的英
语学习环境，注重学生实际能
力和社会意识培养，管理上比
较开放，但是由于不提供校内
住宿，要求学生必须住在当地
人家里，所以虽然能够帮助中
国学生更快融入当地学习生
活，但是对第一次走出国门的
学生而言，要求有比较强的自
理和自立能力。

入读可寄宿私立中学

入读以教授高中课程、颁
发毕业文凭为主的寄宿学校，
由于采取寄宿制，封闭式管理，
一般来说，这样的学校相对于
公立学校而言，对国际学生的
照顾更专业也更全面一些，而
且也有一套针对国际学生普遍
情况、为了获得加拿大高中毕
业文凭而设的教育方案。虽然
这些学校国际学生稍微多一

些，但对于年龄小、独立生活能
力较弱的学生来说，也是一个
相当不错的选择。

申请入读贵族中学

加拿大的贵族中学多数
建于一个世纪以前，严格遵循
培养精英人才的教学传统与
理念，同学大多来自加拿大当
地的优等或上层家庭，在这
里，学生有纯正英语环境，置
身于传统西方文化氛围，更易
融入主流社会。教学质量优
越，升学率接近100%，且多数
毕业生入读了北美著名大学，
最后成为政治家、企业家、科
学家、艺术家，律师等社会精
英。贵族中学在加拿大拥有极
高的声誉和地位，但是由于费
用昂贵，要求严格，且对国际
学生人数有限定，申请通常并
不容易。

链接：

加拿大中学教育优势

加拿大中学的教育质量在
世界范围内位居前列。随着技

术移民和投资移民政策的变
化，选择去加拿大留学的学生
快速增长。加拿大公立教育局
提供的项目成熟并具有多样
性，中学留学项目、短期交换生
项目等；除此之外，还有教师培
训及中加联合办学项目。

到加拿大读高中可以让孩
子尽早适应国外的教育体制与
生活习惯，特别是语言方面，由
于年龄小，学生可以在短时间
内突破语言的障碍。更重要的
是，学生在毕业后可以和本地
学生一样，凭借高中毕业成绩，
自由选择加拿大的任何一所大

学，而不是像中国高三毕业没
有语言成绩的学生，只能选择
为数不到一半的双录取大学。

加拿大高中课程设置

加拿大高中采取学分制，
其中包括英文、数学、自然科
学、历史，、地理、体育、艺术、家
政、法语、基础电脑应用等，由
学生根据自己的爱好和未来的
发展设想进行选课。在选修课
中，有五个系列的课程，学生以
一个系列为侧重点，由低向高
选修上去。

留留加加新新政政：：““高高中中直直升升大大学学””或或无无语语言言要要求求

申请加拿大中学必须早申
请，提前一年申请很正常，否
则，当你错过了最好的申请时
机，你就要花费几倍的时间和
精力去补救之前可以很轻松完
成但却一直没有做的事。

首先，这是因为很多加拿
大学校，就是提前一年开放申
请的，以留学加拿大西温教育
局为例，2015年9月入学，2014年
7月就要求申请，这时申请是一
个排队的过程，排上队后，学生
需要根据所申请中学要求，尽
快将申请原件国际快递给学
校，这个邮寄原件的过程一般
需要在入学当年的9月底之前
完成(部分学校可以晚一些，但
一般最晚是明年3月底左右，但
越早完成，越有利于更早拿到
通知书，晚申请就未必了)。

其次，早申请有利于入读
希望去的学校。无论是公立教
育局，还是教会学校，以及贵族
学校，每年招生名额都相对有
限，多则几十个名额，少则十几
个名额，甚至整个中国地区只
有三五个名额。这时候比拼的

不只是申请者的成绩，更是申
请时机上面谁占得了先机。根
据经验，除非两个学生相差太
多，否则学校一定会优先录取
申请早且材料提交完整符合要
求的学生，因为，这是加拿大学
校一直提倡的公平性。

最后就是早申请所以早录
取，早录取所以早签证，早签证
所以早获签证。这个一路绿灯
的过程，非常有利于家长和学
生合理规划自己的留学前途。

不过，每年都会有一些家
长，每天不停询问留学顾问，

“我最晚什么时候申请？”结果
拖到最后，最着急的问题变成
了，“我怎么做才能继续申请？
我还能不能申请？”

每年都有家长，因为一些
鸡毛蒜皮的问题，一叶障目，浪
费大量时间在不应该浪费的地
方，就好像一个赶飞机的人，为
了从酒店到机场节省高速费，
结果汽车堵在辅路上，连飞机
都晚点了。然后，为了继续完成
之前的安排，又不得不万分焦
虑下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以

及金钱，以求补救之前失误带
来的损失。

显然，这不是家长的初衷，
也不是对孩子有利的安排，给
这类家长一个建议，您应该更
关注的是，现在要做什么，只要
搞明白这个问题，您忧虑的
90%的问题，在之后的过程中
一定可以轻松化解。

还有10%的问题，无论如

何忧虑，最终会遇到，而这个过
程，就是你要留给孩子的过程，
留学中经历各方面压力和困难
并最终战胜困难或失败又站起
来的过程。

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要
想顺利申请加拿大中学，提前
一年开始，利大于弊，拖到后面
不停问最晚什么时候申请，多
数要后悔的。

烟台城乡建设学校：

召开2014年秋季运动会

近日，烟台城乡建设学校秋季
运动会在黄务中学体育场隆重举
行。运动会上全校师生齐心协力，努
力拼搏，发扬城建学校扎实认真，追
求完美的优良传统，运动员们奋勇
争先，取得了一个又一个优异成绩。
运动会充分展示了烟台城乡建设学
校师生文明、有序、和谐、昂扬的良
好精神风貌，展现了师生们积极向
上，团结拼搏的团队精神。

通讯员 周希英

开发区实验小学：

开展防踩踏主题班会

近日，烟台开发区实验小学开
展了全校性的“校园安全防踩踏”主
题班会活动。此次活动以班级为单
位，老师通过防踩踏课件，结合本班
实际，针对课间活动及放学上下楼
梯安全隐患进行分析与讨论，制定
本班相应的“防踩踏”安全制度，也
教给了学生一些基本的防踩踏的技
巧，杜绝安全事故的发生。

通讯员 张琴

莱山区黄海路小学：

提升班主任素质

新学期以来，采取多种措施切
实加强班主任培训，提高班主任素
养。在健全和完善班主任岗位职责、
班主任工作考核评估激励机制的基
础上，坚持从形式、内容、制度方面
公正、客观、全面地衡量班主任工
作。组织全体班主任，结合学生实际
研讨班级管理措施。定期或不定期
地召开班主任会议，引导班主任加
强理论学习，注重实践过程，在班主
任中开展“四个一”活动，以此提高
班主任思想素质和业务能力。

通讯员 张武华

烟大附中：

开展主题教育活动

近日，烟大附中开展了“核心价
值观”主题教育活动，各年级按照不
同年龄段的特征，采取不同形式的
课堂教育形式，学习、了解和掌握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学
唱了《牢记核心价值观》歌曲，并畅
谈了对24字核心价值观的理解。本
次活动帮助师生们树立了正确的世
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通讯员 任冰冰 石彦丽

开发区八角中心小学：

重阳节送温暖

近日，烟台开发区八角中心小
学党支部借重阳节之际对部分离退
休老教师进行了走访慰问，并为全
体退休教师进行免费体检，为离退
休老教师提前送上了节日的祝福和
温暖。八角中心小学党支部始终坚
持把离退休教师的生活状况和身体
健康放在心上，每年定期进行走访、
看望，努力为他们办实事，听取他们
对于学校发展的意见和建议，让他
们感受到党支部的关怀与温暖。

通讯员 周正人

牟平区文化二中：

家长开放日效果显著

近日，文化二中开展邀请家长
参加“家长开放日”活动，家长走进
课堂，亲眼看看自己的孩子课堂上
的表现，亲耳听听孩子们如何发表
自己的见解。学生们在课堂上的表
现更突出，听讲更专注，回答问题更
积极，课堂气氛更活跃，学习更积极
主动，有力地促进了高效课堂的建
设。

通讯员 贺磊

校园播报

申申请请加加拿拿大大中中学学需需提提早早一一年年

据报道，为了提高对“小留
学生”的吸引，加拿大部分城市
的教育局近年开始与大学展开
招生合作，以“高中直升大学”
等措施吸引海外留学生。目前，
加拿大多伦多教育局正与多伦
多大学，就升学语言测试项目
进行协商。如果双方达成协议，
今后凡在多伦多教育局属下的
高中就读完两年课程的留学
生，申请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
时候，无需参加外国学生英语
能力测试。此前，大部分加拿大
大学都要求留学生在当地高中
读满4年，在申请大学的时候，
才能豁免英语能力测试。

安大略省京士顿地区里米
斯通教育局也与皇后大学展开
了一项名为“里米斯通直通皇
后”的合作计划，自明年秋起，在
该教育局的下属中学就读的学
生，在12年级开学后，可获得皇
后大学艺术及科学院的“有条件
录取”。渥太华-卡尔顿教育局亦
与卡尔顿大学、渥太华大学及阿
冈昆学院分享其招收国际学生
的信息及市场推广数据，并向符
合资格的海外学生提供卡尔顿
大学“有条件录取”的承诺。

留学专家预测，未来将可
能出现更多的公立教育局与英
属哥伦比亚大学、西蒙菲沙大

学等知名大学合作，学生可以
以日后想升读的大学为导向，
来选择中学。

另外，值得国内学生留意的
是，随着教育局与大学合作增
多，加拿大本地读高中的留学生
更容易读当地大学，而从非加拿
大本地高中直接升读多伦多大
学等加拿大知名大学的国际学
生人数可能会相应减少，其申请
竞争会更加激烈。预计竞争渐趋
激烈的局面，将会在2015年、2016

年的本科申请中逐渐体现。
有意申请加拿大2015年、

2016年名校本科的学生，要留
意申请时间表，及早申请。例如

想申请2015年9月入学的名校
本科学生，要留意其网络申请
于今年9月开放，学生越早申
请，获得加拿大前10名校录取
的几率越高。

特别是A-Level、AP、国际
预科等国际高中课程在读高三
生，现在着手准备可争取提前
批录取，最快今年12月就能拿
到明年9月开学的名校本科直
接录取名额。而今年正准备高
二升高三的学生，趁网申开始
前，与名校面对面交流，更能了
解2015年申请变化，精准规划留
学申请方案，快速取得加拿大
名校录取，轻松迎战国内高考。

留学资讯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校园风光

加拿大斯特罗恩中学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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