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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肯纳根山谷弗农——

留学的
上乘
之选

河谷、山脉、河流和湖泊簇拥而成的弗农市以优美的环

境而著称。由卡拉马尔加湖（Kalamalka Lake）、奥肯

纳根湖（Okanagan Lake）和天鹅湖（Swan Lake）所环

绕，弗农气候宜人，四季都有机会参与引人入胜的娱乐

活动。人口超过5万，经济强劲、多样，主要有服务业、

制造业、林业和旅游业。

弗农不仅是加拿大主要旅游目的地城市之一，也是安居

乐业的理想之地。从温哥华驱车至此仅需 4.5 小时，飞

往基洛纳国际机场（Kelowna International Airport）只

需 45 分钟。行驶在加拿大景色最为迤丽的一条高速公路

上，从基洛纳国际机场到弗农只需3 0分钟车程。寄宿家

庭将在基洛纳国际机场迎接国际学生，然后将他们带回

寄宿家庭。

弗农拥有加拿大最为宜人的气候，冬季温和，夏季温

暖、干爽。冬季短暂，气温宜人，在这里可享受到飘雪

的浪漫。

这里的世界一流娱乐设施包括：银星山庄度假村

（Silver Star Mountain Resort，距弗农 20 分钟的车

程）、普雷戴特岭高尔夫度假村（Predator  R idge 
Golf Resort，是加拿大顶尖高尔夫球场之一）以及著名

的闪奕山庄度假村（Sparkling Hill Resort）。

弗农，留学的上乘之选！！

www.vernoninternational.ca

弗农——

留学的
上乘
之选

C
hi

ne
se

 S
im

p
lifi

ed
 0

21
7



弗农学区

国际
学生项目

提供自幼儿园至 12 年级的课程

加拿大

美国

British Columbia Alberta

EDMONTON

CALGARY

VERNON

VANCOUVER
VICTORIA

SEATTLE

PORTLAND

BOISE

SALT LAKE CITY

LAS VEGAS

SAN JOSE

OSOYOOS

PENTICTON

加拿大

美国

KELOWNA

SALMON ARM 

VERNON

去往卡尔加里
和埃德蒙顿

去往温哥华

去往西雅图

苏士瓦湖
（Shuswap Lake）

奥肯纳根湖

卡哈湖（Skaha Lake）

奥索尤斯湖
（Osoyoos Lake）

Vernon School District International Student Program 

（弗农学区国际学生项目）

1401 - 15th Street, Vernon, British Columbia, Canada V1T 8S8

电话：250-549-9295 • 传真：250-549-9270

电邮：international@sd22.bc.ca

闪奕山庄度假村

普雷戴特岭度假村

银星山庄度假村

Don Weixl

Don Weixl

奥肯纳根山谷弗农——

留学的
上乘
之选

河谷、山脉、河流和湖泊簇拥而成的弗农市以优美的环

境而著称。由卡拉马尔加湖（Kalamalka Lake）、奥肯

纳根湖（Okanagan Lake）和天鹅湖（Swan Lake）所环

绕，弗农气候宜人，四季都有机会参与引人入胜的娱乐

活动。人口超过5万，经济强劲、多样，主要有服务业、

制造业、林业和旅游业。

弗农不仅是加拿大主要旅游目的地城市之一，也是安居

乐业的理想之地。从温哥华驱车至此仅需 4.5 小时，飞

往基洛纳国际机场（Kelowna International Airport）只

需 45 分钟。行驶在加拿大景色最为迤丽的一条高速公路

上，从基洛纳国际机场到弗农只需3 0分钟车程。寄宿家

庭将在基洛纳国际机场迎接国际学生，然后将他们带回

寄宿家庭。

弗农拥有加拿大最为宜人的气候，冬季温和，夏季温

暖、干爽。冬季短暂，气温宜人，在这里可享受到飘雪

的浪漫。

这里的世界一流娱乐设施包括：银星山庄度假村

（Silver Star Mountain Resort，距弗农 20 分钟的车

程）、普雷戴特岭高尔夫度假村（Predator  R idge 
Golf Resort，是加拿大顶尖高尔夫球场之一）以及著名

的闪奕山庄度假村（Sparkling Hill Resort）。

弗农，留学的上乘之选！！

www.vernoninternational.ca

弗农——

留学的
上乘
之选

C
hi

ne
se

 S
im

p
lifi

ed
 0

21
7



Don Weixl

Don Weixl

Don Weixl
小学生：12 岁及以上。根据需要提供 ESL课程。

年龄较小的学生必须有一位亲生父母的陪伴。

中学生：我们的全部五所中学都接收中学生。可以
参加短期课程，也可以修读高中课程以获得高中毕业
证。我们欢迎学生修读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或四
个月的课程、一个学期的课程、整个一学年的课程或

全部毕业课程。

预 备 升 入 高 等 院 校 的 学 生 ： 1 9  岁以
下预备升入高等院校的学生可在我们学区学习 
5 至 10 个月，以便提高英语水平，为升入高等院校做
准备。这些学生通常已经高中毕业，但希望更多了解

北美的学校体系。

暑期课程——选择多多！

喜欢明媚的阳光、温暖宜人的气候和沙滩吗？快来参
加我们弗农学区的暑期课程吧！由具有完整资质的本
省教师授课。所有课程都是周一至周五授课，并由加
拿大寄宿家庭提供三餐、零食、活动和住宿。

高质量的加拿大暑期课程：旨在通过专注于阅读和理
解、学术写作和会话的课堂教学帮助学生提高英语
技能。通常，上午进行英语教学，下午组织有趣的活
动。

英语准备课程（English Prep Program）：是一项为
期一周的强化英语课程。该课程于八月底（开学前一
周）开始，旨在为九月开学做准备。

弗农国际学生项目提供：

卓越的课业学习环境

学习：与加拿大本地学生同班上课。

体验：修读各种具有挑战性的必修和选修课

程。。

准备：凭借从加拿大最佳教育体系中获得的

全球公认的毕业文凭，为高等院校深造做准备。

受益：我们与加拿大最佳院校所缔结的伙伴

关系将使学生大受裨益。

各种活动选择多多！

有各种球队可供参加：足球、篮球、排球、橄榄
球、高尔夫球，等等。学校还提供各种艺术类课
程：乐队、合唱团、戏剧和视觉艺术。

弗农以娱乐活动丰富而著名。一年四季都有各种令
人兴奋的活动可以参加。走出家门，只需 30 分钟
的车程即可造访世界一流的滑雪胜地。这里是加拿
大最好的设施之一，可滑雪、玩滑雪板和越野滑
雪。踢足球（室内及室外）、打羽毛球、参加游泳
队、打曲棍球或者就在沙滩上闲逛。

怎样申请？
请登录我们的网站，获取申请表。在以下网站可找到有关申

请过程的所有细节：

http://www.vernoninternational.ca/apply

纸质申请可以扫描并通过电子邮件发送到： 

admissions@sd22.bc.ca

什么时候可以开始申请？
我们可以持续接收学生，具体取决于课程要求和空位情况。

学生英语水平无论是初级还是高级都可接收。

我住哪里？
学生将寄宿在一个加拿大家庭里。弗农是一个安全的中型城

市，98% 的人以英语为母语。学生可享受到丰富的文化体

验，通过与讲英语的家庭一同生活和学习，将使其英语水平

有显著提高。

学分+热情 = 兴趣学校
在我们学区的兴趣学校，学生可于在校期间拓展个人兴趣爱

好，同时获得学分。兴趣学校为学生提供拓展某项技能的机

会，或为他们的社区或需要的人做出积极贡献。在弗农，

我们有足球、曲棍球、棒球和雪上运动等兴趣学校、还有

地球之旅户外学校（Earthquest the Outdoor School）、全

球教育学校（Global Education）和无国界学校（Students 

Without Borders）。如需要全部兴趣学校的名单、课程详情

和价格，请与我们联系。

斯顿中学（W.L. Seaton Secondary School）是

双轨制学校，提供英语教学及本市唯一的浸入式法

语教学。斯顿中学的艺术和文化课程相当强大，其

中有屡获殊荣的音乐会乐队和爵士乐队；另外该校

还有合唱队、戏剧、音乐剧和视觉艺术课程。斯顿

中学是学区内最多元化的学校之一，为国际学生营

造了温暖、友善的环境。

学生人数：800 名，年级：8 至 12 年级

查尔斯布鲁姆中学（Charles Bloom Secondary 
School）坐落在隆比（Lumby）的乡村社区，隆

比是通往莫纳希山脉（Monashee Mountains）的

门户。学校位于村庄的中心，离公园、游泳池、冰

壶场、溜冰场、社区图书馆和滑板场等社区设施非

常近。我们的学校文化令我们特别自豪。学生和工

作人员都秉持相互尊重的原则，力求营造积极的学

习环境，使每个学生都能做到最好。

学生人数：325 名，年级：7 至 12 年级

弗农中学（Vernon Secondary）是弗农综合性最

强的学校之一，提供各种课程和活动，涉及全部学

科和领域。弗农中学在体育、美术和课业方面历来

颇有成就。2013 年 1 月，该校进驻新大楼，每个

教室和办公室都安装了高科技设备。

学生人数：900 名，年级：8 至 12 年级

克拉伦斯富尔顿中学（C l a r e n c e  F u l t o n 
Secondary）提供各种必修课程、有趣的选修课

程和一些双学分的大专课程。这所学校有优秀的体

育课程，是一个友善的社区学校。

学生人数：750 名，年级：8 至 12 年级

卡拉马尔卡中学（K a l a m a l k a  S e c o n d a r y 
School）为各年级学生提供优秀的必修课程、体

育和课外活动。该校对学生的课业学习有很高的要

求，这也是该校引以自豪的方面。学生可以享受各

种体育活动、参加俱乐部、修读音乐剧、木工和乐

队等有趣的选修课。

学生人数：575 名，年级：8 至 12 年级

斯顿中学

查尔斯布鲁姆中学

克拉伦斯富尔顿中学

学
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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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

    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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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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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加入  
弗农学区
我们很高兴欢迎国际学生在我们现代化、设施
完备的学校学习。

我们提供独特的课程和高质量的教学人员。令
人自豪的是，本学区是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毕业
率最高的学区之一。

成为我们中的一员吧！在美丽的奥肯纳根山谷
体验丰富的加拿大文化。体验整个加拿大。

弗农中学

克拉伦斯富尔顿中学

http://www.vernoninternational.ca/apply
mailto:admissions@sd22.bc.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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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和课外活动。该校对学生的课业学习有很高的要

求，这也是该校引以自豪的方面。学生可以享受各

种体育活动、参加俱乐部、修读音乐剧、木工和乐

队等有趣的选修课。

学生人数：575 名，年级：8 至 12 年级

斯顿中学

查尔斯布鲁姆中学

克拉伦斯富尔顿中学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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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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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加入  
弗农学区
我们很高兴欢迎国际学生在我们现代化、设施
完备的学校学习。

我们提供独特的课程和高质量的教学人员。令
人自豪的是，本学区是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毕业
率最高的学区之一。

成为我们中的一员吧！在美丽的奥肯纳根山谷
体验丰富的加拿大文化。体验整个加拿大。

弗农中学

克拉伦斯富尔顿中学

http://www.vernoninternational.ca/apply
mailto:admissions@sd22.bc.ca


Don Weixl

Don Weixl

Don Weixl
小学生：12 岁及以上。根据需要提供 ESL课程。

年龄较小的学生必须有一位亲生父母的陪伴。

中学生：我们的全部五所中学都接收中学生。可以
参加短期课程，也可以修读高中课程以获得高中毕业
证。我们欢迎学生修读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或四
个月的课程、一个学期的课程、整个一学年的课程或

全部毕业课程。

预 备 升 入 高 等 院 校 的 学 生 ： 1 9  岁以
下预备升入高等院校的学生可在我们学区学习 
5 至 10 个月，以便提高英语水平，为升入高等院校做
准备。这些学生通常已经高中毕业，但希望更多了解

北美的学校体系。

暑期课程——选择多多！

喜欢明媚的阳光、温暖宜人的气候和沙滩吗？快来参
加我们弗农学区的暑期课程吧！由具有完整资质的本
省教师授课。所有课程都是周一至周五授课，并由加
拿大寄宿家庭提供三餐、零食、活动和住宿。

高质量的加拿大暑期课程：旨在通过专注于阅读和理
解、学术写作和会话的课堂教学帮助学生提高英语
技能。通常，上午进行英语教学，下午组织有趣的活
动。

英语准备课程（English Prep Program）：是一项为
期一周的强化英语课程。该课程于八月底（开学前一
周）开始，旨在为九月开学做准备。

弗农国际学生项目提供：

卓越的课业学习环境

学习：与加拿大本地学生同班上课。

体验：修读各种具有挑战性的必修和选修课

程。。

准备：凭借从加拿大最佳教育体系中获得的

全球公认的毕业文凭，为高等院校深造做准备。

受益：我们与加拿大最佳院校所缔结的伙伴

关系将使学生大受裨益。

各种活动选择多多！

有各种球队可供参加：足球、篮球、排球、橄榄
球、高尔夫球，等等。学校还提供各种艺术类课
程：乐队、合唱团、戏剧和视觉艺术。

弗农以娱乐活动丰富而著名。一年四季都有各种令
人兴奋的活动可以参加。走出家门，只需 30 分钟
的车程即可造访世界一流的滑雪胜地。这里是加拿
大最好的设施之一，可滑雪、玩滑雪板和越野滑
雪。踢足球（室内及室外）、打羽毛球、参加游泳
队、打曲棍球或者就在沙滩上闲逛。

怎样申请？
请登录我们的网站，获取申请表。在以下网站可找到有关申

请过程的所有细节：

http://www.vernoninternational.ca/apply

纸质申请可以扫描并通过电子邮件发送到： 

admissions@sd22.bc.ca

什么时候可以开始申请？
我们可以持续接收学生，具体取决于课程要求和空位情况。

学生英语水平无论是初级还是高级都可接收。

我住哪里？
学生将寄宿在一个加拿大家庭里。弗农是一个安全的中型城

市，98% 的人以英语为母语。学生可享受到丰富的文化体

验，通过与讲英语的家庭一同生活和学习，将使其英语水平

有显著提高。

学分+热情 = 兴趣学校
在我们学区的兴趣学校，学生可于在校期间拓展个人兴趣爱

好，同时获得学分。兴趣学校为学生提供拓展某项技能的机

会，或为他们的社区或需要的人做出积极贡献。在弗农，

我们有足球、曲棍球、棒球和雪上运动等兴趣学校、还有

地球之旅户外学校（Earthquest the Outdoor School）、全

球教育学校（Global Education）和无国界学校（Students 

Without Borders）。如需要全部兴趣学校的名单、课程详情

和价格，请与我们联系。

斯顿中学（W.L. Seaton Secondary School）是

双轨制学校，提供英语教学及本市唯一的浸入式法

语教学。斯顿中学的艺术和文化课程相当强大，其

中有屡获殊荣的音乐会乐队和爵士乐队；另外该校

还有合唱队、戏剧、音乐剧和视觉艺术课程。斯顿

中学是学区内最多元化的学校之一，为国际学生营

造了温暖、友善的环境。

学生人数：800 名，年级：8 至 12 年级

查尔斯布鲁姆中学（Charles Bloom Secondary 
School）坐落在隆比（Lumby）的乡村社区，隆

比是通往莫纳希山脉（Monashee Mountains）的

门户。学校位于村庄的中心，离公园、游泳池、冰

壶场、溜冰场、社区图书馆和滑板场等社区设施非

常近。我们的学校文化令我们特别自豪。学生和工

作人员都秉持相互尊重的原则，力求营造积极的学

习环境，使每个学生都能做到最好。

学生人数：325 名，年级：7 至 12 年级

弗农中学（Vernon Secondary）是弗农综合性最

强的学校之一，提供各种课程和活动，涉及全部学

科和领域。弗农中学在体育、美术和课业方面历来

颇有成就。2013 年 1 月，该校进驻新大楼，每个

教室和办公室都安装了高科技设备。

学生人数：900 名，年级：8 至 12 年级

克拉伦斯富尔顿中学（C l a r e n c e  F u l t o n 
Secondary）提供各种必修课程、有趣的选修课

程和一些双学分的大专课程。这所学校有优秀的体

育课程，是一个友善的社区学校。

学生人数：750 名，年级：8 至 12 年级

卡拉马尔卡中学（K a l a m a l k a  S e c o n d a r y 
School）为各年级学生提供优秀的必修课程、体

育和课外活动。该校对学生的课业学习有很高的要

求，这也是该校引以自豪的方面。学生可以享受各

种体育活动、参加俱乐部、修读音乐剧、木工和乐

队等有趣的选修课。

学生人数：575 名，年级：8 至 12 年级

斯顿中学

查尔斯布鲁姆中学

克拉伦斯富尔顿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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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加入  
弗农学区
我们很高兴欢迎国际学生在我们现代化、设施
完备的学校学习。

我们提供独特的课程和高质量的教学人员。令
人自豪的是，本学区是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毕业
率最高的学区之一。

成为我们中的一员吧！在美丽的奥肯纳根山谷
体验丰富的加拿大文化。体验整个加拿大。

弗农中学

克拉伦斯富尔顿中学

http://www.vernoninternational.ca/apply
mailto:admissions@sd22.bc.ca


弗农学区

国际
学生项目

提供自幼儿园至 12 年级的课程

加拿大

美国

British Columbia Alberta

EDMONTON

CALGARY

VERNON

VANCOUVER
VICTORIA

SEATTLE

PORTLAND

BOISE

SALT LAKE CITY

LAS VEGAS

SAN JOSE

OSOYOOS

PENTICTON

加拿大

美国

KELOWNA

SALMON ARM 

VERNON

去往卡尔加里
和埃德蒙顿

去往温哥华

去往西雅图

苏士瓦湖
（Shuswap Lake）

奥肯纳根湖

卡哈湖（Skaha Lake）

奥索尤斯湖
（Osoyoos Lake）

Vernon School District International Student Program 

（弗农学区国际学生项目）

1401 - 15th Street, Vernon, British Columbia, Canada V1T 8S8

电话：250-549-9295 • 传真：250-549-9270

电邮：international@sd22.bc.ca

闪奕山庄度假村

普雷戴特岭度假村

银星山庄度假村

Don Weixl

Don Weixl

奥肯纳根山谷弗农——

留学的
上乘
之选

河谷、山脉、河流和湖泊簇拥而成的弗农市以优美的环

境而著称。由卡拉马尔加湖（Kalamalka Lake）、奥肯

纳根湖（Okanagan Lake）和天鹅湖（Swan Lake）所环

绕，弗农气候宜人，四季都有机会参与引人入胜的娱乐

活动。人口超过5万，经济强劲、多样，主要有服务业、

制造业、林业和旅游业。

弗农不仅是加拿大主要旅游目的地城市之一，也是安居

乐业的理想之地。从温哥华驱车至此仅需 4.5 小时，飞

往基洛纳国际机场（Kelowna International Airport）只

需 45 分钟。行驶在加拿大景色最为迤丽的一条高速公路

上，从基洛纳国际机场到弗农只需3 0分钟车程。寄宿家

庭将在基洛纳国际机场迎接国际学生，然后将他们带回

寄宿家庭。

弗农拥有加拿大最为宜人的气候，冬季温和，夏季温

暖、干爽。冬季短暂，气温宜人，在这里可享受到飘雪

的浪漫。

这里的世界一流娱乐设施包括：银星山庄度假村

（Silver Star Mountain Resort，距弗农 20 分钟的车

程）、普雷戴特岭高尔夫度假村（Predator  R idge 
Golf Resort，是加拿大顶尖高尔夫球场之一）以及著名

的闪奕山庄度假村（Sparkling Hill Resort）。

弗农，留学的上乘之选！！

www.vernoninternational.ca

弗农——

留学的
上乘
之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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