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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雷戴特嶺度假村

(Predator Ridge Resort)

銀星山度假村 

(Silver Star Mountain Res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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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肯那根谷維農 —

留學的

好地方！

維農市座落於山谷、山脈、河流和湖泊之間，以環

境優美見稱。鄰接卡拉馬爾卡湖 (Kalamalka Lake)、
奧肯那根湖 (Okanagan Lake) 和天鵝湖 (Swan Lake)， 
維農氣候宜人，四季都可參與引人入勝的康樂活

動。人口超過 5 萬，經濟健全而多元化，以服務
業、製造業、林木業和旅遊業為主。　

維農不僅是加拿大首屈一指的旅遊目的地，也是安

居樂業的理想之地。從溫哥華市驅車至此僅需 4.5
小時，飛來基隆那國際機場 (Kelowna International 
Airport) 只需 45 分鐘。從基隆那國際機場經由加拿
大風景最優美的一條高速公路，行車 30分 鐘就可到
達維農。寄宿家庭會在基隆那國際機場迎接國際學

生，然後將他們帶回寄宿的地方。

維農擁有加拿大其中一處最為宜人的氣候，冬季溫

和，夏季炎熱、乾爽。在短暫的冬季裏，氣溫宜

人，學生可享受飄雪之樂。

這裏的世界級康樂設施包括：銀星山度假村 (離市區
20 分鐘車程)、普雷戴特嶺高爾夫球度假村(加拿大頂
尖高爾夫球場之一) 以及著名的閃奕山莊度假酒店。

維農 — 留學的
好地方！！

www.vernoninternational.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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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學生：12 歲及以上。如有需要，可提供英語作
為二語言 (ESL) 課程。年齡較小的學生必須有一位親生
父母陪伴。

中學生：我們的五間中學全部都收生。可參加短期
課程，也可修讀獲發中學畢業文憑的課程。我們歡迎

學生修讀一個月、兩個月、三個月或四個月的課程、

一個學期的課程、整個學年的課程或整個畢業課程。

預備入讀大學的學生：19 歲以下可修讀 5 至
10 個月，以提高英語水平，為入讀高等院校做準備。
這些學生通常已經中學畢業，並且希望更多了解北美

的學制。

暑期課程 — 選擇多多！
喜歡明媚的陽光、溫暖宜人的氣候和沙灘嗎？快來參

加我們維農學校區的暑期課程，這些課程由完全符合

資格的本省教師執教。所有課程都是周一至周五上

課，並包括三餐、小吃、活動以及與加拿大寄宿家庭

一起的住宿。

卓越加拿大暑期課程 (Great Canadian Summer 
Program)：旨在通過著重於閱讀和理解、學術寫作
以及會話的課堂教學，幫助學生提高英語技能。通常

上午是英語課，下午進行有趣味的活動。

英語準備課程 (English Prep Program)：是一項為
期一周的密集式英語課程。該課程於八月底 (開學前一
周) 開始，旨在為九月開學做準備。

維農國際學生課程提供：

出類拔萃的學科

學習：與加拿大本地學生並肩上課。

體驗：各種各樣具挑戰性的學術和選修科目。

準備：從加拿大其中一個最優秀的教育體系

中取得全球承認的畢業文憑，為入讀高等院校做

準備。

受益：我們與加拿大最佳院校所締結的伙伴

關係將使學生大受裨益。

各種活動選擇多多...

有許多球隊可供參加：足球、籃球、排球、欖球及

高爾夫球等等。學校還提供各種藝術科目：樂隊、

合唱團、戲劇及視覺藝術。

維農以康樂活動豐富而知名。一年四季都有各種令

人雀躍的活動可以參加。走出家門，只需 30 分鐘
的車程即可造訪世界級的滑雪勝地。這裏是加拿大

最好的設施之一，可滑雪、玩滑雪板和越野滑雪。

也可以踢足球 (室內及室外)、打羽毛球、參加游泳
隊、打冰球或者就在沙灘上閒逛。

怎樣報名？
請登入我們的網站，取得報名表。在以下網站可找到報名手

續的所有細節：

http://www.vernoninternational.ca/apply

可以掃描並電郵紙本報名表至： 

admissions@sd22.bc.ca

什麼時候可以開始報名？
我們任何時候都收生，視乎課程要求和名額而定。學生英語

水平無論是初級還是高級都可獲取錄。

我住哪裏？
學生將與加拿大家庭同住。維農是一個安全的中型城

市，98% 的人以英語為母語。學生可享受到豐富的文化體

驗，及通過與講英語的家庭一同生活和學習，使其英語水平

有顯著提高。

學分 + 愛好 = 專門學院
在本校區的專門學院，學生可於上課日期間繼續全情投入個

人的愛好或興趣，同時獲得學分。專門學院為學生提供機

會，去拓展某項技能，或者為他們的社區或有需要的人作出

積極貢獻。在維農，我們設有足球、冰球、棒球、地球之旅

戶外學校 (Earthquest the Outdoor School)、雪上運動、全

球教育 (Global Education) 及無國界學生 (Students Without 

Borders) 等專門學院。如需要專門學院的完整名單、課程詳

情及價格資料，請聯絡我們。

斯頓中學 (W.L. Seaton Secondary School) 是雙
軌制學校，提供英語課程並開設本市唯一的中學沉

浸式法語課程。斯頓中學的藝術和文化課程相當完

善，其中有屢獲殊榮的管樂團和爵士樂隊；另外該

校還有合唱團、戲劇、音樂劇和視覺藝術等課程。

斯頓中學是本校區內最多元化的學校之一，為國際

學生營造了溫暖友善的環境。

學生人數：800 名，班級：8 至 12 年級

查爾斯布魯姆中學 (Charles Bloom Secondary 
School) 位於隆比 (Lumby) 這個鄉郊社區。隆比是
通往莫納希山脈 (Monashee Mountains) 的門戶。
該校地處村莊的中心，離公園、游泳池、冰壺場、

溜冰場、區域圖書館和滑板公園等社區設施非常

近。我們的學校文化令我們特別自豪。學生和工作

人員都秉持相互尊重的原則，力求營造積極的學習

環境，讓每個學生都能做到最好。

學生人數：325 名，班級：7 至 12 年級

維農中學 (Vernon Secondary) 是維農最全面的學
校之一，提供各種科目和活動，涉及所有課程和領

域。維農中學在體育、美術和學科等方面歷來都有

驕人的成績。2013 年 1 月，該校進駐美輪美奐的
新大樓，每個教室和辦公室都安裝了高科技設備。

學生人數：900 名，班級：8 至12 年級

克拉倫斯富爾頓中學  ( C l a r e n c e  F u l t o n 
Secondary) 提供各種學術科目、有趣的選修科目
和一些雙學分的大專課程。該校設有優秀的體育課

程，是一間友善的社區學校。

學生人數：750 名，班級：8 至 12 年級

卡拉馬爾卡中學 ( K a l a m a l k a  S e c o n d a r y 
School) 為各年級學生提供完善的學術、體育和課
外活動課程。該校對學生的學業有很高的期望，這

是該校引以自豪的一點。學生可參加各種體育活

動、學會、藝術活動及修讀音樂劇、木工和樂隊等

有趣的選修科目。

學生人數：575 名，班級：8 至 12 年級

斯頓中學

查爾斯布魯姆中學

克拉倫斯富爾頓中學

學
習

    體
驗

    準
備

    受
益

歡迎來到 
維農學校區
我們很高興歡迎國際學生在我們現代化、設施
完備的學校學習。

我們提供獨特的課程和優質的學科。本校區是
卑詩省畢業率最高的學校區之一，我們對此感
到自豪。

來成為我們的一員吧！在美麗的奧肯那根谷體
驗一下豐富的加拿大文化。體驗一下加拿大可
讓人感受到的一切。

維農中學

卡拉馬爾卡中學

http://www.vernoninternational.ca/apply
mailto:admissions@sd22.bc.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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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校地處村莊的中心，離公園、游泳池、冰壺場、

溜冰場、區域圖書館和滑板公園等社區設施非常

近。我們的學校文化令我們特別自豪。學生和工作

人員都秉持相互尊重的原則，力求營造積極的學習

環境，讓每個學生都能做到最好。

學生人數：325 名，班級：7 至 12 年級

維農中學 (Vernon Secondary) 是維農最全面的學
校之一，提供各種科目和活動，涉及所有課程和領

域。維農中學在體育、美術和學科等方面歷來都有

驕人的成績。2013 年 1 月，該校進駐美輪美奐的
新大樓，每個教室和辦公室都安裝了高科技設備。

學生人數：900 名，班級：8 至12 年級

克拉倫斯富爾頓中學  ( C l a r e n c e  F u l t o n 
Secondary) 提供各種學術科目、有趣的選修科目
和一些雙學分的大專課程。該校設有優秀的體育課

程，是一間友善的社區學校。

學生人數：750 名，班級：8 至 12 年級

卡拉馬爾卡中學 ( K a l a m a l k a  S e c o n d a r y 
School) 為各年級學生提供完善的學術、體育和課
外活動課程。該校對學生的學業有很高的期望，這

是該校引以自豪的一點。學生可參加各種體育活

動、學會、藝術活動及修讀音樂劇、木工和樂隊等

有趣的選修科目。

學生人數：575 名，班級：8 至 12 年級

斯頓中學

查爾斯布魯姆中學

克拉倫斯富爾頓中學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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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

    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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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來到 
維農學校區
我們很高興歡迎國際學生在我們現代化、設施
完備的學校學習。

我們提供獨特的課程和優質的學科。本校區是
卑詩省畢業率最高的學校區之一，我們對此感
到自豪。

來成為我們的一員吧！在美麗的奧肯那根谷體
驗一下豐富的加拿大文化。體驗一下加拿大可
讓人感受到的一切。

維農中學

卡拉馬爾卡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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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n Weixl

Don Weixl

Don Weixl
小學生：12 歲及以上。如有需要，可提供英語作
為二語言 (ESL) 課程。年齡較小的學生必須有一位親生
父母陪伴。

中學生：我們的五間中學全部都收生。可參加短期
課程，也可修讀獲發中學畢業文憑的課程。我們歡迎

學生修讀一個月、兩個月、三個月或四個月的課程、

一個學期的課程、整個學年的課程或整個畢業課程。

預備入讀大學的學生：19 歲以下可修讀 5 至
10 個月，以提高英語水平，為入讀高等院校做準備。
這些學生通常已經中學畢業，並且希望更多了解北美

的學制。

暑期課程 — 選擇多多！
喜歡明媚的陽光、溫暖宜人的氣候和沙灘嗎？快來參

加我們維農學校區的暑期課程，這些課程由完全符合

資格的本省教師執教。所有課程都是周一至周五上

課，並包括三餐、小吃、活動以及與加拿大寄宿家庭

一起的住宿。

卓越加拿大暑期課程 (Great Canadian Summer 
Program)：旨在通過著重於閱讀和理解、學術寫作
以及會話的課堂教學，幫助學生提高英語技能。通常

上午是英語課，下午進行有趣味的活動。

英語準備課程 (English Prep Program)：是一項為
期一周的密集式英語課程。該課程於八月底 (開學前一
周) 開始，旨在為九月開學做準備。

維農國際學生課程提供：

出類拔萃的學科

學習：與加拿大本地學生並肩上課。

體驗：各種各樣具挑戰性的學術和選修科目。

準備：從加拿大其中一個最優秀的教育體系

中取得全球承認的畢業文憑，為入讀高等院校做

準備。

受益：我們與加拿大最佳院校所締結的伙伴

關係將使學生大受裨益。

各種活動選擇多多...

有許多球隊可供參加：足球、籃球、排球、欖球及

高爾夫球等等。學校還提供各種藝術科目：樂隊、

合唱團、戲劇及視覺藝術。

維農以康樂活動豐富而知名。一年四季都有各種令

人雀躍的活動可以參加。走出家門，只需 30 分鐘
的車程即可造訪世界級的滑雪勝地。這裏是加拿大

最好的設施之一，可滑雪、玩滑雪板和越野滑雪。

也可以踢足球 (室內及室外)、打羽毛球、參加游泳
隊、打冰球或者就在沙灘上閒逛。

怎樣報名？
請登入我們的網站，取得報名表。在以下網站可找到報名手

續的所有細節：

http://www.vernoninternational.ca/apply

可以掃描並電郵紙本報名表至： 

admissions@sd22.bc.ca

什麼時候可以開始報名？
我們任何時候都收生，視乎課程要求和名額而定。學生英語

水平無論是初級還是高級都可獲取錄。

我住哪裏？
學生將與加拿大家庭同住。維農是一個安全的中型城

市，98% 的人以英語為母語。學生可享受到豐富的文化體

驗，及通過與講英語的家庭一同生活和學習，使其英語水平

有顯著提高。

學分 + 愛好 = 專門學院
在本校區的專門學院，學生可於上課日期間繼續全情投入個

人的愛好或興趣，同時獲得學分。專門學院為學生提供機

會，去拓展某項技能，或者為他們的社區或有需要的人作出

積極貢獻。在維農，我們設有足球、冰球、棒球、地球之旅

戶外學校 (Earthquest the Outdoor School)、雪上運動、全

球教育 (Global Education) 及無國界學生 (Students Without 

Borders) 等專門學院。如需要專門學院的完整名單、課程詳

情及價格資料，請聯絡我們。

斯頓中學 (W.L. Seaton Secondary School) 是雙
軌制學校，提供英語課程並開設本市唯一的中學沉

浸式法語課程。斯頓中學的藝術和文化課程相當完

善，其中有屢獲殊榮的管樂團和爵士樂隊；另外該

校還有合唱團、戲劇、音樂劇和視覺藝術等課程。

斯頓中學是本校區內最多元化的學校之一，為國際

學生營造了溫暖友善的環境。

學生人數：800 名，班級：8 至 12 年級

查爾斯布魯姆中學 (Charles Bloom Secondary 
School) 位於隆比 (Lumby) 這個鄉郊社區。隆比是
通往莫納希山脈 (Monashee Mountains) 的門戶。
該校地處村莊的中心，離公園、游泳池、冰壺場、

溜冰場、區域圖書館和滑板公園等社區設施非常

近。我們的學校文化令我們特別自豪。學生和工作

人員都秉持相互尊重的原則，力求營造積極的學習

環境，讓每個學生都能做到最好。

學生人數：325 名，班級：7 至 12 年級

維農中學 (Vernon Secondary) 是維農最全面的學
校之一，提供各種科目和活動，涉及所有課程和領

域。維農中學在體育、美術和學科等方面歷來都有

驕人的成績。2013 年 1 月，該校進駐美輪美奐的
新大樓，每個教室和辦公室都安裝了高科技設備。

學生人數：900 名，班級：8 至12 年級

克拉倫斯富爾頓中學  ( C l a r e n c e  F u l t o n 
Secondary) 提供各種學術科目、有趣的選修科目
和一些雙學分的大專課程。該校設有優秀的體育課

程，是一間友善的社區學校。

學生人數：750 名，班級：8 至 12 年級

卡拉馬爾卡中學 ( K a l a m a l k a  S e c o n d a r y 
School) 為各年級學生提供完善的學術、體育和課
外活動課程。該校對學生的學業有很高的期望，這

是該校引以自豪的一點。學生可參加各種體育活

動、學會、藝術活動及修讀音樂劇、木工和樂隊等

有趣的選修科目。

學生人數：575 名，班級：8 至 12 年級

斯頓中學

查爾斯布魯姆中學

克拉倫斯富爾頓中學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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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來到 
維農學校區
我們很高興歡迎國際學生在我們現代化、設施
完備的學校學習。

我們提供獨特的課程和優質的學科。本校區是
卑詩省畢業率最高的學校區之一，我們對此感
到自豪。

來成為我們的一員吧！在美麗的奧肯那根谷體
驗一下豐富的加拿大文化。體驗一下加拿大可
讓人感受到的一切。

維農中學

卡拉馬爾卡中學

http://www.vernoninternational.ca/app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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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農學校區

國際 
學生課程

提供幼稚園至 12 年級的課程

加拿大

美國

British Columbia Alberta

EDMONTON

CALGARY

VERNON

VANCOUVER
VICTORIA

SEATTLE

PORTLAND

BOISE

SALT LAKE CITY

LAS VEGAS

SAN JOSE

OSOYOOS

PENTICTON

加拿大

美國

KELOWNA

SALMON ARM 

VERNON

往卡加利
和愛民頓

往溫哥華

往西雅圖

蘇斯禾湖
(Shuswap Lake)

奧肯那根湖

斯卡哈湖 (Skaha Lake)

奧索尤斯湖
(Osoyoos Lake)

Vernon School District International Student Program 

(維農學校區國際學生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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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話：250-549-9295 • 傳真：250-549-9270

電郵：international@sd22.bc.ca

閃奕山莊度假酒店

(Sparkling Hill Resort)

普雷戴特嶺度假村

(Predator Ridge Resort)

銀星山度假村 

(Silver Star Mountain Resort)

Don Weixl

Don Weixl

奧肯那根谷維農 —

留學的

好地方！

維農市座落於山谷、山脈、河流和湖泊之間，以環

境優美見稱。鄰接卡拉馬爾卡湖 (Kalamalka Lake)、
奧肯那根湖 (Okanagan Lake) 和天鵝湖 (Swan Lake)， 
維農氣候宜人，四季都可參與引人入勝的康樂活

動。人口超過 5 萬，經濟健全而多元化，以服務
業、製造業、林木業和旅遊業為主。　

維農不僅是加拿大首屈一指的旅遊目的地，也是安

居樂業的理想之地。從溫哥華市驅車至此僅需 4.5
小時，飛來基隆那國際機場 (Kelowna International 
Airport) 只需 45 分鐘。從基隆那國際機場經由加拿
大風景最優美的一條高速公路，行車 30分 鐘就可到
達維農。寄宿家庭會在基隆那國際機場迎接國際學

生，然後將他們帶回寄宿的地方。

維農擁有加拿大其中一處最為宜人的氣候，冬季溫

和，夏季炎熱、乾爽。在短暫的冬季裏，氣溫宜

人，學生可享受飄雪之樂。

這裏的世界級康樂設施包括：銀星山度假村 (離市區
20 分鐘車程)、普雷戴特嶺高爾夫球度假村(加拿大頂
尖高爾夫球場之一) 以及著名的閃奕山莊度假酒店。

維農 — 留學的
好地方！！

www.vernoninternational.ca

維農 —

留學的

好地方！

Christina
Typewritten Text
Cantonese Traditional 1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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