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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质私立学校

加拿大安大略省万锦市

培养未来的思想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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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

校长的话

我很荣幸能够担任加德生学校的校长。我们的学校拥有爱岗敬业、才干卓越的教职
员工、多元化的学生群体以及由家长和社区成员组成的支持网络，有幸与他们合
作，我们必定可以帮助加德生学校提升到新的里程碑。我们的教师孜孜不倦、努力备
课，在网课与课堂的学习环境中提供高质量和高水平的教学。同样，我们的学生也
在这些困难时期继续展现出韧性和毅力，充分地体现加德生学校精神。

通过学生、教师、家长和员工们的辛劳，加德生学校赢得了卓越的学术声誉。在加
德生学校，我们相信有必要通过积极的人际关系和强烈的社区意识，让学生与学校
建立联系。当学生毕业离开的时候，我们知道他们是带着信心、全面技能和责任感
离开学校的，他们在日后不同的学术追求和专业道路上也会取得很大的成就，这让
我们深感自豪。

我深信，在加德生学校， 我们的团队合作将会让学生们取得成功。如果您有任何问
题，我们会尽力提供协助。我们希望成为学生成功的因素之一。与全体教职员工一
起，我期待着和你们携手共创美好的未来。

此致
Lee Venditti 先生

文学士、教育学士、教育学理学硕士、辅导专家

校长Lee Venditti先生于2012年加入加德生学校。他在教育界具有超过30
年的经验，他曾在公立和私立中小学历任教师、课程编写者、教学专家、
副校长和校长；在他的领导之下，本校每年都以杰出的表现达到并超过教
育局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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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的共同理念及目标

学
校社区是实现我们共同愿景的重要组成部分，校园社区成员包括
董事会、行政部、教师团队和后勤部，而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学
生。每个人都可以发表自己的意见，我们为此而感到自豪。

• 对学生的承诺— 我们培养对学生生活有积极影响的人际关系。

• 质量 — 我们提供优质的学术计划和无与伦比的学生服务，

我们共同努力合作，提供卓越的价值观予学生。

• 诚信  — 我们在所有行动中都秉持

最高的诚信标准。

• 团队合作  —  我们共同努力，以

满足学生的需求，帮助他们成
为领导者。

• 尊重他人 —  我们重视员工，鼓励他们

发展，并对他们的表现加以奖励。

• 良好公民 —   在我们生活和工作的

社区，我们是良好公民。

• 个人责任 —   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履行

自己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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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使命

 我们的使命是收录全国和世界 
  各地不同背景的学生，通过纪律
和社会体验来教育和培养他们，让
其智力、道德、公民素养和创造力

得到最充分的发展。

成立年份 
2002

地点
加拿大安大略省万锦市

认证注册
安大略省教育局

注册号：BSID666092

平均师生比例
1:15

我们的座右铭
培养未来的思想家

- Joseph Addison (1672- 1719)“教育之于人的灵魂，犹如雕刻之于大理石”
"What Sculpture is to a block of marble, education is to a human so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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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DISON ADVANTAGETM 加德生七大优势

安全和包容的学习环境 

我们支持多元文化和种族的多样性，营造和谐
与尊重他人的学习氛围。

个性化的指导和照顾
我们努力与每一位学生建立联系。我们投入时间以真正了解他们的个人需
求，让他们能够自己设定有意义的目标，并指导他们完成重要的发展里程
碑。

结合技术的方法
我们的学生使用21世纪的技术进行学习，这是对传统课程的补充，能够
促进学生的参与、鼓励互动，从而强化教学和学习过程。

有效的“Focus For Success™ ” " 加倍成功" 课程
我们这项特别设计的课程为学生提供机会和灵活性，根据自
己的兴趣和強项来发展新知识和探索意念。最重要的是，这项课程可
以让他们发现并施展自己的潜力。

透明的家长与学校沟通方式
我们与父母和监护人建立有成效和积极的关系；为此，我们通过多种沟
通方式保持定期联系，并增加整个学年中的成绩报告频率。

现代资源和设施
我们的校舍占地60,000平方英尺，拥有丰富的资源和设施，包括多功能体
育馆、科学实验室、艺术室、音乐室、舞蹈室、室外操场、全年宿舍等。
我们的教学楼于2013年春季竣工。

通往高等教育之路
从学生入学 第一天开始，我们就帮助并预备他们，为成功实现其高等教育目
标而努力。我们对学生的承诺，是加德生学校毕业生具有100%大专及以上录
取率的主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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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PILLARS OF THE ADDISON ADVANTAGE TM

 公平与包容

平等的教育机会

加德生学校是创造平等环境的引领者，在这种环
境中，没有性别定型观念或任何其它可能会限制
学生独立自由发展的偏见。本校制定了帮助学生
获得独立自主、培养文化和情绪支持的政策，并
根据学生个人的需求，提供有用的指导和推介，
以帮助他们完成未来的教育。

加德生学校社区的所有成员必须：

• 尊重并遵守所有适用的联邦、省和市
法律；

• 表现出诚实和正直；

• 尊重他人、他人的想法和不同意见；

• 在任何时候都要互相尊重，特别是存
在分歧时；

• 尊重和公平地对待他人，不论其种
族、血统、出生地、肤色、族裔、公
民身份、宗教、性别、性取向、年龄
或健康情况；

• 尊重他人的权利；

• 对学校财产和他人财产有适当的关心
和尊重；

• 以适当的方法提供帮助。

1. 恪守对所有学生及其学习的承诺；

2. 了解其职责、主题、课程和法规；

3. 展示教学的基础能力，如与学生家
长及其他学校社区成员的持续沟
通、保证技术和评估方法的使用；

4. 在学校社区中担任领导；

5. 持续参与专业学习；以及

6.  遵守安大略省教师学会概述的教师
职业标准和准则。

教职员工的职责

加德生学校所有的教职员工们必须：



在加德生学校，我们相信品格培养孕育了学校和社区共识的一些普遍属性。这些属性为我们
要负责的行为提供了一个标准。它们渗透到了校园所有的事情当中。它们让加德生学校的社
区跨越了社会中经常让我們们分裂的界线，能够紧密联系在一起。它们构成了我们关系的基
础，培养负责任的公民素质。它们是卓越和公平教育的基础，也是我们对尊重、安全、关爱
和包容文化的追求和学校社区的愿景。卓越的教育包括品格培养。加德生学校每月组织一
次品格培养展示会。我们鼓励校园社区所有成员提名一个或多个能体现当月美德的学生。

7 8

品格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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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CUS FOR SUCCESS TM     “加倍成功” FFS 课程

本 校设有一个名为Focus for Success™ “加倍成功”的多学科教学课堂。我们增设额
外的第五节课，加强对课堂学习的巩固。这个课程是一个独特的学习课堂，为
加德生学校的学生提供更多的学习资源，以增強他们的理解和全面发展。

他们还能够参与小组项目、接受同学和老师的帮助，以及练习识字和算术技能。此外，这节课
让学生有机会参加各种课外体育活动和/或课外活动，以促进健康的社交、情绪和身体发展。 
Focus for Success™ 是一种具有适应性的教育方法，我们成功地实施了这种方法，使学生的学校
生活获得增益，启发学生的创造力，使他们通过自我发现获得信心，并在有指导和被激励的学
习环境中感到鼓舞。活动根据个体学生的需求、能力和学业计划得以开展。学生们将在Focus 
For Success™ 课堂中参与团队领秀确定的一项或多项活动。

U 
S

C
C 
E
S
S

upport 全面支持

   plift 提高素质 

reativity 创造能力

haracter Building个性培养

nrichment丰富人生

ocial社会交往

elf-Discovery自我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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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支持

• 额外指导：教师留在教室里以回答问题和帮助
完成家庭作业。

• 小组学习：适用于所有科目。学生被分成小
组，与有类似需求的同伴一起复习课堂作业，以
鼓励学习和提高理解。

• 英语训练：包括ESL课程、雅思语言测试准备以及
额外的写作和理解强化练习。

• 个性化补习：可以为需要额外帮助的学生安排一

对一的补习。

为J. Addison学生安排的一些活动通常包括： 

课外活动

• 以团队为基础的运动
•瑜伽
• 音乐/乐队

• 舞蹈
• 艺术/摄影
• 广播节目
• 学生会
• 年刊委员会
• 志愿工作 

所有中小学生均必须上FFS课。

有更多“个性化学习”时间可用于强化当天的教学。

课堂有时间管理和实践指导。

利用学校资源：工作人员和设施、跨课程读写，可集合学生和教师的优势资源以增益及支持当

天所有課程。全校针对雅思、ESL英文课、学习技能进行指导和支持。

与班主任和任课教师合作，促进跨课程活动；为学生缔造有效学习社交和学术英语的机会。

提供文化交流活动，帮助学生适应加拿大文化；让学生参与课外活动和体育活动。

Focus For SuccessTM “加倍成功”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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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效的沟通者；
• 懂得反思和有创意的思想家；
• 自主、负责的终身学习者；
• 协作中的贡献者；
• 体贴的家庭成员；
• 负责任的公民。

JAS

专上学院录取率

毕业生获提供的奖学金
平均每年总值 

获得Ontario Scholars*荣誉
*由安大略省教育局颁发，学生六
门最好的12年级课程平均成绩须达

到80%或以上。

本校毕业生受过良好的培训和教育，不仅能够在真实的工作环境中坚持不
懈、取得成功，也可以选择在高等教育学府继续深造修读理想学科。

他/她们是：

加德生学校毕业生概况

过去五年平均毕业生去向统计

30% 多伦多大学

14% 滑铁卢大学和威尔弗劳瑞尔大学

10% 麦克马斯特大学

18% 加拿大其他大学和学院

 7%  加拿大境外的国际大学和学院

21% 皇后大学、瑞尔森大学、约克大学

SStanesic-Lahaye
Cross-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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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Queen’s University, Ryerson
University, York Univseristy

Emmanuelle  F.      |  加拿大
威尔弗劳瑞尔大学，工商管理和金融数学 Wilfrid Laurier University
Ontario Scholar
“我可以毫无疑问地证明，在J. Addison School的两年，是一段足以改变人生的积极经历，我
永远不会忘记。此外，我要感谢辛勤工作的教职员工，他们一直给予支持和鼓励，特别是
Laffin先生和Francis教练。同样重要的是，我将会怀念与来自世界各地的其他学生的共处、篮
球比赛、学生生活活动以及参加社区外展活动的机会。总的来说，我相信J. Addison学校让我
为未来将面临的挑战做好了准备，并帮助我塑造了今天的自己。”

Natalija S. | 北马其顿
杜肯大学，运动科学 Duquesne University
学生领袖奖，Ontario Scholar
“J. Addison School是我第一次出国留学的经历，让我感到轻松安逸，因为教职员工对可预
期的学校和寄宿生活进行了透彻的解释。我会永远怀念的J. Addison最佳方面之一，是多元文
化环境和学习不同语言的机会。此外，在学校环境中的积极互动创造了一种培养体验，让

我感到满意、安全、受尊重和被爱。我可以说，学术、篮球运动训练和课外活动让我为中学
毕业后的生活下一个篇章做好了充分准备。”

Wendy C. | 哥斯达黎加
麦克马斯特大学，生命科学系 McMaster University
毕业班第一名，Ontario Scholar
“2018年9月，当我最初来到J. Addison School时，我对于离开祖国哥斯达黎加感到极大的恐

惧。然而，教职员工的热情接待和关怀消除了这种恐惧，并使我的过渡成为非常正面的事

情。在J. Addison School的过去3年中，我能够认识到来自秘鲁、伊朗、尼日利亚、哈萨克斯

坦、中国、加拿大、意大利和巴哈马等不同国家的学生。更重要的是，我珍惜在这所学校学

到的许多经验教训，我会继续将之应用到我的日常生活中，例如自律、维持自尊、帮助社区

中的其他人以及充分了解情况后才做出决定。”

Sohaila A. | 埃及
纽芬兰纪念大学，科学 Memorial University of Newfoundland 
毕业班第二名， J. Addison Jaguars 奖，Ontario Scholar
“我本人非常感谢J. Addison School 的全体教职员工和学生，他们让我这1年半的经历如此的
愉快。自从进入这所学校以来，我能够获得许多宝贵的终身技能，以进行个人的积极发展，
例如领导力、沟通、建立关系和问题解决能力。J. Addison School也教导了我，追求学业和
个人成功需要勤奋和有纪律。这个机构是我的第一个国际家庭，为我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让
我认识到自己有能力面对生活中可能出现的任何障碍。” 

Jia Hao L. | 中国

乔治布朗学院，烹饪艺术 George Brown College
Ontario Scholar
“我在J. Addison School的回忆将会永远留在我的心里。老师和宿舍工作人员很好，帮助我成
为一个全面发展的人，我真的很感谢他们。在J. Addison School期间，我能够参加各种各样的
学生和宿舍活动，引领了我赴乔治·布朗学院烹饪艺术追求事业。此外我可以肯定的是，这所
学校培养了我的自信和个性，使我能够在中学毕业后的生活中取得成功。”

SStanesic-Lahaye
Cross-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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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thony S. | 中国
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尚德商学院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Ontario Scholar
“这对我来说是全新的体验，因为这是我第一次与父母分开，在英语环境中学习。我认
为这段经历给了我三件宝贵的东西：亲切的老师传授的知识；说英语的能力；以及与许
多同学的友谊。我的父母决定送我去J. Addison School学习，我感到非常幸运，在那里
我收获了很多快乐。我永远不会忘记我在这里度过的时光。”

Amir Hossein J. | 伊朗
约克大学，生物医学 York University
学术成就奖，Ontario Scholar

“J. Addison School是我来到加拿大后踏进的第一个地方，也是我个人认为最好的地

方。学校的工作人员给予我很大的支持和帮助。学校让我有机会参加各种各样梦寐以求

的课外活动。我个人意识到，永远都会有可以自我提升的空间，让我感觉到能够成功。

我必须赞扬JAS，为像我这样的学生提供了体验现实世界的意识和机会。”

Ademola B. | 尼日利亚
瑞尔森大学，计算机工程Ryerson University
Ontario Scholar
“J. Addison School对我来说是巨大的新挑战，因为我在很小的时候独自一人从尼日利亚搬到
了加拿大。我来到J. Addison School后，能够找到具有类似传统和兴趣的朋友，体验是安稳平
静的。此外，在学校辛勤工作的宿舍和工作人员，使我的过渡经历变得非常正面。我在J. 
Addison School的发展，使我成为一个自信和全面的人。这从各个不同角度改变了我对一些人
和世界的看法。”

Nicholas M. | 中国香港
多伦多大学，运动科学 University of Toronto
宿舍生活领袖奖, Ontario                         Scholar
"我在JAS的经历是非凡的，在这里交朋友很容易。JAS使我成为一个更好的人，这主要体现在
社交能力、对不同体验的开放程度和时间管理方面。JAS在学业和精神上均提供了足够的支
持，帮助我实现了自己的专上教育目标；在我人生的这个阶段，我感觉到JAS的教职员工一直
陪伴着我，指导着我，直到最后。”

Isabella A. | 委内瑞拉
温莎大学, 运动科学 University of Windsor

J. Addison Jaguars奖、体育奖学金、Ontario  Scholar
"尽管我们因为疫情而面临意想不到的情况，我在J. Addison的体验是独特而难忘的。从第一天

起，我就感受到温暖的欢迎，并且能够同时与日校和寄宿的学生建立特别的友谊，我知道这种
友谊将永远长存。作为篮球队的一员，我养成了一些习惯，在将来成为职业球员时会对我有帮
助，尤其是在时间管理方面。责任、问责和诚信是我们团队文化的价值观，我认为这是团队成
功的原因。我在这里生活的时刻，使我感到自己已经准备好同时以学生和运动员的身分迎接未
来的发展，我对此感激不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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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往世界顶尖大学之路

哈佛大学位于马萨诸塞州剑桥市，致力于培养一种让所有人都能茁壮成长的校园文
化，其关键是确保每个人都能体验到深切的包容和归属感。

耶鲁大学的接触范围遍及当地和国际。该校与所在地康涅狄格州纽黑文合作，强化
该市的社区和经济。该校并与世界各地的人和机构合作，寻求促进文化理解、改善
人类生活状况、更深入地探索宇宙的秘密，并培养下一代的世界领导人。

麻省理工学院的成立是为了加速美国的工业革命，该校极具美国特色，充满独创性
和动力，地点也是在马萨诸塞州剑桥市。该校的毕业生发明了基础技术、开创了新
产业、在美国创造了数以百万计的就业机会。与此同时，麻省理工学院是非常全
球化的，这并无丝毫的矛盾感。他们的社区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人才，从而获
得巨大的力量。麻省理工学院超卓的社区通过教学、研究和创新，履行其为国家
和世界服务的使命。

剑桥大学位于英国剑桥的中心区，剑桥是世界上最大的技术集群之一，具有1,500
家高科技公司，其中14家价值超过8亿英镑（10亿美元）、另2家价值更超过80亿英
镑（100亿美元）。剑桥大学促进学术界和商业界的联系，并在创新方面享誉全
球。

牛津大学位于英国牛津，拥有独特的学院结构。学生和学者既属于大学──国际知
名的大型机构，也属于学院或学堂──小型的跨学科学术社区，从而获益良
多。

伦敦大学学院成立于1826年，位于伦敦市中心，是伦敦首屈一指的多学科大学，拥
有超过13,000名教职员工和42,000名学生，分别来自150个不同国家。他们是个多元
化的社会，具有挑战、质疑和以不同方式思考的自由和勇气。
通过进步教学和研究方法，他们的世界一流学者、好奇的学生和优秀的员工不断追
求卓越、打破界限，对现实世界的问题产生影响。

多伦多大学成立于1827年，是加拿大的顶尖大学，长期以来，通过教师、学生、
校友和支持者的才智和决心，不断地挑战和改革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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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克大学合作计划

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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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nya
 Mukherjee-Reed  

  LA&PS 院长 

克大学和J. Addison School合作，为毕业于加德生学校并选择入读约克大学的国际

学生创造了一条途径。这个合作计划包括在学校举行的定制招生会、英语测试和
专为本校毕业生而设的奖学金，同时让一名约克大学在读生在加德生学校实习。

加德生学校和约克大学的合作，将会为我们的高中生提供具有挑战性的教育体验。这种伙
伴关系让这两个机构的所有主要参与者均获得分享专业知识和资源的机会，这将使向大学
和就职的过渡变得更加顺利，更有意义。

除了个性化招生课程和在学校举行的语
言测试外，每年有三名加德生学校的毕
业生可各获得5,000加币的奖学金，及
其它约克大学的入学奖学金。

在配合学生为实现其学业目标而采取的
多种途径方面，约克大学的灵活性和努
力是闻名的；我们很高兴能够帮助加德
生学校的毕业生入读约克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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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斯·卡特奖学金与导师计划

J

我们投资于下一代，让他们为未来的成功
做好准备，为此我们感到自豪。我们
希望这些计划能夠成为启发、
激励和团结我们社区的基石。

我
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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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的
成

功
就

是
我

们
的

成
功

Ananya
 Mukherjee-Reed

Dean, LA&PS

. Addison School很荣幸能够成为 Vince Carter 文斯・卡特奖学金和导师计划
所选择的第一所学校。Paris Media Group将担任专属计划管理员，执行副总

裁由Paris Dryden出任。

这项计划为多伦多和大多伦多地区中的选定私立高中提供奖学金。奖励对象是
于9月升11年级或12年级的16-18岁学生。计划包括体育、音乐、电影、时装、广
播、媒体和STEM等高等学术。

这项奖学金计划在多伦多推出，以向文斯·卡特致敬，因为这是他辉煌的职业
生涯开始之地。此计划在这里打好基础并做好准备工作后，接下来会在其职业
生涯中展现其辉煌成就的另外七个美国城市中复制。

Vince Carter

Paris Dryd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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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生活与校外活动

• 苹果/南瓜采摘

•
•

高中课程

•
•

寄宿学校生活

•
•
•

志愿工作和社区合作计划

在加德生学校，我们相信，作为教育机构，我们能够传授给学生的最重要一课是行善，对象不仅
是我们的社区，最重要的是全世界。我们的目标是让学生认识到，我们的社区在学生的成功中是
不可或缺的部分。学生有机会参与社区内的广泛慈善活动。加德生学校的学生可以获得巨大的知
识财富， 并更加懂得欣赏和以不同角度去看他们所居住的社区。

万圣节活动
圣诞老人游行

攀岩训练

精英篮球队
年度校刊
安省大学博览会

参观安省科学馆
参观多伦多动物园

•

在加德生学校，我们采用多方面的发展方法，为学生的学习提供有效性和多功能性。我们提供各
种活动，如艺术、体育、音乐、领导才能和其它课外活动，作为我们优质教育的一部分，以进一步
丰富学生生活。我们还定期组织历史和文化景点的实地考察，让学生以通过沉浸式学习以充分体验
加拿大文化，并了解世界。

以下是学生每年可参加的一些活动和旅行。有关本学年的活动，请浏览本校的网站。

JASX早期学习和小学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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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馨和包容的学习环境;
· 学习探索及寓教于乐为基础的教学模式，专注于以儿童为中心的学习方法;
· 鼓励积极参与丰富的学习活动，令孩子充满好奇、激发探索、开拓创新意念及学习的乐趣;
· 在亲切、有爱心的教师指导下进行儿童主导的学习;
· 以高质量的资源支持多方面的学习。

加入JASX，让您的孩子在教育之旅中有一个美好的开始。

JASX 爵士学前课程 ( 3-6岁)

我们的JASX 爵士学前课程将世界精华的教育理念及先进的教学大纲融为一体，为学生创建了
独一无二的学习体验。课程体系涵盖瑞吉欧 (Reggio Emilia) 幼儿教育的哲学理念，国际文凭
小学课程 (PYP) 的教学精华以及安大略省小学大纲，加强了学龄前儿童的学习根基。此外它
还整合了以下学习领域: 语言、数学、文化、感官和生活实践、STEAM （科学，技术，工
程，艺术，数学） 和体育。 

学生的学习以探究和做游戏为基础，重点是以儿童为中心的教学指导。 整个课程也是跨学科
的，我们将采用灵活的、以儿童为主导的教学方法。 教师们专注于每个儿童的特点和他们反
思时候来提高他们的综合能力，让他们具备着一种使命感与全球接轨。

JASX爵士学前课程是专为幼儿学习而设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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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创意写作
• 社会学

• 艺术（戏剧、舞蹈、音乐和视觉艺术）
• 科学
• 体育
• 法语
• 阅读
• 音乐
• 数学

• 健康

• 学习技能

小学课程 (1-8年级) 的理念

加德生学校的小学为学生提供非常丰富的学术课程，基础是安大略省的课程内容。这种组合
提供了具有挑战性的学术环境，对儿童的教育采取平衡的方法。我们先进的课程与社交技能
的发展、性格特征和个性化的关注相结合，同时提供安全的学习环境。小学课程纳入了
瑞吉欧教学Reggio Emilia 的元素和 IB国际文凭小学课程的内容，IB国际文凭的课程有助
于学生达到并超过省级标准的学业成就。除了富有挑战性的课程，我们还有国际文凭教
师提供核心课程增益。此外，有专业教师教授法语、音乐、计算机和体育课程。

小学课程涵盖多个学科领域，包括：

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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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课程（9-12年级）

加德生学校提供安大略省的课程，因为安大略省提供的是世界上最好的教育体系和课程之一。
根据国际标准和独立专家评估，安大略省学校制度获世界公认，被证明为英语国家中最
佳，与芬兰、新加坡和韩国并列榜首。我们的安大略省认证教师以安大略教育部课程指南
为基础，为学生提供课程，让学生为其所选择的任何高等教育途径做好准备。



20 21

安大略省高中文凭 (OSSD)

• 完成至少30个学分，包括18个必修学分和12个选修学分；

• 达到省级中学读写要求(省考合格)；以及

• 完成40小时的社区参与活动。

OSSD和学分制

英语 4学分

18个必修学分

数学

科学

艺术

加拿大地理

加拿大历史

职业规划 

公民学

法语

健康和体育

3学分

2学分

1学分

1学分

1学分

1/2学分

1/2学分

1学分

1学分

 40小时
 志愿者
服务

30
  学分

OSSLT
省考

OSSD

商科、计算
机、ESL、法语

和其他学分
3学分

++ =

加德生学校相信完成基础教育的价值。安大略省的学生在
年满18岁或获得安大略省高中文凭（OSSD）之前，必
须坚持基础教育。

安大略省学生要获得安大略省高中文凭（OSSD），必
须符合以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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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Ontario Secondary school diploma

基于同等学分的OSSD资格要求：

先前学习评估和认可（PLAR）是一个正式的评估和认证过程。学生在安省以外地区所完成的高中课
程会得到学校专业的评估。本校对学生之前的学习进行评估来确定学生是否达到安省同级的课程水
平。如果先前学习的课程全部符合安省高中的要求，将获得同等安省高中学分。

先前学习评估

转学到安省高中的要求和指南

对于所属地区的学校、私立学校或安大略省以外学校转到本校的日校学生，校长将会根据其对学生
先前学习的评估和认可（PLAR）授予同等学分，以便于衔接到安省的高中系统。同等学分也会记录
在转校生的安省学生档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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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学生与课程期望

加德生学校十分了解国际学生的需求。对于任何一位十几岁的青少年来说，到外国上高中都是不
容易的, 为了让他们的过渡期变得更顺利，加德生学校提供了一些专门为国际学生而设计的课 
程。所有国际学生必须参加国际学生迎新会。迎新会将向新生们介绍校规和相关政策，使他们能
够在正式上课前合理安排好课程表，并做好必要的安排（例如领取教科书和校服）。

迎新会也提供一个让新生与其他在读国际生见面的机会、包括熟悉学校的环境、认识教职员工，
解答新生疑问。加德生学校在学年期间会提供ESL英语课程。我们还提供多元文化俱乐部来帮助新
生们顺利过渡到加德生学校。通过这些活动新生们得到了与其他同学互相认识和社交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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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 STUDENTS AND COURSE EXPECTATIONS 寄宿生活

出国留学的决定是令人振奋的！加德生学校的教职员工理解学生远离了家庭和祖国的情况，因此
致力提供安全、舒适和引导学生积极向上的生活环境，让学生有家庭的归属感。目前，我们向七
至十二年级学生提供寄宿生活 。

宿舍生活为学生提供了宝贵的生活经验，帮助他们成为独立和负责任的年轻人。与同龄人一起生
活，可以促进社交互动，从而增强沟通技能，并提高情商。寄宿生们经常会结成好友，培养出一
生都珍重的友谊。宿舍活动和短途旅行让学生得以体验加拿大文化，最重要的是，会产生一种归
属感。

我们的寄宿管理团队由知识渊博、循循善诱、兼具爱心的寄宿顾问组成，团队为所有寄宿学生提供
全面照顾和指导，包括个人辅导、学业支持和社区活动；此外，寄宿顾问与家长和监护人定期沟
通和会面，以维护学生的利益和安全。

我们的目标是建设和培育一个充满活力的学习社区，让学生在和谐及安全的环境中愉快地生活与
学习，确实地感受生活的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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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宿舍服务

•
•

•

在校园内可以随时联系在校寄宿管理员。
每天提供三顿营养丰富的膳食品尝，各国不同风味食物。

组织周末出游、短途旅行和校内活动。

所有宿舍房间定期进行清洁和维护。

根据个人需要安排医疗护理。

在晚间提供作业辅导。

寄宿生首次抵达加拿大时提供免费机场接机服务。

全天候安全系统，包括监控与24 / 7门禁   。
学生有自己的单人床（包括床垫、枕头、床单和毯子）、独立书桌、书架和衣柜。 
每个单元宿舍房间中都配有浴室。学生只会与同性别和年龄相近的人同住一个
房间。
全部宿舍均有中央冷暖空调。
WIFI无线网络和电话服务设备。
公共空间包括娱乐室、自习室、小厨房、自助洗衣房、额外的储物区等。

•
•
•
•

设施与服务

宿舍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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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ie Hall宿舍& Simcoe Hall宿舍

Erie 宿舍是我们最大的
校内宿舍，可提供四人
间。

Simcoe 宿舍距离校园300
米，提供二至四名学生同住
的房间。由于Simcoe 宿舍
不在校内，房间摆设每
年都会有所不同。

校园宿舍

加德生学校提供校内及校外宿舍，为学生提供家庭般的舒适环境。
Erie 宿舍和 Simcoe 宿舍都是男女混合宿舍区，设有开放式概念的共享公共空间。学生拥有自己的空
间，配备单人床、书桌、椅子和衣柜。每个房间中都有浴室。只有同性别和年龄相近的学生才会被分

配住在同一个房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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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ron Hall 宿舍
Huron 宿舍目前是校内的全男生宿舍，设有隔间概念的共享房间。学生拥有自己的私人隔
间，配备单人床、书桌、椅子和衣柜。隔间设计提供更多的隐私，同时提供集体和社会
生活的好处。

我们宿舍的每个房间都配有共用浴室。每座宿舍楼均配有学生休息室、小厨房/小吃准备区
和自助洗衣房。宿舍楼除了有24/7的寄宿管理团队监督外，并由最先进的安全系统进行监控和保
护。房间分配会考虑到学生的个人习惯和爱好，由寄宿部全权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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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术和快乐合二为一
的夏令营（4-12岁） 

•

•

•

在加德生学校  ，我们相信
教育是具有持续性的，会
在每个人 的发展中带来与
日俱增的成就感。在夏季
（7月和8月），为了使学
习和探索的乐趣持续不

息，我们为学生提供一些
根据不同年龄组和学术需
求而定制的暑期课程。

英文ESL 课程
（所有年级）

安省高中学分课程
（9-12年级）

海外团体夏令营
（适合10-18岁的国际生）

夏令营



28

在加德生学校，学校精神是学生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为学生提供全面成长的机会：才智、
社交、个人发展和身体健康。我们的体育项目就是按此理念设计，帮助培养学生的运动天赋，
让他们发挥本身的最大潜力。在经验丰富的员工、循循善诱的团队和学校环境下，我们的Jaguars
运动队员们学到了团队合作、领导力和自律的重要性，并体验如何在努力实现个人目标的同时应对

逆境。

体育运动 / JAGUARS运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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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教师和学校工作人员在校长的领导下维持学校秩序，每个成员以最高标准遵守规则尊重他人
并承担责任。在以下方面坚持这些高标准：

• 帮助学生充分发挥潜力、发展自我价值；
• 让学生成为课堂、学校和社区的积极领导者；
• 定期与家长进行有意义的沟通；
• 为所有学生设置一致的行为标准；
• 尊重所有学生、员工、家长、志愿者和学校社区成员；
• 让学生为充分承担公民责任做好准备。学生受到尊重和有尊严的对待。

•
•
•
•

校长按照董事会的要求，在学校日常运营中担任领导者的角色，并通过以下方式提供指导：

升学规划及指导；
高中选课；
学术辅导；
安排校外各种社区服务。

加德生学校团队成员的承诺

辅导顾问老师的职责是以学生的全面发展和人际关系与未来职业作为重点。他们帮助学生设定学
习目标、与他人积极互动、做出明智和适当的选择，成功地从学校过渡到高等院校并适应未来工
作及生活中的角色。学生在加德生学校在读期间，将受到辅导顾问老师提供以下方面的支持：

确保校园安全的教学和学习环境、关心学校社区，履行对卓越学术成就的承诺；
让每个人在其职权范围内对其行为负责；
鼓励学生成为学校和社区的积极领导者；
定期与学校社区的所有成员进行有意义的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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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ADDISON TEAM MEMBER’S COMMITMENT

高等教育学府申请与支持

• 辅导老师与学生们进行一对一的升学规划和辅导；

• 让学生们了解加拿大高等学府的讲座；

• 定期安排学生参与大学招生官来访；

• 参观安省大学校园和大学博览会；

• 提供大学申请流程的辅助；

• 大学录取后的跟进服务。

通过家长和学生平台保持联系
家长要随时了解子女在学校的表现，我们的在线平台是理想的工具。家长可以随时登录查看
孩子的出勤率、各科学业成绩、教师评语和下学期的课程信息。每位家长和学生都会收到个
人的登录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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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时完成作业
在加德生学校，我们相信家庭作业有助于培养学生们的终身学习技能，例如自律、任务承
诺、时间管理、责任感、独立性、主动性和解决问题能力。家庭作业也是展现和建立家庭与
学校合作关系的一种方式，这种合作关系可使学校生活的各个方面获得更加稳定的成功。

出勤率
学生的学业成绩与其出勤记录密切相关。所有学生都要准时上课，这是非常重要
的。“每节课，每一天”。

校服制度
在加德生学校，我们相信校服是作为学校认证身份的一种方法。所有注冊入读本校的学生均
必须穿校服上学。校服旨在减少服饰攀比、尽量减低服装费用，并为学生及其家庭提供
公平的经济竞争环境。

手机/电子产品
加德生学校鼓励学生们使用个人电子设备（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等）作为课堂教学的辅助
工具。这项政策同时期望学生们要正确地使用电子设备。学生不能携带手机进入教室（除非
教师批准学生使用手机来学习、解决医疗问题或有其他特殊需求）。如果任何学生需要打电
话回家，可以使用校务处办公室的电话。

对在读学生们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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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FÉ J - 餐饮服务

厨师长 Robert Cassano

在加德生学校，我们相信健康均衡的饮食是学生成功不可或缺的因素，因为营养会影响学生们的日
常表现和健康发展。考虑到这一点，我们的厨师每周七天都精心设计和准备膳食，根据安省健康营
养标准提供品种丰富的美味佳肴。日校走读生和寄宿学生都可在宽敞明亮的食堂用餐，食堂位于学
校主楼内，十分方便。

Robert是Café J 的主厨。自2014年以来，他每天都为我们
的教职员工和学生提供大量健康而美味的餐膳和小吃。 
Robert具备超过20年的食品服务行业经验足以证明其精湛的
准备、烹饪和服务技能。Robert和食堂团队均具有食品处理
员资格证，Robert并成功完成了制作Callebaut巧克力的课
程。

加德生学校餐饮服务的主厨具有食品安全认证，Robert已三届
获得生活健康奖状；他认为均衡的健康饮食对引领健康生活来
说十分重要，这也是通向成功之路必要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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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ada

1. 世界认可的资格：
加拿大教育具有高学术标准和严格的质量监控，获得全球认可和重视。

2. 安全而和平的环境：
加拿大拥有高效的执法政策，包括严格的枪支管制，是世界上犯罪率最低的国家之一，也是最安全
的国家之一。

3. 多元文化：
数以百万计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以加拿大为家。国际学生，将会体验到多元文化的精髓，生活在互
相欣赏及互相尊重的多种族环境中。

4. 优质语言教育：
加拿大是双语（英语和法语）国家，在语言教学方面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5. 卓越的医疗保健系统：
方便且价格低廉的医疗服务，让学生可以安心地生活和学习。

6. 充满就业机会：
多伦多是加拿大大都会及世界金融中心，并毗邻美国，国际学生可以在这里找到无限的机会，发展光明的
职业 前景。

7. 永久居留权：
毕业后定居三年有资格申请永久居民或移民。

为什么要在加拿大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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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伦多位于安大略省东南部、安大略湖西北岸，是
加拿大最大的城市之一，也是安大略省的省会。这
个城市在历史上一直是加拿大的文化和经济中心，
也是国家制造业中心区的主要交通枢纽。多伦多被
誉为世界上最多元化的城市之一；具有国际化的人
口是移民的热门目的地。多伦多的主要经济行业包
括金融、商业服务、交通、电信、航空航天、艺
术、媒体、出版、软件生产、医学研究、教育、
旅游和工程。天气方面，多伦多四季分明：春季
相对较短；夏季潮湿炎热；秋季宜人、阳光明
媚、偶有雷雨；冬季寒冷多雪。

加拿大

加拿大是位于北美洲的主权国家。面积9,984,670平方公里，是世界国土面积第二大的国家。全国
划分为十个省份和三个特区，首都是渥太华。加拿大是一个联邦制国家，实行议会民主和君主
立宪制，遵循同样的英国君主为加拿大的国家元首。这是一个双语（英语和法语）及多元文化的

国家，人口大约三千八百万。加拿大有公共医疗体系，供所有加拿大公民使用。

多伦多被称为“美好的多伦多”，因其犯罪率低，社区井井有序。这座城市相对安全和宁
静的特质，使其成为来自世界各地人们的理想居所。

万锦市是加德生学校的所在地，这是安大略省发展
最快的城市之一，有着新旧融合的特色。加德生
学校是万锦市唯一在校內有寄宿设施的国际学
校。在这座城市里，可以找到历史悠久的小镇，
其传统可以追溯到十八世纪；另一方面，这里拥有
多个跨国科技公司的总部与先进的泛美运动中心。
我们离多伦多仅十分钟车程，这里有小镇的感觉，
同时拥有大城市的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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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理念

@J.AddisonSchool @J.AddisonSchool @JAddison2002

www.jaddisonschool.com

在加德生学校，我们提供了超越学业成绩
和个人成就的多元化教育环境。我们激励
学生志存高远， 突破界限，但同时也永

远铭记尊重、包容每个人独有特质和才能
的理念。我们教育学生成为有责任感的全
球公民，并培养与之必备的技能与价值

观，让他们能够以信心、诚信、关爱、独
立自主和领导才干迎接未来。

电子邮箱: info@jaddisonschool.com
地址：2 Valleywood Drive, Markham, ON L3R 8H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