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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星中学校区建于美丽的加拿大温哥华，
是由BC省教育厅注册认证的精英私立中
学，提供8-12年级精英教育。加星中学致
力于为学生量身定制名校一站式学业规
划，打造个性化精英教育。

WELCOME TO 
YOUR NEW HOME, 
VANCOUVER, 
CANADA!

欢迎来到你的新家，
加拿大，温哥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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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哥华是世界上最著名宜居城市之一，风景
优美，气候温和。背靠海岸山脉，坐拥美丽的
森林公园。在这里你可以攀登高山、远足探索
温哥华美丽的自然风光。在惠斯勒滑雪、在斯
坦利公园骑自行车、或只是享受卑诗省的新

鲜空气和自然美景。也可以沉浸在繁华的城
市生活中：穿梭于大型购物中心、和朋友一起
看足球或冰球比赛、享受来自世界各地的美
食。温哥华是北美最受欢迎的留学地点之一，
只要你了解她，相信你一定会爱上她!

加星中学教育箴言：

Inclusiveness

Persistence

Confidence

Passion

包容

坚持

自信

激情



Robert Andrew Anstey

我很高兴地欢迎你来到加星中学！学校致
力于为每一位学生提供最优质的教育、最
扎实的技能和走向成功的信心，帮助他们
实现未来的目标。我们的学生来自于世界
各地，在优质的教育环境下学习并进入世
界上最好的大学！

学校敬业的教师团队是学生走向成功的重
要保障，我们所有的在职教师都拥有多年
的教学经验，秉着专业、热情的育人态度教
育我们的学生。

加星中学的毕业生步入今天的社会，都有
着明确的方向和目标，带着一颗勇于探索
的心以及出色的自律性，用自己与众不同
的知识结构向成功迈进。我们不仅培养优
秀的学生，我们还在培养未来的全球领袖！
加星中学欢迎你的加入！

校长

Principal’s Message
校长寄语

Creating 
Tomorrow’s 
Global 
Leaders

创造未来的全球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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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星中学所有的教师均持有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教育部认可的教师资格证，他们是富有爱心，并受过专业培训
的教育者。他们会在校内课程和校外成长的各个方面给予学生支持和帮助。

Team of Professional Teachers
专业的教师团队

学校管理特色

What Makes Us Special

05

贴心的学生服务：
学生服务老师带领学生参加有质量的义工活动，满足
高中毕业要求，让学生在活动中得到历练；安排寄宿
家庭、新学生接机服务和协助办理日常生活用卡等。

课后加强：
学校配有课后部，提供各类备考课程、8-12年级补
习课程。

标准化考试授权考点和考试辅导，学习资源丰富：
SAT考试、AP考试、雅思考试、滑铁卢数学竞赛考试
官方授权考点。同时配有对应的备考课程。

每周免费提供三次助教课：
帮助学生答疑和理解课上内容。

小班授课，关注度高：
每班平均15名学生，学校提供个性化的课
堂体验，让 每 位 学 生 都 能 获 得 帮 助，取 得
成功。

完整学业规划，明确学习目标：
学生入学开始，学校会根据学生特点和日
后申请大学的方向进行完整的学业规划。
既满足高中毕业要求，同时符合大学录取
要求。

完善的管理制度：
每位学生都有自己专属的教育顾问。教育
顾问会定期向家长反馈学生学业进度，与
家长双向沟通，有效管理学生学业。



加星中学提供超过20门大学先修课程（AP）。  美国大学理事会官方指定AP考点。   
 * 注：必修课程（每门课4学分）

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教育部规定高中毕业学生必须获得至少80学分。其中，12年级课程必须修读至少16学分，包括
一门12年级英文课。总学分包括：必修课至少48学分，选修课至少28学分和4学分毕业过渡课程。

根据教育部的规定，学生通常要在一年内学习8门课程（每学期4门课程），学习3年，获得至少80个高中课程学
分。不列颠哥伦比亚省高中毕业证书为“Dogwood Diploma”将颁发给每一位成功毕业的学生。

8 & 9年级
英语
数学
社会学
科学
第二语言
健康与职业教育
体育
美术选修
应用技能选修

10年级
英语10* 
数学10* 
社会学10* 
科学10* 
职业生涯教育*
体育10* 
应用技能及/或
美术选修*

11年级
英语11* 
社会学11* 
科学11* 
数学11* 
选修
物理11
化学 11
生物 11
比较文学 11
地理 11 

12年级
英语12* 
毕业过渡* 
选修
物理12
化学 12
生物 12
比较文学 12
地理 12
经济 12
AP 课程

B.C.省教育部中学课程示例
B.C. Dogwood 毕业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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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ondary 
School
Academic 
Program

中学课程设置

学业顾问是加星中学最重要的工作团队之一。学业顾问将和学生一起度过宝贵的高中时光。学业顾问将在学
习生活的方方面面帮助学生，并确保学生在学业上不断取得进步。

在学习的过程中，学业顾问将帮助学生选择课程、考虑志愿者机会、了解和挑选大学专业、选择合适的大学、准
备各种各样的申请，并帮助学生处理学习期间可能出现的任何问题或挑战，帮助学生从容应对。学业顾问将全
力以赴地帮助并确保学生在加星中学以及未来的成功！

学业指导

加星中学提供英属哥伦比亚省教育部认证的课程，上课时间
为上午9:00至下午3:20。放学之后，学校提供可选的学术活动
和辅导课程来巩固学生的知识与技能。学生也将有机会参加
课外运动、实地考察、艺术课程和户外活动等。可极大丰富学
生的学习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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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r Programs 
Ensure Your 
Success

学生的成功是我们的目标

绿色直录入学通道
加星中学与安大略省基础本科大学综合声誉排名第
一的大学Trend University共同打造名校直通车。在
加星中学读满三年、平均成绩75分以上、无须提供雅
思成绩即可保送进入名校入读。

加星中学致力于培养每一位学生进入世界顶尖大学
继续学习和探索。学校提供的不仅仅是知识的学习，
同时指引学生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让每位学生走向
成功做好准备。到目前为止，加星中学毕业生大学升
学率为95%以上。所有学生都在他们理想的大学中继
续深造，其中包括：

多伦多大学
滑铁卢大学
麦吉尔大学
皇后大学
英属哥伦比亚大学
西蒙菲沙大学

旧金山大学
美国加州艺术设计学院
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
墨尔本大学
伦敦国王学院

加拿大院校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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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 University Bridge Program

精英名校保证计划
加星中学的精英名校保证计划是精英
培养一站式项目。这一个性化的、以进
入世界名校为目标的项目面向8至12
年级的学生，涵盖了学生课内、课外规
划培养的五个方面：

精英名校保证计划为学生申请大学提供了优势。学生的学业顾
问，辅导老师和助教将为学生提供校内校外额外的支持、学术帮
助和培训，为学生申请所选的顶尖大学做准备。通过参加课后培
训和潜力开发课程，进一步提升学生的技能。这种个性化的支持
使学生遥遥领先于人。

目前，参加精英名校保证计划的学生进入名校就读率为100%。学业规划
包括选课指导、学校沟通、课后辅导、
考试准备

阅读规划
包括书目选择、读写提升、文学赏析、
通识教育

活动规划
着重课外活动策划，社会责任感和
领袖力培养

专项提升
着重特长培养、潜力挖掘、能力突破、
亮点记录

大学申请
包括定校咨询、申请文书指导、大学
选课指导

加星教育学院拥有40多位毕业于北美名校并具有多
年教育经验的辅导老师，一周7天开放，确保学生在
英语、数学、科学等方面分数的提升。课后部致力于
提供切实有效的辅导方案，让学生摆脱学习困境，在
学习上表现出色，提高自信心。

严谨的学生管理
每月提供学生学习报告。

丰富的课程安排
包括：英语、数学、科学、SAT考试准备、雅思培训、
美术课和语言专项学习。

Can-Star Academy
加星教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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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ada Star Fine Arts Academy

加星美术学院
加星美术学院为热爱艺术和设计的学生提供专业的学术规划和教学辅导。帮助学生申请顶尖艺术和设计大学
以及作品集的准备提供全面的指导和培训。

学院提供一系列独特的课程，包括绘画、艺术创造、建筑模型、摄影以及其他各种艺术形式。美术学院的学生
将可以在校园的艺术工作室中获得指导与帮助。每年，加星中学邀请来自加拿大和美国顶尖艺术院校的代表
来我校，学生以最直接的方式，获得大学招生官针对作品集的直接反馈和建议。美术学院为学生在顶尖艺术
院校课程继续学习道路上提供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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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unity Service, Clubs, 
and Health

社区服务，社团
与健康
课外学习和活动是学生
学术成长的重要补充。我
们相信对学生来说，为了
保持生活中的平衡和专
注，身心健康是非常重要
的。我们鼓励学生在校期
间加入学校丰富多彩的
活动。加星中学提供综合
的体育课程，校园配备有
标准化的体育馆和田径
区域。我们的学生可以专
注于运动，如羽毛球，篮
球，田径等各类活动。

学生社团
我们鼓励学生积极参加课
外活动并挑战自我、拓宽技
能、实现全面发展。这些社
团不仅能提高学生在各个
领域的技能，还能帮助学生
在 大 学 申 请 时 成 为 更 全
面、更有竞争力的候选人。
学校热门社团包括：

全国高中学者协会
烹饪俱乐部
羽毛球俱乐部
年册编辑俱乐部
学生委员会
室内攀岩俱乐部
校园内各类节日活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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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者活动与社区服务

责任感、善良和团体精神，这些都是塑造未来领导人的品质。志愿者服务和回馈社会是加星中学精神的重要
组成部分。我们看重这一点，并与众多的合作机构，如Pinegrove Place和Corporate Champions Vancouver，
为学生提供参与社区活动的机会。我们的学生服务团队会帮助学生找到社区服务实习或义工的机会。这些经
历强化了学生们的性格和品质，帮助他们走向成熟。这种经验不仅丰富了他们的生活，而且有助于为大学申
请做准备。

学术竞赛

我 们 鼓 励 并 支 持 学 生 参
加校外的数学、科学或其
他学术比赛。我们鼓励他
们接受这些挑战，以提高
自己的技能，提升自身的
信心，并超越自我 。加星
中 学 的 学 生 曾 参 与 过 多
次比赛，从中获益匪浅并
取得骄人的成绩。在过去
的几年里，学生们参加了
滑 铁 卢 大 学 的 数 学 竞 赛
并获得众多奖项，这是加
拿 大 最 著 名 的 数 学 竞 赛
之一。



School 
Field Trip

丰富的校外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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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学生服务

加星中学的学生是我们家庭中最重要的
一员，学校给予学生关注与支持，确保学
生在课堂内外都能取得成功。如果学生
需要帮忙或协助，加星中学的学生服务
团队会随时与学生进行沟通。

Student 
Services

学生服务

学校致力于为每一位学生提供一个安全和友好的学习环境。我们不容忍任何不受欢迎的行为，包括
欺凌或不尊重他人。学校致力于确保每个学生在任何时候都能得到安全和归属感。

为学生提供一个安全的学习和生活环境

根据法律规定，19岁以下的国际学生必须有一名25岁以上并居住在加拿大的监护人。加星中学将在
学生抵达加拿大前询问监护人的相关信息。如有需要，学校也可以为学生提供监护人服务。

监护服务

加拿大是一个多元文化的国家，本地的寄宿家庭将为学生提供一个私人房间以及一日三餐。需要寄
宿服务的学生需要抵达前两个月联络学生服务处安排此项服务。

寄宿家庭

为了确保学生在中学取得成功并进入顶尖大学，拥有较高的英语技能至关重要。学校支持学生实现
这一目标，提供全方面的英文环境。学生在学校只能使用英语。无论是校外、寄宿家庭、和加拿大新朋
友和同学一起，你必须使用英语沟通。

英语是你成功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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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olarships for 
High Achievers

优等生奖学金

更多信息，请访问：
https://canadastarsecondary.ca/scholarships/

加星金牌成就奖
每年有一名表现优异的新生将获得该奖项，该奖项为全日制学生提供每年85%的学费减免！

加星卓越表现奖学金
凡在艺术与设计、体育、音乐或学术领域有杰出表现的学生，将有机会申请到5000加币的奖学金。

加星荣誉奖
此奖项每年颁发给在本学年平均成绩保持在86分以上的学生。

加星校长奖学金
此奖项颁发给修满课程，年平均成绩达到92分以上的学生均可获此奖项，奖金为1,000加币。



15

Applying for Your Program

学生申请注册流程

加星中学的入学申请流程方便并且快捷。如果您有任何问题，请直接与我们联系。

请电邮至：admissions@canstarlearning.com，我们会及时回复您。

如需立即申请，请访问：https://canadastarsecondary.ca/apply-now/下载及填写申请表。完成
后，请将完整的申请通过电子邮件发送到我们的邮箱：admissions@canstarlearning.com。提交完
成后，我们的招生团队将及时回复您的申请。

入学申请材料

填写完整的入学申请表
提供完整的监护信息表
提供近两年中、英文对照成绩单
提供在读证明或毕业证中、英文对照件

学  费

申请费 $200（不可退还）
留学生 $18500(每学年)
加拿大本地生 $14800 (每学年)
学生服务及活动费 $500/学期（可退还）
名校精英计划（可选；请查询详情）
加星课后辅导（可选；请查询详情）

寄宿家庭

$200申请费（不可退还）
$1200/月（共用卫生间）
$1300/月 （独立卫生间）
$1700/月 （独立卫生间和上、下学接送）

寄宿家庭都提供一日三餐（每学年总共10个月）

加拿大法律规定，19岁以下学生就读期间需
有本地合法监护人。

监护服务

$200 申请费（不可退还）
$500/学期 监护费

法律规定，在加拿大居住时必须有医疗保险。



info@canstarlearning.com 

admissions@canstarlearning.com

www.canadastarsecondary.ca

Instagram
Canadastarsecondary
Facebook
Canada Star Secondary School
WeChat
Canstaredu

加星中学

+1-604-285-7766

加星教育学院
列治文校区：100 ‒ 8091 Westminster Hwy, Richmond, B.C.
本那比校区：102-6125 Sussex Ave, Burnaby, B.C.

+1-604-231-0099

11295 Mellis Drive, Richmond
Metro Vancouver, B.C., Cana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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