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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长寄语：

Message of Principal

多伦多洛威尔学院教育理念：不仅将中国学生成功送入北美优

秀的大学，更要为他们以后的大学奠定坚实的学术基础，为他

们的未来职业生涯做好准备。树立正确的人生目标，培养正确

班并聘请安省优秀持牌教师授予安大略省高中学分课和中英双

语辅导老师相结合，保证了高品质的个性化教育，做到中西方

教育的完美结合。用中国传统私塾的模式结合北美优秀的学分

课体系，使学生们能够逐步地，有计划的适应西方教育，但同

时又不丢掉中国根基。保证了我们的毕业生成为全球化的精英

人才。帮助国际学生适应全新环境，建立国际化思维，确

保学生踏上成功之路。

的价值观使他们成为全球化知识精英人才。我校设立个性化小

Chris Davidson
Principal

校
长
寄
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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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的教育是获得成功的关键。一个好的稳定的教育体系将为
学生打开实现梦想的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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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伦多洛威尔国际学院                                
About Us

  

    洛威尔国际学院位于多伦多的中心地带-维多利亚公园大道上，交通方便，
环境优美，教室明亮宽敞。

洛威尔国际学院聘请在安省执教20余年的资深OCT资质教师和专业顾问团

队为每个学生提供升学规划和指导，保证学生能够尽快进入理想大学，融
入国际化大都市及体验到生活乐趣。

洛威尔国际学院提供9-12年级安省高中课程及大学预科课程。根据学生的

特点设立个性化小班，一对一的学习辅导，组织丰富的课外活动，为每个
学生提供最佳的学习和生活环境，引导及培养学生的学习热情，满足每一
个学生的学习需求。学校还开设课后各年级及各科的补习辅导班，同时为
留学生提供全方位的生活、签证等方面的服务。

学
校
简
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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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威尔国际学院教育理念

     
全面关怀    优质教育    晋升名校    直达目的      

    为学生提供优质教育，全面关怀，悉心培养，充分利用了安大略省教育体系的优势，为每位学生设计高
效，个性化的学习方案，实现晋升北美名牌大学的理想。培养学生成独立思考，分析研究，勇于实践，
演讲沟通等综合能力的国际化人才。
                  
      学分制课程

      学生根据能力可选读不同年级的课程；加拿大以外的中学学分经评估可被认可为安省学分
                          

      成绩评估更加合理
      期末考试占总成绩的 30%，其余 70%由单元测验、作业评分与课堂参与、综合表现等构成，减少
      学生的压力，注重知识掌握。
               

      量身订造的升学督导
      专业指导老师为每人单独规划课程选择，时间进度和成绩督导，共同制定个性化的培养计划和大学
      升学规划，保证每位勤奋努力学习的学生都能升读理想大学。

      课后辅导
      除了正常的学分课之外，由中英双语老师为学生免费提供课后及暑假各种的英语辅导学习（包括强
      化口语，商业英语，学术英语）托福，雅思辅导班。

      技能培养
      注重培养学生的观察思考，调查研究，数据分析，报告撰写，演讲沟通及社会实践能力，注重师生
      之间的密切交流，悉心发掘培养学生潜能。

      丰富的课外活动及参观游览，带领学生深入体验北美文化。

我们不仅提供完善的课程，而且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和对家庭和社会的爱心以及奉献精神。帮助学
生实现全方位的成就。以下七项特色组成洛威尔国际学院的愿景以及对学生，家长及社会的承诺。

多伦多洛威尔国际学院是一所经安省教育局正式批准的全日制私立高中，提供9至12年级高中学历教育。

国际化

加拿大多伦多
洛威尔国际学院

资源丰富

启发教育

灵活趣味 活跃生活

值得信赖

不断创新

教
育
理
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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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活的教育体制

丰富的高等教育资源

多伦多大学 滑铁卢大学

怀雅逊大学

   

皇后大学 西安大略大学

渥太华大学 麦克马斯特大学

约克大学

  

安省小学阶段为 1-8 年级，中学阶段
为 9-12 年级（相当于中国的初三至
高三）

    

高中毕业需要完成 30 个学分（每个
学分需要修读110个小时），完成40
小时义工，并通过安省英语统考方
取得安省高中毕业证（简称OSSD）
该文凭被世界各国所承认

    

其他国家及加拿大其他省份的中学学
分，可转换为安省高中学分

    

留学生在安省中学毕业后可以和本地
学生一样，凭借高中最后一年的成绩，
自由选择加拿大或世界各地的大学

    

留学生在加拿大中学学习四年以上，
申请大学无需雅思成绩

※

※

※

※

※

※

※

※

加拿大整体教育质量位于世界先进行
列，教育以学生为中心，以启发式教
育方式，注重学生终生学习能力的培养

安大略省的教育体制对国际留学生限
制条件较少，只有一项语言类的省统
考：OSSLT。统考不合格的可用修读
该门学分课的方式补救

安省的高中毕业生相对于其他省或外
国的高中毕业生有“户籍”（OEN学
号）优势。安省毕业生有专门申请大
学的通道，拥有更多升学名额和机会

安大略艺术设计学院

安
省
教
育
体
制
及
资
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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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我校设有各科网络学分课程，不受时间，地点和国界限制，教学灵活。

    

洛威尔国际学院的特色

学
院
特
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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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威尔国际学院的优势
■  

■  

■  

■  
■  

■  

■  

■  

学
院
优
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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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质课程设置
获得安省高中毕业证书 (OSSD) 的要求

     

。

■  4 个英语学分（9至 12 年级，每年级 1学分）

■  2 个科学学分（物理 /化学 / 生物）

必修学分包括

■  3 个数学学分（至少包括一个 11或 12 年级学分）

■  1 个加拿大历史课学分
■  1 个加拿大地理课学分
■  1 个艺术（视觉艺术 /音乐 / 戏剧）学分
■  1 个健康与体育学分
■  0.5 个公民学学分
■  0.5 个职业规划课程学分
■  1 个法语或母语作为第二语言学分

除了以上必修的 15个学分外，
还须从以下三类课程中每类各选一科，共计 18个学分
■ 英语 / 外语 / 社会学 / 加拿大与世界事务研究
■ 卫生与体育 /艺术 / 商业
■ 11 或 12 年级的科学 /技术类
另外还要修完 12个选修课学分

大学录取条件
持有安省高中毕业证书（OSSD）的学生，申请大学无需参加统一考试或高考，直接用 12 年级
的成绩申请大学

，）分学修选为个21，分学修必为个81中其（，分学个03满修）级年21-9（段阶学中--

其中 6个必须是 12年的学分

-- 每个学分的取得必须参加 110 个小时的课堂学习

-- 学生在原居住国修读的学分获得认可，只需修完剩余学分即可（最多转24个学分）

-- 完成 40 小时的义务社会工作（志愿者、义工）

-- 通过安省统一的语言测试（OSSLT)

课
程
设
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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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类  
English

科学类  
Science

英语 
English Academic

函数 
Functions

科学 
Science

写作艺术 
Writer's Craft

高等函数
Advanced Functions

生物 
Biology

演讲技巧 
Speaking Skills

微积分与衡量 
Calculus and Vectors

化学 
Chemistry

英语能力统考课程
Ontario Secondary School Literacy Course 

媒体研究
Media Studies

数据管理
Mathematics of Data management

物理 
Physics

加拿大与国际研究
Canadian & World Studies

加拿大历史 
Canadian History

加拿大地理 
Geography of Canada

健康/体育类 

健康生活方式教育 
Health/Physical Education 

辅导及职业教育 
Guidance & Career Education 

社会科学
Social Science

人类学、心理学和社会学导论
Introduction to Anthropology,
 Psychology and Sociology

职业研究 
Career Study

公民学 
Civics

其他语言类  
Language

计算机学 
Computer Studies

中文 
Chinese

计算机科学 
Computer Science

法文 
French

计算机技术 
Computer Technology

计算机科学原理
Introduction to Computer Science

艺术  
Arts

商科类
Business Studies

视觉艺术 
Visual Arts

国际商务基础

音乐 
Music

财务会计原理
Financial Accounting Principles

戏剧 
Dramatic Arts

课后辅导及各年级课程
After school program. All subjects

小班和一对一强化辅导 
Small class
One on One Tutoring

经济分析
Economic Analysis

财务会计基础
Financial Accounting Fundamentals

市场营销原理
Introduction to Marketing

商业领导管理基础 
Business Leadership Management Fundamentals 

数学类  
Mathematics

9-12年级课程表 Grade 9-12 Credit Courses

International Business Fundamentals  

课
程
表

10

多伦多洛威尔国际学院
Lowell International Academy

中国招生免费咨询热线：950-403-42967



语言课程

ESL- 英语为第二语言课程

是专为英语基础薄弱的学生而设置的，还可以帮助学生迅速
适应新的语言环境，并能够建立一个扎实的语言基础和掌握
日常生活用语。学生将通过听，说，读，写四个部分来加强
英语技能。

多伦多洛威尔国际学院的 ESL 课程设有 5级（如图）

IELTS ( 雅思）课程 - 加拿大所有的大学都认可雅思成绩

雅思考试结构分为：听力，阅读，写作和口语。每一项都独
立评分，满分为 9分，一般要求是 6.5 分。本校内提供雅思
考试培训。

Opening doors, creating opportunities

SAT- 申请美国大学必备

SAT 测验，也称作学术能力测验 (Scholastic Aptitude Test) 
和学术评估测试，作为美国名牌大学申请入学的重要参考条
件之一。

洛威尔国际学院为美国名校班的学生或者有需求的学生准
备专业的 SAT 培训。由资深的SAT 专家授课。

AP- 是美国大学委员会 (CEEB) 认定的大学先修课程Advanced Placement

多伦多洛威尔国际学院开设了一系列学科的AP课程。通过
AP课程的学习并获得高分的，可免修该学科大学一年级的
课程。

中学各门课程

ESLEO

ESLDO

ESLCO

ESLBO

ESLAO

AP- 是美国大学委员会 (CEEB) 认定的大学先修课程Advanced Placement

AP PREP

英
语
强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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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预科课程及安省统一课程代码
工科 /理科 

Engineering / Science
生命科学
Life Science

商科
Business

必修课 
compulsory course

必修课 
compulsory course

必修课 
compulsory course

必修课 
compulsory course

必修课 
compulsory course

必修课 
compulsory course

英文 ENG4U
高等函数 MHF4U
微积分 MCV4U
化学 SCH4U
物理 SPH4U

英文 ENG4U
高等函数 MHF4U
微积分 MCV4U
生物 SBI4U
化学 SCH4U

英文 ENG4U
高等函数 MHF4U
微积分 MCV4U
数据管理MDM4U

选修课 （1门）
optional (1 course)

选修课 （5门）
optional (5 courses)

选修课 （3门）
optional (3 courses)

选修课 （4门）
optional (4 courses)

选修课 （1门）
optional (1 course)

选修课 （2门）
optional (2 courses)

生物 SBI4U
数据管理 MDM4U
计算机科学 ICS4U

物理 SPU4U
计算机科学 ICS4U
数据管理MDM4U

国际商务 BBB4M
会计原理 BAT4M
经济分析 CIA4U

商务领导技能 BOH4M

文科 / 社会科学
Liberal Arts / Social Science

计算机科学
Computer Science

设计 / 美术
Design / Art

英文 ENG4U
英文 ENG4U

高等函数 MHF4U
微积分 MCV4U

英语 ENG4U
美术 AVI4M

加拿大历史 CHI4U
世界地理     CGW4U
世界历史   CHY4U
多元社会中个人与家庭

HHS4M

化学 SCH4U
物理 SPH4U

数据管理 MDM4U
计算机科学 ICS4U

数据管理 MDM4U
生物 SBI4U

计算机科学 ICS4U
高等函数 MHF4U
微积分 MCV4U
化学 SCH4U
物理 SPH4U

注： 此课程仅供参考，实际课程将根据个人情况和目标大学及科系的要求而设计安排。

大
学
预
科
课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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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名校保障班  
我校为有志就读加拿大名牌大学的学生设立“名校保障班”，通过与家长及学生签约的方式，
为成绩优良的学生提供一条快捷通道，用高效密集，严谨强化，导师1对1培养的方式保证将

入学要求：
· 高二至高三学生及大学一年级在读学生都可报名。报名学生要求成绩优良，英语成绩较好。
·雅思成绩 5.5 以上或托福成绩 70 分以上（如学生无英语测试成绩可参加洛威尔国际学校
    英文考试）。
·不符合以上两个条件的话，可申请我校普通班就读，成绩达标后可升入名校保障班
·学生身体健康，具有良好的学习习惯，品行端正，无不良记录。

课程设置：
· 雅思测试应试训练 110-200 课时，含晚间及周末时间。
· 安省教育部制定的高中学分课程。
· 包含两门 AP课程 （为大学预修课程）。
· 资深升学督导为学生量身定制一套升学课程方案。
· 1 对 1强化：进一步个性化辅导，发掘潜力。
· 独特的导师制度（mentor），每周与学生密切联系，提供学习、生活和思想各方面指导。
 · 小班教学，由校长/主课老师/督导老师三方组成教学小组，定期讨论每位名校班学生的学习进展
     和学生的全面状况。

学生毕业送入10所名牌大学。如果学生达到要求，但不能被10所名牌大学录取，我校照章退
还学费。

名
校
保
障
班
入
学
要
求
及
课
程
设
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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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名校保障班

课程特点：

· 资深的教学团队，严格管理，保障进入加拿大名校。
· 严格有效的密集强化英语培训课程及教材。
· 严格的入学标准，确保学生素质水平整齐。
· 签约确保升学。
· 严格的雅思IELTS或托福TOFEL英语应试辅导训练。
· 深资名师指导学习，课后一对一辅导。
· 学生在AP课程考试成绩突出者，可换大学的学分。（5分满分，一般要求在3分以上）。
· 一门AP课程约可抵三至六个大学学分，中国学生所学的任何一门AP课程都有可能转成三

至六个学分，因此可省去3千至6千美元的学费，降低大学教育成本，缩短大学教育时间。
· 资深学生顾问全程辅导。
· 贴心，周到的学生服务。

升学方案：

·学生在11年级和12年级对课程的选择是非常重要，影响到未来大学专业的选择及未来事业
的轨道。
·学生须在报考大学当年６月前完成安省高中课程并取得各科的85%以上的成绩。
·须在报考年３月参加并通过安省统一英语考试或修读安省语言文学课程OLC4O。
·完成40个小时的社区服务义工要求，获得安大略省高中毕业文凭。
·雅思成绩达到总分6.5 分（其中阅读，写作不低于6.5 分，听力，口语不低于６分）
·学生需保持出勤良好，认真完成每项作业和测验，无抄袭或其他纪律问题。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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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名校保障班  
升学保障：
·在校方及学生都履行各自责任和义务的前提下，本校协议承诺，保障就读以下10所签约名校。

·签约学生毕业后 100%入读名校，否则按协议退款。

承诺保障的十所加拿大10所名牌大学名单：

★ 英属哥伦比亚大学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 渥太华大学
University  of  Ottawa

★ 约克大学
York  University

★ 麦吉尔大学
McGill  University　

★ 多伦多大学
University  of  Toronto

★ 滑铁卢大学
University  of  Waterloo

★ 皇后大学
Queen’s   University

★ 西安大略大学
University   of  Western  Ontario

★ 麦克马斯特大学
McMaster  University

★ 阿尔伯塔大学
University  of  Alberta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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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与课外辅导

课外综合辅导
该项目的规划是为了对学业，英文甚至是对
于加拿大的文化遇到困难的学生，帮助他们
适应加拿大的学校教学体系，为将来学业深
造建立坚固的基础，更能适应及融入加拿大
的生活。

户外教学实践
我校定期组织相关课程与休闲的实地考察，
使学生在课堂内外都能获得乐趣，为学生亲
身体验教科书的内容，艺术拓展见解，加深
历史与文化理解等提供了机会。

社会服务与领导能力
我院常年组织并推荐多种活动，让学生参与
并积累毕业所需的40个小时义工社会实践。
不同领域的义工及课外活动，能使学生在申
请首选大学的竞争中脱颖而出。

课外活动
除了校园俱乐部，学校还组织各种游览，包
括：大学参观、野外旅游、户外活动和培训
等，充分接触体验加拿大的自然，文化和生
活方式。

中国招生免费咨询热线：950-403-42967

专
业
与
课
外
辅
导

16

多伦多洛威尔国际学院
Lowell International Academy



毕业于多伦多大学及约克大学荣誉教育学学士。有着二十五
年的安省高中教学经验，是安省教师协会会员，担任英语，
戏剧，历史老师及英语教研组长，不但熟悉安省高中的教学
大纲，并且能够有针对性地因材施教，尤其擅长教授高年级
英文写作。对学生们认真负责，亲和力强，了解学生的心理，
帮助每一位学生掌握知识点并且对所学知识点进行反复巩固。
本人亦是加拿大编辑协会的成员，曾担任加拿大作家英语老师 John Blair 

数学组长 Dr. Zina 

科学老师 Mr. Clunas

英语老师 Ms. Ho

英语老师
Ms. Addetia

数学辅导老师
Mr. Cheung

数学老师
Mr. Zhao

体育老师
Mr. Burrell

公民学老师
Mr. Wang

化学老师
Ms. Peng 

教师介绍

中国招生免费咨询热线：950-403-42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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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写作。对学生们认真负责，亲和力强，了解学生的心理，
帮助每一位学生掌握知识点并且对所学知识点进行反复巩固。
本人亦是加拿大编辑协会的成员，曾担任加拿大作家



加拿大                   美国                  英国             澳大利亚          新西兰

大学申请督导优势
■ 为了确保学生被理想大学录取，本校聘请专业、经验丰富的督导老师
      帮助学生在申请文件中充分体现学生及专长。

■ 辅导学生准备大学申请的全部文件，如申请表，成绩单，毕业证书，
      老师推荐信等，以及简历修改。

■ 辅导学生面试技巧。

■ 协助学生向所申请大学寄送申请材料和补充信件。

■ 协助学生追踪申请大学进展，与所申请的大学进行频繁沟通，以确保
     申请文件顺利递交及审核。

■ 协助学生追踪语言考试成绩，作为学生和语言考试中心的桥梁，确保
      雅思或托福成绩即时并准确送达至申请的大学。

■ 国际留学生如果拥有安省高中文凭（OSSD）就可以直接升入北美及英
      联邦国家大学

中国招生免费咨询热线：950-403-42967

大
学
申
请
辅
导

18

多伦多洛威尔国际学院
Lowell International Academy



全面关爱管理模式

■ 我校专业的学生管理团队为学生提供全面服务，随时为学生的需求服务，
顺利适应加拿大的新生活，帮助他们达到专业的最高水平。

■ 为了提供一个安全，方便，舒适的生活和学习环境，我们建立了一个高素
质，经验丰富的助教团队。经常一对一的与学生沟通，监督他们的学业进展，
和解决各种生活问题。

■ 我们的工作人员经过培训，能够为身处异国他乡的留学生提供心理及情绪
的辅导，从手机开户到网络连接，到有病就诊、医疗费用的保险索赔，全程
都有工作人员细心照顾学生的日常需求。

 

■ 我校丰富的课外活动，能够帮助学生更好的了解认识多伦多地区，对加拿
大的自然环境和文化，生活有深入的认识。通过这些活动，学生们不仅能够
快速提高英文能力和适应加国的生活方式，还可以促进身心健康发展。

■ 作为教育业者，我们相信教育能给年轻人带来更好的未来。基于此理念，
建立个性化的学术规划，让每个学生发挥自身最大潜能，成功被首选大学录
取，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为他们的大学学习，事业成功打好基础，
踏上成功之路。

在多伦多洛威尔国际学院，我
们对学生的照顾和培养涵盖课
堂内外，家长尽可放心。

中国招生免费咨询热线：950-403-42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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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留学全面护航服务

住宿安排
■ 精心挑选的寄宿家庭让学生体验“英文”生活环境

■ 学生在一个舒适安全的寄宿家庭里，将享有自己独立的房间

■ 学校会根据学生的要求，性格和爱好，与寄宿家庭保持沟通，必要时建议寄宿

家庭为学生做出相应的调整

■ 学校与寄宿家庭保持密切联系，确保学生在新的国家，新的地方，彼此适应，

融洽相处

电查询。

中国招生免费咨询热线：950-403-42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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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入学方式区别：
 
公立学校是免费教育（其实是公民每年缴纳的地产税作为教育经费）留学生例外。
公民或移民，只要提供学校校区范围内的居住证明，就可以入读该公校。
私立学校则不受居住区域和条件的限制。当学生申请某一所私学并被录取后，学生就可入读该学校。
不同年龄学生可选择不同私校。有些私校还有寄宿部，可以帮助那些父母不在身边或居住远的学生需求。
 

教学方式及资源区别：
 
公立学校每一班里的学生较多，师生比例较高，老师们不能照顾到每个学生的需求。
 
私立学校教育模式更灵活，师资力量较强，老师们会照顾到不同学生的需求，个性化小班，一对一专业辅导。
 

学生成长环境区别：
 
家长除了希望孩子在学校学习知识之外，也希望孩子在感 情 ， 道德 ， 学业和能力等方面全方位发展，并且健康快
乐成长。
 
公立学校，由于校园环境，教师资源和资金等方面的原因限制，学校主要是完成教育大纲要求的任务，学生与老师的
互动仅限于学校的有限时间，老师没有精力来关注每一个学生的特殊需要。
 
私立学校更注重让学生在学校感受到一种舒适的社区氛围，能帮助并满足学生在各个环节的需求： 当学生在学业上
有问题时，学校安排一对一个性化辅导和Learning Center。  当学生对成长和校园生活有困惑时，学校有house系
统，由低中高年级同学组成的group, 学长可以帮助并答疑解惑。 当学生需要与同龄学生共享课后的快乐时光时，学
校提供各种不同活动的俱乐部，训练学生各种技能的同时也能结交更多的朋友

 
教学内容（特别是高中）及未来方向区别：
 
AP和IB课程：
AP (Advanced placement) 课程是美国和加拿大大学课程中可提前在高中学习的课程，现覆盖22个门类，共37个学
科。AP考试成绩优秀的学生在申请美加大学时可以得到大学的学分认可并有机会获得高额奖学金。
 
IB课程全称为国际预科证书课程（International Baccalaureate Diploma Programme）, 北美，欧洲许多著名大学接
收IB学生，有些大学为优秀IB学生提供奖励学分。
 
公立学校以安省教学大纲为基本要求，实施公民教育，不以升入大学为目标。 公校有部分学校设有AP课程还有个别
学校设有IB,TOPS这类特殊教育项目，但进入该类项目竞争激烈。

私立学校， 有着较高大学升学率，很多学生可以进入世界一流大学。除了遵循安省的教育大纲，教授内容往往超前
于大纲的要求，为学生未来申请理想大学增加了砝码。优秀的私校毕业届获得总奖学金的数目和数额很高。
 

学费和资金来源区别：
 
公立学校没有学费（对本地学生），除了在学区内购置房产，每年所缴的地产税部分会用于该学区的教育外，家庭
的额外开销并不大。公校的其余运营资金主要来源于政府拨款，其他来源较小。
 
私立学校一般需要缴纳学费，每年从几千到几万加币不等（寄宿部学生另有住宿费用）。很多私校对优秀但家庭经
济条件困难的学生提供奖学金。好的私校并不完全靠学生学费运营，学校每年能募集到大量的捐款用于学校发展基
金。这些资金将用于学校设施的改善和奖学金等方面。
留学生家长根据学生的具体情况选择合适的学校。

中国招生免费咨询热线：950-403-42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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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方式及资源区别：
公立学校每一班里的学生较多，师生比例较高，老师们不能照顾到每个学生的需求。

私立学校教育模式更灵活，师资力量较强，老师们会照顾到不同学生的需求，个性化小班，一对一专业辅导。

学生成长环境区别：
家长除了希望孩子在学校学习知识之外，也希望孩子在感 情 ， 道德 ， 学业和能力等方面全方位发展，并且健康快

公立学校，由于校园环境，教师资源和资金等方面的原因限制，学校主要是完成教育大纲要求的任务，学生与老师的
互动仅限于学校的有限时间，老师没有精力来关注每一个学生的特殊需要。

私立学校更注重让学生在学校感受到一种舒适的社区氛围，能帮助并满足学生在各个环节的需求： 当学生在学业上
有问题时，学校安排一对一个性化辅导和Learning Center。  当学生对成长和校园生活有困惑时，学校有house系
统，由低中高年级同学组成的group, 学长可以帮助并答疑解惑。 当学生需要与同龄学生共享课后的快乐时光时，学
校提供各种不同活动的俱乐部，训练学生各种技能的同时也能结交更多的朋友

教学内容（特别是高中）及未来方向区别：

AP (Advanced placement) 课程是美国和加拿大大学课程中可提前在高中学习的课程，现覆盖22个门类，共37个
科。AP考试成绩优秀的学生在申请美加大学时可以得到大学的学分认可并有机会获得高额奖学金。

IB课程全称为国际预科证书课程（International Baccalaureate Diploma Programme）, 北美，欧洲许多著名大学接
收IB学生，有些大学为优秀IB学生提供奖励学分。

公立学校以安省教学大纲为基本要求，实施公民教育，不以升入大学为目标。 公校有部分学校设有AP课程还有个别
学校设有IB,TOPS这类特殊教育项目，但进入该类项目竞争激烈。

私立学校， 有着较高大学升学率，很多学生可以进入世界一流大学。除了遵循安省的教育大纲，教授内容往往超前
于大纲的要求，为学生未来申请理想大学增加了砝码。优秀的私校毕业届获得总奖学金的数目和数额很高。



春节来临，同学们身在异国却丝毫没有感觉孤独。

因为学校是他们第二个家。

 为大家准备了丰盛

的年夜大餐，当然

少不了饺子。

同学们积极参

与贴对联

洛威尔春节校园活动节
春节来临，同学们身在异国却丝毫没有感觉孤独。

因为学校是他们第二个家。

洛威尔春节校园活动节
春节快乐

中国招生免费咨询热线：950-403-42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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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师生精心装扮， 迎来了一年一度的万圣节。

同学和老师都化妆成各自的角色，出现在学校内，

节日气氛非常热闹。

评奖环节：最恐怖南瓜，最可爱南瓜。

中国招生免费咨询热线：950-403-42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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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观皇家博物馆

洛威尔活动集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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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喽，洛威尔！没有我的夏天过得如何？听说你们这段时间也是挺忙的，即使老师们和学
生们都不在多伦多。当然，我还在多伦多。我最近挺好的，就是太累了，绝大部分时间我都
在外野营，但我还是抽空写了这篇“心得”。因为现在我都是和本地的学生呆在一起，受到
挺多不同文化的影响，感触还是挺深的，所以我决定要写这篇文章。我也有好长时间没有像
这样写中文了，还请多多包涵。
首先我想聊聊的是让我感触最大的，那就是多伦多本土的素养。当我第一天参加我现在所参
与的Leadership Program的时候，我就发现这里的人都非常有礼貌，还很尊重同僚，他们都

很自觉，很充满感激。每一句“Thank You”和“Bless You”都是由衷而发。没有攀比，没有争抢，都很谦让，
这就是所谓的“Canadians”吧。不同颜色的皮肤混杂在一起，没有歧视，也没有冲突。后来我们分成了许多小
队，大概是5、6个人一个小队，大家都很尊重其他的意见，都会先为年龄较小的队员解决问题。在做小队出去野
营所需要的饮食计划的时候，大家从制定计划、检查计划，到最终的执行计划、开始购物基本上都是一条心，每
个人都很好地完成了所分配到的任务。在路上我们也一直帮助彼此，共同进退。当你有什么疑问的时候，都会有
人来协助你解决问题。所有Visioners都其乐融融的，即使路程实在是太遥远了。仔细想想，这就是我选择离开家
乡，离开祖国，来到异国他乡接受教育的原因了吧。Canadians都挺和善的，只要你需要帮助，就会有援助之手
向你伸出。动物也不例外。在学校的帮助下，我成了TCR（Toronto Cats Rescue）的一名志愿者，我们接收从加
拿大各地来的野猫，然后训练他们，在帮助他们找到新的主人。一开始我还担心因为我的年龄较小会出什么问题
，但其他人其实都是和我一样，我们都有很多共同的话题和爱好。加拿大是个很有礼貌的国度，每个Canadian都
会把“Have a nice day”、“Have fun”、“Thank you”之类的词语挂在嘴边。他们助人为乐的形象总是那么
的突出。但美中不足的地方在于，他们太爱说“Sorry”了。以至于很多人都拿这个梗开玩笑，比如就有人问了：
当加拿大人掉下山崖而且四下无人的时候，他们还会说“Sorry”吗？加拿大在国际社交上的成功，素质绝对占据
了一大部分。
如果没有洛威尔这个平台，我也没法接触到我所接触的，我也没法看到我现在所看到的。感谢洛威尔，为我们海
外留学生提供了这样的一个平台。老师、同学，活动、聚会，洛威尔在此费尽心思，只为给我们提供好的资源。
当我和我的朋友们提起每月咱们洛威尔都会提供健身房月卡时，他们那叫个羡慕嫉妒。感谢洛威尔的老师们，引
领我的成长。也感谢在洛威尔发生的点点滴滴，伴随、促进我的成长。回想当初自己一人踏上去往异国他乡的飞
机时，你问我孤不孤独，孤独。但到了后来，抵达了多伦多，见到了洛威尔，我才知道，在这里，在多伦多，在
加拿大，我还有另外的一个家。咱们洛威尔虽然不大，但是教师资源绝对是非常优秀的，就拿Zina老师来说，毕
业于莫斯科大学，在前苏联时期的顶尖学院，化学、生物双博士，后来到加拿大从事教育20余年，对我们非常之
好，从学习到生活，都对我们照顾入微。也感谢洛威尔为我们提供广大资源，在洛威尔的协助之下，我有幸参与
了滑铁卢大学的数学竞赛，并荣获3门奖项。我还参与了SAS与IBM联合举办的Big Data比赛，获得了自己的科学
家编号。在洛威尔的每一天都很充实，在洛威尔外的每一天也很充实。各种课外活动数不胜数，丰富了我在加国
留学的经历。我们参加了加东三日游，我们还去了加拿大航天博物馆过夜，还有各种旅游景点的参观，我们还有
机会制作了属于自己的陶泥雕塑。洛威尔新颖的两月一学期制度非常高效，一年至少10个学分，我在10年级的时
候就已经完成了11年级的部分课程。而每年最后的第五学期都会让学生自行选择所喜欢的课程，让大家放松放松
，例如音乐，艺术，体育，科学，Photo shop等等。相比于我暑假劳累的野外活动，我更愿意呆在洛威尔享受享
受平静的学习时光。
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加国充实的生活，洛威尔细心的照料，我感激涕零。
                                                                                                                                                                     --Vic L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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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感言

我叫Ava Zhang, 12年级

终于拿到了我心心念念的多伦多大学市中心校区应用统计的录取啦！从刚入洛威尔学院对
人生规划和专业选择的一片模糊，到经过老师悉心引导的确立目标，再到学校配合11/12年
级的修课指南，最后到申请名校的一对一辅导，我才能拿下多伦多大学，滑铁卢大学，以
及约克大学三所学校的录取。但最终还选择了自己喜欢的多伦多大学。
非常感谢多伦多洛威尔国际学院关心我的老师们和专为我做升学计划的辅导老师，因为有
他们精心辅导，我才能如愿以偿。

我叫Secilia  Shi

在加拿大的这一年里，洛威尔的老师对我们十分照顾，每次当我在犹豫，徘徊和想家的时
候，老师都能及时开导，劝解和帮助，我感到非常温暖。SionaHo是一个最好的英语老师，
她讲课十分耐心，并且课堂上十分快乐，从没让同学们觉得枯燥。加拿大的生活十分丰富
！我希望自己能在加拿大考上理想的大学。

录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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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学时间                            
  9 月 , 1 1 月                                               
1月 ,   3 月                                             
5月

入学条件

■  高中在读或毕业生

■  初三在读或毕业生

■  职校或技校在读或毕业生

■  取得加拿大“学习许可”

申请材料清单
填写签署申请表格（年龄在 18岁以下的
必须由家长或监护人代签）

√ 申请费：$250 ( 不予退还）

√ 提供最近两年的成绩单（英文翻译件）

√ 英语成绩（如有国际认可的英文水平测试结果）
√ 英语的个人陈述（150 字以内）

入学申请

洛威尔国际学校申请步骤

 

 

洛威尔国际学校全体师生热烈欢迎您的到来！ 

第一阶段为入学申请阶段--请完成本校入学申请表

第二阶段为缴费并等到录取通知书阶段—在提交入学申请表及护照首页后，
您将受到预录取通知；请按照要求缴费，学校会发出正式录取通知书

第三阶段为学签申请阶段-根据签证清单准备所需文件，由我校指定的签证服务机构：
北京科智留学，代为申请加拿大短期学生签证。请注意，在准备第三阶段的时候，可以
同时完成第四第五阶段内容。

第四阶段为学生材料调取阶段。请提供学生护照首页扫描文件以及从初中三年级到最近
的学校出具的成绩单（可以先通过微信发照片）。同时请将所有成绩单前往公证处公证，
由学生带至加拿大。

第五阶段为学生档案筹备阶段-请学生完成1.学生住宿申请表，2.请家长阅读媒体授权同
意书，校园出行家长授权书以及学生守则保证书（未成年学生家长需代表学生签署学生
守则保证书）3。熟读我校学生手册

第六阶段为出发前准备阶段-去的签证后，请家长购买国际机票；学生注意检查加拿大入
境违禁品清单，并熟悉入境海关申报表样板，该表需在入境时和护照及录取信一起交给
海关人员。

第一阶
段

第二阶
段

第三阶
段

第四阶
段

第五阶
段

第六阶
段

申请

《有合格的英语水平测试证明》

申请《无英语水平证明》

需要校长进行面试

预录取信+ 
付款清单 支付学费 正式录取信 申请学生签证



收费标准
学校收费清单（以加元为单位）

寄宿家庭相关费用

项目

银行账户信息

支票,银行汇票或国际电汇
收款人名称:   LOWELL INTERNATIONAL ACADEMY
收款人地址：Suite 501，3601 Victoria Park Avenue, Toronto
                           M1W 3Y3 
 

银行汇款(加收$50银行汇款手续费)

一学年（约十个月）
申请费（不退还）
学费（10门学分课/一学年）

医疗保险费（一年）
学校用品及设施费

教科书本费（每学期有$100可有条件返还）
课外学术/升学督导及证件办理费用：

学生监督及管理费用：

$250
$18,000

$600
$1,000

$600

一学年（约十个月）
$525
$500
$1000

$1,200/$1,050

$2,700

$1,700

安置费（一次性）

每月住宿费（包3餐/包早晚2餐）

公证监护人文件费（一次性）
监护人费（每年）

项目

（课后补习、考试集训、各种竞赛、提供加拿大学习许可证及签证续签、在本地办理护照更新服务，
学业上的督导及跟进、准备大学文件及老师推荐信、辅导学生建立更改、面试技巧等课程。申请大学
聘请专业的心理辅导师）

（组织学生庆祝各种节日，如：圣诞节、感恩节等，参加各种Activity Club，如：Field Trip、滑雪，兴趣活
动、大学参观，为学生每月举办生日派对，24小时与学生家长、监护人沟通，与寄宿家庭紧密沟通、关注学
生身心、作息、饮食健康，每周开设心理辅导及品德教育课，提供学生后勤服务，如：银行开户等）

医疗保险费（一年）
学校用品及设施费

教科书本费（每学期有$100可有条件返还）
课外学术/升学督导及证件办理费用：

$600
$1,000

$600
$2,700

（课后补习、考试集训、各种竞赛、提供加拿大学习许可证及签证续签、在本地办理护照更新服务，

学生监督及管理费用： $1,700

学业上的督导及跟进、准备大学文件及老师推荐信、辅导学生建立更改、面试技巧等课程。申请大学学业上的督导及跟进、准备大学文件及老师推荐信、辅导学生建立更改、面试技巧等课程。申请大学
聘请专业的心理辅导师）

（组织学生庆祝各种节日，如：圣诞节、感恩节等，参加各种Activity Club，如：Field Trip、滑雪，兴趣活
动、大学参观，为学生每月举办生日派对，24小时与学生家长、监护人沟通，与寄宿家庭紧密沟通、关注学

寄宿家庭相关费用

银行账户信息

支票,银行汇票或国际电汇
收款人名称:   LOWELL INTERNATIONAL ACADEMY
收款人地址：Suite 501，3601 Victoria Park Avenue, Toronto
                           M1W 3Y3 

一学年（约十个月）
$525
$500
$1000

$1,200/$1,050

安置费（一次性）

每月住宿费（包3餐/包早晚2餐）

公证监护人文件费（一次性）
监护人费（每年）

项目

生身心、作息、饮食健康，每周开设心理辅导及品德教育课，提供学生后勤服务，如：银行开户等）

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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