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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亚加拉地区公立教育局（DSBN）隶属于加拿大安大略
省教育厅，负责监管所辖学区从幼儿园至12年级的公立
中小学。

我们诚挚欢迎您来到世界上著名的尼亚加拉瀑布之乡学
习与生活。距离多伦多国际机场仅一个小时车程，并与
美国纽约州接壤，尼亚加拉地区气候宜人，社区安宁平
和，是著名的文化、教育、休闲、购物、旅游之地。

尼亚加拉地区公立教育局下属79所小学和18所中学，共
有逾36,000名学生就读。我们的学校提供享誉国际的优
秀课程，云集经验丰富、热忱敬业的授课教师，并拥有
先进一流的硬件设施。国际学生可以选择灵活的就读时
长：一个学期（5个月），一个学年（10个月），以及多
个学年。我们还开设了冬令营和夏令营项目，为国际学
生提供灵活的短期学习体验。

学校师资
我们的授课教师经验丰富，对学生充满关爱，擅长帮助
学生充分挖掘其学习潜能。所有的教师都持有安大略省
教师资格证书（OCT）。

学校课程
我们的学校十分重视英语、数学、科学技术等课程，并
提供多样化的人文艺术类课程，以确保学生获得所需技
能，顺利毕业，为继续接受高等教育打下良好的基础。
学校还有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校运动队及学生社团，
如滑冰、音乐、舞蹈、戏剧、环保、机器人等等。

安大略省中小学公立教育系统是由
省教育厅负责管理，包括从幼儿园
至12年级的教学。学生毕业即获得
安大略省高中文凭。

安大略省高等教育系统是由省高等
教育及培训厅负责管理，包括大学
的本科和研究生学位课程，以及学
院的大专文凭和学位课程。安大略
省拥有20所大学和24所公立大专院
校。

安大略省教师资格证书
安大略省教师学院负责为合格人士
授予安大略省认证教师（Ontario 
Certified Teacher）资格证书。

安大略省学校课程
安大略省中学和小学的所有课程及
教材均由省教育厅负责编辑和审
批。

安大略省高中文凭
www.edu.gov.on.ca/extra/eng/ppm/
gradu-ate.html

District School Board of Niagara
尼亚加拉地区公立教育局

安大略省
公立教育系统
THE ONTARIO PUBLIC 
EDUCATION SYSTEM

The Ontario Ministry of Education governs 
the public education system for the
element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levels 
which encompasses Grades JK–12 leading to
the Ontario Secondary School Diploma.

The Ontario Ministry of Training,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governs the public education 
system for post-secondary levels which 
encompasses applied diploma and degree 
programs at the Colleges and undergraduate 
and graduate degree programs at the 
Universities. Ontario is home to 24 public
Colleges and 19 Universities.

The Ontario College of Teachers grants the 

Students in Ontario’s element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study a rigorous

of Education.

Ontario Secondary School Diploma
www.edu.gov.on.ca/extra/eng/ppm/graduate.pdf

Teachers of the DSBN
Students will be taught by our staff of experienced and
caring teachers who excel at aiding students to reach 
their full potential.  All our teachers hold the Ontario
Certiified Teacher (OCT) designation.  

Curriculum at the DSBN
The schools of the DSBN place a special focus on 
English, math,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offer a wide 
variety of arts programs to ensure students acquire 
the skills necessary to graduate and continue to post-
secondary education. A wide variety of 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 are available, such as ice skating, music, sports
and fitness, drama and other school clubs. 

THE DISTRICT SCHOOL 
BOARD OF NIAGARA

学习课程:
英语
数学
科学技术
社会学习
艺术
法语
健康与体育

学习课程: 英语      数学
物理、化学、生物
计算机
工程技术
商科      艺术
社会类学科
人文学科
第二语言
健康与体育

小学学习 中学学习

学习英语，
探索尼亚加拉瀑布之乡

欢迎来到美丽的尼亚加拉地区，参加短期
文化交流项目。中小学生可以选择参加2-3
周的冬令营/夏令营活动，既有助于提升英
文水平，真正体会加拿大本地的社会文化，
又有机会前往加拿大最大城市多伦多和加拿
大的首都渥太华参观游览。

短期文化交流 学生服务与支持

小学： 学年：

9月- 6月幼儿园 - 8年级
年龄4 -13岁

中学: 学年：
9月- 6月9年级 - 12年级

年龄14 - 17岁

www.dsbn.org/international

学校提供全方位的ESL支持，包括各个
级别的ESL学分课程，设有ESL专用教

室，配有ESL教师为学生授课。

学校有经验丰富的升学指导老师，为每个
学生量身制定个人学习计划，提供职业辅

导并帮助学生申报大学。

寄宿家庭由当地服务公司安排，为学生
选择优良的加拿大寄宿家庭。

The District School Board of Niagara (DSBN) is a 
publicly funded school district in Ontario, Canada. 
You are invited to live and study in one of the most 
scenic parts of the world that is home to the 
world-famous Niagara Falls. The Niagara Region is 
located only one-hour drive from Toronto interna-
tional airport.  Our schools offer programs that are
internationally renowned for their excellence, are
staffed with governement-certified, highly dedicated 
teachers, and have superb facilities. 
DSBN provides outstanding  education to over 
36,000 students in 79 elementary schools and 18 
secondary schools.  We can offer various study 
periods - one-semester (5 months), full-year (10 
months) for gap-year or multi-year for graduation, as 
well as winter and summer camps. 

Ontario School Curriculum

Ontario Teacher Certifiication



THE ONTARIO PUBLIC 
EDUCATION SYSTEM

The Ontario Ministry of Education governs 
the public education system for the
element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levels 
which encompasses Grades JK–12 leading to
the Ontario Secondary School Diploma.

The Ontario Ministry of Training,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governs the public education 
system for post-secondary levels which 
encompasses applied diploma and degree 
programs at the Colleges and undergraduate 
and graduate degree programs at the 
Universities. Ontario is home to 24 public
Colleges and 19 Universities.

The Ontario College of Teachers grants the 

Students in Ontario’s element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study a rigorous

of Education.

Ontario Secondary School Diploma
www.edu.gov.on.ca/extra/eng/ppm/graduate.pdf

Teachers of the DSBN
Students will be taught by our staff of experienced and
caring teachers who excel at aiding students to reach 
their full potential.  All our teachers hold the Ontario
Certiified Teacher (OCT) designation.  

Curriculum at the DSBN
The schools of the DSBN place a special focus on 
English, math,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offer a wide 
variety of arts programs to ensure students acquire 
the skills necessary to graduate and continue to post-
secondary education. A wide variety of 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 are available, such as ice skating, music, sports
and fitness, drama and other school clubs. 

THE DISTRICT SCHOOL 
BOARD OF NIAGARA

学习课程:
英语
数学
科学技术
社会学习
艺术
法语
健康与体育

学习课程: 英语       数学
物理、化学、生物
计算机
工程技术
商科       艺术
社会类学科
人文学科
第二语言
健康与体育

小学学习 中学学习

学习英语，
探索尼亚加拉瀑布之乡

欢迎来到美丽的尼亚加拉地区，参加短期
文化交流项目。中小学生可以选择参加2-3
周的冬令营/夏令营活动，既有助于提升英
文水平，真正体会加拿大本地的社会文化，
又有机会前往加拿大最大城市多伦多和加拿
大的首都渥太华参观游览。

短期文化交流 学生服务与支持 

小学： 学年：

9月- 6月幼儿园 - 8年级 
年龄4 -13岁

中学: 学年：
9月- 6月9年级 - 12年级 

年龄14 - 17岁

www.dsbn.org/international

学校提供全方位的ESL支持，包括各个
级别的ESL学分课程，设有ESL专用教

室，配有ESL教师为学生授课。

学校有经验丰富的升学指导老师，为每个
学生量身制定个人学习计划，提供职业辅

导并帮助学生申报大学。

寄宿家庭由当地服务公司安排，为学生
选择优良的加拿大寄宿家庭。

The District School Board of Niagara (DSBN) is a 
publicly funded school district in Ontario, Canada. 
You are invited to live and study in one of the most 
scenic parts of the world that is home to the 
world-famous Niagara Falls. The Niagara Region is 
located only one-hour drive from Toronto interna-
tional airport.  Our schools offer programs that are
internationally renowned for their excellence, are
staffed with governement-certified, highly dedicated 
teachers, and have superb facilities. 
DSBN provides outstanding  education to over 
36,000 students in 79 elementary schools and 18 
secondary schools.  We can offer various study 
periods - one-semester (5 months), full-year (10 
months) for gap-year or multi-year for graduation, as 
well as winter and summer camps. 

Ontario School Curriculum

Ontario Teacher Certifiication



中小学分布



所有尼亚加拉公立小学都提供ESL辅助课程；目前只有以下9所
小学配备在校ESL 教师，为国际学生提供完整的ESL课程。 我们
尤其建议英语程度在初级阶段的学生选择这些学校就读。

DSBN

Connaught Public School
康诺特公立学校
St. Catharines
圣凯瑟琳市
connaught.dsbn.org

Crossroads Public School
十字路公立学校
Niagara on the Lake
尼亚加拉滨湖镇
crossroads.dsbn.org

James Morden Public School
詹姆斯莫登公立学校
Niagara Falls
尼亚加拉瀑布市
jamesmorden.dsbn.org

Kate S. Durdan Public School
凯特斯德丹公立学校
Niagara Falls
尼亚加拉瀑布市
katedurdan.dsbn.org

Lincoln Centennial Public 
School
林肯百年公立学校
St. Catharines
圣凯瑟琳市
lincolncent.dsbn.org

小学

Grapeview Public School
贵普威公立学校
St. Catharines
圣凯瑟琳市
grapeview.dsbn.org

Fitch Street Public School
芬奇街公立学校
Welland
韦兰市
fitch.dsbn.org

Forestview Public School
佛尔斯瑞公立学校
Niagara Falls
尼亚加拉瀑布市
forestview.dsbn.org

Peace Bridge Public School
和平桥公立学校
Fort Erie
伊利堡镇
peacebridge.dsbn.org



学校概况
圣凯瑟琳学院 

圣凯瑟琳市
温斯顿丘吉尔中学 

圣凯瑟琳市
西道中学 

尼亚加拉瀑布市
韦兰百年中学 

韦兰市
660          2% 国际学生 1000           6.8% 国际学生 800         3% 国际学生 1050        1.5% 国际学生

  

羽毛球 • • • •
棒球 • • •
蓝球 • • • •
啦啦队 • • •
越野运动 • • • •
冰壶 • • •
舞蹈 • •
美式橄榄球 • • • •
高尔夫 • • • •
冰球 • • • •
曲棍球 • • •
划船 • • •
英式橄榄球 •
垒球 • •
足球 • • • •
游泳 • • •
网球 • • •
田径 • • • •
排球 • • • •
摔跤 • •

校

艺术 • • •
图书 • •
商业 (DECA) • •
国际象棋 • • •
舞蹈 • •
辩论 • •
戏剧 • • •
环境保护 •
针织 •
数学 • •
音乐 • • • •
机器人/S.T.E.M. • •
划船 •

滑雪/滑板 • •

学生会 • • • •

科学技术 • • •
collegiate.dsbn.org sirwinston.dsbn.org westlane.dsbn.org centennial.dsbn.org

DSBN  
四所中学
提供全方位ESL支持

St. Catharines Collegiate
圣凯瑟琳学院

Westlane Secondary School
西道中学

Sir Winston Churchill Secondary School
温斯顿丘吉尔中学

Welland Centennial Secondary School
韦兰百年中学

中  学

  学
  生
  社    
  团

校
运
动
队



学科 课程 圣凯瑟琳学院 温斯顿丘吉尔
中学 威斯特琳中学 韦兰百年中学

艺术

舞蹈 •
戏剧 • • •

音乐 声乐、乐器、
吉他 声乐、乐器 声乐、乐器 声乐、乐器、

吉他
视觉艺术 • • • •

商科

金融会计 • • • •
创业 • •
市场营销 • •
人力资源 •
领导力 • •
国际商务 • • •
信息与通讯 • •
体育与娱乐营销 • •

加拿大与世界
研究

地理 • • • •
历史 • • • •
法律 • • • •
加拿大与世界事务 • • • •

英语（语文） • • • •
外语 法语 法语、拉丁语 法语 法语、意大利语

英语作为
第二语言

ESL学分课（每日均有） • • • •

健康与体育 娱乐与领导力 • • •
运动机能学 • • •

数学
高等函数 • • • •
微积分和向量 • • • •
数据管理 • • • •

科学
生物 • • • •
化学 • • • •
物理 • • • •
环境研究 • • •

社会科学
人文学科

人类学、心理学、社会学 • • • •
社会的挑战与变革 • • • •
人类发展 •
家庭研究 • •
时尚 •
世界文化 •

工程技术

通信技术 • • • •
计算机科学 •
计算机工程技术 • • •
建筑工程技术 • • •
电力/网络技术 •
绿色工业 • •
发型设计 •
加热与冷却技术 •
酒店与旅游管理 • •
制造技术 • •
多媒体制作 • •
技术设计 • • • •
剧场技术 •
交通技术 • •

跨学科 • • • •
合作教育 行业实习、大学学分 • • • •

DSBN
四所ESL高中

学分课一览

备注:
1. 以上四所中学提供全方位的ESL支持，开设ESL全日制学分课，配有专业的ESL教师辅导学生。ESL学分课计入安省高中毕业  
   所需学分。
2. 教育局其他下属中学都提供一定程度的ESL支持，有巡回ESL教师定期到校辅导学生。
3. 教育局下属所有学校都提供多种类别的学分课程，既包括学术类课程（适用于申请大学），也包括应用类课程（适用于
   申请应用艺术与技术类学院）。

课 程 学 分 



                                                                                

满足以下12年级英语成绩要求，即可直接申请尼亚
加拉学院（Niagara College），无需再提供英语水
平考试成绩：

申请入读本科文凭：
英语4U最终成绩为65分或更高
 (12年级英语 – 学术类)
申请入读专科文凭：
英语4U最终成绩为60分或更高
 (12年级英语 – 学术类)，或者
英语4C最终成绩为60分或更高
 (12年级英语 – 应用类)

尼亚加拉地区位于安大略省中心地带，驱车两个
小时之内即可抵达20余所高等院校，包括多伦多
大学、滑铁卢大学、麦特马斯特大学、西安大略
大学、圭尔夫大学、约克大学等等。

布鲁克大学和尼亚加拉学院保留不录取申请者的权利，一些限制可能适用于某些专业。详情请直接咨询以上两所高等院校。

布鲁克大学（Brock University）为在尼亚加拉公立
教育局学校就读的高中生提供参加布鲁克内部语言
考试（Brock Internal EPT）的机会。达到该考试要
求的学生，在申请布鲁克大学本科专业时，可免于
提交托福，雅思或MELAB等英语水平考试（EPT）
成绩。

学生的高中学分课成绩同时也要达到所申请专业的
录取要求。

合作教育
行业实习

大学学分

高级技能专业课程

•
•
•

直通高等教育

布
鲁
克
大
学

尼
亚
加
拉
学
院



中学费用 一学年 (10个月) 半学年 (5个月)
适用于9-12年级年龄为14-17岁的学生
(或者最后学年12月31日年龄为21岁以下的学生)

9月- 6月
2月- 1月

9月- 1月
2月- 6月

DSBN新生申请费*(不予退还） $250 $250

DSBN老生管理费*(不予退还） $150 $150

DSBN学费 $14,300 $7,150

小学费用 一学年 (10个月) 半学年 (5个月)

适用于幼儿园至8年级年龄为4-13岁的学生 9月- 6月
2月- 1月

9月- 6月
2月- 1月

DSBN新生申请费*(不予退还） $250 $250

DSBN老生管理费*(不予退还） $150 $150

DSBN学费 $13,300 $6,650

退款政策

详情访问 dsbn.org/international/fees-schedule

支付方式

详情访问 dsbn.org/international/fees-schedule

学生校外服务费用： 
寄宿家庭、监护人、机场接机、医疗保险等 一学年 半学年

本地学生服务公司为国际学生提供校外服务，包括套餐
服务和单项服务。有的公司还为学生提供团体游览活动
和自费活动。 这些公司与DSBN密切合作，请直接联系
他们以获取更多信息：

尼亚加拉地区部分国际学生服务公司                                                                
Canadian English Scholar Program Inc.                                            cespica.net                                        ligia_tobon@hotmail.com
Niagara Homestay & Int’l Student Services                                     niagarastudentservices.com        info@niagarastudentservices.com
Hospitalite Canada Ltd. hospitalitecanada.com                  info@hospitalitecanada.com
Niagara Education and Business Consulting      niagaraeducation.com                  lei@niagaraeducation.com

如果不通过上述学生服务公司购买医疗保险，请直接联系以下保险公司：
Travel Healthcare Insurance Solutions Inc.                                          guard.me
Ingle International                                                                                      studyinsured.com

尼亚加拉地区寄宿家庭费用
每月$850加元 – 950加元

备注：
以上教育局所收取费用均以加元计算，如有变动，以教育局官方网站为准，恕不另行通知。
* 申请费与管理费在任何情形下（包括学签被拒）均不予退还。 
录取通知书以电子邮件发出。若需快递服务寄送原件，请另行支付$100加元快递费。
 

DSBN费用于2019年9月1日起生效。
DSBN费用及政策以教育局官方网站为准，
如有变动，恕不另行通知。

套餐服务 
$11,000起

套餐服务 
$5,500起

国际学生
费用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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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与注册

步骤一
递交申请表、成绩单、申请费

访问教育局网页dsbn.org/international 选择 “HOW TO APPLY”（如何申请）部分，获取并填写“国际学生申请表”  

选择学校(如适用)；选择并联系寄宿家庭与监护人(如适用)

同时递交如下资料及费用：
▪ 已填写完整的国际学生申请表，学生和家长务必签名
▪ 学生当年及之前两年的官方英文成绩单。若学校无法出示英文成绩单，则必须翻译成英文并经公证
▪ $250加元申请费（不予退还）

步骤二
收到预录取通知，交付全额学费，教育局发出正式录取通知书

教育局审阅完整的申请材料。如符合录取要求， 教育局发出预录取通知

学生交付全额学费

教育局发出正式录取通知书，说明学费已支付

步骤三
申请加拿大留学签证，与教育局欢迎中心（Welcome Centre) 预约入学注册

凭教育局发出的录取通知书和学费收据申请加拿大留学签证

获得加拿大学签后，联系教育局欢迎中心（Welcome Centre，905-641-1550 转 54152，或电邮 welcomecentre@
dsbn.org），预约注册日期及时间 

步骤四
抵达加拿大，办理入学注册

请尽可能在新学期开学前1-2周抵达尼亚加拉地区

前往欢迎中心注册，进行文件审核、语言评估，并最终确定就读学校

注册时请携带如下文件资料: 
▪ 有效的护照、学习许可（Study Permit)、签证（Visa）
▪ 教育局发出的录取通知书，说明学费已支付
▪ 中学生需出示本年及之前两年的官方英文成绩单。若学校无法出示英文成绩单，则必须翻译成英文并经公证
▪ 在加拿大学习期间的有效医疗保险。医疗保险需在学生抵达加拿大之前由学生、家长或监护人负责购买
▪ 最新的免疫记录。若免疫记录不是英文，请翻译公证，或递交有医师签字的英文免疫记录表格: 

 dsbn.org/interna tional/forms
▪ 年龄在18岁以下的学生（若父母不在加拿大），需提供经公证的监护人文件（第1页和第2页），监护人文件必
须有父母和监护人的签字 

步骤五

前往学校报到，开始上课

欢迎中心完成注册后，请在指定时间前往入读学校报到
中学生需及时与升学指导老师会面，商讨适合自己的课程安排并索取课程表



世界著名的旅游胜地

毗邻都市的繁华便利

选择尼亚加拉    享受高品质   
学习与生活

魅力尼亚加拉

世界自然奇观尼亚加拉大瀑布是加拿大最为著名的
旅游景点，壮观雄伟、气势磅礴。

作为大瀑布之乡，尼亚加拉地区风景秀丽，环境宜
人。因其纬度相对偏南，又地处五大湖区，较安省
其他地区气候更为温和。开阔的自然景观使之成为
当之无愧的户外活动胜地，无论是春季提炼枫树糖
浆，夏季露营泛舟，秋季徒步赏枫，还是在冬季溜
冰滑雪，各式各样的户外活动令人神往。

尼亚加拉地区位于安大略省中心地带，距离加拿大
第一大城市多伦多仅有一个多小时的车程，既可领
略国际都市的繁华便利，又可享受瀑布之乡的安全
舒适。

多彩尼亚加拉

• 述说北美历史发展的遗迹和博物馆
• 伊利湖沿岸怡人的沙滩
• 尼亚加拉断层（Niagara Escarpment）——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生态保护区
• 以盛产冰酒闻名的葡萄庄园
• 无障碍公共交通系统
• 高质量的医院和医疗保健服务
• 多元文化和社区服务
• 汇集世界名牌的大型购物中心
• 布鲁克大学、尼亚加拉学院等高等院校

尼亚加拉相关信息网站：
www.niagarafallstourism.com
www.infoniagara.com
www.niagararegion.ca
www.brocku.ca
www.niagaracollege.ca

联系DSBN
尼亚加拉地区公立教育局   dsbn.org/international
国际教育部: 

欢迎中心: 

international@dsbn.org  

welcomecentre@dsbn.org

+1 (905) 641-2929 转54181 或 54176
+1 (905) 641-2929 转54152



加拿大

多伦多

渥太华

俄亥俄州

纽约州

美 国底特律

克里夫兰

布法罗（水牛城）

尼亚加拉大瀑布

休伦湖

伊利湖

安大略湖

乔治亚湾

dsbn.org/international

    

宾夕法尼亚州

我们的特色: 
• 举世闻名的尼亚加拉大瀑布之乡，安全、舒适、风景如画的环境，适宜学习与生活
• 高性价比的学费与生活成本
• 高质量的教育体系，经验丰富、热忱敬业的教师团队，先进一流的教学设施
• 因材施教，为每名学生量身制定个人学习计划
•	 独特的行业与大学/学院合作教育体验
• 与本地大学签订协议，为学生升入理想大学提供便利
• 社区以加拿大本地家庭为主要构成，拥有真正的西方语言文化教育环境
• 为国际学生提供优质的ESL课程, 免费ESL校车服务
• 校外寄宿家庭和监护人全方位的帮助与支持
• 丰富多彩的校内活动，免费参加校运动队和学生社团
• 便捷通达加拿大国际都市多伦多和美国纽约州

加拿大

安大略省

* 尼亚加拉地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