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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ox Valley高莫斯谷
國際學生項目真誠歡迎你！

高莫斯谷國際學生項目直屬於加拿大卑詩省 (British Columbia) 

的高莫斯谷教育局 (Comox Valley School District)，旨在為來自

世界各地的国际學生服務，提供個人化的教育。該项目自2005

年成立以來，一直堅持以人為本，以學生為主體，注重學生學

術、情商和全球化思維等綜合能力的培養。

教育局特色: 

• 小班教學，尊重學生個性差異

• 寄宿家庭和專職協調人員為學生提供全方位支持體系

• 課程高級，為學生順利對接和適應大學打下堅實基礎

• 師資雄厚，教學經驗豐富，業內廣受認可

• 純正的英語交流氛圍，是學習英語的最理想環境

• 每所高中專設國際學生輔導老師，並提供免費ESL課程

• 每所高中配置學術導師

• 心理健康諮詢服務免費對全體學生開放

• 可提供大學申請輔導服務學生滿意度高達 96% 

覆蓋8,000 名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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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莫斯谷大家庭
歡迎你
高莫斯谷主要由高莫斯 ( Comox )、科特尼  

(Courtenay ) 和坎伯兰 ( Cumberland ) 三市組

成。 社區氛圍安全友好、現代生活設施齊全。

 

• 自然風光優美

• 氣候溫和宜人

• 社區安全、居民友善

• 滑雪、滑板、山地騎行、徒步、高爾夫球、

水上運動等戶外探險活動豐富多樣

• 休閒娛樂中心、影院、餐廳、購物中心等現

代設施一应俱全，公共交通出行方便

高莫斯谷
熱切盼望你的到來

高莫斯谷坐落於溫哥華島中南部的東海岸，

地理位置優越

• 由溫哥華搭乘短程航班約20分钟可達

• 由维多利亚（Victoria）市駕車2.5小时

可達

• 由纳奈莫（Nanaimo）渡輪碼頭駕車1

小时可達

高莫斯谷國際機場每日多班航班往返溫哥

華、卡嘉莉和愛民頓市。卑詩渡輪（BC Fer-

ries）碼頭距離高莫斯谷市區1小时車程，往

返纳奈莫和溫哥華市。

98% 全英文交流環境

社區居民 70,000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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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多元
選擇多樣
無論學生的目標是從加拿大的高中畢業，直

升北美大學，還是希望體驗3-10个月的短期

高中課程，又或者參與1-2个月的暑期英文強

化班，高莫斯谷國際學生項目都能滿足你的

需求。 我們不僅提供最真實的加拿大高中體

驗，還根據學生的興趣需求開設多種多樣的

核心課程和選修課程。

高中畢業課程 
• 入學時間: 9月、1月、4月
• 高中畢業課程和考試成績受加拿大卑詩省府認可
• 畢業可獲得卑詩省高中畢業文憑 (BC Dogwood 

Diploma)
• 可享受高校申請諮詢增值服務，助學生成功申請

北美頂尖高校

短期高中課程

• 入學時間: 9月、1月、4月
• 免費開設英文為第二外語（ESL）的課程
• 提供專為國際學生定製的課外活動和文化體驗

暑期課程

• 入學時間: 7月、8月
• 上本地高中，全英文授課
• 衝浪、徒步、賞鯨等豐富多彩的每日休閒娛樂

活動

特色項目

• 探險戶外教育課程
• 高爾夫球課程
• 曲棍球課程
• 排球課程

師生比例 26:1

82% 的畢業生成功直升多倫多大學、卑詩大
學、 麥吉爾大學等頂尖高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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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所中學
獨具特色

喬治·凡尼中學 
GP Vanier Secondary School

• 學生人數: 1150 ( 8年級-12年級)
• 坐擁高莫斯谷體育中心，校內15多支運動隊
• 特色課程: 探險戶外教育課程、曲棍球、法文、西班牙

文、戲劇表演
• 機器人和科學課程全國有名
• 校壘球、籃球隊均為省內冠軍隊
• 提供校車接送服務

在體育、藝術、學生素養等方面非常突出，教學設施全新翻修

馬克·埃斯菲德中學 
Mark R. Isfeld Secondary School 

• 學生人數: 1000 ( 8年級-12年級)
• 特色課程：浸入式法語課程、音樂、高爾夫球
• 優秀的滑雪滑板校隊
• 寄宿家庭距離學校步行可達

卑詩省排名領先，創新實力和學校競爭力強、雙語特色教學

高地中學 
Highland Secondary School 

• 學生人數：800 ( 8年級-12年級)
• 特色課程：法文課程、大學雙學分課程
• 精英女排課程
• 優質STE(A)M課程、手工課
• 寄宿家庭距離學校步行可達

學術實力強、尊重學生個人化、教師富有人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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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莫斯谷國際學生項目為學生提供豐富多彩的課程。 除了卑詩省內所有的必修課程，學生還可以選擇各具特色的選修
課程，包括音樂演奏、攝影藝術、繪畫美術、機器人、編程設計、動漫製作等等藝術類和技術類課程。 該項目現有
300名國際學生來自全球25個國家，占教育局高中總人數的10%。 高莫斯谷教育局共有3所高中 (覆蓋8-12年級)、2所
初中 (覆蓋6-9年級)和13所小學 (幼稚園-6年級)。 高莫斯谷教育局下轄高中介紹: 

HERE FOR YOU  



加入寄宿家庭，
體驗加拿大文化
高莫斯谷國際學生項目的寄宿家庭是由教育局直接管理，
也是我們引以為豪的一部分。 寄宿家庭協調專員謹慎篩
選每個寄宿家庭，接待家庭成員都接受過全面專業的訓
練，確保為國際學生提供安全、舒適的生活環境。 住進
家庭之後，學校協調專員也會跟接待家庭保持密切聯絡，
隨時關心學生的生活狀態 ，促進學生與寄宿家庭和當地
文化的融合

寄宿家庭保證其學生享受以下待遇: 
• 一日三餐，搭配零食
• 擁有獨立房間，可自由使用家庭內所有設施
• 參加家庭平日活動和假期活動
• 寄宿家庭的家長代表學生與學校溝通
• 協助處理學生銀行卡、手機卡、家庭作業、學校活動註

冊和填表等各項事宜
• 如有需要可享受醫療和牙醫服務
• 課外活動負責接送

99% 的寄宿家庭以英文為母語

每個家庭接待1-2個來自不同國家的學生

學生對寄宿家庭的滿意度高達 91% 

學生和
寄宿家庭感言

“我叫寄宿家庭的家長爸爸媽媽。 我媽
媽做菜非常好吃，總是給我做好吃的，
還帶我一起出去玩。”
—— 中國學生Doris

和跟寄宿家庭一起住我覺得很幸運。 遇到
學習或生活上的問題我總是和寄宿家庭的
媽媽聊，我很信任她。 ”
 ——越南學生Molly

“我跟寄宿家庭相處地非常愉快，家人們
很多地方都做得很好。 他們喜歡安排活
動，讓我感覺像是家裡的一員。” 
——西班牙學生Jose

“認識不同的家庭和學生，結下遍佈世界
各地的友誼，這份體驗太難得了，值得好
好珍惜。” 
—— 寄宿家庭家長Corrie & Ed Howard

5



學生生活體驗
無論是學習還是生活，高莫斯谷都擁有豐富多彩的活動，供學生
盡情探索這片寶地。 學生在學校可以加入各個學會，跟寄宿家庭
外出遊玩，參加高莫斯谷國際學生項目精心策劃的各項活動，走
遍溫哥華島的各個角落。 無論是獨自出行，還是跟朋友結伴出
遊，在高莫斯谷你絕對不會無聊。 

50多個學生學會
各式各樣的運動隊

每年 20多次出遊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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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手續
申請網站: studyinbritishcolumbia.com/apply

1. 選擇項目類別
2. 選擇入學時間：9月、1月、4月
3. 提供過往三年學校成績單
4. 上傳全英文自薦信，內容包括自我介紹以及

想來高莫斯谷留學的原因。
        

高莫斯谷教育局國際部校長

歡迎你的到來

更多資訊通道

官方網站: www.studyinbritishcolumbia.com
教育局校長電郵: Gregory.Kochanuk@sd71.bc.ca
咨詢電話: +1-250-703-2904
地址: 805 Willemar Ave. Courtenay, BC, 
Canada V9N 3L7

Comox Valley International 
High School Program

comoxvalleyisp

歡迎關注高莫斯谷教育局官方媒體

歡迎國際學生來高莫斯谷留學。
高莫斯谷學區規模中等，一直
以來致力為來自世界各地的國際
學生提供個人化服務。 來這裏
留學，你會感到精力無限、挑戰
無限、留下值得回味一生的寶貴
體驗。 
——教育局校長Mr. Greg Kochanuk

Comox Valley International 
Student Progra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