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加拿大，安大略省，多伦多与查塔姆肯特校区。

“Are we reaching every child, and, if not, 
are there other ways in which we can do it?”

-Big Thinkers: Howard Gardner on Multiple Intelligences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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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ronto High School 是一所由加拿大安大略省教育局注册的提
供在线与课堂课程的私立高中。学校成立于2015年，开设高中学分
课程，毕业生均获得安大略省中学文凭 (OSSD)。由Toronto High 
School 颁发的学分课程，包括在线课程和课堂课程，与安大略省所
有公立学校颁发的学分相同，并计入安大略省中学文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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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
在线
课程

任何时间
任何地点
轻松学习

在线课程的优势
• 弹性课程计划与学习环境
• 多样的课程选择
• 多元化环境适合所有学习风格
• 与世界各地的教育同行合作
• 自主学习
• 学费较低

在线教育是一种灵活、方便和高效的学习方法，通过使用网络技术
取代传统的课堂，不同年龄阶段的学生都能从中受益。参加在线课
程可以帮助学生以新的、不同的方式熟练掌握技术，学习过程也会
帮助学生加强他们的计算机和技术技巧，让其能互动学习。 

在Toronto High School，每一门在线课程都会由一名通过OCT(安
大略教师学院)认证的教师授课，老师会引导和充分与学生交流。我
们的在校工作人员也为学生提供技术咨询与协助。

Toronto High School 为所有满足先决条件的学生供9-12年级的
高中在线课程。在线课程是通过虚拟教室环境提供的全学分课程，
学生可以自由安排时间学习满110个小时的课程。过程中学生将会
接触到在线学习模块、各种的在线工具、模拟试题和/或示例，以及
在线论坛，累积到丰富的学习经验。老师会通过论坛和电子邮件等
方式与学生联系，有需要时也可以通过面对面/视频电话来帮助学
生完成整个课程。学生必须能上网才能完成这些课程。其中一些教
学工具也能供线下的学生使用。

电子学习/在线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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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活的时间和环境: 随时随地学习，提高学生
的自律、责任心和时间管理能力。学生们可以
不受时间限制，在任何地点只要方便就可以
登录学习。

内容搭建: 课程设置会使用日常熟悉的和
非常有趣的内容，加上我们的老师运用直观
易懂的教学方式，有效地提高学生的学习兴
趣，调动他们的积极性。

Content scaffolding: Using familiar and highly inter-
esting content, our instructors make beautiful and 
intuitive lessons to keep our learners engaged and 
motivated. 

自主学习: 学生可以在2个月内完成课程，
并更快地获得学位。学生也可以随时回顾
以前的课程，以确保他们可以有效地复习
学过的课程。

新评估方式: 我们的导师可以尽早向学员提
供反馈，帮助他们强化学习。

为什么选
网络课程？
1. 

10. 

11. 5. 

2. 

6. 

3. 

7. 

4. 

8. 

9. 

较低的成本: 学生只要家里有电脑就可以学习，
除了一些艺术类课程可能需要购买材料以外，
通常不需要学生购买额外的书本资料。 此外，
通过电子方式提交作业，可以省去打印材料的
麻烦，不仅环保，还能降低花费。

多模式的学习环境: 我们使用不同的教学策略
（从视觉上，口头上，言语上，身体上，以及更

多方面) ，以适应更广泛的学生学习风格。

节省时间和金钱，避免通勤: 在暴风雪和雷暴
期间，与其错过重要的课程，学生可以足不出
户参加在线课程，节省燃料和交通费用。

与世界各地的学生互动交流: 通过讨论板、
论坛、Skype、MindMeister、谷歌Hang-
out、Padlet、微信、FaceTime和更多的协
作工具与世界各地的同学进行互动交流。

丰富的课程主题选择：我们学校提供60多个
网上学分课程。

我们的学生也会把策略应用于他们的课堂学
习中，帮助他们更好地学习。

有基本电脑知识的人都可以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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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特国际学院是我们新的寄宿学校，致力于满足多元文化学生群体的多样化学习和
生活需求。我们为各族裔的学生给学校带来的丰富的文化背景和经历而感到自豪。我
们的教师和员工致力于为学生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使他们能够适应安大略中学的
课程，并顺利获得OSSD(安大略中学文凭)和大学必备课程的学分。
创校25年以来，至今已有超过90%的毕业生被加拿大顶尖大学录取，比如麦克马斯
特大学、滑铁卢大学、多伦多大学和麦吉尔大学等。

我们期待将我们的学生培养成为生活技能与人格品质具优的世界公民。

肯特国际学院分为学期制。每个学年有4个学期: 第 一、二学期是正常学年，第三、四
学期属于暑期课程，分别在每年的7月和8月举行。

学期分配

寄宿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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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媒体教室,
• 活动室，
• 图书馆，
• 学生餐厅,
• 男生宿舍，
• 女生宿舍，
• 室内健身房,
• 室内和室外篮球场，
• 室内和室外排球场，
• 足球场，等等。

• 周末往返多伦多的免费交通(自选行程)
• 实地考察期间免费交通
• 免费机场接送交通

教学大楼
容量

学生社团

体育设施

• 600多名学生
• 多达50名教学和支持人员

• 艺术社
• 科学社
• 烹饪社
• 媒体社
• 体育运动社

• 室内体育馆
• 室内和室外篮球场
• 室内和室外排球场
• 室外足球场
• 骑马

查塔姆肯特校区
校区设有:

还有..还有更多的活动可供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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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发展、团队合作和个人责任是学生健
康成长的终身基础。

瑜伽、普拉提、体育训练和其他健身课程为
年轻人的锻炼方式提供了个性化的选择。

身心全面发展

拥抱加拿大
文化和语言
为母语非英语的学生提供个性化的英语 
(ESL)课程。强化ESL课程提高阅读、写作、
口语和听力技能。课程表与其他学科的常
规课程相结合，帮助学生快速融入完整的
英语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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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学生
状况汇报

学生住宿我们的学校辅导员每月至少会给学生的父母/监护人打一次电话，
讨论孩子的学习、生活情况。我们鼓励家长/监护人多与学校工作人
员沟通。同时，我们也鼓励家长/监护人登录我们的Moodle平台，查
看孩子的学习进度和学年出勤率。

每门课程将向学生和家长提供两份成绩单，一份在课程过半，另一
份在课程结束时。课程完成后，我们将把正本的成绩单寄给学生父
母/监护人，把副本的成绩单电邮给每位学生。

当学生完成大约一半的课程材料(大约55个小时的完整学分课程)
时，我们将会发出期中报告卡。

当学生完成一门课程的所有要求，包括所有的作业、考试、讨论、学
习日志和期末考试，我们将会发出期末报告卡。

学生可以选择现代化的在校学生宿舍，明亮、舒适、安全。
也可以选择本地的、英文为母语的加拿大寄宿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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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55 Yonge Street, Suite 307 
Richmond Hill, Ontario, Canada L4C 9M5 

www.TorontoHighSchool.ca 
Study@TorontoHighSchool.ca 

+1-416-227-1177 
+1-844-227-1177 (免费热线)

185-215 Murray Street 
Chatham-Kent Ontario, Canada N7M 3L4

www.KentAcademy.ca 
Info@KentAcademy.ca 

+1-905-787-3131

多伦多和查塔姆肯特校区

肯特国际学院 
（600个学位的寄宿学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