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 立

|

宝迪学院

国 际

|

寄 宿

学校介绍
նၔѺࡨࡪޥᇓࠃ
նၔѺࡨюЋ
&$3621
ӸڛϽԥϽଯ
$3ѺޥϿ 
ϡࡷ״ю

նၔѺࡨю߹

1991

1996

2000

նၔѺࡨҩ
1DWLRQDO3RVW
мр ۏᑂࠪ

ӧধնၔѺ
ࡨю߹رё

ࡣ֣䩭ഷޚҪܧԍھ

2005

2014

2015

2021
30

th

NP

նၔѺࡨЈޥժ
઼՝Ӹص
նၔэॼފਘॹ

Canada

“敞开心灵去喜爱学习, 便是以超越想象的
方式来了解世界”
戴安 芬利
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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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迪学院是一所私立的国际预科(IB)
学校和AP学校, 为学生提供全方位住
宿。开设9至12年级课程, 着重大学预
科的准备。我们的学术课程吸引了来
自世界各地的学生, 这个拥有来自超
过全球30个国家的大家庭是宝迪学院
的荣幸与骄傲。宝迪学院致力于为学
生提供思想开放, 富有包容性, 尊重多
元文化, 强调学术优秀, 尊重个人成长
的学习环境。关注国际学生多方面的
需求及做好大学前的学术基础准备。
学生可选择自己喜爱的课外活动、参
加州际院校体育比赛以及校内大学学
分转移 (AP) 免费辅导课程。宝迪学
院位于加拿大大多伦多地区的密西沙
加市市中心, 世界著名金融中心及旅
游胜地近在咫尺。历年以来, 密西沙
加市一直被评为加拿大最安全的城市
之一。宝迪学院举步可到密西沙加市
安大略湖岸边的Port Credit旅游胜地;
距离加拿大金融中心—多伦多约20分
钟车程; 至美、加边境上的尼亚加拉
瀑布也只需60分钟, 毗邻当地的交通
干道和商业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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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命 | 融会贯通
宝迪学院旨在培养具有国际意识的
终身学习者, 让他们用知识和勇气来
正面影响这个世界。

教师团队 | 率先垂范
我们的优秀教师团队致力于帮助学
生们实现自身最好的课业成绩并且
从课程中获得最充分的教育。宝迪
学院师资阵容雄厚，所有教师都持
有安大略省教师认证或国际教师认
证，并且积极在大多伦多地区各大
知名院校进修额外课程，提升自身
的教学资格。除此之外，教师们热
衷于挑战和激励学生们去追求卓越
的成绩，以及在课堂外培养学生的
信心，尊重和领导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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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课程
宝迪学院致力于建立创新的学术课程, 帮助学生成功迈入世界顶尖大学。
宝迪学院采用安大略省的教育大纲, 并结合强化课
程, 包括IB (International Baccalaureate) 课程和AP
(Advanced Placement) 课程。
作为一所世界性的IB学校, 宝迪学院鼓励协作的
学习环境, 着重于探究式的学习而非强记课文的
方式。通过安大略省教育大纲的指南, 所有宝迪学
院的学生将以安大略省高中毕业文凭（OSSD）为主,
但是在11年级到12年级之间可选择完成IB课程或
在12年级选考有兴趣的AP科目。学生参与这些提
高课程将会有机会在完成12年级课程后获得大学
的转学分。

九
十

年级

八个学分

年级

八个学分

十一年级

八个学分

十二

年级

六个学分

Pre
IB*

(Optional)

IB*

IB* AP*

大学／转学分
*修读 IB DP课程的学生需报读 6个11年级的学分和11个12年级的学分。
顺利完成 IB DP课程或者通过AP (大学学分转移课程) 考试的学生可能
获取大学的转移学分。

九月

二月

十月

七月

［第二个学期］

十一月

十二月

一月

三月

IB 文凭课程 (DP)

大学学分转移课程 (AP)

快速课程 (12年级)

此项目为11-12年级学生将来能成功
进入大学和为未来做好准备。文凭
课程以自身具备的优势被世界各国大
学广泛认可。为了发展学生的智力, 社
交, 情感和体能, DP让学生有机会学
习六个学科组: 语言文学、第二语言、
个人与社会、实验科学、数学与计算
机科学和艺术。课程要求学生掌握至
少两种语言, 促进他们对不同文化的
理解。除了以上学科的学习, 学生必
须将所得到的教育经验应用在DP课
程三个核心元素上:

大学学分转移课程 (简称AP) 让在
读高中生有机会报考大学一年级水
平的考试。优秀大学和学院的招生
专员了解AP考试的难度, 他们了解
有A P学习经 历的申请 者对高中之
后的严苛 教育 有更充 足的准备。
宝迪学院提供AP笔试。

快速课程属于12年级大学预科课程,
每年开学时间为十二月至六月份。此
课程专门为英语能力强, 成绩好的优
秀学生所开设。学生完成6门大学预科
课程后, 有机会在同年9月进入大学。

我们的学生参加AP考试非常方便, 因
为宝迪学院就是AP考点之一。应学生
要求, 大学理事会直接把AP测试成绩
转寄到学生选择的大学。

为了辅助国际学生从ESL英语学习课
程过度到全面的学术课程，学校根据
学生的英文测试结果，将学生的ESL
课程与其他学分制课程一起安排在
课程表当中。英语中级或高级的学生
将有机会在 完成安大略省中学文凭
课程的同时 强化英语, 而初级水平者
将受益于在 与其他学科领域的学生
互动时练习 英语技能的额外机会。

1) 扩展论文
2) 知识理论
3) CAS (创新 Creative, 实践 Action,
服务 Service)

开课学期
［第一个学期］

强化课程

通向高等教育的途径

如果学生AP成绩优秀, 将有机会实现
大学一年级学分转移, 或者直通二年
级学科, 为学生节省了不少时间和学
费。

英语语言的辅助

［暑假班］

四月

五月

六月

八月

宝迪学院有三个开课学期，分别为九月、二月和七月（暑假班）。从九月开始到来年一月结束
为秋季学期。从二月开始到同年六月结束为冬季学期。如果有兴趣参加宝迪学院的暑假班，
学生将从七月入学八月完成暑假班的课程，继而正式开始秋季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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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心壮志
坚定毅力
功成名就

请阅读更多关于Bill的成
功之旅。

12年级

BILL
的访谈

Bill是宝迪学院的12年级学生，他实现了被皇
后大学著名的史密斯商学院录取的梦想。就
读于宝迪学院之前，Bill是在中国生活和学
习。他是宝迪学院学生团长理事会和学生膳
食委员会不可或缺的成员。

恭喜你被大学录取！能否与我们分享你报考大学的经历？
皇后大学史密斯商学院是我一直以来的目标。在申请大学之前，我已
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了解了学院的录取要求。史密斯商学院不但关注学
习成绩，而且特别注重学生的课外活动与领导能力。这也是我在宝迪
期间积极参加学生会与不同社团活动的原因。
申请大学对我来说是人生中具有挑战的一件事，它需要准备很多论文
以及个人经历等等。幸运的是，我已被加拿大最好的商学院之一皇后
大学的史密斯商学院录取了，我觉得自己所有的付出都收到了回报。

你认为宝迪学院的特点是什么？
宝迪学院提供许多不同学科的选择，加上小班制的教学，这极大的利
于学生和老师之间的互动和交流。授课老师每天都会提供一对一的辅
导时间。申请大学时，有来自专业的大学辅导老师的协助。住在学校宿
舍大楼使我感觉额外安全，因为有晚间教师督促和24小时前台服务。

在COVID-19疫情期间，请问学校宿舍给你提供了哪
些支持？

Bill

国籍：中国
大学：皇后大学
专业：史密斯商学院（Queen’s University Smith School of Business）
学会：学生团长理事会，学生膳食委员会，洗衣室监督团队，舞蹈团队。

在COVID-19疫情期间，学校实施了全天的在线学习，以确保学生的学
业成绩和大学录取不受影响。 在保持社交距离的同时，宿管部门举行
了许多有趣的活动，例如参加绘画之夜，手工艺制作和电影观赏之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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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环境
宝迪学院致力于培养自由的思想, 包容性以及
尊重他国文化的环境。我们高素质的教师和辅
导员鼓励学生充分发挥潜能。
我们为确定学生的学业目标和未来计划提供全面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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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有哪些要求？

30个学分
18个必修学分
• 例: 英语、数学、科学、历史、地理、
艺术、体育、公民学、职业学、
第二语言, 等等。

12个选修学分
• 学生可以通过课程表选修适合自己
兴趣的课程

安大略省英文能力测试
(OSSLT)

40个小时的义工服务

• 由加拿大安大略省教育质量考核局
（EQAO）创办与审批

• 学生必须完成40个小时的义工服务

• 以安大略省九年级课程大纲为标准,
通过安大略省英文能力测试来评估
学生的语言能力
• 在安大略省英文能力正式测试前,
宝迪学院将为学生举办模拟考试
• 没有通过模拟考试的学生可接受
课外辅导

• 可在就读高中期间完成
• 义工服务范围为企业机构、非盈利
机构和公共机构
*根据入学年级:第9和10年级-40个小时,

安大略省高中文凭 (OSSD)
学生完成高中课程, 成绩合格可获得安大略省教育部颁发
的高中文凭。之前在其他国家完成的部分中学教育将被
给予对等的学分转移。

第11年级-20个小时, 第12年级-10个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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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年级

AMBER
的访谈

勤勉好学
好奇制胜
全面融入
请参阅更多关于Amber 在宝
迪学院的生活与留学经历

Amber是宝迪学院的11年级学生，她对知识
和学习新文化充满热情。在宝迪学院学习
之前，Amber在越南生活和学习。她有兴趣
在大学学习法医学，并计划申请多伦多大
学。Amber也是宝迪学院学生团长理事会、
辩论俱乐部和学习互助学会的成员。
能否与我们分享身为宝迪学院一员的体验？
身为宝迪学院的学生，我最大的收获是培养了全球化的思维和认识了
来自世界各地不同文化的新朋友。我喜欢能够体验到在另一个国家成
长的经历，接触不同的传统和知识。

在加拿大学习和在越南学习，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对我而言，在加拿大学习和在越南学习最大的区别是知识的实践和应
用。在我的祖国，我们花更多的时间在学习理论上，没有太多机会能够
将我们在课堂上所学到的知识应用到现实生活中。这就是我喜欢在加
拿大学习的原因，因为一切都必须亲历亲为。

请分享你到目前为止在加拿大的学习经历？
我在加拿大的经历非常的愉快。尽管这是我第一次出国留学，但我仍
然感觉到自己已经很好地适应了这里的生活。我从宝迪学院的精彩课
程中学到了很多新事物，更重要的是，我能够结识令我难忘的新朋友
和老师！

你在校园里最喜欢的课外活动俱乐部是什么？
学习互助学会对我而言非常有帮助，并且极大地影响了我在宝迪学院的
时光。学习互助学会为我提供了更多的学习时间来完成我的作业，并有
机会向我的老师提问和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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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ber

11年级
国籍：越南
专业：法医学
学会：学生团长理事会，辩论俱乐部，学习互助学会

校园生活
开始你的冒险, 自信地朝着梦想的方
向前进, 过上你心目中的宝迪生活。
宝迪学院坐落于密西沙加市市中心, 位于宁
静的园林区。校园内设有学生宿舍、食堂、
以及各种教学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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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舍

“宝迪学院宿舍团队是学校中最专注的员工团队之一，因为他们
的工作重点始终是为了学生。 ” – Cordelia

宝迪学院的宿舍为超过350个的学生提供安全而且舒适的住宿。百分之八十以上是单人间, 其余的是双人间和四人
间。学生宿舍在所有节假日和学校假期期间都是开放的。为来自世界各国的学生, 营造了一个充满生气的生活环境。

双人间*

双人间*

四人间*

宿舍工作人员

宿舍生活监护计划

宿舍工作人员为了欢迎及接纳新生
为学校团体的一部分, 致力打造出
能不断提高学生自身的成长以及学
术潜能的宿舍环境。

生活监护计划主要是照顾17岁以下的学生。参加生活监护计划的学生必须
出席每周一至周四, 晚上7点－9点的晚自习。他们也能够免费参加监护计划
中的周末旅行活动。

宿管保障学生的安全, 并且促成充满
活力的校园生活。宿舍工作人员为引
导学生参加不同的课外体育和活动,
组织周末旅行包括: 加拿大国家电视
塔、尼亚加拉大瀑布、加拿大奇幻乐
园、魁北克市和蓝山滑雪场。宝迪学
院的宿舍体验以为学生创造美好的
回忆和一生的友谊为目标。

寄宿家庭
除了宝迪学院校内的宿舍，学校也提供寄宿家庭，9 - 12年级的学生可以选
择到加拿大人的家庭寄宿。寄宿家庭位置离学校不远，这也是能使学生了解
加拿大人的生活习惯的一种好方法。我们以学生兴趣爱好和个人喜好为基
础，为其安排适当的寄宿家庭，以确保学生能有一个舒适，难忘的生活经
验。所有的寄宿家庭都需要经过一个综合的筛选过程，包括背景考察，个
人访谈，家庭实地访问和警察记录检查。

住宿学生的一天
上午7:30－8:20：

早餐时段（食堂）

我们的学生宿舍指导员是宝迪学院
另一个重要的支柱, 每一层的学生
指导员负责监 督该层的安 全并为
学生提供必要的指导, 创造一个有
趣而且亲和的学校环境。

上午8:20－8:30：

教室集合

学生宿舍的成功离不开学生们的积
极参与。我们鼓励学生之间的互动,
共同营造更好的寄宿环境。

学生宿舍指导员

上午8:30－下午3:16： 上课（第三和第四节为中饭时间）
下午3:30－5:30：

课外活动, 教室办公时间

下午5:30－6:30：

晚餐时段（食堂）

下午6:30－9:00：

宿舍活动时间；晚自习（周一至四, 晚上7点－9点）

晚上9:00－9:30：

宵夜时段（食堂）

晚上10:00：
晚上10:00－11:00：

学校大楼宵禁时间
作业与自习时间

晚上11:00：

宿舍宵禁时间

*房间不配备图中配件。图片仅供参考，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装饰房间。
单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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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设施
学生可全年使用校内设备，包括健身设备、体育馆、礼堂、图书馆、室外操场、
庭院、艺术和科学实验室以及全方位服务餐厅等。另外，各个教室配备了最
新的教学智能板及多媒体设备，帮助学生互相交流学习。

食堂 | 美食与文化的结合
宝迪学院全方位服务餐厅由来自世界
各地的厨师提供营养丰富的膳食，它
全年开放，包括假期。每周七天提供
膳食: 周一至周五, 提供早餐、午餐、
晚餐、周一至周四提供宵夜。周六和
周日以及假期提供早午餐和晚餐。对
饮食有特别限制的学生会有个别膳食
的供应。

图书馆 | 激发好奇心
学校图书馆给学生提供了精心的空
间设计，促进学生们之间的合作学
习。作为学校的网络和信息资讯中
心, 图书馆是个阅读、研究，以及互
相学习与合作的好去处。学生能通
过现代科技化的印刷版本与数码资
源来提高学习效率。

体育馆和户外场地 |
专注、技能与团队合作
在宝迪学院校园内, 设有健身馆和功
能多样化的户外场地。
学生可以在户外场地运动、锻炼身
体、学习、社交和从事课外活动。除
此之外, 健身房每天都开放。

“成为学生膳食委员会的一员真是太好了，
因为我可以了解更多来自不同国家的佳肴，
体验新的美食文化，并与同学们一起参与课
堂以外的活动。 – Ru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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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迪学院2017年毕业生

Femi
的访谈

人情练达
毕生难忘
经验丰富
请参阅更多关于 Femi从宝
迪学院到大学的旅途。

Femi是宝迪学院的校友，他是2017年的毕
业生。Femi在宝迪学院期间参与了许多课
外活动，并在学生宿舍担任过学生宿管。
自毕业以来，Femi在安大略省多伦多的约
克大学学习生物医学。
你在宝迪学院的时光，最喜欢的是什么？
我喜欢学校友好的老师和职员，例如Mr. Frost老师，他们都帮助
我能够愉快的在宝迪学院生活。学校营造了一个友好和友善的学
习环境，使我从宝迪学院的学术生活和课外生活中获得最大的收
益。此外，小班授课也帮助我在每一位老师的授课中获得最好的
学习与理解。

在你看来，宝迪学院如何帮助你为大学做好准备？
我在宝迪学院的经历使我为大学的一年级课程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因为我将在宝迪学院所学到的知识与应用能力带到了大学的课程
中。我有幸成为了宝迪学院的学生宿管，这经历使我学会了如何在
学业上与其他职责之间取得平衡。我参加的课外活动也提高了我的
团队合作技能和领导能力，这对我参与大学社团有着积极的影响。

你毕业之后，这几年在大学里的生活经历，是否有
改变你对宝迪学院的看法？
我刚到宝迪学院的时候不知道该有哪些期待，因此我敞开了心扉
去体验宝迪学院给我带来的新事物与经验。离开宝迪学院之后，
我意识到这些经历为我在学业上和社会上做好了准备。

你对将来的新学生有什么建议吗？
我对新学生的建议是好好的享受宝迪学院所提供的人生经验，
多与其他学生交朋友，并与老师们互动。他们致力于帮助你取
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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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mi

2017年毕业生
国籍：尼日利亚
大学专业：约克大学 生物医学

课外活动
寻找你的激情, 发现你的兴趣并创造难忘的经历。
宝迪校园为学生提供在课余时间提升自己的机会。
学生通过我们的课外活动, 例如田径, 学生学会和参与当地社
区社团的活动交流，能更好的提升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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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余活动
学校学会和体育校队

艺术

宝 迪学院意 识 到课 外教育的重
要性。每天放学后提 供 体育运 动
和学生学会。作为ROP S S A A (
皮 尔区高中体育协 会) 的 一名
成员, 学生们可以和其他不同区
域学 校的学生 进行各种 体育竞
赛 。基 于 学 生 的 兴 趣 学 校 组 织
各种学生学会, 体育运动和课外
活 动 让 学 生在 每 一 个 学 期 的 课
余 活 动 中 获 得 不 一 样 的 体 验。

宝迪学院的艺术项目为学生提供各
种各样的概念和主题, 例如: 艺术历
史、艺术与设计元素、媒介素 养、
摄影、当代艺术、音乐和话剧。我们
鼓励学生以他们的文化背景为题材
并且促进一个具有思考、 参与和相
应范围的学习环境。

学生团长理事会
宝迪学院11和12级的学生有机会通
过申请参加学生团长理事会来提升
自己的领袖才能。学院要求理事会
成员需具有高水平的学术成绩、模
范行为以及领导能力。学生团成员
在学校开放参观日和学校活动中协
助学校管理人员展示宝迪学院。学
生理事会也会组织各种学生活动来
团结学生，创建良好校风。

宝迪学院艺术班
12年级学生作品－Ulysses

每一年，绘画课的学生能够在艺术
展览会上展示自己的艺术作品以及
所学到的绘画技能。除此之外, 绘
画课的学生也能够参与不同画廊的
实地考察，把实地考察的经历与课堂
上的知识结合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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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富
多元化
乐观
请参阅更多关于 Cordelia
融入加拿大生活的经验。

12年级

CORDELIA

的访谈

Cordelia是12年级的学生，过去四年里一直在宝
迪学院学习。她曾在宝迪学院担任学生膳食委
员会的成员。Cordelia已获得多个加拿大安大略
省顶级大学的录取，但她已决定接受了多伦多
大学通讯学系的录取！Cordelia计划在大学毕业
后学习法律，以成为一名加拿大的律师。祝贺
Cordelia取得的非凡成就！
是什么让你在宝迪学院的时光特别与众不同？
在宝迪学习对我来说是一段特殊的人生经历。宝迪学院给了我机会认
识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新朋友。我了解了不同的文化，同时也提高了自
己的英语水平，对此我深表感激。

你最喜欢在学校学习什么科目？自从在宝迪学院学习
以来，你觉得在哪门课上有所进步？
英语是我最喜欢的科目。所有的英语老师都非常专业，并且了解ESL学
生的困难。我觉得自己的英语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提高，这使我更加自信，
可以与本地的社区成员相处和交流。感谢所有教过我的英语老师！

你最喜欢宝迪学院宿管部门举办的哪一个活动？
我最喜欢的宿管活动是加拿大法语之旅，我们在四天内访问了渥太华，
蒙特利尔和魁北克市。这是一次令人难忘的旅行，因为它给了我与宝迪
学院的朋友们一起去参观加拿大的法语城市的绝佳机会。

请与我们分享你在加拿大生活的经历。

Cordelia

2020年 12年级
国籍：香港
专业：通讯学
俱乐部：学生膳食委员会

总的来说，我在加拿大的生活真是太棒了！ 我很高兴自己选择了在加
拿大生活和学习，因为加拿大是一个多元文化的国家，不仅安全并且
对外国人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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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迪学院高中收费标准
2021-2022
学费
第9, 第10, 及第11年级（每级修读8科）

加币21000元

第12年级/大学预科(Pre- U )/大学学分转移课程(AP)+(6科课程）

加币18000元

英语密集课程 (110学时)

加币3150元

大学预科快速课程(12月- 6月)++

加币18600元

IB 国际文凭课程 (DP) 学费 +++
第11年级 IB 国际文凭课程 (DP I)

第12年级 IB 国际文凭课程 (DP II)

加币22000元
加币23500元

宿舍类型 (包括膳食费用)++++
单人间 (秋季 & 冬季学期)

加币18900元

四人间 (秋季 & 冬季学期)

加币16500元

夏季（每个月） 7月, 8月

加币1890元

加币17450元

双人间 (秋季 & 冬季学期)

宝迪学院监督的校外寄宿家庭 (秋季 & 冬季学期)++++
寄宿和膳食费

- 包括：寄宿家庭提供的早餐和晚餐, 在校午餐和校车接送

加币14200元

其他费用*
每年学校注册费用

加币2500元

申请费**

加币300元

国际学生医疗保险费用 (12个月)

申请手续
1. 递交填毕的申请表或通过网上报名 (www.brontecollege.ca), 申请人的护照首页复印件以及过往3年经过公
证的成绩单或学校证书, 还有不可退还的申请费 300加币。
2. 收到上述申请资料之后, 宝迪学院将开始审理您的申请。一旦被录取, 宝迪学院将发给您预录取通知书,
注明录取条件及付费形式。
3. 收到学费付款之后, 学校将立即向申请人发出正式的录取通知书。国际学生可以凭此通知书向就近的加拿
大使馆或领馆申请赴加学生签证。
4. 18岁以下的国际学生必须提供由家长或合法监护人填写并签字的“监护权申请书”还需要支付准备监护权
公证书办理费300加币, 此费不退还。
申请人可以将学校成绩单和完成的电子申请表电邮至 admissions@brontecollege.ca
所有宝迪学院录取的学生必须参加入学英文和数学水平测试, 理科生还需要参加科学水平测试。
如需更多宝迪学院的信息, 可以登录学校的网站 www.brontecollege.ca, 或直接拨打 1 (905) 270-7788 查询或者
电邮 admissions@brontecollege.ca.

监护信公证***

额外综合生活监护辅导费 (17岁以下的学生)****

午餐配套 (供走读学生选择)

加币650元
加币300元

加币1100元/每学期
加币1200元/每学期

保证金 (学校会在学生毕业离校时退还保证金（减去任何学校及宿舍损坏的费用))
学校押金

加币1500元

住宿押金

加币1000元

注：以上费用以加元为单位, 费用如有更改, 恕不另行通知。
如学生退学或被学校开除, 所有费用将不予退还。
AP 大学学分转移课程

IB: IB国际文凭课程

+ AP 考试费用不包括在学费内。考试费用是由美国大学理事会 (The College Board)决定, 费用如有更改, 恕不另行通知。
		 AP 考试费用可在宝迪学院缴付; 每门考试是加币140元 (2021-2022年) 。
++ 英语和学习优秀的合格学生若被大学预科快速课程接受，可选修必修的六门学科。

+++
		
		
		

如果IB学生有缺少OSSD高中文凭所需的必须学科, 学生需要额外自费学科费用。
例如：第11年级的数学科是 IB 国际文凭课程的必修课, 学生必须自费考取此学分。IB国际文凭课程学费是由
宝迪学院收费, IB费用 (申请费和学科考试费用) 是由国际文凭组织 (IBO) 制定, 不包括在IB国际文凭课程学费内。
IB费用如有更改, 恕不另行通知。DP I 的 IB费用约加币450元；DP II 的 IB费用约加币950元 (2021-2022年) 可在宝迪学院缴付。

++++ 日期将按照学生宿舍政策和学年校历。
* 校服费用在学生被录取后通知。

** 提交申请表格需附上申请费, 申请费不予退还。

*** 监护：18周岁以下的寄宿生, 学校会发监护申请表格。由学生家长或法定监护人填写表格及签名, 在学校签发正式录
		 取通知书之前, 交回学校。监护信公证的费用将不予退还。
**** 舍监会监管学生的课外交流, 自习时段以及郊游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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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onte College
88 Bronte College Court, Mississauga,
Ontario, Canada, L5B 1M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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