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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好奇心激發你對學習的熱愛，讓毅力強化
你的正直和品格，讓善良引導你的心靈。”

ANNE-LOUISE POWER.
校長

寶迪學院是一所國際化的私立寄宿高中（IB）, 為本地及國際生提供9至12年級的課程。我們的
學術課程吸引了來自全球超過31個國家的學生，擁有這樣的大家庭是寶迪學院的榮幸與驕傲。
寶迪學院致力於為學生提供思想開放, 富有包容性, 尊重多元文化, 注重學術培養, 尊重個人成
長的學習環境。關注國際學生多方面的需求及做好大學前的學術基礎準備。學生可選擇自己喜
愛的課外活動、參加州際院校體育比賽以及大學先修課程（AP）。

寶迪學院位於加拿大大多倫多地區的密西沙加市市中心, 歷年以來, 密西沙加市一直被評為加
拿大最安全的城市之一。寶迪學院步行可至著名景點安大略湖岸邊的Port Credit，距離加拿大
金融中心--多倫多也僅需一小段車程，附近更有眾多名勝景點。

使命
寶迪學院旨在培養具有國際意識的
終身學習者, 讓他們用知識和勇氣來
正面影響這個世界。

學校介紹

教師團隊
我們的優秀教師團隊致力於幫助學生們實現自身最好的課業成績並且從課程
中獲得最充實的教育。寶迪學院師資陣容雄厚，所有教師都持有安大略省教師
認證或國際教師認證，並且積極在大多倫多地區各大知名院校進修額外課程，
提升自身的教學資格。除此之外，教師們熱衷於挑戰和激勵學生們去追求卓越
的成績，以及在課堂外培養學生的信心，尊重和領導能力。

1991 1996 2000
寶迪學院成立 寶迪學院搬遷到密西沙加

市－寶迪開辦夏令營
寶迪學院校園擴建－寶迪學

院成為 CAPSON (加拿大安大
略省AP學校協會) 的創始成員

Cana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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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2014/2015 2021
寶迪學院30
週年慶典

寶迪學院被命名為大多倫多
地區的區域AP考試中心

寶迪學院被刊登在
National Post (標
題：發展全球公民)

寶迪學院獲得 IB
國際文憑認證成為
一所IB國際預科課
程學校  
(PYP, MYP, DP)

NP



寶迪學院有三個開課學期，分別為九月、二月和七月（暑假班）。從九月開始到來年一月
結束為秋季學期。從二月開始到同年六月結束為冬季學期。如果有興趣參加寶迪學院的暑假

班，學生將從七月入學，八月完成暑假班的課程，繼而正式開始秋季學期。

強化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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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迪學院致力於建立創新的學術課程, 幫助學生成功邁入世界頂尖大學。

IB 文憑課程 (DP)  
此項目為11-12年級學生將來能成功進入大學和為未來
做好準備。文憑課程以自身俱備的優勢被世界各國大學
廣泛認可。為了發展學生的智力, 社交,情感和體能, DP
讓學生有機會學習六個學科組: 語言文學、第二語言、個
人與社會、實驗科學、數學與計算機科學和藝術。課程
要求學生掌握至少兩種語言, 促進他們對不同文化的理
解。除了以上學科的學習, 學生必須將所得到的教育經
驗應用在DP 課程三個核心元素上: 

1) 擴展論文

2) 知識理論

3) CAS (創造力 Creative, 行動 Action, 服務 Service) 

大學先修課程 (AP)  
大學先修課程 (簡稱AP) 讓在讀高中生有機會報考大學
一年級水平的考試。優秀大學和學院的招生專員了解AP
考試的難度, 他們了解有AP學習經歷的申請者對高中之
後的嚴苛教育有更充足的準備。寶迪學院提供AP筆試。

我們的學生參加AP考試非常方便, 因為寶迪學院就是
AP考點之一。應學生要求, 大學理事會直接把AP測試
成績轉寄到學生選擇的大學。

如果學生AP成績優秀, 將有機會實現大學一年級學
分轉移, 或者直通二年級學科, 為學生節省了不少時
間和學費。

 

通向高等教育的途徑

*修讀 IB DP課程的學生需報讀 6個11年級的學分和11
個12年級的學分。順利完成 IB DP課程或者通過AP 考
試的學生可能獲取大學的轉移學分。

寶迪學院採用安大略省的教育大綱, 並結合強化課程, 包
括IB (International Baccalaureate) 課程和AP (Advanced 
Placement) 課程。

作為一所世界性的IB學校, 寶迪學院鼓勵協作的學習環境, 著
重於探究式的學習而非強記課文的方式。通過安大略省教育
大綱的指南, 所有寶迪學院的學生畢業時將獲得安大略省高
中畢業文憑（OSSD）, 同時在11年級到12年級之間可選擇完成
IB課程或在12年級選考AP課程。學生參與這些強化課程將會
有機會在完成12年級課程後獲得大學的轉學分。

英語語言的輔助
為了輔助國際學生從ESL英語學習課程過度到完整的學
術課程, 寶迪學院提供個性化的英語語言輔導。學生們
將根據其入學英語測驗水平進入不同階段學習英語, 同
時進修安大略省高中規定的其他學分課程。英語中級
或高級的學生將有機會在完成安大略省中學文憑課程
的同時強化英語,而初級水平者將受益於在與其他學科
領域的學生互動時練習英語技能的額外機會。

快速課程 (12年級)
快速課程屬於12年級大學預科課程,每年開學時間為十
二月至六月份。此課程專門為英語能力強, 成績好的優
秀學生所開設。學生完成6門大學預科學科後, 有機會
在同年9月進入大學 。

8個學分11年級

8個學分9年級

8個學分10年級

6個學分12年級

大學/轉學分*

Pre 
IB*

IB*

AP*

學術課程

開課學期

 九月 
［第一個學期］

二月 
［第二個學期］

七月 
［暑假班］

十一月 三月十二月 四月 六月一月 五月 八月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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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注
努力

充滿活力

請參閱Feifan的學習之旅

FeiFan
國籍:中國

大學:阿爾伯塔大學
專業:商科專業

俱樂部:科學俱樂部

你在寶迪學院學習多久了?在這裡的時光有什麼特別的?
我從2021年開始在寶迪學院學習。這裡豐富的社團和校園活動給我的生活帶來
了很多活力和樂趣。我加入了科學俱樂部，我成功地和兩個隊友一起搭建了一
座”stability bridge”，打破了教科書上傳統的橋的形狀。從參加科學俱樂部的過
程中，我學會了如何將理論知識熟練地運用到現實生活中。

你被哪些大學錄取了?獲得獎學金了嗎?
我申請了全球七所大學。我收到了阿爾伯塔大學、約克大學、曼尼托巴大學和安
大略理工大學的錄取通知書。我選擇了阿爾伯塔大學商科專業並接受了$18000
加元的獎學金。

你未來的目標是什麼? 
我的夢想是成為一名產品開發人員，這意味著我需要獲得更多與化學和生物相
關的知識和技能。這個夢想一直激勵著我努力學習。我 希望自己在未來5年內能
與Lancôme這樣的公司合作。

哪位老師或指導老師對你在寶迪學院的時光影響最大?
Ms.Xiang對我在寶迪學院的學習影響最大。她一直耐心地指導我，總是在簽證
和大學申請方面給予我詳細的建議。很榮幸能在寶迪學院結識她。

Feifan渴望有一天能成為一名化妝品開發者。自2021
年從中國來到寶迪學院以來，她學習非常努力，對
科學科目表現出了濃厚的興趣。她參加了許多課外
社團和校園活動。她的努力使她獲得了阿爾伯塔大
學的入學獎學金。

12
年

級 FEIFAN
的訪談



學習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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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為確定學生的學業目標和未來計劃提供全面支持。

寶迪學院致力於培養自由的思想, 包容性
以及尊重他國文化的環境。我們高素質的

教師和輔導員鼓勵學生充分發揮潛能。

安大略省高中文憑 (OSSD) 
學生完成高中課程, 成績合格可獲得安大略省教育部頒發的高中文憑。之前在其他
國家完成的部分中學教育將被給予對等的學分轉移。

以下是獲得安大略省高中文憑 (OSSD) 的要求。

30個學分
18個必修學分

 • 例:英語、數學、科學、歷史、地理、藝術、 體育、公民學、職業學、 
   第二語言, 等等。

12個選修學分

 • 學生可以通過課程表選修適合自己興趣的學科

OSSLT
安大略省英文能力測試 (OSSLT) 

 • 由加拿大安大略省教育質量考核局（EQAO）創辦與審批
 • 以安大略省九年級課程大綱為標準, 通過安大略省英文能力測試來評估學生的語言能力
 • 在安大略省英文能力正式測試前, 寶迪學院將為學生舉辦模擬考試
 • 沒有通過模擬考試的學生可接受課外輔導

40 小時
40個小時的義工服務 

 • 學生必須完成40個小時的義工服務 
 • 可在就讀高中期間完成 
 • 義工服務範圍為企業機構、非盈利機構和公共機構 
*根據入學年級:第9和10年級-40個小時, 第11年級-20個小時, 第12年級-10個小時

畢業有哪些要求？ 30

40小時



Jessyca
國籍:美國
大學:德克薩斯大學聖安東尼奧分校
專業:工商管理
社團:Spring Formal委員會、藝術社

12
年

級

雖然Jessyca來自美國，但她在科威特生活了很多
年。她於2021年來到寶迪學院，此後一直積極參加
校園內的所有活動。當她成為Spring Formal 委員
會的一員時，她證明了自己是一個天生的團隊領導
者。她計劃在數學領域發展自己的事業，並希望有
朝一日能成為一名成功的金融分析師。

你在寶迪學院學習多久了?你在這裡的時光有什麼特別的?
例如，你參加過學生俱樂部嗎?
自2021年9月以來，我一直在寶迪學院學習。我所遇到的來自世界各地的朋友
給我留下了深刻的記憶，這些將永遠伴隨我。我一直是藝術俱樂部和Spring 
Formal委員會的一員，這讓我可以追求我對藝術的熱情，並作為領導者和同
伴們一起工作。

你被哪些大學錄取了?你獲得了獎學金嗎?
我被加利福尼亞大學、德克薩斯大學、亞利桑那大學和布法羅大學的應用數學
和統計專業錄取。我的入學獎學金總額為$84,500美元，全部基於我的GPA。

你未來的目標是什麼? 
今年秋天，我將前往德克薩斯大學聖安東尼奧分校，在那裡我獲得了傑出總
統獎學金，我將攻讀精算專業的工商管理學士學位。我希望獲得一些實習經
驗，並早日畢業，因為我在2021年春天獲得了多學科研究的文學副學士學位。
之後，我希望繼續從事精算師的職業，在財務分析領域站穩腳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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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SSYCA
的訪談閱讀更多Jessyca在國

外生活和學習的經歷。

細心
有創意
堅定



宿舍住宿學生的一天
7:30am – 8:20am 8:20am – 8:30am 8:30am – 3:16pm 3:30pm – 5:30pm 

餐廳用早餐  教室報到 學術課程(午餐3、4課時) 課外活動，課堂辦公時間  

晚間例行公事   
5:30pm – 6:30pm 6:30pm – 9:00pm 9:00pm – 9:30pm 10:00pm | 10:00pm – 11:00pm | 11:00pm 

餐廳用晚餐  校園監護活動;自修室  自助餐廳夜宵 宿舍樓對宿舍學生實行宵禁  
 (星期一至四晚上7時至9時)  (週一至週四) 作業和學習時間 
   實行宿舍學生房間宵禁

學校生活工作人員
學校工作人員為了歡迎及接納新生為學校團體的一部
分, 致力打造出能不斷提高學生自身的成長以及學術潛
能的宿舍環境。

他們保障學生的安全, 並且促成充滿活力的校園生
活。宿舍工作人員會引導學生參加不同的課外體育和
活動, 組織週末旅行包括: 加拿大國家電視塔、尼亞加
拉大瀑布、加拿大奇幻樂園、魁北克市和藍山滑雪場。
寶迪學院的宿舍體驗以為學生創造美好的回憶和一生
的友誼為目標 。

學生宿舍指導員 
我們的學生宿舍指導員是寶迪學校另一個重要的支柱, 
每一層的學生指導員負責監督該層的安全並為學生提
供必要的指導, 創造一個有趣而且親和的學校環境。

學生宿舍的成功離不開學生們的積極參與。我們鼓勵
學生之間的互動, 共同營造更好的寄宿環境。 

校園生活監護計劃
生活監護計劃主要是照顧17歲以下的學生。參加生活
監護計劃的學生必須出席每週一至週四, 晚上7點 - 9
點的晚自習。他們也能夠免費參加監護計劃中的周末
旅行活動。

寄宿家庭
除了寶迪學院校內的宿舍, 學校也提供寄宿家庭,9 - 12
年級的學生可以選擇到加拿大人的家庭寄宿。寄宿家
庭位置離學校不遠, 這也是能使學生了解加拿大人的
生活習慣的一種好方法。我們以學生興趣愛好和個人
喜好為基礎, 為其安排適當的寄宿家庭, 以確保學生能
有一個舒適, 難忘的生活經驗。所有的寄宿家庭都需
要經過一個綜合的篩選過程, 包括背景考察, 個人訪
談, 家庭實地訪問和警察記錄檢查。

雙人間*雙人間* 四人間*

寶迪學院為超過350個的學生提供安全而且舒適的校園住宿。百分 之八十以上是單人間, 其餘的是雙人間和四人間。
學生宿舍在所有節假日和學校假期期間都是開放的。為來自世界各 國的學生, 營造了一個充滿朝氣的生活環境。

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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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人間*

“寳迪校園生活監護團隊是學校里最專注的員
工團隊之一，因為他們總是優先考慮學生。”     
– Cordelia 

*房間不配備圖中配件。圖片僅供參考, 學生可以根據自己 的喜好裝飾房間。



成為膳食委員會的一員感覺很棒，因為我
可以更多地了解來自不同國家的食物，體
驗新的文化菜餚，並與學業之外的朋友一
起工作。”    – Ruhi

學生可全年使用校內設備, 包括健身設備、體育館、禮堂、圖書館、室外操場、
庭院、藝術和 科學實驗室以及全方位服務餐廳等。另外, 各個教室配備了最
新的教學智能板及多媒體設備, 幫助學生互相交流學習。設施須於指定時間
內使用。

食堂
寶迪學院全方位服務餐廳由來自世界各地的廚師提供營養豐富的膳食, 它全
年開放, 包括假期。每週七天提供膳食: 週一至週五, 提供早餐、午餐、晚餐、
週一至週四提供宵夜。週六和周日以及假期提供早午餐和晚餐。對飲食有特
別限制的學生會有個別膳食的供應。

圖書館
學校圖書館給學生提供了精心的
空間設計, 促進學生們之間的合作
學習。作為學校的網絡和信息資訊
中心, 圖書館是個閱讀、研究, 以及
互相學習與合作的好去處。學生能
通過現代科技化的印刷與數碼資源
來提高學習效率。 

體育館和戶外場地 
在寶迪學院校園內, 設有健身館、
體育館和功能多樣化的戶外場地。

學生可以在戶外場地運動、鍛煉身
體、學習、社交和從事課外活動。除
此之外, 健身房每天都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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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生活
開始你的冒險，自信地朝著你夢想的方向

前進，去過你在寶迪學院想像的生活。
我們的校園位於密西沙加的中心位置，有宿舍、 

自助餐廳、學術設施，背面依偎著安靜的保護公園。

“

學校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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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
專注
勤奮

了解更多Anton的學習之旅

Anton
國籍:俄羅斯

大學專業:安大略理工大學電氣工程。

從寶迪學院畢業後，你有過哪些有趣或重要的機會?
畢業並獲得學位後，我有機會成為西部一家公司的遠程付費承包商，負責為他
們完成一個獨立的創新技術項目。整個夏天裡，它變成了一個全職的工作，它讓
我對工程行業有了很大的了解。

對你來說，在寶迪學院最難忘的是什麼?
Anton說在寶迪學院最難忘的是他從任課老師和學術指導老師那裡得到的個人
支持與幫助。

寶迪為你迎接大學的挑戰做了哪些準備?
Anton感謝寶迪學院幫助他為大學繁重的課程做準備，幫助他為進入加拿大大
學而提高英語水平，特別是幫助他擴大了專業方面的詞彙量。

一起來認識我們的校友，Anton!他於2014年第一次
來到寶迪學院，現在已經成功地完成了安大略理工
大學的本科學位。在寶迪學院讀書期間，Anton是一
名優秀的學生，也是校園許多課外俱樂部和運動團
隊的活躍成員。在安大略理工大學，Anton以班級第
一名的成績畢業，獲得了兩枚金牌:一枚來自工程學
院，另一枚來自安大略專業工程師教育基金會。他
是寶迪學院的驕傲!

20
17

畢
業 ANTON

的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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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學院的課外活動, 例如田徑, 學生學會和參與當地社區社團的活動交流，
能更好的提升自己。

尋找你的激情, 發現你的興趣並創造難忘的經歷。寶迪校園為學
生提供在課餘時間提升自己的的機會。

課餘活動

俱樂部和體育校隊
寶迪學院意識到課外教育的重要性。每天放學後
提供體育運動和學生俱樂部。作為ROPSSAA (皮
爾區高中體育協會) 的一名成員, 學生們可以和其
他不 同區域學校的學生進行各種體育競賽。基於
學生的興趣學校組織各種學生社團, 體育運動和課
外活動讓學生在每一個學期的課餘活動中獲得不一
樣的體驗。 

學生團長理事會
寶迪學院11和12級的學生有機會通過申請參加學生
團長理事會來提升自己的領 袖才能。學院要求理事
會成員需具有高水平的學術成績,模範行為以及能
施展領導 技能的美好願望。學生團成員在學校開
放參觀日和學校活動中協助學校管理人員展示 寶
迪學院。學生理事會也會組織各種學生活動來團結
學生, 創建良好校風。

藝術
寶迪學院的藝術項目為學生提供各種各樣的概念
和主題, 例如: 藝術歷史、藝術與設計元素、媒介素 
養、攝影、當代藝術、音樂和話劇。我們鼓勵學生以
他們的文化背景為題材並且促進一個具有思考、參
與和相應範圍的學習環境。

每一年, 繪畫課的學生能夠在藝術展覽會上展示自
己的藝術作品以及所學到的繪畫技能。除此之外, 
繪畫課的 學生也能夠參與不同畫廊的實地考察,
把實地考察的經歷與課堂上的知識結合在一起。

寶迪學院12年級學生的作品

課外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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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遞交填畢的申請表或通過網上報名（www.brontecollege.ca）, 申請人的護照首頁複印件以及過往3年經 
 公證的成績單或學校證書, 還有不可退還的申請費。 (300加幣)。

2. 收到上述申請資料之後,寶迪學院將開始審理您的申請。一旦被錄取,寶迪學院將發給您預錄取通 知書, 
 注明錄取條件及付費形式。

3. 收到學費付款之後,學校將立即向申請人發出正式的錄取通知書。國際學生可以憑此通知書向就近的加 
 拿大使館或領館申請赴加學生簽證。

4. 18歲以下的國際學生必須提供由家長或合法監護人填寫並簽字的“監護權申請書”還需要支付準備監護 
 權公證書辦理費300加幣。 (此費不退還) 

申請人可以將學校成績單和完成的電子申請表電郵至admissions@brontecollege.ca

所有寶迪學院錄取的學生必須參加入學英文和數學水平測試,理科生還需要參加科學水平測試。

如需更多寶迪學院的信息,可以登錄學校的網站www.brontecollege.ca,或直接撥打1（905）270-7788查詢或者
電郵admissions@brontecollege.ca.

申請手續

注：以上費用以加元為單位, 費用如有更改, 恕不另行通知。
如學生退學或被學校開除, 所有費用將不予退還。 

 AP 大學學分轉移課程  IB: IB國際文憑課程
 + AP 考試費用不包括在學費內。考試費用是由美國大學理事會 (The College Board)決定, 費用如有更改, 恕不另行通知。 
  AP 考試費用可在寶迪學院繳付; 每門考試是加幣140元 (2023-2024年)。
 ++ 英語和學習優秀的合格學生若被大學預科快速課程接受，可選修必修的六門學科。
 +++ 如果IB學生有缺少OSSD高中文憑所需的必須學科, 學生需要額外自費學科費用。 
  例如：第11年級的數學科是 IB 國際文憑課程的必修課, 學生必須自費考取此學分。 IB國際文憑課程學費是由 
  寶迪學院收費, IB費用 (申請費和學科考試費用) 是由國際文憑組織 (IBO) 制定, 不包括在IB國際文憑課程學費內。 
  IB費用如有更改, 恕不另行通知。 DP I 的 IB費用約加幣450元；DP II 的 IB費用約加幣950元 (2023-2024年) 可在寶迪學院繳付。
 ++++ 日期將按照學生宿舍政策和學年校歷。 
 * 校服費用在學生被錄取後通知。 
 ** 提交申請表格需附上申請費, 申請費不予退還。 
 *** 監護：18周歲以下的寄宿生, 學校會發監護申請表格。由學生家長或法定監護人填寫表格及簽名, 在學校簽發正式錄 
  取通知書之前, 交回學校。監護信公證的費用將不予退還。
 **** 舍監會監管學生的課外交流, 自習時段以及郊遊活動。

寶迪學院高中收費標準
2023-2024

學費
第9, 第10, 及第11年級（每級修讀8科）  加幣24600元 

第12年級/大學預科(Pre- U )/大學學分轉移課程(AP)+(6科課程)  加幣21000元
大學預科快速課程(12月- 6月)++ 加幣21600元
英語密集課程 (110學時)  加幣3700元

IB 國際文憑課程 (DP) 學費 +++

第11年級 IB 國際文憑課程 (DP I) 加幣25500元
第12年級 IB 國際文憑課程 (DP II) 加幣26000元

宿舍類型 (包括膳食費用)++++

單人間 (秋季 & 冬季學期) 加幣22600元
雙人間 (秋季 & 冬季學期) 加幣21300元
四人間 (秋季 & 冬季學期) 加幣20500元

夏季（每個月） 7月, 8月 加幣2260元

寶迪學院監督的校外寄宿家庭 (秋季 & 冬季學期)++++

寄宿和膳食費   加幣16500元
- 包括：寄宿家庭提供的早餐和晚餐, 在校午餐和校車接送 

其他費用*
每年學校註冊費用 加幣2500元
國際學生醫療保險費用 (12個月)  加幣650元
申請費** 加幣300元
監護信公證*** 加幣300元
額外綜合生活監護輔導費 (17歲以下的學生)**** 加幣1100元/每学期

午餐配套 (供走讀學生選擇) 加幣1375元/每学期

保證金 (學校會在學生畢業離校時退還保證金（減去任何學校及宿舍損壞的費用))

學校押金  加幣1500元
住宿押金 加幣1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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