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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點

SCS坐落在Sussex, New Brunswick的迷人蜿蜒山麓，位
於美麗的Canadian Maritimes。這個安全和風景如畫的鄉
郊社區，距離市中心Fredericton和Saint John，只有一個
小時的車程。



SCS概覽

國際課程
幼兒園前教育、小學、初中和高中。國際課程包括全年和短期ESL（夏季和冬季）。

傳統
SCS創於1982年。

教育
SCS為學生的中學畢業的成功之路做好準備，靈活多變的學習模式融合了New 
Brunswick的課程指南。

升讀大學和學院
幾乎100％的SCS畢業生獲加拿大、美國和其他國際學院和大學錄取。畢業生
獲優秀的大專院校取錄，例如McGill, Dalhousie University, University of New 
Brunswick, Liberty University, University of Waterloo, St. Thomas University和
New Brunswick Community College。

親如家庭的氛圍
SCS學生喜歡每天來到學校，享受如家庭般安全和充滿關愛的學習環境。

課外活動
SCS全年提供各種活動，包括體育（校外和校內）、音樂、戲劇、實地考察、多個
學會和社區服務機會。

師生比例
平均每班的學生和教師比例為10：1。





關於SCS

Sussex Christian School (SCS) 是一所位於Sussex, New Brunswick的私立基督教
中學，所有課程由New Brunswick 教育部批核和監管。SCS 的核心理念是與家庭
建立合作關係，並為學生們的身心、社交與智力各方面作好準備，讓他們能夠為當
地和全球社區作出貢獻。學校的教職員都很友善，真切關心每位學生的身心發展，
希望SCS能成為學生的「另一個家」。

體驗式學習的機會
SCS致力為學生提供不同的體驗機會，確保每個學生找到他/她最佳的方式學習和
培養興趣。每個學年都會為國際學生提供「體驗式學習」機會，綜合課程的多個年
度旅行地點包括：紐約市、華盛頓、波士頓、愛德華王子島、渥太華和魁北克市。



為甚麼選擇SCS？

 5 接近 100% 的 SCS 畢業生能夠入讀世界各地傑出的大學和學院。
 5 以學生為中心的教育計劃旨在滿足學生的個人需求。
 5 營造優良的校園氛圍，有助建立長久的友誼。
 5 SCS協助學生制定未來目標。
 5 小班授課，教職員充滿愛心，校長事事親力親為，幫助每個學生邁向成功之路！





學生生活

SCS在整個學年中都有許多學生可以參加的活動。我們鼓勵學生參加課外活動，以
幫助他們發展為全面的個人。

運動
SCS通過有組織的體育活動（籃球、足
球、旱地冰球和排球）和體育課程（游
泳、滑雪等）為學生提供各種體育活動
的機會。

戲劇
SCS的學年完成了三種不同的戲劇作品。
在今年秋天，5至8年級的學生可以參加
中學戲劇社； 小學生有機會參加春季音
樂劇；9至12年級的學生可以參加高中作
品的試鏡，通常具有多種表演能力。每
個級別都有學生在舞台上或在幕後展示
他們的技能和興趣的地方。

學校旅行
高中生可以參加一系列很棒的學校旅行。 
在從9年級到12年級的四年中，學生有機
會參加為期一周的旅行，從以下選擇中選
擇四個不同的地點：紐約市；賓夕法尼亞
州；蒙特利爾／渥太華／魁北克市；華盛
頓；紐芬蘭和馬格德蘭群島。　

領導才能
學生有機會參加許多有助於發展和磨練
領導能力的小組：屬靈小組、校刊、崇
拜樂隊以及其他各種學校社團。



SCS 畢業生

SCS高中課程的畢業生獲得的文憑已為他們進入加拿大、美國和世界各地的大學
做好了準備。 所有學生每年都要接受兩次正式考試。高中學生可以參加SAT考
試，或一些大專院校要求的其他標準化考試 - 所有這些都由SCS進行。SCS畢
業生可以去他們想要的任何大專院校或專業學校（在已達到收生要求的情況下）
。 校友已收到University of New Brunswick, Crandall University, Kingswood 
University, Dalhousie University, Liberty University, New Brunswick Community 
College, Nova Scotia Agricultural College, Holland College, Houghton College, 
University of Toronto, St. Thomas University, University of Waterloo, McGill等
等的邀請，並獲得了獎學金。

在這些學校中，我們的學生學習了法律、幼兒教育、電腦科學、新聞學、教育、生
物學、肌動學、電氣、工程、戲劇、藝術、音樂、諮詢、心理學、商業、警務、護
理人員培訓、護理、神學、英語和農業。







國際課程

Sussex Christian School為想要在加拿大東岸學習的學生提供了充滿活力、關懷和
高度學術性的課程。需要額外英語幫助的學生會由合格和熱愛專業的ESL職員進行
教育和照顧，並迅速融入在我們小型而貼心的舒適環境中。

國際學生將獲得接納、照顧、無威脅的社會和學術環境以及出色的東海岸待客之
道。SCS為國際學生提供小班授課和輕鬆成長和發展的能力。 

國際學生已完全融入常規學術課程，並可以根據他們的個人教育需求獲得個人化的
ESL指導。同樣，所有國際學生都可以進行課後輔導。

全面的指導計劃會跟踪學生的進度，並為他們協助申請大學申請、獎學金和其他準
備方面的一對一輔導。所有從SCS畢業的學生都已裝備好，並鼓勵他們申請加拿大
和美國的大學。

英語作為第二語言（ESL）課程
SCS ESL課程是綜合及個人化的。我們會對學生進行評估和安置，以便他們在學
術和社交生活中取得成功。 該課程包括閱讀、書面和會話英語輔導以及學術詞
彙。SCS採用的教學方法將傳統的課堂教學與互動，創新和個人輔導相結合。ESL
實驗室、集中精力練習和實踐學習經驗（實地考察、學生俱樂部、田徑運動和其他
課外活動）都有效地補充了英語學習。

SCS的ESL課程專門幫助學生使用會話和書面英語來收集、解釋和交流資訊；建立和
維持關係；做出決定、解決問題和計劃／執行項目；為大學的成功做好充分的準備。

SCS 寄宿家庭計劃
學生入住由SCS認可的、有愛、充滿關懷、井然有序的家庭。這些家庭一般離校園
只有幾分鐘的距離。寄宿家庭計劃包含了整年的食宿和交通。每個寄宿家庭都由
SCS挑選，並為學生提供無微不至的關懷來確保每個國際學生都能根據他們的需要
被分配到最適合他們的家庭。

宿舍計劃
作為我們出色的寄宿家庭計劃以外的住宿 選 擇，Sussex Christian School (SCS) 
宿舍計劃的學生將入住位於我們姐妹學校Kingswood University (KU) 校園內的宿
舍。KU 的校園與 SCS 校園隔街相望，步行僅需 10 分鐘。選擇住在這些寬敞安全
宿舍的 SCS 國際學生可以使用互聯網、圖書館設施、健身設施、室內游泳池、全
方位服務的餐廳和學生娛樂中心。許多咖啡館、餐廳和購物場所都在兩個校園的步
行範圍內。

SCS 宿舍計劃還包括整個學年的特別週末活動，例如購物旅行、電影之夜、滑冰、
滑雪和許多加拿大當地文化活動。 住在宿舍的學生將培養組織、時間管理、責任
感等技能，並且他們將深入了解在未來幾個月/幾年過渡到大學的生活會是什麼樣
子。SCS 學生以及 KU 學生在校園互動時會建立友誼。



國際家庭計劃
這是全家人的絕好機會！您可以在孩子上學提升英語水平時，與他們一起體驗加拿大
的文化。 SCS的國際家庭計劃為從幼兒園到5年級的學生提供了在加拿大新不倫瑞克
省 (New Brunswick) 蘇塞克斯(Sussex)學習的機會。計劃邀請家人陪伴孩子參加這個
英語沉浸式學習計劃。 SCS提供了一種關懷和培育的學習氛圍。學生將接受英語測
試，並在整個學校課程中得到相應發展。

國際學生將獲得完整的ESL和學術支援。在必要時會根據學生的語言能力調整學術期
望和挑戰。學生將結交新的加拿大朋友，熟悉加拿大的教育體系，了解新的文化並提
高英語水平。

SCS將與家長和中介密切合作，以在學校附近找到完善的住宿空間，搜索不同的交通
方式，設立銀行賬戶，融入當地，並確保所有其他部分都得到照顧，包括機場接機、
尋找住房、購車支援、保險、父母的社區活動以及其他項目。



安頓服務 
(可選的) 

SCS安頓服務為留學的學生和隨行家庭提供幫助，以使其在加拿大的生活穩定。基於多年的經
驗，我們將盡最大努力幫助學生和父母盡快適應在Sussex的生活。

到埗前的服務 

尋找租住物業
 ; 尋找租住物業

 ; 提供租住房屋的信息和照片：房屋狀
況、周圍社區和便利設施、通勤時間
等。

 ; 簽訂租金合同：必須支付1個月的租金
和1個月的定金

水電
 ; 電力、電話、煤氣、互聯網、有線電

視

其他
 ; 駕駛執照授權 (如需要)

到埗後的服務

機場接機
 ; SUV / Van (最多5位乘客)

基本職責
 ; 電話註冊

 ; 購買地圖和導航

 ; 購買後付國際電話卡

 ; 陪同和購買基本必需品

銀行
 ; 協助開立新的加拿大銀行戶口

專業購物中心的資訊
 ; 家具：參觀專門店

 ; 電子：Best Buy

 ; 學校用品：主食

 ; 基本必需品：WalMart、Groceries等

 ; 雜貨：Superstore、Sobeys

購車
 ; 根據參觀時間、預算等情況，陪同購

車。

駕照
 ; 在NB省協助和提供翻譯服務，以進行

駕照交換 (必須攜帶當前駕照，經過
公證的翻譯、簽證)

汽車保險
 ; 協助汽車保險申請流程 

*必須攜帶當前保險公司提供的零事故
證明的英文版本。

海關
 ; 在國際轉移的情況下，預約並陪同到

市區海關

導向
 ; 前往學校、圖書館、社區中心、購物

中心等的路線

入住後協助
 ; 連接和使用安全密碼

 ; 垃圾處理：垃圾桶的位置和回收方法

 ; 使用基本的家電 (家電：雪櫃、焗
爐、洗碗機、洗衣機、乾衣機)

 ; 申請家居保險

日常生活信息
 ; 陪同到附近的社區中心、圖書館和申

請各項服務(提供有關申請圖書館卡和
社區服務)

 ; 申請支票並支付租金

 ; 用地圖尋找方向

 ; 汽車加油

 ; 有關家庭和步入式診所(walk-in 
clinics)的資訊

導師 / 學院
 ; 有關該地區其他學術支援和導師的資

訊



ESL 冬令和夏令營

2023 夏令營

日期：6月26日-7月22日
费用：$4,450元

日期：7月24日-8月18日
费用：$4,450元

日期：8月21日-25日 
(學術營）

费用：$1,500加元

2024 冬令營
*可靈活選擇參加幾星
期、一個月或七個星期
的課程

日期*：1月8日至2月23日

費用：彈性選擇 
7週$6,200加元
4週$3,800加元
2週$2,150加元

  



ESL 學習營

Maritimes Adventure ESL Camp適合11-18歲的學生，讓他們欣賞加拿大美麗的東
海岸，同時提升英語能力。

Maritimes Adventure ESL Camp的學生多在早上接受充滿挑戰和歡樂的ESL課
程。課堂長度為4小時，以小班形式授課。課堂上，學生將接受個別指導，以保證
英語閱讀、寫作和會話的進步。

下午時段將會在Canadian Maritimes各個地區舉辦各種精彩的活動。學生將享受游
泳、籃球、去海灘、博物館、海底洞穴徒步旅行、賞鯨、遠足、「加拿大傳統」以
及長期旅行，這些活動將突出每個海事省的位置。

學生參加各種有趣刺激的活動。部分活動安排取決於季節和當日天氣：
Sussex, NB – Mural Walking Tour/O’Connell Park
Fredericton, NB - New Brunswick的重要城市 -市場和購物中心
St. Martin’s, NB - Maritimes Red Sandstone Sea Caves
Hopewell, NB - Hopewell Rocks – 漫步Atlantic Canada’s Ocean Floor - 
Hopewell Rocks
Saint Andrew, NB – 觀賞鯨魚
Prince Edward Island – “Anne Land”、商店、海灘和旅遊景點
Halifax, Nova Scotia - Nova Scotia的首都 - 商店和旅遊景點
其他活動包括 – 游泳、電影、排球、溜冰、滑雪、營火等等！



國際見證

「Sussex和New Brunswick的周邊地區與大城市完
全不同。人民和風景讓我感到舒適。我喜歡大自然
中所有的樹木和空間。在SCS學習期間，善良的老
師教導我，即使我到達時英語說得不好，他們仍花
時間提供我所需的額外支持。SCS寄宿家庭會邀請
您成為家人的一分子，並讓您參加文化活動以更加
了解New Brunswick和加拿大，從而使您感到『在
家』。」

~ Chak Kwan Kwok，香港，2019 
SCS 畢業生，University of New Brunswick

「Sussex是我學習和了解真正加拿大文化的最佳場
所。ESL和加拿大歷史等學校科目幫助我了解了不
同的文化。根據我在SCS的經驗，在大學適應和結
識新朋友並不困難。 我已經準備好了。」

~ Minyeong (Ruth) Lim，南韓，2019
SCS 畢業生，Sheridan College

「在Sussex的SCS學習很愉快。通過與學生和老師交
談，我學到了很多東西。雖然學習很重要，但這不
是我就讀SCS時唯一做的事情。我與老師和學生成
為了朋友，參加了籃球等運動。通過發展英語會話
和寫作技巧，我獲得了良好的學術基礎。這是最重
要的事情：我的確可以和說英語的人說得更好，這
對進入大學很有幫助。我很高興我從SCS畢業了！」

~ Wing Lok Leung，香港，2019
SCS 畢業生，University of Manito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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