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凯斯伍德老师 
老师们会盛情邀请并鼓励

同学们积极参与各类形式

的课堂讨论以及课外活

动，通过活动了解学生的

兴趣爱好以及学习习惯，

并且定期与学生家长交流

沟通孩子们的成长状况，

以热诚而专业的态度让每

一个同学在良好的环境中

健康成长。 
 

 凯斯伍德课程 
我们的课程设置更注重于学生

的学习过程。我们坚信课堂教育

的核心在于培养学生独立学习

的能力、养成学生良好的学习习

惯以及合理有效的时间安排。 
除此之外，我们还致 力于培养

学生独立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

的能力；培养他们具有自尊、自

信、自立、自强的优秀品格，并

为他们未来的发展奠定良好的

基础，拓展广阔的人脉。 

走进凯斯伍德学校 

凯斯伍德国际学校是一所治学严谨，校风活泼，广

泛为加拿大主流社会所认可的高级私立学校。学校

坐落在北美经济中心之一的多伦多北约克地区，紧

邻贵族社区，环境优越。学校凭借其卓越的教学质

量，先进与传统相结合的教学理念，多元化的课程

设置以及因材施教的执教方式，成功跻身于享有盛

誉 的 加 拿 大 安 大 略 省 高 等 贵 族 私 校 联 盟

（ Conference of Independent Schools of 
Ontario），成为其荣誉会员之一。 安省私校联盟在

省内教育界有极高的声望，其会员的四十几所学校

均致力于保持学校教育在各个领域的卓越质量，是

安省私立贵族学校中的最高水平。作为私校联盟的

会员，凯斯伍德学校也不负众望，帮助每一个学生

放飞梦想，以近 100%的录取率让孩子们顺利入读

北美各大名校，并因此赢得了家长们以及社会各界

的信任和亲睐。 

 凯斯伍德学生 
加拿大凯斯伍德学校的学生

和毕业生们始终以充满自信

而又富有冒险精神的态度积

极面对生活，迎接挑战。我们

相信,学生未来的机会和成功

源自于严谨而又富有成效的

教育态度和教学方法;安全且

有纪律性的成长环境;以及为

学生的成长精心设计的课程。 
 
 

 



 

                                                   

                                        尊敬的学生家长， 

您好！ 

                                       欢迎来到加拿大凯斯伍德学校！ 

非常荣幸您在为孩子选择学校的的过程中浏览我们的网站。我们深

知为孩子选择合适的高中对您来说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决定，对孩子

未来的发展也影响深远。 

凯斯伍德学校数年来秉承因才施教的教学理念投身于教育事业，旨

在为学生们提供寓教于乐，生动高效的教学环境，激发学生潜在的

学习热情，并根据孩子们的兴趣和能力支持他们参与各类校内外活

动，不断发掘孩子们的潜力，让他们健康快乐的成长. 

 在教育过程中，我们不仅要求学生学会学习，学会开拓，学会社

交，学会独自，我们更要求孩子们学会做人，希望他们树立正确的

价值观，懂得尊重他人以及正直、勤勉，富有同情心和社会责任感

等等，这些都是孩子们成长过程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元素。 
 
 
 在浏览我们网站的过程中，我们会给您提供关于凯斯伍德学校的

的详细介绍。我们希望学生和家长们可以有机会参观我校，并与我

们的老师及工作人员沟通，使您可以切身体会凯斯伍德社区的氛

围。凯斯伍德以我们的老师和学生而引以为自豪。 
 

 欢迎您随时预约参观我校 

诚挚的 

Dalia Eisen                                Vince Pagano     

Director: Crestwood School (Lower School)            

Director: Crestwood Preparatory College (Upper School) 

 
 

 



优越的地理位置 
 
凯斯伍德学校位于加拿大安大略省首府多伦多市。加拿

大是世界上生活水平最高的国家之一，作为加拿大第一

大城市以及经济文化中心的多伦多更是在金融，商业，

电信，媒体，旅游，教育等各个产业首屈一指。学校所

在的贵族社区环境安静优雅，治安良好，距离多伦多伊

顿大型购物中心，博物馆，公共图书馆等咫尺之遥，而

游览尼亚加拉大瀑布，多伦多 CN 电视塔，阿冈昆国家

公园等旅游胜地也都非常方便。不仅如此，夏天的沙滩

排球，冬天的滑冰，滑雪以及精彩的 NBA 球赛、音乐会

更是让同学们的课余生活多姿多彩。 
 
 

加拿大的教育水平也位居世界领先位置，高等教育学

位得到世界各国的广泛认可。凯斯伍德学校所在的贵

族社区名校环绕，驱车 20 分钟左右可达著名的多伦

多大学；40 分钟可达商学院法学院排名第一的约克

大学。环绕多伦多市周围的加拿大名校有：加拿大

MIT 之称的麦克马斯特大学、颇具贵族气质的皇后大

学、滑铁卢大学、西安大略大学等等。每年名校大学

的招生部定期来校巡讲，学生也可以在闲暇之余实地

考察各个高校以确定自己未来的升学目标。 

 
 

一流的学习环境 
 
凯斯伍德学校高中部占地面积约7英亩。学校的建筑面积约75000平方英尺。特色设施包括： 

·完整的市内体育馆，更衣室和淋浴室 

·运动场、足球场和国际标准跑道 

·四个计算机实验室 

·科学实验室 

·器乐室 

·艺术室 

·表演室                                     

·大型媒体/资料中心 

·中央操场 

 

 



 
多元化的课程设置 

在凯斯伍德学校，我们鼓励同学们挑战自我，积极开发各方面的潜能，追求德、智、

体以及社会能力的平衡发展。我们在保证卓越教学品质的同时，注重培养学生的优

秀品德、创造力以及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凯斯伍德学校开设课程广泛，课程包括音

乐、艺术、戏剧、计算机等。值得一提的是我们的学术类以及大学预科课程不仅严

格按照安省教育部大纲要求设置而且更科学、合理。并因此多次获得安省教育局的

高度认可和赞扬。不仅如此，学校还通过各类校内外活动提高学生们的组织能力、

学习技巧、时间管理、工作效率等。 

学校开设的课程如下： 

数学 基础数学，函数关系，微积分和向量，高等函数，数据管理 

语言文学 法语，英语，西班牙语，加拿大文学，英语文学和作曲研究，写作技巧 

自然科学 基础科学，生物学，化学，环境科学，物理学，运动科学，地球与空间科学 

计算机应用 计算机基础，计算机信息科学，应用程序，电脑核心 

商业 商业学基础，经济学，金融会计学，财务会计学，国际商业学，组织管理学 

艺术 音乐，视觉艺术，戏剧艺术，视图艺术-绘画与音乐工作室 

社会科学 

人类学，心理学和社会基础，当前经济问题分析，古典文明经济学，世界宗教：

信仰与生活，加拿大和世界政治，世界历史和加拿大国际法，加拿大和世界问

题分析 

人文科学 

20 世纪的加拿大历史，美国历史，16 世纪世界历史，世界历史：西方和世界

史，哲学 

其他课程 体育，健康积极生活教育，法国生活 

 

凯斯伍德学校除了开设普通的高中课程外，还为学生开设了大学预修课程

（Advanced Placement）。 该课程是由大学理事会统一设置的。选修该课程的同学

可以在完成高中课程的同时选修大学程度的部分课程。AP 课程不仅可以加强学生

的学习信心，还可以强化学生的学习兴趣。学生在大学学习的数据显示，参加 AP
课程的同学在大学学习中对于有难度的课业表现出优势。AP 课程的成绩并不会影

响学生申报大学志愿。大部分的加拿大学校以及所有美国大学都承认 AP 课程，并

根据学生 AP 课程完成情况承认相应的学分。 
 

  学校开设的 AP 课程有： 
 

语言文学 法语，英语语言文学和作文，英国文学 

自然科学 物理学，生物学，化学， 

计算机应用 计算机科学 

商业 经济学 

艺术 视觉艺术 

人文科学 美国历史，世界历史，欧洲历史 

 

 

 



 

 
 

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 
 
凯斯伍德学校致力于为学生提供多样化的课外活动机会，让他们在各个领域

获取独立处理问题的能力和团队合作的经验。在凯斯伍德学校，您一定会找

到适合您孩子的体育项目、社团俱乐部以及涉外实践活动。 
 
学校不仅有自己的足球队、篮球队、橄榄球队、排球队、曲棍球队等各种 
运动球队，而且还有丰富多彩的社团活动。  
 

学校社团包括： 

艺术俱乐部 

辩论学会 

即兴表演俱乐部 

戏剧协会 

摄影协会 

年鉴协会 

学校新闻报                                    

联合国模拟协会 

摇滚乐团/爵士乐团 

国际象棋 

科学俱乐部 

反对种族歧视青年团 

环境俱乐部 

运动委员会 

爱丁堡公爵奖励计划   

凯斯伍德之声 

凯斯伍德大使 

乐高第一机器人俱乐部 

女性领导计划 

 

学校每年的毕业生都会盛装出席学校的毕业舞会，为自

己三年的高中生活留下最完美、最精彩的回忆。毕业舞

会上，同学们畅所欲言，遥想未来互相合影留念。 这短

短的三年为他们未来的成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建立了

深厚的友谊，让他们在以后的道路上不断努力，走向自

己的辉煌！ 
 

 

 

 

 



 

 
 
优秀的教职员工 

   凯斯伍德的老师总是以充满激情，满怀希望的态度耐心培育每一个学生。他们幽默风趣的授课方式，谅

解包容的执教态度，因材施教的教学方法更是形成了凯斯伍德学校的教育特色。在教学过程中，我们的老师

精心备课，悉心指导，用他们的热情和耐心感染着每一个孩子。在这样良好的学习环境中，师生互相信任，

充分互动；孩子们也养成了独立的学习能力，积累了浓厚的学习兴趣，为未来的成功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

础。凯斯伍德的老师在孩子们成长的道路上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引领作用。正是他们的专业和热情，让我们的

学生一步步走向成功，让我们的学校在教育的领域不断突破创新。 因此，我们以优秀的教职员工感到自豪，

也为他们的付出献上最诚挚的谢意！                  
 

“ I have always tried to give the students a sense of what 
university entails through my approach to class. We do many 
activities that are fun for the students, like role playing debates, 
but I also make a point of lecturing so that students have 
experience with a basic skill such as note taking. I also try to 
cover topics in depth so they will understand the learning 
expectation that they will encounter in university.”  
我希望学生们在我的课堂上可以体验到大学课堂的学习气氛。在传授知识的

同时我们还会寓教于乐，比如开展一些角色辩论等等。我会要求同学们对课

业有严肃的态度和深刻认识。只有养成良好的学习态度和学习习惯，孩子们

毕业后才会尽快融入富有挑战的大学生活，并获取他们学业的成功。 

 

 

 

 

 

“My goal as a Language Teacher is to create an atmosphere 
and an environment that allows the students to feel confident 
and achieve success. The foundation that we build together is not 
just academic, but also includes respect, trust, tolerance, 
independence, individuality, character and creativity. I always 
start by creating a link or a bridge. In this environment they 
know that they can take a risk and they will not be judged, they 
can take initiative and they will be encouraged, they can express 
an opinion and point of view and they will be heard” 

 
   作为语言老师，我希望为学生创造一个轻松的学习环境，让他们可以自信的

表达自己的想法和建议，以及追求自己的成功。我们希望在教会学生们学习的

过程中培养他们学会尊重、信任、宽容、独立、以及有自我特色的良好品格。

在我的课堂上，我会为孩子们搭建一座桥梁，鼓励他们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思路，

并用心聆听。 

 

 

 



 

 
 

升学名校 
 
凯斯伍德学校的毕业生以 100%的升学率步入自己梦想的学府。每一个毕业的学生，都是我们学校的一笔财富。

他们曾经用他们优异的成绩、出色的课外活动和领导能力丰富了我们社区，因此，我们以他们为骄傲，也祝福

他们在未来的生活中有无限发展！ 
 
 

 

 

 

 

 

 

 

 

 

 

 

 

 

 

 

 

 

 

 

 

 

 

 

 

 

 

 

 

 

 

 

 

 

 

 

 



 
凯斯伍德家长感言： 
KRUPSKI FAMILY 

我们的两个儿子都在凯斯伍德学校就读。学校根据每个孩子的特点制定不同的学

习方案让我们觉得非常欣慰。老师们都充满热情又耐心专业，他们会仔细解答孩子们

提出的每一个问题，随时和我们沟通，并和我们一起庆祝孩子们每一个细小的进步。

这所有的一切都成就了这个独一无二的学校。我们由衷的感谢学校对我们孩子的培

养。 

 

HERJAVEC FAMILY 

我们选择凯斯伍德学校因为她非常适合我们的孩子。老师们会帮助我们的孩子在

纠正他缺点的过程中不断完善并提高自己。学校的小班教学也让我的孩子得到足够的

关心和重视，让他受益匪浅。我们最开心的就是每当暑假结束，看到我的孩子迫不及

待的想要回到学校。他满脸的兴奋和开心就好像要回到久违的学校家庭，一点都不为

了暑假的结束而感到难过。看到孩子的开心，我们也为之开心。 

 

CASALE FAMILY  

我们的大儿子克里斯 08 年毕业于凯斯伍德学校，学校对他的积极影响和培养让我

们毫不犹豫的把艾利克斯和卢卡斯交托给学校。我们的三个儿子有着不同的性格；学

习能力，体育爱好和社交方式都不相同，学校老师对他们不同的培养方式让他们在学

校如鱼得水，非常愉快。我们最开心的时刻就是听到三个孩子聚在一起，开心的讨论

他们在学校的朋友们，虽然他们在不同年级，却有很多相同的朋友和老师，仿佛一个

大家庭一样。真好！ 

 

 
入学申请步骤： 

 
1） Email 提交成绩单扫描件以及联系方式做录取评估 
       并将申请文件发送至 Yvonne@crestwood.on.ca 
2） 评估合格后领取申请表格 
3） 提交申请材料： 

 完整的申请表格 
 35mm*45mm 近照一张                              
 学生成绩单英文原件或翻译公证件 
 申请费$100 加币 
 监护人信息（学生未满 18 岁） 

4） 校方审核,发放录取通知书 
5） 邮寄录取通知 
6） 缴纳学费，签订学校缴费合同 
7） 获取学费缴费首局以及办理签证正式录取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