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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即在MCA參加讓你印象難忘的ESL夏令營！
體驗加拿大人的熱情好客和善良體貼同時提高英語能力！

ESL夏令營

MCA為初高中學生提供有趣刺激、獨一無二的ESL

夏令營，讓他們了解「Canadian Maritimes的核心」 

（Heart of the Canadian Maritimes），提供結識加

拿大朋友的機會，了解加拿大的生活，我們保證提高

所有學生的英語水平。

每日課程
所有課程將在Moncton Christian Academy校園進行。

課程的教學部分，包括每天早上4小時的課堂。在課

堂上，學生將獲得個人指導，以幫助他們提高英語閱

讀、會話和書寫的能力。下午和晚上有各種有趣的活

動。所有課堂資源和用品費用，都包含在註冊費中，

即：活頁夾、筆、鉛筆等，另外，大多數時間學校也

會透過寄宿家庭為學生提供午餐和小吃。

活動
學生將參加各種有趣刺激的活動。 部份活動安排取決

於季節和當日天氣。
•	 Hopewell	Rocks
•	 Butterfly	World
•	 McSweeneys	
Dinner	Theatre

•	購物
•	 Gagnon	Chocolate	
Museum

•	 Kings	Landing	
•	Whale	Watching	

•	 Halifax	Sightseeing
•	 Magic	Mountain
•	 Magnetic	Hill	Zoo
•	 TreeGo
•	 St.	Andrews	Boat	
Tour

•	 Aquatic	Centre
•	 Fundy	National	
Park

寄宿家庭分配
學生將住在距離學校僅幾分鐘路程的寄宿家庭中，環

境安全，充滿關懷。

2019 ESL 學習營
2019年7月1日至7月26日

3,950加元 - 費用包括學費、活動費和寄宿家庭費。

為何選擇MCA？
•	 MCA是Moncton地區唯一K-12私立學校。
•	小班教學提供1對1指導。
•	學校和社區成員來自不同的多元文化背景。
•	校方深信相信學校與家長之間的合作關係，可以幫助學生的個人和學
習成長。

MONCTON CHRISTIAN ACADEMY的願景：
•	為每個學生提供高階學術培訓。
•	成為像家庭一樣，有利成長的基督教團體。
•	成為另一個家，全面照顧學生。
•	為年輕人貢獻現代社會和在社會上取得成功做好準備。

成功案例

「小時候，我參加了MCA（1－12年級）的課程。在MCA的日子對我來說非常特

別，因為這裡的教育能為我後來在大學和職場鋪路。在MCA的課程中，我面對

不同的挑戰，助我養成優良的讀書習慣和良好的品格。老師總會不斷鼓勵和支

援給我，不但有足夠的一對一指導，還得到

教職員對我個人成長真切的關心。卓越的學

業和個人品格的發展，為我後來成功的職業

生涯奠定了基礎，我現在除了擁有兩家持續

發展的公司外，亦正擔任專業服務公司的董

事，為國際法律市場提供服務。我絕對信任

MCA，也送孩子到MCA學習。我13歲的兒子

現就讀8年級，10歲的女兒就讀5年級，他們自幼稚園開始就進入MCA。現在我

看到他們在學業和品格的良好發展，就好像看到20多年前的自己，因此我相信

MCA能協助他們，為未來的康莊大道做好充分的準備。」

〜Mark Beaman, MCA畢業生（1997年）



Moncton, New Brunswick
Photo Credit: Patrick Arseneau

歡迎來自世界各地的學生
體驗以熱情好客聞名世界的Maritimes市中心生活！

國際學生費用

申請費
每名學生100加元

注意：申請費將不予退還。

寄宿家庭費
每名學生每月800加元

綜合國際學費
幼稚園至小學五年級11,900加元

6至12年级15,475加元 

我們全面標準學費已包括豐富的教育內容、書籍和學生

活動，一切幫助家庭增值的所需材料。包括：
•	書籍
•	班級/實地考察*
•	課外活動和旅行
•	體育活動
•	根據需要的綜合ESL課程和ESL輔導
•	健康保險

附加費用
•	學習用品
•	過夜旅行

 

*過夜旅行不包括在學費中，相關資料將由教師在活動

前提供，截止日期將在表格列明。

國際課程

Moncton Christian Academy為想要在加拿大東海岸讀書的

學生提供活力十足和關懷備至的課程，培養他們的個人修

養和有助吸收高階知識。合符專業資格和充滿愛心的ESL老

師，會教導和照顧需要額外英語支援的學生，學生能在細小

溫馨的環境中，迅速融入，愉快學習。

國際學生會獲接納和關懷，享受和平關愛的社會和學術環

境，以及感受東海岸的熱情好客。MCA為國際學生提供小

班教學，以合適他們的步伐成長和發展。

國際學生能在參與常規課程時，可根據個人的學習計劃，選

擇特別的ESL課程。此外，所有國際學生都會有課後輔導。

我們為所有學生提供全面的指導計劃，跟進學生情況，提供

一對一諮詢，協助他們完成申請大學、獎學金和其他項目的

準備工作。我們鼓勵所有MCA畢業生申請加拿大和美國各

地的大學，並幫助他們考進這些學校。

ESL

MCA ESL課程有綜合和個人化的內容，我們會為學生進行

評估和安排，協助他們有成功的學術和社交生活，包括英

語閱讀、書寫和會話輔導，以及認識學術性詞彙。MCA的

授課模式結合了傳統學校結構，以及鼓勵互動、創新和迎

合不同學生的教學模式。我們擁有提高英語教學成果的支援

工具：ESL實驗室、密集式練習和實踐學習機會（如實地考

察、學生興趣小組、體育運動和其他課外活動）。

MCA的ESL課程專門幫助學生使用口語和書面英語來凝聚、

表達和交流；建立和維持關係；做決定、解決問題、計劃／

實施項目；並為大學的成功鋪路。

寄宿家庭

在MCA學習期間，學生將獲邀參加MCA寄宿家庭計劃，到

經篩選/ MCA認可的寄宿家庭生活，通過沉浸在英語生活中

學習。寄宿家庭的住處僅距離校園數分鐘。

歡迎來自世界各地的學生，在以熱情好客聞名世界的

Maritimes市中心體驗生活，感受充滿MCA特色的著名家庭觀。

Moncton 
New Brunswick 

Canada

MCA概覽

傳統
MCA創於1983年。

位置
•	位於New	Brunswick最大城市
Moncton。

•	Moncton被評為加拿大最大的城市。
（City	of	Moncton網站）

•	Moncton是最適合撫養家庭和最
適合外來人士居住的城市之一！
（Moneysense）

•	Moncton的經濟持續增長，獲選為加拿
大最經濟的商業地區之一。（City	of	
Moncton網站）

•	Moncton市中心有持續的蓬勃發展，
獲評為加拿大最好的房地產黃金地段之
一。（蒙克頓市網站）

•	Moncton是Maritimes的核心。

課程
•	小學

•	初中

•	高中

•	綜合ESL

•	 ESL夏令和冬令營

師資
•	師生比例為1:12。

•	所有老師是愛護學生、敬業樂業的專業
人士。

•	所有老師都擁有大學學位，部份擁有碩
士學位。

很歡迎國際學生來到

Moncton Christian 

Academy和世界級的

Moncton，MCA是與眾不同

的學校，老師充滿愛心、受

資歷認可和擁有過人天賦，

學校重視照顧每一位學生。

學校課程旨在發揮每個學

生最大的潛力，小班教學可

以為每位學生提供個人指導，幫助他們取得成功。我

在MCA擔任校長逾31年來，一直以個人承諾擔保，我

們會愛護所有的學生，教育和引領他們在各方面的發

展，將學生視如己出。MCA是個大家庭，希望你在選

擇加拿大國際的學校的時候會考慮我們！

Willie Brownlee
Willie Brownlee, 校長

國際家庭計劃

MCA的國際家庭計劃為從幼兒園至五年級學生
提供在加拿大Moncton, New Brunswick學習的
機會，邀請家人陪伴孩子參加英語深糙課程。 
FCA會提供友善和鼓勵進步的學習氛圍，學生
會接受英語測試，同時在接受整套學校課程的
時候成長。

國際學生將獲得全面的ESL和學術支援。根據
學生的需要，可以調整學術期望以應付語言學
習上的挑戰。學生可以結交新的加拿大朋友，
熟悉加拿大教育體系，了解新文化及提高英語
水平。

MC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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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費用
結算費：1,500加元

註冊：100加元

學費：11,900加元

住宿費：$ 1,000 - $ 1,800 / 月（大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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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cton 
New Brunswick 

Canada

MCA概覽

傳統
MCA創於1983年。

位置
•	位於New	Brunswick最大城市
Moncton。

•	Moncton被評為加拿大最大的城市。
（City	of	Moncton網站）

•	Moncton是最適合撫養家庭和最
適合外來人士居住的城市之一！
（Moneysense）

•	Moncton的經濟持續增長，獲選為加拿
大最經濟的商業地區之一。（City	of	
Moncton網站）

•	Moncton市中心有持續的蓬勃發展，
獲評為加拿大最好的房地產黃金地段之
一。（蒙克頓市網站）

•	Moncton是Maritimes的核心。

課程
•	小學

•	初中

•	高中

•	綜合ESL

•	 ESL夏令和冬令營

師資
•	師生比例為1:12。

•	所有老師是愛護學生、敬業樂業的專業
人士。

•	所有老師都擁有大學學位，部份擁有碩
士學位。

很歡迎國際學生來到

Moncton Christian 

Academy和世界級的

Moncton，MCA是與眾不同

的學校，老師充滿愛心、受

資歷認可和擁有過人天賦，

學校重視照顧每一位學生。

學校課程旨在發揮每個學

生最大的潛力，小班教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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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lie Brownlee
Willie Brownlee, 校長

國際家庭計劃

MCA的國際家庭計劃為從幼兒園至五年級學生
提供在加拿大Moncton, New Brunswick學習的
機會，邀請家人陪伴孩子參加英語深糙課程。 
FCA會提供友善和鼓勵進步的學習氛圍，學生
會接受英語測試，同時在接受整套學校課程的
時候成長。

國際學生將獲得全面的ESL和學術支援。根據
學生的需要，可以調整學術期望以應付語言學
習上的挑戰。學生可以結交新的加拿大朋友，
熟悉加拿大教育體系，了解新文化及提高英語
水平。

MC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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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費用
結算費：1,500加元

註冊：100加元

學費：11,900加元

住宿費：$ 1,000 - $ 1,800 / 月（大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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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CA的目標是為學生提供最高水平的學術準備，讓他們充分發揮潛能。

Moncton Christian Academy
945 St. George Blvd.
Moncton, New Brunswick E1E 2C9
Canada

Office: 506.855.5403
Fax: 506.857.9016

Email: info@monctonchristian.ca
Website: monctonchristian.ca

Moncton Christian Academy
945 St. George Blvd.

Moncton, New Brunswick  
E1E 2C9 Canada

Email: info@monctonchristian.ca
Website: monctonchristian.ca
Office: 506.855.5403
Fax: 506.857.9016

立即在MCA參加讓你印象難忘的ESL夏令營！
體驗加拿大人的熱情好客和善良體貼同時提高英語能力！

ESL夏令營

MCA為初高中學生提供有趣刺激、獨一無二的ESL

夏令營，讓他們了解「Canadian Maritimes的核心」 

（Heart of the Canadian Maritimes），提供結識加

拿大朋友的機會，了解加拿大的生活，我們保證提高

所有學生的英語水平。

每日課程
所有課程將在Moncton Christian Academy校園進行。

課程的教學部分，包括每天早上4小時的課堂。在課

堂上，學生將獲得個人指導，以幫助他們提高英語閱

讀、會話和書寫的能力。下午和晚上有各種有趣的活

動。所有課堂資源和用品費用，都包含在註冊費中，

即：活頁夾、筆、鉛筆等，另外，大多數時間學校也

會透過寄宿家庭為學生提供午餐和小吃。

活動
學生將參加各種有趣刺激的活動。 部份活動安排取決

於季節和當日天氣。
•	 Hopewell	Rocks
•	 Butterfly	World
•	 McSweeneys	
Dinner	Theatre

•	購物
•	 Gagnon	Chocolate	
Museum

•	 Kings	Landing	
•	Whale	Watching	

•	 Halifax	Sightseeing
•	 Magic	Mountain
•	 Magnetic	Hill	Zoo
•	 TreeGo
•	 St.	Andrews	Boat	
Tour

•	 Aquatic	Centre
•	 Fundy	National	
Park

寄宿家庭分配
學生將住在距離學校僅幾分鐘路程的寄宿家庭中，環

境安全，充滿關懷。

2019 ESL 學習營
2019年7月1日至7月26日

3,950加元 - 費用包括學費、活動費和寄宿家庭費。

為何選擇MCA？
•	 MCA是Moncton地區唯一K-12私立學校。
•	小班教學提供1對1指導。
•	學校和社區成員來自不同的多元文化背景。
•	校方深信相信學校與家長之間的合作關係，可以幫助學生的個人和學
習成長。

MONCTON CHRISTIAN ACADEMY的願景：
•	為每個學生提供高階學術培訓。
•	成為像家庭一樣，有利成長的基督教團體。
•	成為另一個家，全面照顧學生。
•	為年輕人貢獻現代社會和在社會上取得成功做好準備。

成功案例

「小時候，我參加了MCA（1－12年級）的課程。在MCA的日子對我來說非常特

別，因為這裡的教育能為我後來在大學和職場鋪路。在MCA的課程中，我面對

不同的挑戰，助我養成優良的讀書習慣和良好的品格。老師總會不斷鼓勵和支

援給我，不但有足夠的一對一指導，還得到

教職員對我個人成長真切的關心。卓越的學

業和個人品格的發展，為我後來成功的職業

生涯奠定了基礎，我現在除了擁有兩家持續

發展的公司外，亦正擔任專業服務公司的董

事，為國際法律市場提供服務。我絕對信任

MCA，也送孩子到MCA學習。我13歲的兒子

現就讀8年級，10歲的女兒就讀5年級，他們自幼稚園開始就進入MCA。現在我

看到他們在學業和品格的良好發展，就好像看到20多年前的自己，因此我相信

MCA能協助他們，為未來的康莊大道做好充分的準備。」

〜Mark Beaman, MCA畢業生（199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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