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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

FCA学校位于弗雷德里克顿。该市为新不伦瑞克省省

会，是加拿大滨海诸省中一个宁静、优美的地方。弗雷

德里克顿市坐落在美丽的圣约翰河畔。

弗雷德里克顿是新不伦瑞克省重要的教育和文化中

心。这里不仅有两所大学（新不伦瑞克大学University 

of NewBrunswick和圣托马斯大学Saint Thomas 

University），还有比佛布鲁克美术馆（ Beaverbrook Art 

Gallery）和弗雷德里克顿剧场（The Playhouse）等文化

设施，并且举行众多的国际音乐节和手工艺节。

弗雷德里克顿市快览
• 弗雷德里克顿连续六年被评为“加拿大十大最宜居城

市之一”。（《MoneySense》杂志）

• 弗雷德里克顿在“世界清洁空气排名中名列第八”。
（2011年世界卫生组织）

• 弗雷德里克顿是“世界七大智慧社区之一”。（智慧
社区论坛）

• 弗雷德里克顿被公认为北美“第一小城”。（2014年
美国未来城市）



FCA学校一览

传统
• FCA学校成立于1978年。

设施
• 教室、实验室、体育馆、室外运动区。

师资
• 师生比例为1 :12。

• FCA教师均为热心教育、关爱学生的高素质专业人
才，他们尊重所有学生，努力帮助学生充分发挥
潜力。

• FCA所有教师都拥有两个或以上学位。

课程
• 早教课程：6个月至5岁

• 学前教育：3至4岁

• 放学后项目

• 小学

• 初中

• 高中/大学预科：可提供AP课程

• 与新不伦瑞克大学（UNB）和圣托马斯大学
（STU）合作双修课程

• 全年国际项目

• ESL夏令营和冬令营

• SAT考试中心和AP考试中心

• 托福培训和考试中心

• 雅思培训和考试中心

• 国际家庭项目







关于我们

FCA学校是一所独立的完全学校，位于新不伦

瑞克省弗雷德里克顿市。学校得到新不伦瑞克

省教育厅的批准和认可。FCA相信，学生们在安

全、培养、严谨的学习环境中茁壮成长。FCA鼓

励学生们自信地思考，表达自己，提出批判性问

题。FCA并为学生们提供独一无二的大学预备课

程。教师办公室的门始终向学生敞开，学生是学

校这个大“家庭”的成员。FCA致力于通过一个兼

具支持性和挑战性的群体，培养学生的智力、身

体素质、社交能力、精神层面、以及创造力等方

面的潜力。

我们的使命
FCA是一所卓越的私立学校，旨在激发学生们

在知识、技能、性格、领导力和勇气方面获得

成长，进而对他们所处的世界产生积极影响。

体验学习机会
学生们有机会前往安大略省的渥太华、新斯科

舍省的哈利法克斯、纽约州的纽约市、华盛顿

特区、魁北克省的魁北克城和蒙特利尔、马

萨诸塞州的波士顿、玻利维亚旅行；实地考察

King’s Landing历史博物馆、圣安德鲁海洋研

究所、野生动物博物馆、艺术博物馆等名胜；

参与户外教育静修、音乐节、世界问题大会、

文化和遗产博览会、机器人大会、数学与技术

大会等活动；欣赏本地戏剧作品、获得全球服

务等等。

课外活动机会
学生们有机会参加一系列课外活动：

•	 体育	- 篮球、垒球、极限飞盘、羽毛球、

排球、滑雪、单板滑雪、高尔夫、网球、

登山、露营、足球、越野、游泳、田径。

•	 艺术 - 合唱、器乐、话剧、戏剧、声乐、

油画、素描、舞蹈、雕塑。

•	 技术 - 机器人、编码、编程、图形、设计

技术。





Youna Jung
多伦多大学机械工程系本科，获

得入学奖学金24,000加元。

Hillary Fox
圣托马斯大学文学系本科，获得
校长奖学金18,000加元。

Minh Anh Nguyen
麦吉尔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数学系本

科，获得入学奖学金12,000加元和

汤姆林森辅导奖学金1,500加元。

Joseph Drost
蒙特爱立森大学政治学系本科，

获得入学奖学金和音乐奖学金

22,000加元。

So Yeon Park
西蒙菲莎大学犯罪学系本科，获

得国际学生院长优秀入学奖学金

13,000加元。

Junyoung Jeon
韩国SolBridge国际商学院，获

得亚洲思想领袖奖学金，奖学金

抵扣70％学费（每年额度超过

8,000美元）。

FCA毕业生

近100％的FCA毕业生进入世界顶级大学深造。最近一批毕业生成功地被

麦吉尔大学、蒙特爱立森大学、多伦多大学、西安大略大学、达尔豪西大

学、新不伦瑞克大学、圣托马斯大学、西蒙菲莎大学、印第安纳大学和贝

勒大学等大学录取。此外，FCA毕业班每年获得超过10万加元奖学金，平均

每位学生得到约10,000加元。



同时学习大学课程

双修课程
• FCA与两所国立大学合作 - 新不伦瑞克大学（麦克林排名加拿大第4）和圣

托马斯大学。

• 学生通过该课程，可获高中学分和大学学分。

• 学生在高中阶段即可学习和体验大学课程。

• 双修课程可使学生加速大学毕业。

• 学生可以免费参加大学学分课程，因为这些课程为FCA课程的一部分。

• 通过双修课程获得的学分可以转移到加拿大和世界其他顶级大学。

AP课程
• 学生有绝佳的机会在FCA校园学习和体验大学课程。

• 通过学习该课程，学生可同时获得高中学分和大学学分。

• FCA是美国大学委员会批准的AP考试中心，可使学生在本校获得AP学分。

• AP课程可使学生加速大学毕业。

• 学生有多门AP课程选择，包括生物、微积分AB、微积分BC，计算机、英语
文学、宏观经济、物理。

• 通过AP课程获得的学分可以转移到加拿大和世界其他顶级大学。

考培中心
FCA是官方 SAT、托福、雅思培训和考试中心。



St. Thomas University

University of  New Brunswick, Fredericton Campus



国际课程

全年国际课程
FCA的全年国际课程为学生做好高中和大学的学术准备。该课程涵盖学校的全部学科领域，

并同时提高学生在英语方面的阅读、 写作和口语能力。

寄宿家庭
要充分地了解加拿大文化和更好地学习英语，最好的方式就是住在FCA的寄宿家庭。所有学生

都有自己的生活空间，包括精心布置的房间、学习区域和营养均衡的三餐...... 每个寄宿家庭距

离校园都只有几分钟路程。寄宿家庭都坐落在极好的社区，他们都十分关怀接待的寄宿学生。



国际家庭项目

FCA的“国际家庭项目”面向幼儿园至五年级的学生，提供他们在加拿大新不伦瑞克省弗雷德

里克顿学习的机会。我们邀请家长陪伴孩子参加这个浸入式英语学习项目。FCA提供一个关

爱和培育的学习环境。学生将接受英语测试，然后进行相应的学习，这是学校完整课程的一

部分。

国际学生将获得全面的ESL英语和学术支持。适时调整学术预期，使学生适应语言挑战。学

生将可以结交到新的加拿大朋友，熟悉加拿大教育体系，了解新的文化，提高英语水平。

安置服务（选择）

FCA将与家长和中介密切合作，帮助家长在学校附近找到合适的住所，寻找不同的交通方

式，开立银行账户，熟悉当地情况，保证照顾到安置过程中的所有其他方面。安置过程包括

机场接机、寻找住房、协助购车、保险事宜、面向父母的社区活动及其他诸事。



ESL英语营

FCA为想要提高英语技能的学生提供趣味盎然的ESL夏令营和冬令营。

寄宿家庭安排
学生被安排在充满爱心、又安全可靠的寄宿家庭里，这些家庭距离学校只有几分钟路程。

日常课程
所有课程都在位于弗雷德里克顿北城的FCA学校进行。课程的学术部分包括每天上午4小时课

堂教学。在课堂上，老师会关注每个学生，帮助他们提高在阅读、交流、写作等方面的英语能

力。下午和傍晚举行各种有趣的项目和活动。

所有课堂资源和用品都包含在注册费中，即：活页夹、笔、铅笔等。免费提供午餐和营养小吃。

项目与活动
学生将参加一系列趣味盎然的活动。有些活动取决于天气情况。

• 体育名人堂Sports Hall of Fame
• 北集市和南集市Northside & Southside 

Markets
• 黏土手工制作馆Clay Cafe
• 寻物游戏Scavenger hunt
• 购物Shopping
• 农场参观Farm Tour
• 科学博物馆Science East
• 比佛布鲁克美术馆Beaverbrook Art Gallery
• 游乐场The Playhouse
• 盖格农巧克力博物馆Gagnon Chocolate 

Museum
• 金斯伍德保龄球和娱乐中心Kingswood 

Bowling & Entertainment Center
• 专业篮球比赛或曲棍球比赛A professional 

basketball game or Hockey game
• 参观新不伦瑞克立法议会Tour of the New 

Brunswick Legislative Assembly
• 国王登陆历史遗迹Kings Landing 

Historical Settlement 
• 金斯伍德高尔夫Kingswood Golf
• 魔术山Magic Mountain
• 纳瓦克河轮胎漂流Tubing on the 

Nashwaak River
• 磁力山动物园Magnetic Hill Zoo
• 公园与植物园Odell Park & Botanical 

Gardens
• 树上探险TreeGo
• 乘船游览圣安德鲁斯St. Andrews Boat tour
• 芬迪国家公园Fundy National Park

“FCA的夏令营非常棒。我参加的活动非常有

趣。FCA的老师真的很有才华，而且很关心学生。

弗雷德里克顿的人非常友好，我在那里生活时，不

但感到轻松愉快，而且卓有成效，因为我不仅提高

了自己的英语能力，还交到了新的朋友。”

~Archer Chen



2023
ESL英语营

2023年1月9日-3月3日
可以选择日期及参营时间

2-4周均可

2023年7月9日-8月4日
可以选择日期及参营时间

2-4周均可

1250加元/周*

*	费用包括学费、活动和寄宿家庭。



大学指导计划

FCA帮助每位国际学生申请大学。其间，每位同学都会得到关心和指导： 

•	 初步评估	- 学生制定课程计划，确保能够进入他们选择的大学。

•	 学生计划 - 帮助学生选择课程，采取各种措施，保证高中到大学的顺利过渡。

•	 持续关注 - 每年学习期间，FCA校长和国际学生部主任都会与所有国际学生见
面，提供指导，答疑解惑。

•	 大学调研 - FCA帮助全体同学调查和参观他们感兴趣的大学，并研究涉及大学
的各种因素。

•	 帮助入读大学 - 协助申请、奖学金、住宿等事宜。

通往大学成功的步骤
• 如何选择学校

• 资质与录取

• 何时申请

• 申请什么

• 如何申请

• 奖学金与助学金





国际感言

"FCA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特别和有意义的地方。FCA真是我成长的地方。我远离家

庭在加拿大学习，那段时间我需要处理很多事情，FCA为我提供了各种帮助。FCA

总是尽最大努力和善意来帮助我。在FCA的帮助下，我成为一个喜欢体验多元文化

学习的成熟女孩。我结交了许多新朋友，乐于助人，自信坚强。我的家人和亲朋好

友都说，在加拿大的经历让我发生了非常积极的变化。他们还说，与同龄人相比，

我做了很多有趣的事情。我坚信，如果没有经历FCA为我提供的这一切，我不会成

为今天的自己。"

~ Junyoung Jeon，韩国，FCA国际毕业生

"FCA为我安排了小班授课以及个别关注，从而使我可以更好地完成课程。老师们都很

善良，乐于助人。我也非常喜欢我的寄宿家庭，因为他们非常关心和支持我的兴趣和

活动。来加拿大对我来说是一次很棒的经历，我很高兴我做出留学加拿大的决定。"

~ Jason Ho，香港，FCA国际学生

"对我而言，FCA不仅是一所学校，更是一个大家庭。FCA实行小班制，老师了解

每个学生。老师们非常乐意帮助学生解决任何问题，他们也平易交流。FCA为学生

提供各种课程，以及大量学习、成长和表现自我的机会，帮助学生成为全面发展的

人。FCA不仅关注学习成绩，也关心学生情感和精神方面的状况。我只在FCA学习

了一年，那段时间里，每个人都对我都非常友好。在FCA度过的时光对我来说非常

特别，我觉得FCA改善了我的生命。"

~ Josie Lee，香港，FCA国际毕业生

"我和我丈夫认为把我们的女儿送到FCA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因为FCA为他们的学

生提供了优秀的教育。校长McAloon先生和所有老师总是为学生提供尽可能多的关

怀，帮助他们取得最好的成绩。这就是为什么FCA的学生中有很高比例都进入了最

好的大学，并且后来在他们的职业生涯中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此外，每个人都非常

亲切友善，寄宿家庭的家长们就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对待寄宿的同学。"

~ Thi Bach Yen，越南，FCA国际毕业生的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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