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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

Mississauga Christian Academy位於Mississauga, 
Ontario，位於Ontario南部的Mississauga是加拿大第六
大城市，坐落在Lake Ontario的美麗海濱，而且交通便
利，距離多倫多市中心只有很短的車程，靠近尼亞加拉大
瀑布和其他主要景點。距離美國邊境也只需90分鐘車程。
（資料來源：https://www.discovermississauga.ca/about）

Mississauga概覽
• Mississauga擁有加拿大最大和最有名的GTA機場

Pearson International Airport，連接7條主要高速公
路。

• 加拿大其中一間最享負盛名的高等學府The 
University of Toronto Mississauga同樣位於
Mississauga，Mississauga的市中心還有Sheridan 
College，可見Mississauga是重要的教育中心。

• 許多當地的高中距離Mississauga不到20分鐘車程。

• Mississauga有超過480個公園和林地讓您去探索，大
家可以在寧靜的環境中享受各種休閒活動，例如Credit 
River。不同年齡的人都可以在戶外進行各種活動，例
如散步、騎自行車，慢跑、在冬季溜冰或滑雪。

• Mississauga是Ontario最安全的城市之一，犯罪率為
最低。

（資料來源：http://www.realestate-ontario.com/mississauga）



MCA 概覽
 
傳統
• MCA創於1978年。

位置
• Mississauga位於多倫多郊區，距離加拿大最大的

城市和金融中心多倫多市中心不到30分鐘車程。

重點課程
• 為學生考上出色的高中和大學做好準備。銜接課

程：MCA透過GTA協助學生選擇最適合的高中課
程，為他們成功考進高中和大學而鋪路。

設備 
• 課室、實驗室、健身室、戲劇室、美術室和室外

遊樂區。

師資
• 課堂師生比例為1:18。

• 所有老師受Ontario認可。

• 所有老師是愛護學生的專業人士。

課程
• 幼稚園低班和高班：3－4歲 

• 小學

• 初中

• 綜合ESL

• ESL夏令和冬令營

• 課後課程

國際化
• 充滿關懷和支持的寄宿家庭計劃

• ESL的全面支援

• 4％學生為國際學生

• MCA的學生來自不同種族



關於我們

MCA
Mississauga Christian 
Academy（MCA）創於1978年，一直致
力於提供優質、充滿關愛和以學生為中
心的教育。MCA服務來自不同種族的學
生，專注於為他們考上出色的高中做好
準備。 MCA學生提供從幼兒園到8年級
的優質教育，學生與教師比例為 18：1
，裝飾他們在未來貢獻家庭、教堂和社
區。

我們的使命
肩負著追求各方面都有卓越表現的承
諾，MCA激勵年輕人學習批判性思考，
以貢獻當地和全球社區，亦會配合他們
在精神、智力、情感、社交和體能上的
需要，增強他們的勇氣和對生命的熱
情。他們將會面對不同挑戰，充分發揮
各種潛能，同時我們會裝備他們，令他
們能夠有自信和靈活變動面對充滿困難
的世界。最後，MCA會努力不懈地宣導
基督教，為學生提供道德上的方向，指
導他們的未來。

「教養孩童，使他走當行的道， 
就是到老他也不偏離。」

箴言22：6

核心價值
關注每位學生
MCA旨在提供具有挑戰性的教育課程，
通過個人化的學習和持續評估為年輕學
生提供支援。 教師盡心滿足所有學生的
學習需求，確保他們有動力和能力發揮
最大潛力。

專注教學和傳導基督教世界觀
MCA為所有學生提供機會，協助他們找
尋人生目標。同時我們展示和傳導基於
聖經真理的基督教世界觀，支持學生利
用批判性思考，審視他們一直相信的事
物，鼓勵他們提出問題，思考困難的問
題，並建立信念以捍衛他們的信仰。

專注以社區為本的教育
MCA的教師受到專業認可，充滿愛心，
而且敬業樂業，可以教導學生和提供指
導。同時，我們堅信與家人、校友和社
區合作，可以增強學生的學習體驗，而
為了豐富學生的學習經歷，我們不會錯
過任何的學習體驗機會。



為甚麼選擇MCA?

MCA的口號是「改變一生的決定」，我們非常重視這個口號，並相信將孩子送到MCA的決定將
改變一生，我們會為他們在家庭、社區、持續學習、工作以至所有的生活做好準備。

模範小班教學
MCA竭力維持較小的師生比例，希望為每個
學生提供個人指導的機會。平均班級人數為18
人，因此可提供更多的個人化體驗和輔助，追
求更佳的個人學術成果。

以學生為本
MCA致力於以學生為本！學生通過課程能力得
到提升，而且享受「另一個家」的環境。MCA
提供不同支援鼓勵學生尋找自我，例如：MCA
職缺、本月性格特徵和學生會。學生還可以參
加優秀的藝術（音樂和話劇）課程以及各種體
育活動。

優秀教師
「專業用心、知識淵博、靈活變通、充滿愛
心、樂於支持」這五個詞也不足以形容我們的
教師，他們都受Ontario認證，對他們的學科
領域和學生充滿熱情。

成功有據可證
MCA學生受過當地和加拿大各地測試，結果
顯示，他們在主要測試中，成積遠高於全國平
均水平，如MAP測試、PSAT測試和EQAO測
試。持續進步是MCA特色之一。 



學生生活

MCA為學生提供許多課外學習機會，例如學會和協會就是學生體驗的重要部分，
能幫助培養個人天賦和才能，包括：

• 國際象棋學會

• 社

• 學生會

• 機器人學會

• 合唱團

• 數奧隊

• 演講

• 大使

• 學生工作

• 話劇社

MCA的學生運動員擁有領導技能和嚴謹的紀律，懂得團隊合作和有健康的習慣。
我們為學生提供的校內外的競技體育活動，包括：
• 越野跑

• 籃球

• 足球

• 排球

• 羽毛球

• 田徑

與父母聯繫

MCA重視與學生和父母的關係，理解父母在學生的成長有至關重要的角色。MCA利
用與家長的溝通和聯繫工具，來幫助和確保家長、教師和校長之間有順暢積極的持續
溝通。

通過MCA的學生信息系統「My School」，父母能緊貼學術和學校進度，定期與教
師溝通，系統會顯示涉及所有學生和家長／監護人的重要更新和特別活動。



畢業生升讀的大學

MCA畢業生在成功的教育之路上有很多選擇。 許多MCA畢業生留在加拿大，升讀
當地一些最負盛名的專上學校，享受具有挑戰性而有益的經歷。由於MCA的學術嚴
謹，我們的畢業生多能選擇到世界上最好的幾所大學升學。 

 ; University of Toronto 
Toronto, Ontario, CANADA

 ; McMaster University 
Hamilton, Ontario, CANADA

 ; University of Melbourne 
Parkville, Victoria, AUSTRALIA

 ; University of Ottawa 
Ottawa, Ontario, CANADA

 ; Western University 
London, Ontario, CANADA

 ; Queens University 
Kingston, Ontario, CANADA

 ; Carleton University 
Ottawa, Ontario, CANADA

 ; Waterloo University 
Waterloo, Ontario, CANADA 

升讀高中

從我們的課程畢業後，MCA學生有很多選擇，許
多畢業生在Ontario一些享負盛名的中學接受教
育。MCA中學畢業生多選擇到MCA的幾所合作學
校升學，包括：

• St. Francis of Xavier

• King’s Christian Collegiate

• Appleby College

• TD Christian High School

• St. Marcellinus

• St. Mildred’s-Lightbourn School



國際課程

ESL 課程
Mississauga Christian Academy歡迎國
際學生！ 我們喜歡國際學生，因為他們
對我們的學校社區帶來正面影響。每班的
國際學生人數有限，因此鼓勵學生用英
語互動。通過我們的綜合ESL教學內容模
型，學生可以學習英語和知識。

MCA在1月/ 2月和7月/ 8月提供短期ESL
課程，並全年為小學和高中學生提供綜合

ESL課程。ESL課程的成功通過驗證，教
學內容、技術和方法能確保每個學生成功
學習。每個學生和ESL老師之間關係親密
善也是教學成功的核心。

寄宿家庭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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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SL 夏令及冬令營

MCA通過有趣刺激的ESL夏令和冬令營，
為學生提供豐富的加拿大體驗。我們歡
迎11至14歲學生，提高他們的英語能力，
協助他們結識新的加拿大朋友，享受新
的文化。多倫多是世界級的城市，學生
在多倫多參加短期課程，可以獲得多種
機會。MCA保證提高所有學生的英語水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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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日課程
所有課程將在Mississau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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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有免費午餐和營養零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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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Niagara Falls (Maid of the Mist)

• Niagara-on-the-Lake

• Canada’s Wonderland

• Blue Jays Baseball Game

• Ontario Science Centre

• Ripley’s Aquarium

• CN Tower

• Casa Loma

• Toronto Island

• 購物

• Skyzone

• Black Creek Pioneer Village

• 游泳

• 溜冰

• 滑雪

課程費用
3,500加元 全包



國際家庭計劃

MCA的國際家庭課程，為從幼兒園到5年
級的學生提供在加拿大安大略省多倫多學
習的機會。邀請家庭陪伴孩子參加英語深
糙計劃。 MCA提供充滿關懷和優良的學
習氛圍。學生將會接受英語測試，並根據
測試成績，在完成整個課程的過程中發展
不同英語技能。

國際學生將獲得全面的ESL和學術支援。
根據學生的需要，將會修改學術期望，以

適應他們學習語言的挑戰。學生將結交新
的加拿大朋友，熟悉加拿大教育體系，了
解新文化和提高英語水平。

MCA將與家長和中介密切合作，協助學
生在學校附近找到優質的住宿環境，探索
不同的交通方式，開設銀行戶口，融入當
地，並確保所有部份得到照顧，包括機場
接機、尋找住房、購車支援、父母的社區
計劃以及其他項目。

課程費用：
安置費 (可選)：1,500加元

學費：17,850加元

租金：約每月1,000 -  1,800加元

安頓計劃 (可選)

MCA安頓服務為留學生及其家庭提供重要的幫助，讓他們可在加拿大有穩定的生活。 
根據多年的經驗，我們將盡最大努力幫助學生和家長盡快安頓下來。

到埗前的服務 
 ; 尋找出租物業
 ; 幫助設置實用品

抵埗後的服務
 ; 幫助設置實用品

 ; 接機

 ; 陪同及協助購買基本必需品

 ; 協助開立加拿大銀行户口

 ; 提供有關專門購物商場的資訊

 ; 根據參觀的時間、預算等情況，陪同
購買車輛

 ; 協助獲得Ontario省的駕駛執照

 ; 協助申請汽車保險

 ; 提供有關附近學術支援及導師的資訊

 ; 提供日常生活資訊 – 如何繳付租金、
如何為汽車加油、如何獲得醫療

 ; 還有更多！！ 

計劃費用
$1,500 CAD



Original Artwork by Faith L.

MCA的成功例子

「MCA一直是我和丈夫做過的最好的決定之一。我
們四個孩子在過去的十年裡，一直在MCA學習，第
一個孩子參加了學前課程，現在已是9年級。我們
認為MCA最棒的是，它協助孩子在社交、學業、
情感和精神方面的發展。MCA最重要的資產是優質
的教職員，他們相當優秀，充滿熱情和願意關懷學
生。為了讓每個孩子都能發揮出最佳水平，他們盡
心盡力。小班教學讓每個孩子都得到個別指導。孩
子很棒，相親相愛。MCA就像個大家庭，是「另一
個家」。我們很高興MCA能為我的孩子提供這樣溫
馨的學習環境。」

~ Mrs. Kange（MCA家長）

「我從7年級開始就在MCA學習，由2015年
9月到2017年6月都參加了MCA的課程。老實
說，起初我以為這裡會是嚴謹得可怕的私立學
校，學習內容會與我以往接觸的大相徑庭。但
是，幸好，老師和朋友熱心幫助我適應，我
很感激他們。我喜歡MCA的課程，比如聖經
課，讓我接受上帝進入我的生活。我不得不
說，我真的很喜歡MCA的老師和朋友。我很
感謝父母送我到這麼好的學校。」

〜Maria. M（MCA 2017畢業生）

「你好，我叫Theresa，來自尼日利亞。 我和母
親一起來到加拿大，還有我3個兄弟姊妹一同參與
MCA課程。第一次來到MCA時，我非常緊張，但後
來發現每個人都對我很友善，尤其是老師！在我來
到後的第一個小息，班上所有6年級的女生都來和
我一起玩。只是短短幾個月，我已經結交到摰友，
而且認識初中的每個人。我很高興父母為我和兄弟
姐妹選擇了MCA。雖然只來了一年時間，我衷心推
薦MCA。我真的很喜歡這所學校！」

〜Theresa O（MCA國際學生）

「能夠就讀MCA是個難能可貴的機會，若我沒有從2
歲開始到MCA學習，絕不能成就今天的我。從學生到
成為優秀的基督徒，我在這裡獲益良多。六年級時，
我不得不離開MCA，我覺得相當失落，所以請求父
母讓我回去。現在我已是一名高中生，很高興能成為
MCA的校友，它真正能助我高中的路走得更順暢。」

〜Faith. L（MCA 2017畢業生）



國際學生學校費用

申請費
每位學生100 加元
注意：申請費將不予退還。

寄宿家庭費用
每位國際學生1,000加元/月

綜合國際學費
每位國際學生17,850加元

我們的全面標準學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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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學習行程

• 書籍

• 樂器

• 音樂理論和表演用品（幼稚園至5年級）

• 音樂會樂隊理論和表演用品（6至8年級）

• 筆記型電腦（6至8年級）

• 游泳（1至5年級）

• 溜冰（JK到8年級）

• 班級/實地考察*

• 休閒日

• 體育比賽和戶外活動

• 課外活動和旅行

• 根據需要的綜合ESL課程和ESL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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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加費用
• 校服

• 學習用具

• 過夜旅行

• 健康保險 -  500加元- 700加元（如有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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