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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伦多目前地址的租房合同、电话帐单、
多伦多目前地址的租房合同、电话帐单、
银行账单、驾驶执照、或政府文件）。
天时间才
银行账单、驾驶执照、或政府文件）。
• 免疫接种的证明(如果有)
银行账单、驾驶执照、或政府文件）。

• 学生以前就读学校的文件(如果有)
午餐
•••学生以前就读学校的文件(如果有)
学生以前就读学校的文件(如果有)

• 免疫接种的证明(如果有)
••免疫接种的证明(如果有)
免疫接种的证明(如果有)

午餐
••午餐
• 午餐

您
话帐单、
件）。

有)

Greenwood
新移民學生接待中心
电话: 416-395-9440
电话:
416-393-0542
(Greenwood
中学
105 号室)
新移民學生接待中心
Greenwood
416-393-0750
电话:
电话:
416-393-0750
地址: 3000 Don Mills Road East, M2J 3B6
地址:
777 Bloor
Street West, M6G 1L6
Danforth
丹福大道以南一个街区和
电话:
416-393-0750
地址: 24 Mountjoy
Ave., M4J 1J
(Georges Vanier 中学
号室)
(Bickford
中心大楼四楼)
地址:
24 Mountjoy
Ave.,
M4J 1J6
Greenwood
大道以东一个街区，近
地址:
24
Mountjoy
Ave.,
M4J
1J6
EndMills
新移民學生接待中心
WestDon
(Greenwood105
中学 地铁站。
105 号室)
Finch 芬治大道以南两个红绿灯或
Bloor
布鲁亚街以南，近
Christie
(Greenwood
地铁站。这地点是服务入读
(Greenwood
中学 105中学
号室) 号室)
电话: 416-393-0542Greenwood
当妙地铁站公车北行第三站。这地点是
这地点是服务入读多伦多西南地区中学的
Danforth
丹福大道以南一个街
Danforth
丹福大道以南一个街区和
多伦多东南地区中学的学生。
Danforth
丹福大道以南一个街区和
地址: 777 Bloor Street
West,
M6G
1L6
服务入读多伦多东北地区中学的学生。
学生。

Greenwood
大道以东一个街区
(Bickford 中心大楼四楼)
Greenwood
大道以东一个街区，近
Greenwood
大道以东一个街区，近
Bloor 布鲁亚街以南，近
Christie
地铁站。
Greenwood
地铁站。这地点是
Greenwood
地铁站。这地点是服务入读
地铁站。这地点是服务入读
Greenwood
这地点是服务入读多伦多西南地区中学的
多伦多东南地区中学的学生。
多伦多东南地区中学的学生。
多伦多东南地区中学的学生。
学生。
West End 新移民學生接待中心
Greenwood 新移民學生接待中心
电话: 416-393-0750
地址: 24 Mountjoy Ave., M4J 1J6
(Greenwood 中学 105 号室)
Danforth 丹福大道以南一个街区和
Greenwood 大道以东一个街区，近
Greenwood 地铁站。这地点是服务入读
多伦多东南地区中学的学生。

West End 新移民學生接待中心
电话: 416-393-0542
地址: 777 Bloor Street West, M6G 1L6
(Bickford 中心大楼四楼)

电话: 416-393-0542
地址: 777 Bloor Street West, M6G 1L6
(Bickford
中心大楼四楼)
West End
新移民學生接待中心
新移民學生接待中心
West
End
Bloor
布鲁亚街以南，近
Christie
地铁站。
新移民學生接待中心
West
End
电话: 416-393-0542
416-393-0542
电话:
这地点是服务入读多伦多西南地区中学的
电话:
地址: 777 Bloor
Street416-393-0542
West, M6G 1L6
地址: 777 Bloor Street West, M6G 1L6
学生。
(Bickford 中心大楼四楼)

地址: 777 Bloor Street West, M

(Bickford 中心大楼四楼)
Bloor 布鲁亚街以南，近
Christie 地铁站。
(Bickford 中心大楼四楼)
Bloor
布鲁亚街以南，近
Christie 地铁站
这地点是服务入读多伦多西南地区中学的
Bloor
布鲁亚街以南，近
Chris
学生。这地点是服务入读多伦多西南地区中学
学生。这地点是服务入读多伦多西南

学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