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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才学院简介

英才学院创办于2004年，由具有三十年科研、教学及管理经验的赵振家先生创办，是集魁省中
小学课程辅导、中考辅导、中文综艺课程，成人职业培训，同时办理留学中介、接受海外学生
假期游学，创办“英才学生公寓”等集多项教育培训于一身的正规综合办学机构，教学成果在
蒙特利尔首屈一指，有口皆碑。是值得信赖的学生补习、成人培训学校和留学服务机构。

英才学院现有三个校区，即：设置在蒙城市中心的总校及办公室，设置在CEGEP St-Lautent学院
内的圣劳伦校区，以及设置在Ecole Mgr-A-M-Parent中学内的南岸校区。此外，还有英才学生
公寓。

英才学生公寓：
英才学生公寓特点优势：
住宿居室类型：单人间、双人间和三人间供选择，独立卫生间洗浴间。
家具齐全：每人一套卧具、衣柜、写字台。
设备完善：每间房间设有冷热空调、电话、无线网络。
公用设施：洗衣机干衣机、冰箱、微波炉、热水壶、全天候冷热水供应等。
交通便利：公寓邻近地铁站。
严格管理：专职的宿舍管理员全天候管理，24小时自动监控系统。
卫生管理：规范学生卫生习惯，帮助整理公共卫生，监督学生保持卫生。
饮食管理：专人制作，中西餐结合。
全面帮助：协助办理各种生活所需事务如银行卡，公车卡等

一. 英才之根 春风化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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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中心校区：
市中心校区：英才总部位于地铁站Charlevoix对面，交通方便。各个教室均窗明几净，安装有暖
气、空调。学校附近几分钟内有：室内游泳馆、图书馆、儿童乐园、树荫绿地、自然公园保护
地等可供孩子们娱乐锻炼(滑雪、打雪球等)和休息。

圣劳伦校区:
英才圣劳伦校区于2009年正式成立，位于圣劳伦学院内，离地铁站Du College步行5分钟。校园
内设置齐全，大停车场，运动场。教室宽敞明亮，同时配有先进的多媒体教学设备。

主楼

英才圣劳伦夏令营E楼营址

英才暑期游
学生宿舍

正厅

餐厅

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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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岸校区：
英才学院南岸校区于2007年成立，2011年迁址于Ecole Mgr.A.M.Parent中学内，成立大型分
校，设置所有年级周末课程及夏令营。学校宽敞安全，配有中央空调和先进的多媒体教学设
备。

英才十年大事记

2004：
•	 英才学院在蒙特利尔市中心3429	Notre-Dame成立，赵振家先生任校长；

•	 英才学院开设法语数学补习班、中考班，并与他人合作联合举办首届夏令营；

•	 赵振家校长以加拿大华人信息技术协会会长的身份在英才学院为中国信息技术首席官员们做报告；	

•	 赵振家校长应邀在Concordia大学做“治学•做人•就业•创业”为题的讲座，

•	 作为华人社区代表赵振家校长带领学生申嘉南等参加多元文化学会组织的调查研究，就如何解决各族裔

社区的青少年正经历的由于其祖裔传统文化与其生活着的当地社会的文化差异，而造成的思想、文化冲

突，及面临的沟通、认同困扰。

2005：
•	 英才夏令营在英才学院3429	Notre-Dame本部独家顺利举行，之后每年举办；

•	 秋季首次开设中考冲刺班，为十月中考的学生做最后护航。

2006：
•	 英才学院成功举办“英才圣诞新年亲子会”学生家长联欢活动，之后每年举办；

•	 赵振家校长为老年大学义务讲授电脑基础课，免费使用英才学院的教室和电脑，前后坚持6年多，结业了

20多个班，总计数百人。

2007：
•	 英才学院市中心校区搬到现在的Charlevoix总部，次年发展到15间教室；

•	 英才学院南岸分校成立(设在华人服务中心内，只开中考班)；

•	 英才夏令营首次开设升中学准备班、学前精品班；

•	 英才学院首次在圣诞-新年之际开办冬令营，然后每年如期举办；

•	 赵振家校长成为加拿大Obien纪念诺曼.白求恩委员会委员，并让学生了解、认识和学习他的大公无私精

神和国际主义精神。

2008：
•	 英才学院首次在春假期间开办春令营，然后每年如期举办；

•	 英才夏令营首次举办大型文艺汇演；

•	 英才学院向法国大学生提供实习培训，由赵校长指导编制网站等，之后连续多年；

•	 英才学院积极参与华人华侨为中国救灾筹款活动；

•	 当地最大的法文电视台“ASTRAL	MEDIA	CANAL	D”采访英才学院；

•	 赵振家校长应邀参加重新修整的诺曼.白求恩广场和塑像落成典礼；

•	 赵振家教育随笔系列2008季发表：

•	 关爱孩子	高目标	高收获

•	 英才夏令营的一点感想

•	 祖国抚育我	我心系祖国

•	 孩子良好习惯的培养

•	 家庭对孩子学习成长的影响

•	 魁省教育体系和理念(一)	(二)

•	 百年树人，教育是树人的事业

zhaozhenjia-memo-book01.indd   12-13 2014-07-15   4:00 PM



足迹英才之根 春风化雨英才学院十周年纪念 英才学院十周年纪念英才之根 春风化雨足迹

14 15

2009：
•	 英才学院圣劳伦大型分校成立，并成功举办首届英才圣劳伦夏令营，之后每年举办；

•	 筹备英才学院国际部，包括办理留学，接待游学团；

•	 成功举办英才夏令营文艺汇演，然后每年举办；

•	 举办大型英才夏令营师生画展；

•	 中国文化交流代表团来蒙做文化教育交流，赵振家校长负责接待	

（从本年度起，此交流活动成为英才常规对外交流项目）；

•	 英才学院组队参加“魁北克日游行”；

•	 英才学院组队参加“加拿大国庆游行”；

•	 赵振家教育随笔系列2009季发表：

•	 百年树人把教育当事业做

•	 如何培养和重树自信心

•	 致英才学生家长的一封信

2010：
•	 系列名校学生家长交流会成功举行；

•	 英才开展“小学备考插班考信息交流会”公益讲座，并成为英才常规讲座之一；

•	 Laval大学等组织的全加数学竞赛Opti-Math在英才学院设点并组织学生参赛；

•	 英才组织500多位学生家长乘十辆大巴赴首都渥太华欢迎来访的胡锦涛主席；

•	 赵振家教育随笔系列2010季发表：

•	 英才中文学校推出“精品中文”，倡导“寓学于乐、量化指标”	(一)	(二)；

•	 回顾与展望-谈谈英才夏令营

•	 系列名校学生家长交流会札记

•	 我们和祖国一起走过历史

2011： 
•	 吴婷出任英才学院副校长，分管圣劳伦分校、英才国际部和人事统筹；

•	 赵振家校长走访参观南岸的主要学校，并召开多次南岸教育信息交流会；

•	 英才学院南岸大型分校成立；

•	 英才开展“CEGEP申请选择信息交流会”公益讲座，并成为英才常规讲座之一；

•	 滑铁卢大学等组织的全加系列数学竞赛在英才学院设点并组织学生参赛；

•	 赵振家校长接受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采访-魁北克移民子女教育问题。

2012：
•	 英才学院成人职业培训中心成立，和法语教育局合作开设职业培训课程；

•	 成功举办首届英才南岸夏令营，之后每年举办；

•	 Mathematica	Centrum组织的全加牛顿系列数学竞赛在英才学院设点并组织学生参赛；

•	 赵振家校长参加“2012华文教育，华校校董华夏行”活动；

•	 2012年赵振家先生经协会主席郑南川先生介绍加入魁北克华人作家协会；

•	 赵振家教育随笔系列2012季发表：

•	 中考插班考新动向及备考策略

•	 别让法语成了孩子学习的痛

•	 初入蒙城如何帮助孩子度好语言关

•	 英语从小学抓起为未来打好语言基础

•	 吴婷教育随笔：

•	 我眼中的英才夏令营

•	 家校合作在孩子学习中的作用

2013：
•	 马月春出任英才学院副校长，分管英才南岸分校和成人职业培训中心；	

•	 英才成人职业培训中心和蒙特利尔英语教育局合作开设职业培训课程；

•	 陈昀煜(Mia)总导英才夏令营“英才之夏”文艺汇演，大获成功；

•	 成功举办大型英才夏令营师生画展；

•	 AQJM/FFJM等组织的全球分级数学竞赛在英才学院设点并组织学生参赛；

•	 赵振家校长参加“2013华文教育，华校校董华夏行”，到北京、新疆等地考察学习；

•	 赵振家教育随笔系列2013季发表：

•	 压力不如鼓励	相信我能行

•	 用事业心打造你的孩子

•	 你是孩子最熟悉的陌生人吗

•	 家庭，是塑造孩子人格的课堂

•	 跟别人比	还是和自己比

•	 发现孩子的闪光点

•	 成绩尤重要，自信更可贵

•	 合理的目标理性的期望

•	 让数学成为华裔子弟的骄傲(一)	(二)

•	 学中文，知传统，留住中国根(一)	(二)	(三)	(四)		

(该文在 “中意青年会官网”、”欧洲侨网/欧洲侨报”、《北美经济导报》、蒙特利尔《路比华讯》、推荐

到北京华文学院《华文教学通讯》上发表，网络上有不少转载。并应邀在“2013加拿大中文教师学会年会”

上宣讲讨论。)

•	 英才学院组织发表学生成功系列介绍文章，引领后来者：

•	 “当优秀成为一种习惯-赵博阳”	记者：邓文长，曹然

•	 “阳光少年崔钦宇”记者：宋坤，曹然

•	 “插上助梦的翅膀飞翔-向煜华”记者：邓文长，曹然	

•	 “成功给与有准备的人”	--陈懿介绍儿子陈功的成功之路

2014：
•	 英才成人职业培训中心自主开发高技术职业培训项目，并配套成立高技术猎头公司；

•	 魁北克法语节法语作文比赛中，英才学生取得优异成绩，几乎囊括少年组的所有奖牌；

•	 赵振家校长和英才学院学生/家长接受魁北克最大的法文报纸La	Presse的采访，报道于2014年7月8日

头版头条发表。记者针对近十年华裔学生在一流学校的学生比例不断攀升，而相对排名低的公校学生

比例猛降高达50%的现状，和正值校庆十周年之际的英才学院沟通。

•	 赵振家教育随笔系列2014季发表：

•	 2014年英才夏令营规划(一历史回顾)	(二营址师资)	(三项目内容)	(四服务特色)

•	 掌握好英法双语	魁北克得天独厚

•	 谁动了我的奶酪？谈教育资源的再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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