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让我们的孩子做好充分的准备在全球化
的世界中拥有一席之地。

国际学生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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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新西兰顶尖私立学校之一，拥有约1000名学
生，学校位于奥克兰美丽而繁华的北岸。

我们为从5岁的孩子到即将上大学或走上工作岗位的所有学生，提供课堂内外的关

怀，指导和其它一切可能的机会。

我校从1年级到13年级所有的学生，都遵循剑桥考试制度：我们为他们所取得的卓越

成就感到无比自豪。

我们的学校位于Albany距离高速公路只有几分钟的车程，校园虽然占地很大，绿树环

绕; 但是学校的规模又足够小，可以确保没有人迷失其中，您将会置身于宁静平和的

教室和学校氛围中，总共有900多名学生，这样大小的规模是非常完美的：每个人都

彼此认识。

我们用与众不同的独特方式照顾每一个孩子，我们采用小班制教学，拥有非常充足

的资源，更重要的是我们重视学校每个孩子的个人需求，并非常了解每一位学生的

特性。

让我们与众不同的是，我们希望国际学生加入我们的社区，彼此一起相互学习。我

们忠心希望所有年轻人能够更多地了解彼此，并结交成为朋友，以更多地了解我们

所生活的世界。

我们特别关注国际学生及他们的家庭。为此与为数不多的非常优秀的代理人密切合

作，照顾好所有的国际学生。我们的国际学生经理亦会在第一时间回复您的询问，

并立即提供有效的帮助和指导，让您了解有关学校的一切信息。我们有会说普通

话，韩语和日语的员工，他们可以回答您提出的任何问题，您会发现我们非常乐意

聆听您的心声。

PINEHURST KIWI套餐
在Pinehurst，我们希望所有国际学生

都能拥有不同凡响的体验，因此我们

为您设计了一个Pinehurst Kiwi套餐：

• 第一时间与国际学生经理对话
• 与校长面谈
• 帮助签证申请
• 为家长提供母语服务
• 机场迎宾和送往寄宿家庭或其它住

宿选择
• 精心挑选寄宿家庭：所有学生都有

自己的房间
• 完整的入学培训计划，妥善安顿学生
• “奥克兰体验”，游览城市风貌
• 每年去新西兰各地游览，看看我们

这个美丽的国家
• 确保参加学校体育活动队

欢迎欢迎: 热烈欢迎加入
Pinehurst School!

Kia ora

我们的价值观:

追求卓越

尊重自己

尊重他人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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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克兰

我们的城市有大约一百五十万人口，这意味着新西兰大约三分

之一的人口居住在这里。奥克兰是新西兰繁华的商业中心，这

里人们的生活水平很高。 市中心现代化，充满活力，拥有您

期望的一切甚至更多。 学校距市中心仅20分钟车程，市中心

位于奥克兰港口边，您可以在那里找到渡轮和大量的水上活

动。

学校坐落在奥克兰北岸，这里大约有50万人。这是一个安全，

富裕的住宅区，以其美丽，安全的游泳海滩，咖啡文化和轻松

的生活方式而闻名。离学校只有十五分钟的车程就可抵达海

滩，人们在夏天花很多时间在那里。另一方面，Pinehurst距离

新西兰最大的购物中心仅五分钟车程，非常方便购物。

这里的气候属于温带，在五月到九月之间会有相对多的雨（这

是我们的冬季），但是夏天温暖而阳光灿烂，十一月开始到四

月结束。在那你会看到整年穿着凉鞋和短裤的人们。

我们喜欢住在新西兰, 我们的学校位于
奥克兰的北部边缘，距离丛林和海滩仅

数分钟车程，距离市中心仅20分钟车
程，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地方！

我们的国家坐落在南太平洋的一角，拥有超过400万人口和约

3000万只绵羊！南岛拥有崎岖的海岸线和山脉，白雪和阳

光，鲸鱼和世界顶级的葡萄园。我们居住的北岛拥有温暖的

气候，丘陵和山谷，城市和海滩。我们的现代化城市繁华而

多样，欢迎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我们的乡村非常质朴：干

净，绿色，宽敞和充满阳光。

新西兰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居住地之一，具有悠久的欢迎世界

各地来宾的传统历史：我们和平共处，共享这片特殊的土

地。

新西兰人喜欢去海滩，在干净的海洋中游泳，在“丛林”中

散步，在后院烧烤，并参加各种各样的运动！他们喜欢去电

影院，购物商场，享受高速互联网，在餐厅享用当地和国际

美食。 

您的新家

Aotearoa新西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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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是新西兰人生活的中心所在，大
多数家庭住宅是独立式的，有花园和
院子（当然还有烧烤炉！）。人们经
常会互相拜访，在一起聊天，吃饭，
喝酒，和享受彼此的陪伴。

您的新家

Kiwi寄宿家庭

我们希望我们的国际学生也能享受新
西兰人的家庭生活，如果家长对寄宿
家庭感兴趣，我们会为您的孩子安排
一个靠近学校的寄宿家庭。学校会仔
细检查房子，选择有意让国际学生成
为自己家庭成员，以及想要了解他们

文化的家庭。

我们的国际学生很快就会成为这个家
庭的一员，他们有自己的卧室，书桌
和衣柜。他们也可以像在家里时一样
上网, 并将学习如何成为新西兰家庭

的一部分，参观奥克兰周边地区，去

电影院，外出就餐，（有时）甚至做

一些家务！

寄宿家庭会为国际学生提供一日三

餐。我们都知道食物对年轻人成长的

重要性，寄宿家长也深知这一点。 

有些食物是学生熟悉的，有些是新的

或不同的，但你会发现我们的寄宿家

长很乐意为孩子们烹饪食物，所以每

个人都有机会了解彼此的文化。

有些寄宿学生烹饪他们最喜爱的菜

肴，以向寄宿家庭展示自己的文化。

我们的寄宿家长当然也希望了解国际

学生的家庭。学校最乐意见到的事情

之一就是学生父母和寄宿家长之间建

立起的良好关系。

与新西兰家庭一起生活

我们的国际学生很快就会成为家庭的一员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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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尽可能简化注
册成为Pinehurst学
生的每一步骤。

从查询到注册

任何注册成为Pinehurst的学生

查询

无论您是通过代理，朋友还是校网知

道我们学校的，首先要做的就是尽可

能多地了解我们。我们希望听到您的

询问并会尽力解答您提出的问题。

您可以上校网查看，与我们的招生团

队取得联系，也可以请您的代理联系

我们，或直接联系我们的国际学生经

理。如果您在新西兰境内，请来我们

学校参观：我们非常乐意向到访的来

宾展示我们的校园，因为这是了解我

们学校的最佳方式。

申请

一旦您决定加入我们的社区并成为学

校的一员，您将需要填写一份申请

表。您的代理可以帮助您，或者您可

以请我们的国际学生经理帮助您。之

后，我们的招生办公室将与您取得联

系（如果您愿意，我们可以使用您的

母语）安排面试，对年龄较大的孩子

会进行测试。

面试

与执行校长或高级教师的面试是入学

的重要部分。在通常情况下，面试是

面对面的：如果可以的话，面试官要

求与家长和学生见面。如果情况实在

不允许，我们也会进行在线面试。

注册

通过面试后，如果学校为您提供学
额，我们将确保您在来我们学校之前
获得所需的所有信息。如果您有寄宿
家庭，我们也会让您与寄宿家长取得
联系。抵达新西兰后，您的寄宿家长
或Pinehurst工作人员会去机场接您，
并确保您妥善安顿下来。在学校开学
前或开学第一天，我们的国际学生经
理会检查您的校服和您所需要的装
备。

培训

在开学之前，我们确保所有国际学生
都准备好迎接新西兰的生活和教育。

我们有一个培训计划，以尽可能使国

际学生做好开学前的准备。

开学之后我们还将有额外的课程，以
帮助他们更好地适应新西兰的生活方

式，例如，如何熟悉周围环境，在哪

里找到最好的食物及了解当地的文化

习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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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老师确保学生们以他们喜欢的
方式学习。

s

剑桥课程 

我们的评估系统，被称为“剑桥”，是由剑桥大学拥有的，它是
世界领先的国际考试系统，受到世界各国大学的承认。 

有160个国家的10,000多所学校使用剑桥这一途径，而且每年
都在增加。这条途径非常英国化，但它被设计成为一个国际课

程，并以其高标准和合理性而闻名。美国，英国，澳大利亚，

新西兰和其它所有国家的大学都非常看重剑桥的资格证书。

在 PINEHURST读书

在课堂上，学生们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学习。虽然课程内容由

剑桥设定，但我们的老师会确保学生以他们喜欢的方式进行

学习。这意味着有时学生成组或成对地进行项目研究，做科

学实验，或者研究如何使用计算机代码使机器人做出不同寻

常的事情。学生可以在家中使用我们的在线学习系统 

“Schoolbox”进行课程学习。当然，学生也可以直接向老师

学习，及学习如何独立学习。老师们非常了解我们的孩子，

且认为他们的主要工作就是找到有趣的教学方式来吸引孩子

们学习。

个人关注度

我们的班级规模很小，而且会一直保持这种小班制，因为我

们相信师生之间的紧密关系是学习的良好开端。当孩子们与

喜欢的老师在一起时，当他们知道老师很了解他们时，便会

感到非常快乐，快乐的孩子往往会学得更好。

在教室里

您对课程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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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进路上的帮助和指导

我们的剑桥课程让学生有机会在新西
兰，澳大利亚，英国，美国和世界各
地的大学学习。有很多选择和很多机
会，我们的工作是确保您获得所需的
指导，帮助您做出最佳选择。

Pinehurst学生最近被剑桥大学，M.I.T.

（麻省理工学院），悉尼大学，KAIST

和延世大学等等录取。

我们希望确保您向大学的过渡与向我

校过渡时一样顺利，因此我们开设了

许多不同的课程，以帮助学生为大学

生活做好准备。

11年级学生有机会参加在奥克兰大学

工程系举办的 “Enginuity 日”，

这每年一次的机会是让高中生探索

作为工程师职业生涯的可能性，并

体验一下大学生的“校园生活”。
我们为12年级的女生提供了参加奥
克兰理工大学研讨会的机会，旨在
通过参与各种多样化和令人振奋的
小组讨论和研讨会，以鼓励16-25
岁的女性争取权益。

13年级的学生有机会参加奥克兰理工

大学的 “影子领导日”，我们的学生与

一名AUT学生结成对子，被允许跟随

商业领袖观察学习一天; 与当地著名的
企业家或政府领导人一起参加会议，

并与员工，客户和供应商合作。

我们还经常邀请一些大学来校举办讲

座，既可以与学生一起研讨大学生

活，也可以提供额外的教育经验。

选择您的未来

职业咨询

我校的职业顾问是新西兰最好和知识最渊博的顾问之一。她

会花一定时间与每个9年级以上的学生一起商讨未来，当学生

升上高年级时，她会花更多的时间帮助他们规划未来。

她将帮助学生做出正确的科目选择，并指导他们选择正确的

途径，以便进入他们梦想的大学进一步深造。

当您做好一切准备时，她会帮助您申请大学。她已经帮助很

多学生申请世界各国大学的入学，特别在申请美国，英国，

澳大利亚，新西兰和韩国的大学方面拥有特殊的专业知识。

在您申请大学过程中，她时刻都陪伴在您的身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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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希望我们的年轻人为成功
做好准备，同时享受生活。

l

我们知道您选择来新西兰学校有多种
多样原因，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开心生
活！这对我们来说很重要，因为学校
生活本应该是快乐的，为此，我们为
您准备了很多活动。

成为Pinehurst社区的一员

新学校

如果您喜欢运动，可以打篮球，羽毛球，网球，乒乓球，足
球和篮网球；或者如果您喜欢尝试新的运动，不妨试一下曲

棍球，橄榄球，触摸式橄榄球，板球；亦或者参加体操，舞

蹈或国际象棋等？即使您以前从未尝试过这些运动也没关

系：我们鼓励每个学生参与其中。滑雪在我们学校非常受欢

迎，我们鼓励国际学生也学习这项运动。

我们也非常热衷于音乐，并成立了几
个音乐团体，包括管弦乐队，爵士乐

队，摇滚乐队和三个不同的合唱团。

如果您会演奏乐器或是喜欢唱歌，那

么就有很多机会参与其中。

您也可以尝试辩论，参加我们的模拟
联合国俱乐部，或者参加各种文艺活

动，学习如何像咖啡师一样制作咖啡

或像咖啡师一样制作咖啡或加入致力
于学校成为一个可爱地方的环保组

织。

我们希望我们的年轻人为成功做好准

备，同时享受生活，这意味着我们鼓

励每个学生都有机会参加各种活动，

并尽可能取得优异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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