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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长致欢迎词 

我热烈欢迎你们来到

温特沃斯学院。 

我们是新西兰顶级私

立学校之一，坐落于

新西兰奥克兰秀丽的

海湾港。   

我们涵盖从小学 1 年

级到 6 年级，以及从

中学 7 年级到 13 年

级的教育。  温特沃斯学院提供最佳的传统私立

教育，此处将寄予厚望的标准和行为与严格的学

术课程同时教授，使每个接受教育的孩子成能够

充分发挥其潜力。   

温特沃斯多年来一直欢迎来自世界各地的国际学

生。 加入我们的行列包括来自韩国、德国、芬

兰、中国、泰国、俄罗、日本和法国的学生。感

谢我们的强化 ESOL（其他语言使用者的英语）课

程，使我们看到这些学生在学习和语言技能方面

取得了值得称赞的进步。 

我们为自己的学术成就感到非常自豪。 我们的国

际学生在学习英语期间，也会按照剑桥国际课程

学习，并能够正面迎接挑战这个被全球所敬佩的

全球学术资格证。  去年，我们 100％的 13 年级

国内学生都获得了大学入学资格， 而新西兰的全

国平均水平为 49.3％。  

我们也可以安排一项专家课程，通过捷径从 12
年级升入大学。我们去年的学生中，66％实现了

这一目标。 

我们的国际学生在新西兰以及欧洲、美洲、亚洲

和澳大利亚的大学继续进修。   

我们在国际父母身上看到一个趋势，既是在课余

时间进行额外补习，我们成立了温特沃斯课后补

习院校，以回应该趋势。 辅导补充了课堂学习，

并由专业老师进行授课。 补习院校注重剑桥核心

学科的辅导，以及英语、国际英语语言测试系统

（IELTS）和美国大学入学考试（ACT）预备课

程。 国际学生通常需要参加 IELTS 和 ACT 考试才

能进入大学。 

与大多数新西兰中学相比，温特沃斯学院只是一

所小型学校。我们喜欢这样的规模，我们的国际

学生对此表示赞赏，其父母也是如此。这使我们

能够在你们的孩子跟我们在一起时提供顶级的精

神关怀，这意味着我们所有的老师和支持人员都

认识你们的孩子。专职的国际学生团将在你们逗

留在温特沃斯学院的整个期间提供帮助。 

我满怀欢迎一个能跟你们讨论温特沃斯学院的机

会，并邀请你们参观和体验我学的独特氛围和文

化。 

Bruce Tong 

校长 

 

 

  

欢迎来到温特沃斯学院  

“国际学生与国内学生一

起学习，并完全融入学

校。”  



温特沃斯学院多年来一直欢迎来自世界各地

的国际学生。学生不仅学习英语，还能获得

国际认可资格，又为我校带来奇妙的文化多

样性。  
 

可以期待什么 

在温特沃斯，学生将： 

• 提升英语水平 
• 享有世界著名的剑桥国际教育 
• 获取世界各地顶尖大学的入学资格 
• 拥有完整的学术、体育和文化经验 
• 建立来自世界各地的友谊 

 

优秀的精神关怀 

我们的国际团会为国际学生提供全力支持，从申

请的各个阶段直至在温特沃斯学院住宿期间。  
从他们刚到达的那一刻起，我们的团队就会确保

学生能够感受到好客的待遇，并在新西兰过着安

居生活，且在他们整个住宿期间继续提供支持，

直到他们毕业。   

24 小时紧急热线 

我们知道学生和家长会对自己独自出国感到焦

虑，因此我们的国际团会提供 24 小时紧急热

线，以便在需要时随时提供支持，让学生永远不

会感到孤单。 

 

指导和职业咨询 

我们的学生有机会在新西兰、澳大利亚、亚洲、

英国、美国和世界其它地区的大学学习。他们有

丰富的选择和机会。我们会确保学生步入正轨，

实现他们对未来的愿望。我们会为学生分配一位

国际院长，该院长将持续监督学业进展，并向学

生、父母和教育代理人汇报学生的表现。  

 

ACT 考试中心 

 

 

温特沃斯也是一个 ACT 测试中心。ACT 测试是进

入美国许多大学必备的标准化测试。    

 

补习院校 

温特沃斯课后补习院校为学生提供针对个别学科

的专业辅导员。补习院校注重剑桥核心学科的辅

导，以及英语、IELTS 和 ACT 预备课程。      

我们的国际课程 

温特沃斯国际支持套装 

我们的国际团会为国际学生提供全力支持，从申请

的各个阶段直至在温特沃斯学院住宿期间。 温特沃

斯国际套装包括： 

• 协助报名和申请 

• 校长面谈 

• 必要时提供签证申请 

• 如果需要，为父母和学生提供第一语言支持 

• 机场接送 

• 提供国际学生保险 

• 寄宿家庭：充满爱与关怀的新西兰家庭 

• 全面的入学培训，可以帮助学生好好地适应 

• 学校工作人员的 24 小时紧急求助热线 

• 英语语言支持和测试、ESOL 课程和课后 IELTS

预备课程 

• 致力于学术卓越和大学入学准备。  

• 贴心的国际团不断提供个人精神关怀、情感支

持和实际帮助 

• 小班授课，配备细心的老师致力于提供个人帮

助 

• 好客又乐于助人的同伴，以及可以帮助学生在

学院安顿下来的私人伙伴 

• 与主流班完全融合；没有针对国际学生的单独

课程 

• 可以自己选择参加所有学校体育、艺术、音乐

和戏剧 

• 组织新西兰境内的旅行 

我们的国际学生团 



  

 

 

 

 

 

 

 

 

 

 

 

  

 

新西兰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居住地之一。 人口稍微

超过 500 万，我们的社会对游客既好客又包容。 

不仅如此，新西兰还提供世界一流的教育，备受

世界各地大学和雇主的国际认可和尊重。  

新西兰具有令人惊叹的自然环境，我们的文化和

生活方式将世界各地的学生引来这里。在新西兰

的人喜欢去海滩、在干净的海洋中游泳、在“灌
木丛”里散步、在后院烧烤以及参加每项可想象

的运动。参加户外休闲和冒险活动的机会实在太

多了。  

 

 

 

 

 

 

 

 

 

 

 

 

 

   

 

 
  

在新西兰居住 

奥克兰市 
• 

奥克兰海湾港 

温特沃斯学院坐落在迷人的旺阿帕劳阿半岛，距奥

克兰北部仅 40 分钟路程。金色沙滩和富裕社区的

海岸线，让学生能够享受到新西兰所提供的户外生

活方式和壮丽景色。学院距离城市足够近，足以成

为奥克兰充热闹氛围的一部分，但距离也足够远，

不受奥克兰影响而分心。这里非常安全。 

奥克兰有暖和、溫帶气候。夏季为十一月到四月，

天气通常是炎热和阳光明媚。   

 

冬季较温和，不下雪，很少低于 8 度，但从 5 月

到 9 月之间可能多雨。 在该地区，您可以享受

许多安全而美丽的海滩、咖啡厅、餐厅以及毗邻

我们的美丽的莎士比亚地区公园。学校附近有世

界一流的高尔夫球场、码头、休闲中心、健身

房、游泳池、冲浪俱乐部、帆船俱乐部和网球俱

乐部。电影院、保龄球馆、购物中心处于短暂车

程的距离，具有四通八达的公共汽车交通和前往

市区的渡轮服务。  

 
 

 



 

寄宿家庭 

温特沃斯学院拥有一个优秀的寄宿家庭网络，这

些家庭为我们的国际学生提供充满爱心与关怀的

新西兰（奇异）家庭生活。如果需要寄宿家庭，

我们会安排一个靠近学校的家庭，通常在步行距

离之内。我们会仔细检查房屋，并由警方全面检

查所有家庭成员。我们的国际寄宿家庭协调员会

定期查房房屋，并与学生和寄宿家庭进行交谈，

以确保每个人都快乐。 

我们会选择想让国际学生成为自己家庭成员的家

庭。我们许多的家庭已有多年接待国际学生的经

验，并且在学生成长、离开、拥有自己的家庭

后，依然保持联系。    

我们有各式各样的家庭，例如退休的祖父母、有

孩子的年轻家庭、有宠物的家庭、到户外活动活

跃的家庭、专业夫妇等。   

我们有些家庭对某些运动很感兴趣，例如高尔夫

或帆船，因此会将学生引入这些活动中。我们始

终尽量让孩子与家庭及其兴趣相匹配。 

 

我们的国际学生将很快成为家庭的一份子。他们

总会有自己的卧室，也经常拥有自己的浴室。学

生们有一张供他们读书的书桌，还有储放衣服的

衣柜。 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他们可以使用高速

互联网，并且可以共享家庭生活的各个层面，例

如一起吃饭、参观游览、出门等。   

所有餐点和小吃都有提供。寄宿家庭的家长通常

会要求学生在头几个星期与他们一起去超市，以

确保他们可以选择自己想吃的食物。   

  

住宿选项 

根据法律，10 岁及以下年龄的国际学生必须在

新西兰与父母同住。10 岁以上的学生可以： 

选项 1：与温特沃斯学院为他们找到的新西兰寄

宿家庭住在一起 

选项 2： 与父母同住  

选项 3：与家人（家人或密友）委任的指定护理

员（DCG）住在一起   

 

“充满爱心和关怀的寄宿家庭让我在这里更

容易安顿下来。我无法再找比这里更好的地

方和共处的人家。”来自芬兰的李达 

 
“我一直很喜欢与寄宿家庭的长辈共处，因

为他们就像自己的父母，一样的支持我的学

习和打高尔夫球，而且寄宿家庭妈妈做晚餐

是超级好吃。”  来自韩国的戴维斯 

 



我们的课程 

自 2009 年以来，温特沃斯学院已成功教授剑桥

大学国际考评部的课程。这是被国内外认可的、

涵盖广泛学科的学术教学大纲。   

剑桥是全球最大的中学生国际资格证书的提供

者。每年超过 150 个国家之数百万学生会参加剑

桥考试。   

全球重视的资格证书 

学生知道剑桥资格证书在全球范围内均被认可，

并被国内外的大学和雇主所接受。剑桥资格证书

声誉斐然，并将在终身教育和就业中保留其价

值。 

大学和雇主所认可 

剑桥资格证书在全球范围内被超过 1,400 所大学

认可。每所英国大学、600 所美国大学（包括所

有常春藤盟校的大学）以及像加拿大、澳大利

亚、新加坡、南非、德国和荷兰等许多其它主要

学生目的地均接受剑桥资格证书。大学和雇主认

可我们的资格证书，将其视为学术成就的证明。 
他们了解我们课程的要求和评估的严格性。  

7 年级至 9 年级 

学生将在包括英语、数学和科学在内的 10 个学

科中培养技能和理解力。 进度测试可帮助教师监

测进度。 

7 年级至 9 年级的学科： 
数学 音乐 
英语 体育 
英国文学 设计技术 
其他语言使用者的英

语（ESOL）  
食品科技 

生物学、化学与物理

学 
西班牙语、普通话或

法语 
全球视野 艺术 

 

10 年级与 11 年级–剑桥国际中学教育

普通证书（IGCSE） 

学生需要两年的时间为 11 年级末的剑桥 IGCSE
考试做准备。这使学生可以深入学习各种学科。  
（学生可以在 11 年级报名该课程，并少上几堂

课）。   

学生通常参加 7 门学科的考试。   

10 年级和 11 年级–剑桥 IGCSE 学科 
必修 必选（选择 3 或 4） 
IGCSE 英语 IGCSE 艺术与设计 
IGCSE 英国文学 IGCSE 商业研究 
IGCSE 数学  
（*核心或扩展） 

IGCSE 计算机科学 
IGCSE 设计技术 

IGCSE 综合科学  
（*生物学、化学与  
物理学） 

IGCSE 经济学 
IGCSE ESOL 

IGCSE 法语 

个人健康  
与保健（PEH）是 
所有 10 年级和 11 年

级学生的必修学科，

且是一门非考试学科 

IGCSE 地理 
IGCSE 历史 
IGCSE 音乐 
IGCSE 体育 
IGCSE 西班牙语 

 

 

 

 
  

世界一流的剑桥教育 

12 年级与 13 年级-剑桥国际 A 级和 AS 级 

国际 A 级是最被认可的世界各地大学入学资格证书之一。欲获得一门学科的 A 级，学生需要同时获得该学

科的 AS 级和 A2 级。  

AS 级=高级补充程度（AS 级是 A 级的一半，且通常被视为 A 级课程的中点） 
A2 级=高级程度（A 级的另一半） 

12 年级学生学习的 AS 学科将计入大学入学考试。学生或许想在 12 年级和 13 年级学习 AS 级的学科，或在

13 年级一同学习 AS 和 A2 级的学科。对于许多大学课程，学生并不需要 A 级的资格证书。数个 AS 级资格

证书就足够了。 

12 年级学科 13 年级学科 

12 年级  
必修学科 

12 年级  
必选（选择 3 个 AS 学科） 

13 年级  
选择最多 4 个 AS 级和/或 A2 级学

科的组合。   
AS 级英国文学     AS 级艺术与设计-美术  A2 级艺术与设计-美术  
或 AS 级艺术与设计–摄影 A2 级艺术与设计–摄影 
AS 级英语语言文学                         AS 级艺术与设计–视觉传达 A2 级艺术与设计–视觉传达 
或 AS 级生物学 A2 级生物学 
NCEA 2 级英语 AS 级商业研究 A2 级化学 

 
英语是所有 12 年级学生的

必修学科。（这是教育部针

对新西兰的要求。） 

AS 中文（只限于考试报名） A2 中文（只限于考试报名） 
AS 级化学 A2 级计算机科学 
AS 级计算机科学 A2 级设计与技术 
AS 级设计与技术 A2 级经济学 
AS 级经济学 A2 级英国文学 
AS 级地理学 A2 级地理学 
AS 级历史 A2 海洋科学 
AS 级海洋研究 A2 级数学 
AS 级数学 A2 级音乐 
AS 级音乐 A2 级体育 
AS 级体育 A2 级物理学 

 AS 级物理学  
 AS 级观光旅游学  

 

 

 

 

 

 

"直到我上大学后，我才意识到温特沃斯学院的

好处，而剑桥课程为我的独立学习和考试顺利做

好准备" 

                                                 
                                                前美国国际学生塔尼亚·巴恩斯（TANIA BARNES） 

                    现在正在攻读理学学士学位 
奥克兰大学海洋科学研究所 

                                     温特沃斯校友（2018） 



讲其他语言的英语 

我们的 ESOL（其他语言使用者的英语）课程专注

于培养英语技能。    

除了英语课和课程表中的空挡，大多数的国际学

生每天都会上一、两堂 ESOL 课，学生都是主流

班上学习他们选秀的学科。随着他们英语水平的

提高，每天就只剩一堂 ESOL 课，然后逐渐递减

直到不再需要上 ESOL 课。   

我们按照多数学生已经熟悉的剑桥 ESOL 课程授

课，因为该课程已在全球范围内使用，并且我们

的考试符合《欧洲通用语言参考框架》。  

 

 

 

英语入学要求 

想要入 11 年级或更高年级的学生必须至少具有

剑桥 B1 级的英语水平，才能顺利应付剑桥考

试。未达到入学英语水平要求的学生,可以在参加

主流班之前进行长达 12 周的英语强化班。  

IELTS 备考 

我们为所有以英语为第二语言的学生提供 IELTS
备考课程，其是 12 年级和 13 年级 ESOL 学生的

必修课，及任何需要额外英语帮助的学生的比选

课。   

 高级英语语言能力 
 增进对其它学科的理解  
 顺利获得大学入学资格 
 扩充词库才能在 IELTS 考试取高分 
 每天进行词汇考试以评估知识 
 在轻松环境中进行各种有趣的活动 

 

 
 

 
 

 

 

何谓 IELTS？ 

IELTS（国际英语语言测试系统）在学习、工作和

移民为目的英语语言测试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

用。IELTS 已被全球 9000 多个组织所接受，其中

包括许多国家的大学和雇主，以及专业机构和其

它政府机构。IELTS 也被应用于前往新西兰移民以

及其它国家（包括英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移

民的语言测试。每年都会在 140 多个国家进行超

过 300 万次 IELTS 考试。 

 

  

 
 

 

 
  

学习英语 

“剑剑大学国剑考剑要求高水平的英
剑剑言技能，我剑希望看到我剑所
有国剑学生都能成功” 

Bruce Tong 

校长 

1 年级到 10 年级的入学生无需接受英语评

估，因为我们的强化 ESOL 课程，将使英语水

平较低的学生能够在他们步入考试阶段达到

要求标准。    

中国国际学生陈佳怡（凯利） 

2017 温特沃斯成绩最优秀的学生 

凯利是一名顶尖的学术学生。她目前正在澳

大利亚悉尼进修医学。 

 



运动与休闲 

温特沃斯学院将体育视为培育重要品格和培养健

康终生兴趣的一种手段。体育是学校生活不可或

缺的一部分，而我们为学生提供许多体育课程。 
体育课程包括：  

• 学校运动 
• 校际运动  
• 俱乐部体育活动 
• 田径运动日 
• 游泳比赛 
• 越野运动  
• 水上运动日 

我们拥有卓越的体育中心，包含大型体育馆、舞

蹈室和举重室。此外，我们还有 4 个大型网球场

大小的多功能草皮运动场表面，可供体育课和运

动队在任何天气下进行训练和比赛。 

作为一所小型学校，运动队并非只适合精英运动

员。学院鼓励大家参加，大约 65％的学生在课余

时间为学院的体育队效力。   

温特沃斯学院提供特别广泛的运动项目，包括： 
 

田径 羽毛球 篮球 
越野运动 舞蹈 高尔夫球 
曲棍球 篮网球 普拉提 
手枪射击 划船 英式橄榄球 
帆船运动 足球 游泳 
排球 水球 举重训练 

 

高尔夫球  

长期以来，温特沃斯学院一直在关照拥有杰出高

尔夫人才艺的学生。任何在温特沃斯学院就读全

日制课程的学生，又身为低于 10 差点球员，就

有资格获得温特沃斯高尔夫奖学金。我们紧邻久

负盛名的海湾港乡村俱乐部，新西兰顶尖高尔夫

俱乐部之一，使其造就了学生想要将学业与高尔

夫职业相结合的意愿。     

 

帆船运动 

温特沃斯学院鼓励新生参加运动，并为希望参加

国内外比赛的学生提供指导和支持。在拉塞尔·库
茨爵士帆船学院的顶级教练的支持下，学生们从

曼利帆船俱乐部出航。学校的顶尖帆船团队在国

内外的比赛均有参加。 

划船 

我们的划船运动员会在水上和陆地进行许多个月

的训练，在旺季期间每周高达 8 次训练。温特沃

斯在所有主要的帆船赛中享有登上领奖台的机

会。 

  

温特沃思运动 

"65%的学生都在为

学院运动队效力" 



学校营地 

在温特沃斯学院，我们相信校营是个人成长的绝

好机会，也是每个孩子上学经历中极为重要的一

面。学校营地的重点是通过分享经验建立关系。

进行户外活动时所面临的身体挑战旨在教会我们

的学生勇于尝试新事物，并对自己的能力要有信

心和信念。最重要的是学校营地是一个玩乐的机

会。 

4 年级-6 年级营地 
小学生的营地离学校非常近，靠近莎士比亚地区

公园的基督教青年会。学生可以参加海岸攀岩、

皮划艇、徒步旅行、射箭，营地篝火、攀登等活

动。 

7 年级和八年级营地 
7 年级营地芒格怀角（Mangawhai Heads）和 8 年

级营卡拉皮罗湖（Lake Karapiro）一直是初中的

高光时刻，提供了一系列活动，包括木筏渡河、

桨板冲浪、团队建设游戏、甚至在当地赛车场骑

自行车。 

9 年级营地 
九年级学生前往汤加里罗国家公园，在那里度过

一周的时间，在睡在帐篷里，以及通过一系列充

满挑战性和趣味性的活动，包括在著名的汤加里

罗越山步道徒步旅行，挑战自己的舒适圈。 

10 年级营地 
10 年级学生总是在大巴里尔岛上进行户外教育，

度过一周难忘的身体挑战，例如海岸攀岩、从瀑

布跳下、溪边划船、高空绳索和攀岩。学生们在

岛上最后一晚在一些令人惊叹的景点进行过夜探

险。 

爱丁堡公爵希拉里奖 

我们每年都有许多学生能获得爱丁堡公爵希拉里

铜奖，然后是银奖，最后是金奖。这涉及不定班

航、营地和社区服务。 

教育旅行 

特定主题的课堂旅行为学生提供一个亲身目睹体

验和讨论课题，并增强课堂学习的机会。国际学

生可以参加这些旅行，其中包括观看海豚、去惠

灵顿、岛屿湾和汤加里罗旅行以及参观毛利会

堂。  

  

课堂外教育 

“我们的户外教育让

国际学生体验他们

或许无法看到的新

西兰的某一面” 



温特沃斯学院为国际学生提供了参加许多各式各

样活动的机会。   

学院会鼓励国际学生利用许多机会去参加音乐乐

队、合唱团、管弦乐队、舞蹈和戏剧组。 

 

艺术展览 戏剧 
初学者乐队 乐器  
合唱团 管弦乐队 
舞蹈 公开演讲 
辩论 戏剧 
设计 视觉艺术 

 

音乐  

温特沃斯学院在音乐和创意艺术领域拥有许多才

华横溢的学生。   

各种合奏可以充分提供表演的机会,   包括每周集

合、音乐节、音乐会以及在社区表演 学校礼堂有

一架大钢琴，鼓励学生在同学们面前表演。   

学生可以加入温特沃斯管弦乐队、合唱团、室内

乐队、班乐队、爵士乐队、摇滚乐队和声乐团  

也有提供学单独乐器和歌唱的学费，可供选择的

乐器包括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打击乐器、

小号、长号、萨克斯管、长笛、单簧管、双簧

管、吉他、声乐、录音机和钢琴。 
 

戏剧 

温特沃斯学院每年举行一次戏剧演出，并鼓励我

们的国际学生加入，以培养他们在听众面前讲英

语的信心。 
 

舞蹈  

温特沃斯学院设有舞蹈室，学生可以练习芭蕾舞

和当代舞蹈。 

 

 

 

 

  

创意艺术 

“音乐和艺术是许多语

言之间的桥梁，我们

鼓励国际学生充分利

用现有的美妙机会。” 



宿舍房屋制度 

温特沃斯学院享有传统的"房屋"结构，并具有正

面、竞争性的社际比赛。 

温特沃思的所有学生都被分配到三个宿舍之一：

麦当劳 （McDonald）、芬德利（Findlay）和弗莱

明（Fleming），均是学院创始人的名字。当涉及

诸如游泳和田径运动日之类的社际运动比赛时，

学生及其家人都会非常兴奋地为他们的宿舍加油

打起。 

房屋积分是从全年中许多体育和学术比赛中获得

的，从排球比赛到阅读挑战，再到拼音比赛。到

了年底，优胜的宿舍房屋会获得学院宿舍奖杯。 

宿舍辅导组 – 小组的 7 年纪至 13 年级学生每天会

与老师见面，以共享学校信息和通告。混合年级

的辅导组让年长学生支持和指导年幼学生，而这

是一个学生可以与所有年级的学生混合的机会。 

宿舍筹款 –三个宿舍的其中一个会在每个学期会

选择一个值得资助的当地慈善机构。慈善活动的

宗旨在集合上解释，通常由来自慈善机构的演讲

嘉宾支持，并筹集资金。学生们会培养出一种社

区责任感。 

 

学生领导力 

温特沃斯学院为领导、个人成长和发展提供了许

多机会。 

我们的高中生领导是学校社区的重要组成部分。 
他们会激励和鼓励较年轻的同学尽其所能、给与

安全感、支持和团结感，并作为典范榜样和始终

坚持维护最高标准。 

我们的国际学生会成员会帮助新来的国际学生适

应在学校的日常生活，并为国际学生组织社交活

动。 

 

 

 

 

 

 

 

 

 

 

 

中国国际学生唐莫言（罗伯特） 

2020 温特沃斯副男班长暨国际学生会成员 

罗伯特是我们学术顶尖的学生之一，正在为 2021
年学期申请常春藤盟校大学的入学资格。 罗伯特

想进修人工智能。 

 

价值观与标准 

温特沃斯对个人行为举止寄予厚望。我们对学生

的期望主要包括礼貌、全心投入、宽容、自爱以

及尊重他人。   

我们的价值观： 

Welcoming 
(热烈欢迎) 

大家 

Excellence  
(卓越) 

努力做到最好，并积极表扬他人

的成功 

Neatness  
(整洁) 

的外观、校服、工作和学校 

Teamwork  
(团队合作) 

全力参与学校活动并积极鼓励他

人 

Work Ethic  
(工作道德) 

体现自律和勤奋 

Organisation 
(整理) 

时间和资源的管理 

Respect  
(尊重) 

自己、他人、事物和环境 

Tolerance  
(宽容) 

对不同的意见、背景、信念和能

力 

Honesty  
(诚实) 忠于自己和温特沃思的价值观  

 

 

 

 

 

 

 

参与其中 

我们的学生从来不会没事可做。学院有许多俱乐

部在午餐时间营业。其中包括 

数学俱乐部 计算机俱乐部 
英语俱乐部 计算机科学  
思想家俱乐部 国际象棋俱乐部 
辩论俱乐部 ESOL 支持服务 
少年决斗 摄影俱乐部 
法语俱乐部 科学俱乐部 
艺术俱乐部 音乐理论帮助服务  
机器人学  

 

对于那些想在午餐时间活动筋骨，可以去大型体

育馆参加游戏和运动，学生也可以在球场上打手

球、无板篮球及篮球。 

  

在温特沃斯的日常生活  



 “我们尽可能的让加入温特沃斯学院的

过程的每个步骤变得简单。” 

 

计划你们的海外学习经历 

无论你们是从朋友那里听说或由教育代理人介绍

温特沃斯，或许是找到学校的网站，你们首先要

做的事就是尽可能的搜集信息。如果你们正在新

西兰，请你们来参观我们的学校。如果你们在海

外，请与我们的国际学生主任联系，并查看我们

的网站。   
 

申请 

一旦决定要向温特沃斯提交申请，你们就需要填

写一份申请表，将其寄给国际学生主任，并附上

护照复印件；若有任何以往学校成绩单和英语测

试证书，也请一同提交。   
 

面试 

我们可能会要求面试。面试可通过面对面、电话

或使用 WhatsApp、微信、Zoom 或 Skype 进行视

频通话来完成。我们很想结识你们和你们的家

人，并了解你们对未来的学习和职业的志向。  
我们有时可以用你们的母语进行面试，也欢迎你

们邀请教育代理人提供现场翻译。 
 

报名 

如果申请很顺利，我们会给你们发送临时录取通

知书，以及学费和寄宿家庭费（如果需要）的发

票。收到付款后，我们会发送录取通知书和学费

收据，这两件文件是申请签证所需的文件。  
 

 

住宿 

如果你们希望与寄宿家庭一起居住，我们会仔细

考虑你们在申请表和面试中指明的偏好，并为你

们寻找一个优美的家庭。在你们抵达之前，我们

会让你们与你们的新家庭联系，以便互相交换信

息并提前了解他们。 
 

新西兰移民局学生签证申请 

在我们这里读书的国际学生均使用外国缴费读书

学生签证。你们的代理人可以帮你们申请，温特

沃斯学院也可以协助你们办理签证。如果你们想

在父母的照顾下在新西兰学习，则一位家长可以

获得学生监护人签证，其居留时间与学生的签证

相同。 
 

抵达新西兰 

一旦你们已知道航班的详细信息，将其发送给我

们的国际招生团队，我们会去机场接你们，并送

你们去寄宿家庭。为了让你们安顿下来，并确保

能够感到舒适，我们会逗留一段时间。与父母一

起出行的学生，可能会想要自己安排，但是如果

在前几天的生话需要帮助，我们的团队会很乐意

协助你们。 
 

上学第一天 

我们的国际支持团会帮你们整理校服和安排时间

表。上学第一天有新生入学导向和培训。我们会

给你们介绍你们的老师，并给你们配一个学生伙

伴，该伙伴将帮助你们顺利抵达每个课堂，直到

你们开始熟悉整个校园。  上学第一天，我们将

进行英语测试，以确定你们在住宿期间可能需要

的英语支持程度。 
 

国际学生支持办公室 

如果你们有任何疑问或需要帮助，我们的办公室

随时候着。我们也有 24 小时紧急求助热线，以

防你们在课余时间需要帮助。我们会定期查看，

并确保你们在寄宿家庭中有个愉快的居住和学

习。我们有提供一些实际的帮助，例如开立银行

帐户或去看医生，并在需要时提供情感支持。我

们希望你们能尽快在新西兰安顿下来，并与我们

一起度过美好时光。 

 

 

 

 

 

 

 

 

 

 

 

 

 

 

加入我们的学校  

 

 

Vaudrey 女士 ●国际学生主任 

监督你们的报名和申请，并为你们在新西兰整个居住期间负责。可以帮助你们解决任何个人

问题、签证疑问、寄宿家庭问题、财务帮助、与你们的代理人或家人联络、或你们可能遇到

的任何疑虑。 

 

Graver 女士●寄宿家庭协调员 

整理你们的寄宿家庭，并帮助你们解决任何与寄宿家庭有关的问题、个人问题、银行业务、

医生预约，也可以安排机场接送服务。 

 

Jordan 女士●国际院长暨 ESOL 英语老师  

作为你们的院长，Jordan 女士将监督您的学习进度，并协助你们及确保你们能够取得成

功。她还是一个 ESOL 和英语老师，在遇到任何语言困难时会提供帮助，并为你们的学习提

供额外支持。   

 

孔太太●中国学生联络员/普通话老师 

孔太太在小学和学院教授普通话，并为国际学生及其家人提供支持，也为中国学生提供翻译

和母语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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