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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
在過去25年裡，聖彼得中學熱情接納了來自世界各國的國際學生。

我校能為您提供世界一流的學習環境，頂尖的教學設施，專業的老師以及熱情，
關愛的氛圍。

選擇報讀聖彼得就意味着國際學生將入讀新西蘭領先的獨立中學之一。

我校的特色是卓越的學術成就，以及優異的文化和體育設施。

聖彼得為學生提供獨特的新西蘭教育，同時也培養學生在全球環境下生活，學習

和競爭的能力。

對您孩子的照顧與關懷

確保您的孩子愉快地適應在校生活是聖彼得中學的頭等大事，我們將盡一切努力

確保您的孩子在校期間能得到妥善的照顧。

我們明白由於您的孩子離家千里，家人朋友都不在身邊，我
們需要確保孩子們能愉快地適應新的環境。

為確保做到這一點，我們有專業團隊全程照顧學生，
從學生到達新西蘭的機場迎接，一直到學生學成回國。團隊
組成包括：
寄宿公寓舍監
家庭寄宿協調專員
國際學生理事
學校輔導員
學校護士
學科系主任

我們為新的國際學生開設新生介紹會。

我們設有入學過渡計劃，輔導員將幫助新生調整適應聖彼得
的學習生活，以及解決離家生活所會遇見的任何問題。

我們鼓勵家長保持與學校和學生的緊密聯繫。

Dale Burden, 校長

歡迎

歡迎家長通過電郵或電話與負責照顧您的孩子的專業團隊的任
何一位教職員工聯繫。

如遇緊急情況，請隨時與我們聯繫。

學生無需監護人，但是必須要有一位會講英語的家長，
代理人或家庭朋友作為與聖彼得中學的聯繫人。

聖彼得中學同意遵守并受約於“關於留學生指導與照顧的行業
規則”。該規則的全文可從新西蘭資格認證局(NZQA)網站下
載：www.nzqa.govt.nz



學術成績

聖彼得中學的學生普遍取得非常高的學術成績。

在國家和國際考試中我校學生連續保持 90%-99%
的通過率。 

2019 St Peter’s 
Pass Rates

NZ National
Average

NCEA Level 1 96% 69%

NCEA Level 2 98% 75%

NCEA Level 3 95% 655

IB 93% 70%
(worldwide)

科目

7-10年級學生學習的主要科目包括英語，社會科學，數學，

科學，體育，健康和宗教學習。

學生還將選擇一到兩門選修課，廣泛的選擇範圍包括藝術，

商科，舞蹈，戲劇，馬術，布料, 法語，食品，繪圖，

日語，音樂和運動研究。

高年級（11-13年級）學生從40個科目中選修5到6門。

科目包括會計，生物，微積分，計算機，舞蹈，設計， 

戲劇，經濟，英語，時裝設計，法語，繪圖，歷史，

服務業，日語，數學，多媒體，音樂，戶外教育，繪畫，

攝影，物理和運動科學。



課程

聖彼得是獲得新西蘭資格認證局認可的中學，向7-13年級

11-18歲）的學生教授全國統一課程。

學生11年級時學習國家教育成績證書 (NCEA) 一級課程。

12-13年級學生可選擇學習國家教育成績證書 (NCEA) 
或國際中學畢業會考課程。

強競的體育文化

在專業教練，資深教師和經理的幫助下，

學生－從初學者到精英運動員－都能享

受到世界一流的設施和超過30多種體育項目的選擇。

體育是學校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所有聖彼得中學的學生

都必須參與至少一項自己選擇的體育運動

英語語言輔導

學校為所有的國際學生提供專設的英語課，
包括一對一的輔導和新西蘭資格認證局

(NCEA)認可的可取得國家學歷的課程。

低年級學生每週有7個小時的英語課。

高年級學生與新西蘭本土學生學習同樣的國家教育成績證書

(NCEA) 學分，但為他們專設的課堂會為他們順利取得學術
成功提供額外的幫助。

英語課程的目標是將每個學生的英語水平提高到能夠順利用
英語進行大學本科學習的程度。

我們可安排英語或其它科目的私人補習，
費用另計。

我們還提供雅思 (IELTS)考試備考輔導。

田徑運動田徑運動 長曲棍球長曲棍球 壁球壁球

羽毛球羽毛球 無板籃球無板籃球 游泳游泳

籃球籃球 攀岩攀岩 衝浪衝浪

板球板球 賽艇賽艇 乒乓球乒乓球

越野跑越野跑 橄欖球橄欖球 網球網球

自行車運動自行車運動 滑雪滑雪 擦網球擦網球

馬術馬術 滑板滑雪滑板滑雪 鐵人三項賽鐵人三項賽

高爾夫球高爾夫球 射擊射擊 排球排球

曲棍球曲棍球 足球足球 水球水球



舞台藝術

聖彼得中學活躍的富有創意的氛圍給予學生充分的機會展

示自我，拓展興趣愛好，盡情施展才華。

豐富的選項和富有才華的導師確保無論哪個技能水平的學生
都能有合適的選擇。

學生可以選擇作為學習科目進修音樂，
舞蹈和戲劇到高級水平。

亦或者選擇樂器或演唱的個別授課，
充分享受多姿多彩的課餘活動包括加入樂隊，
舞蹈團，或戲劇社。

學校組織的活動包括：舞台挑戰，年度舞台音樂劇表演，
明星表演會，國際匯演和舞台藝術節。

體育設施包括

體育館
室內球場，設備齊全的健身房，壁球場，攀登練習牆，
曲棍球草坪

游泳池
兩個25米溫水池

馬術中心
沙地賽場，草地賽場
馬場和馬廄

高爾夫學院
全長高爾夫練球場和推桿草坪

網球場
14個球場和3個紅土球場

21人現場樂隊的演奏在禮堂裡迴盪，
44雙舞鞋在舞台上踏動，超過100盞舞台
燈光打造氣氛，光彩奪目的道具和戲服，
經過多月的排演終於展現在座無虛虛席的觀
眾面前....這就是聖彼得中學年度舞台音
樂劇表演，您可千萬別錯過。聖彼得的舞
台製作是極富盛名的。



典型一天的作息

週一到週五

6:30 起床，梳洗穿衣

7:00 宿舍檢查

7:15 早餐，宿舍雜務

8.15 開始上課

放學 (15:20) 課餘活動

17:00 晚餐，回宿舍

18:30-21:00 作業監督（時間長短視不同年級而定）

21:15 後 關燈，睡覺。

週六

除了不用上課，學生作息與與週一到週五的作息相似。

大多數學生會參加體育或課餘活動。

參加課餘活動如有需要可以請假外出。

週日

學生可以睡到10點。

自由活動，可以選擇參加額外活動包括宿舍安排的郊遊，
外出看電影或購物。

學校公寓和家庭寄宿

我校大部份國際學生將按年齡安排入住學校公寓。

學校公寓共有八所，其中四所女子公寓，四所男子公寓。

學校公寓裡非常現代化，舒適安全，
學生大多有自己的房間或者隔間。

公寓裡設有公共休息室，內設計算機和電視機。

公寓由舍監，助理和管理員負責監管。
寄宿生下課後仍可使用圖書館和計算機室。

作業由各公寓督促完成。

寄宿生一日三餐在學生食堂吃，午餐將與走讀學生一起。

家庭寄宿
一小部分國際學生會安排入住由學校挑選的寄宿家庭。

這部分學生每天與走讀學生一起坐校車上學。

國際學生在學校期中假期和每年八個長週末也可以選擇入住寄宿
家庭。

寄宿家庭是經過學校根據嚴格的標準挑選和審核的。
寄宿家庭的審核與監督將根據上述行業規則的規定進行。



如何申請

學生將按學術成績，品行和課餘活動成就進行篩選。

請將填好的申請表，護照複印件和最新的學校成績報告單一同寄回。

 聖彼得中學向您發出的入學許可將含有繳費通知。

 您交付費用

  聖彼得中學給您發收據

 您向新西蘭移民局遞交簽證申請

  簽證申請批准後，您將行程通知聖彼得中學

聖彼得中學在世界各地都有授權代理處，詳細資料請與我們聯繫。 

Hamilton
Cambridge

Wellington

Christchurch

Auckland

新西蘭移民局

有關新西蘭移民局對國際學生的基本要求，
關於學習期間在新西蘭工作權利的建議，
以及應向移民局匯報的內容之詳細說明，
請登陸移民局網站查詢：

www.immigration.govt.nz

醫療和旅行保險

國際學生（包括學生團體）在新西蘭期間必須投保適當的，
現時有效的醫療和旅行保險。

TC

費用

學費與住宿費是每年9月由聖彼得中學校董會設定的。

費用因學生年齡而異。

2020年的費用為：

學費紐幣 $NZ 40,000 - $47,700
住宿費紐幣 $NZ 15,150 

意外保險

雖然新西蘭意外賠償局向所有新西蘭公民，

居民以及臨時到訪的旅客提供意外保險，

您仍有可能需要承擔所有其它性質的醫療及相關費用。

預知詳情，請登陸意外賠償局 (ACC) 網站查詢：

www.acc.co.nz

公費醫療服務的享用資格

大多數國際學生在新西蘭逗留期間不具備享受公費醫療服務

的資格。

如果您在此期間接受醫療服務，您可能需要承擔治療的全額

費用。

有關公費醫療服務享用資格的詳細資料，

請登陸新西蘭衛生部網站查詢：

www.moh.govt.nz



聯繫方式

國際學生部

劍橋聖彼得中學

884號郵箱

劍橋 3450

新西蘭

電話：+64 7 827 9899
電郵：international@stpeters.school.nz 

www.stpeters.school.nz

要點

備受尊崇的私立學校        37公頃的花園式校園        現代化的設施        1070名在校學生包括71名國際學生

招收11-18歲的男女學生        開設國家教育成績證書 (NCEA) 和國際中學畢業會考課程 (IB)        極高的通過率

      450名寄宿學生        專設的高爾夫，自行車運動，馬術，賽艇，游泳和網球體育學院        安全宜人的鄉村環境

隸屬於聖公會教堂

TC

INTERNATIONA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