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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tivity. 
Precision. 
Collaboration.
Nurturing 
talent in 
Music, Dance 
and Drama.

INTERNATIONAL

在新西兰剑桥在新西兰剑桥
圣彼得中学学习圣彼得中学学习



一个共同学习一个共同学习
和成长的地方和成长的地方

剑桥圣彼得中学位于新西兰的怀卡托地区。学校位于市中心，方便到达罗托鲁瓦、霍比屯和陶波等旅游胜地。从学校出发到汉密

尔顿机场仅需15分钟车程，汉密尔顿机场有飞往新西兰北岛和南岛各地的航班。 

距离国际机场所在地的奥克兰市不到两个小时的车程。

地理位置地理位置

惠灵顿

基督城

奥克兰

皇后镇

剑桥剑桥
罗托鲁瓦 
陶波

出发 到达 车程

奥克兰 剑桥 1 小时45 分 

罗托鲁瓦 剑桥 1 小时5分

陶波 到达  1小时40分

惠灵顿 到达 6 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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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很高兴您决定进一步了解关于我们学校的信息。剑桥圣彼

得中学的特别之处在于，我们有积极、快乐的学生和无限

的机会。不仅有广泛的学习机会，还有很多机会参与各种活

动。我们的设施一流，我们的员工致力于帮助所有学生取得

成功。

过去25年来，圣彼得中学一直欢迎来自世界各地的国际学生。

我们为7至13年级学生提供世界一流的学习环境、顶级的设

施、专业的老师和舒适的教育环境。

 

我们工作的重中之重是确保孩子们在圣彼得中学快乐学习并

顺利融入环境。我们将竭尽所能确保您的孩子在我们的看护

下，得到很好的照顾。我们知道孩子们远离亲朋好友，我们

需要确保他们愉快地融入新环境。

为了确保做到这点，从孩子们到达新西兰的那一刻起，我们

就有一个专家团队负责照顾他们，从机场接机，直到最后送

他们回国。

欢迎欢迎...

校区校长朱丽·斯穆校区校长朱丽·斯穆
(Julie Small)的致辞的致辞

劳瑞·富勒 Lauree Fuller

国际学生主任兼国际院长

电话  +64 07 827 9803

手机   + 64 027 554 3474

电子邮箱  lauree.fuller@stpeters.school.nz

强烈的社区意识使我们独树一帜。作为一间走读兼寄宿学校，

圣彼得中学是千余名学生的家外之家，这些学生或居住在本地

或来自新西兰其他城市或来自世界各地。 

圣彼得的教育真的可以让您的孩子成为他们渴望成为的人。

我期待着欢迎您全家光临剑桥圣彼得中学。

朱丽·斯穆 朱丽·斯穆 

校区校长校区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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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文凭国际文凭 International Baccalaureate 

国际文凭国际文凭 (IB) 证书是一项备受推崇的国际认证书是一项备受推崇的国际认

可学历，以全面教育为理念，旨在培养具有国可学历，以全面教育为理念，旨在培养具有国

际意识的全球公民。际意识的全球公民。

剑桥圣彼得中学很荣幸成为新西兰北岛中部唯一提供IB课程

的学校。  

IB的宗旨是为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提供长期全面的愿景。我们

的创始人亚瑟·布罗德赫斯特（Arthur Broadhurst）超越了自

己的时代，发展了他的身、心、灵的教育理念 — IB课程和剑

桥圣彼得中学注定要融合

到一起。 

IB文凭是一项学术严谨的两年制文凭，可确保学生通过学习以

下关键课程组的六个学科来建立全面的学术基础：文学、语言

习得、个人与社会、科学、数学和艺术。

必修课程，然后选择一门实验科学、一门社会科学和一门艺术

课程（或者另一门实验科学或社会科学）。在IB体系中，学生

追求学术但不限于学术。知识理论探讨了我们如何产生知识以

及知识的有效性。 CAS确保学生享有平衡的生活并为社区做

出贡献。

除了NCEA，IB是另一门在世界范围内广为认可的课程。文凭

证明了学生在面对挑战时的能力、毅力和勇气，因此它是申请

大学入学和实习或工作机会的有用工具。我的计划是完成文凭

后继续大学教育，我相信国际文凭学历已经让我充分做好了准

备。有了这个学历，我几乎可以去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

我之所以选择学习国际文凭课程有以下几个原因。首先，IB提

供了跨学科学习的机会。IB让学生在内部评估

和扩展论文以及更多的情况下将不同的学科联系起来。

其次，IB让学生不只限于学术。我们将通过学习知识理论

（TOK）和创造力、活动与服务（CAS）的项目将知

识扩展到所学科目之外，这是IB的独特特征。第三，国际文凭

课程促进学生的国际意识和提升我们对未来至关重要的观点的

认识。为此，它提供了必修的外语课程，并且将这个概念渗透

到课堂上。 

IB旨在发展全面的教育，因此在学生选择学科方面有严格的指

导原则。典型的IB学生将母语、外语和数学作为

认识认识IB 学生史蒂文学生史蒂文

(Stev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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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教育成就证书国家教育成就证书（NCEA）是新西兰高中生是新西兰高中生
的国内文凭。新西兰学历认证局的国内文凭。新西兰学历认证局（NCEA）进进
行内部和外部考试。行内部和外部考试。

课程在各学习领域挑战各种能力的学生。在课程选择方面，

学生享有极大的灵活性，这是大多数人会选择的学习路径。

在圣彼得中学学习NCEA路径的学生可以从20-30个学科选项

中选课（取决于他们的年级）；这为他们提供了多种学习机

会和无限的职业选择。

我们的NCEA1级、2级和3级通过率达到95%或更高，许多学

生获得了良好和优异的背书。

圣彼得的应届毕业生正在许多大学就读，包括新西兰的奥

克兰大学和奥塔哥大学，以及美国的普林斯顿大学和斯坦

福大学。

国家教育成就证书国家教育成就证书 
NCEA 

“嗨，我叫Ing。我之所以选择学习NCEA，是因为它

为我当前和未来的学习道路提供了无数的机会。

学习NCEA时，我最喜欢的部分是NCEA提供的选择学

科的自由。这是一个被广泛认可的教育系统，所以高中

毕业后的机会是无穷的。

我希望获得批判性思维和创造性思维等技能，因为我相

信在NCEA系统下学习，让学生独立思考给学生带来了

积极的挑战。 NCEA不告诉我们答案，而是向我们提出

问题，这些问题迫使学生跳出思维框框，发展开放思维

能力。

今年，我将学习数学、英语、EAL、时尚、地理和化

学。我最喜欢的学科是时尚，因为它可以让我展现自己

的艺术创造力。

我未来的计划是利用我的NCEA文凭去美国学习并获得

全额体育奖学金。”

认识认识NCEA 
学生英格学生英格(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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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园般的校园公园般的校园
占地占地37公顷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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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宿舍楼均由一名楼长和一名住校舍监管理。宿舍

楼助理（通常是年轻的专业人士、大学生或工作人

员）和宿舍楼的学生干部协助宿舍的运行。健康问题

可向学校护士咨询。

这群人在一起创造了“家外之家”的环境，并确保宿

舍楼成功运作。

学校寄宿生活

建立联系建立联系

住寄宿楼的学生有机会与他人共度时光，分享经验并

与朋友们创造美好的回忆。

使用学校设施

在校园或住在寄宿楼的学生都有机会使用我们的运动

场地和设施。

学期期间，圣彼得中学有学期期间，圣彼得中学有450450多位男生和女生寄宿。他们住在校园内八个宿舍楼中，男生多位男生和女生寄宿。他们住在校园内八个宿舍楼中，男生
和女生分别有四个宿舍楼。和女生分别有四个宿舍楼。

在圣彼得中学在圣彼得中学
寄宿寄宿

健康美味的餐点

我们寄宿生的所有膳食全包，既美味又营养。我们每

周七天每天提供三餐。白天还有水果和零食供寄宿生

享用。

周末旅行

每个寄宿楼都为学生提供定期的周末旅行/活动。在星

期五，学生可以乘坐学校安排的巴士去剑桥购买他

们可能想要的额外物品。校园免费WIFI

学生可以在宿舍和学校使用免费WIFI上网。这有助于

我们的学生与朋友和家人保持联系。



新西兰剑桥圣彼得    |  7

表演艺术表演艺术

在圣彼得中学，我们发展和培养创造力、分享激情、传授精准的知识和鼓励合作。一个适合表演的在圣彼得中学，我们发展和培养创造力、分享激情、传授精准的知识和鼓励合作。一个适合表演的
空间。空间。

表演艺术是我们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7年级和8年级

开始是核心课程。从9年级起，学生可以选修音乐、舞

蹈、戏剧和音乐剧等选修课，从11年级开始是NCEA

课程的内容。

我们为12年级和13年级的IB学生提供音乐、舞蹈和戏

剧艺术的IB课程。在表演艺术学院，我们鼓励学生参

加音乐合奏、舞蹈团、音乐剧和圣彼得中学的各种活

动，体验表演的乐趣和收获能力的自信。

学生与许多才华横溢并且擅于启发的教练和导师合

作，他们引领着音乐、舞蹈和戏剧等课外活动。 这些

领头人都是行业内认可的专业人士，许多人本身就经

常参加演出。 他们丰富的实际知识和经验对我们的学

生来说非常宝贵。 这些教练和导师带来的人脉网络为

学生提供了又一个层面的学习，并使我们与地区和国

家表演艺术项目建立牢固的联系。

我们的艺术课程极具包容性。它既包容喜欢古典的学

生，也包容喜欢当代音乐的学生，和喜欢舞蹈和戏剧的

学生。表演艺术课程融合了传统方法和高新技术，允许

学生以个人形式或以团体形式在多种场景下学习。它鼓

励学生们全力以赴成为最好的自己，并努力追求卓越。

从个性化的音乐教学到嘻哈舞蹈课，从莎士比亚音乐节

到音乐戏剧学院，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喜欢的东西。

与学校所有领域一样，我们鼓励表演艺术课程的学生有

雄心壮志。圣彼得中学提供独特的表演艺术体验，无论

是群众参与还是专业表演，都有明确的途径。所有这些

表演，都在我们一流的设施中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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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专门建造的马术中心有出色的训练和马匹管理设施以及

专为马术学院设计的马术围场。 在学期期间，学生可以带一

匹马留在学院。 在ESNZ国家系列或更高级别比赛中参赛的学

生，可以向学院主任申请带第二匹马来校，由主任酌情批准。

学院的设施包括：

• 90米 x 80米表演跳跃的场地，永久性分为三个区域，分

别用于跳跃、跨越网状障碍物和平地训练/弓步

• 70m x 30m盛装舞步竞技场

· 全天候小跑道

· 越野练习区

• 40个露天畜栏

• 4间可上锁的马具室，可容纳40名骑手

· 地毯房

• 36个使用加拉格尔（Gallagher）动物管理设备的小围场

· 农场骑马

· 用于马术教学的马术教室

· 专业的兽医、蹄铁匠、牙医、饲养和营养服务。

马术马术
学院学院

圣彼得马术课程的学生在场地障碍赛、盛装舞步和马术表演中都达到了世界级、大奖赛和地区圣彼得马术课程的学生在场地障碍赛、盛装舞步和马术表演中都达到了世界级、大奖赛和地区
冠军的水准。冠军的水准。

圣彼得的马术课程旨在帮助学生在以团队为导向的环境中制

定和实现自己的个人比赛目标。 学生将需要积极参与管理圣

彼得的马术设施，并通过我们的四大支柱项目为未来积累宝

贵的经验：

· 骑手培训

· 马术

· 社区

· 慈善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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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新西兰代表、巡回赛选手和美国大学奖学金获得者都通过圣彼得高尔夫学院训练并毕业。许多新西兰代表、巡回赛选手和美国大学奖学金获得者都通过圣彼得高尔夫学院训练并毕业。

我们以一种有趣且令人愉悦的方式向您介绍高尔夫运动 - 从这

个运动的各个方面树立您的信心并提高技能，并教导良好的体

育精神。

圣彼得中学拥有全国最好的全天候训练设施，包括有分析挥杆

的专门技术。

你将学习：你将学习：

· 高挥杆的基础

· 短打的四个要素

· 球场策略

· 高尔夫礼仪

· 高尔夫规则

· 体能锻炼

高尔夫高尔夫
学院学院

从初学者到高水平的各个级别的球员都可以在这里学高尔夫：从初学者到高水平的各个级别的球员都可以在这里学高尔夫：

· 高尔夫校分队适合高尔夫新手。 学员在教练的指导下，

在一个有趣的环境中学习高尔夫。

· 初级班课程（Participator Programme）也是面向初

学者，提高技术和球场策略的各个方面。 学员定期上小

组训练课，加上个人训练课。

· 提高班课程（Developer Programme）面向已具备基

础技能并有潜力不断提高的球员。 球员定期上个人训练

课程和接受球场指导。

· 我们的高级班课程（Participator Programme）面向

渴望成为高尔夫队代表球员的学生。 球员每周都有个人

训练课程，并广泛接受球场指导。

· 我们的精英班课程（Elite Programme）是量身定制

的，主要针对具有特定要求、表现特别突出的球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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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车自行车
学院学院

通过使用这里世界一流的设施和获得新西兰自行车队

(CyclingNZ）的现场指导，您将获得无与伦比的机会来学习

并精通在公路、赛车道和山地骑行自行车。

自行车骑行适合每个人，无论是初学者还是高水平的自行车

骑手：

• 7-8年级：介绍在安静的道路上进行自行车骑行，在奥林

匹克自行车馆进行赛车道骑行和山地骑行。

· 我们的山地自行车队在当地车道上学习技巧。

· 提高队是一个骑行公路和赛车道的自行车赛队，将参

加俱乐部比赛、区域性和全国性赛事。 车手每周参加

多次培训课程，获得高水平的教练指导。 车手可以从

Avantidrome 的训练和专门的团队计时赛训练中受益。

我们学院课程适合表现突出的公路和赛车道运动员-它强度

更高，更注重基于健身房的力量和身体素质训练。 车手在

Avantidrome 受训，参加区域和国家级比赛。

如果您是自行车骑手，或者想尝试骑自行车，那么圣彼得是最好的自行车学校。 我们的自行车学院就坐如果您是自行车骑手，或者想尝试骑自行车，那么圣彼得是最好的自行车学校。 我们的自行车学院就坐
落在国家卓越自行车中心 落在国家卓越自行车中心 （National Cycling Centre of Excellence）-  Avantidrome 的附近。的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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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力以赴、自我激励和雄心壮志是我们团队的文化。 这

· 就是使圣彼得成为新西兰顶级赛艇学校之一的原因，它

培养了很多国家队代表并经常赢得学校赛艇比赛的全国冠

军。所以，如果这就是激励你的原因，为什么不注册呢？

赛艇课程适合每一个人，无论是初学者还是高水平赛艇手：

· 7年级和8年级的赛艇课程，教授赛艇的基础知识。

· 第9至12年级的第一学期提供赛艇学习课程。 在9年级体

育课中，您可以参加课程，在体育馆和水上培养一些基

本技能。

· 低年级新手组适合15岁以下和16岁以下年龄段的新赛艇

手，提高基本技术和身体素质。

· 提高班/高年级组适合有经验的16岁以下的赛艇手和 17/18
岁以下年龄段的新手。 我们专注于提高赛艇技术、身体

素质和力量，同时发展团队文化。

· 高级班/高年级组适用于经验丰富的17岁/18岁以下赛艇

手。 我们将继续精进技术技能，并引入基于健身房的力

量训练。 表现突出的赛艇运动员还将通过划小船积累经

验。 这个团队将参加地区和国家帆船比赛，运动员可以

通过选拔成为代表队成员。

骄人的成功记录、在新西兰赛艇队骄人的成功记录、在新西兰赛艇队(Rowing NZ)的训练基地进行训练以及为培养人才而量身定制的课的训练基地进行训练以及为培养人才而量身定制的课
程，这些都是在圣彼得中学参加赛艇运动的吸引力。程，这些都是在圣彼得中学参加赛艇运动的吸引力。

赛艇赛艇
学院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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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ear 9 Year 10 Year 11
英语英语 英语英语 NCEA 1 级

数学数学 数学数学
数学 NCEA 1 级

英语英语
English Advanced
Media Studies

科学科学
农业和园艺

科学科学
农业和园艺

数学与金融数学与金融
数学与统计数学与统计

社会研究社会研究 社会研究社会研究 科学 
农业和园艺科学（认证）
农业和园艺科学（内部）
生物学 
高等生物学 
化学 
高等化学 
物理 
高等物理

企业学 商业学 地理
历史

可选二外课程：
中文
法语
日语
西班牙语
毛利语

可选二外课程：
中文
法语
日语
西班牙语
毛利语

会计
商学
商业
经济学

英语作为一门附加语言 (EAL) 英语作为一门附加语言 (EAL) 中文
法语
日语
西班牙语
毛利语

艺术 艺术

舞蹈
戏剧
音乐
音乐剧

舞蹈 
戏剧
音乐

英语作为一门附加语言 (EAL)

设计与视觉传媒

数字技术-计算机研究 

服装设计 
食品和营养

技术-木材产品设计 

技术-金属产品设计

设计与视觉传媒

数字技术-计算机研究

服装设计 
食品和营养

技术-木材产品设计 

技术-金属产品设计 
体育与健康体育与健康

马术

普通体育学院
少年体育学院

体育与健康体育与健康
马术

普通体育学院
少年体育学院

宗教教育宗教教育 宗教教育宗教教育

我们提供广泛的课程，以满足学生的不同需求和兴趣。我们提供广泛的课程，以满足学生的不同需求和兴趣。

目前提供的目前提供的
学术科目学术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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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年级年级 13 年级年级 IB 课程课程

NCEA 2 级级 NCEA 3 级级
(NZQA 奖学金奖学金)

12 年级和 年级和 13 年级 年级
IB 文凭文凭

(NZQA 奖学金奖学金)
英语英语
高等英语
媒体学

英语 - 文学
英语 - 视觉
媒体学

第一组:第一组:
语言和文学语言和文学 A
英语文学A 
学校支持的自学母语文学

数学-微积分
数学-统计
数学-数学与金融

数学-微积分
数学-统计
数学-内部统计

第第2组组::
语言习得语言习得
法语 B
日语 B
西班牙语初学者
西班牙语 B
中文 B

农业和园艺科学
生物学
化学
物理

农业和园艺科学
生物学
化学
物理

第三组：第三组：
个人和社会个人和社会
商业管理
经济学
地理
历史

古典学
地理
历史

旅游学*

古典学
地理
历史

旅游学*

第第4组：组：
实验科学实验科学
生物学
化学
物理
计算机科学

农业综合企业
会计
商学
经济学

会计
农业综合企业
商业管理
商业与创业学
经济学

第第 5 组组:
数学数学
分析与方法
应用与解释

中文
法语
日语
毛利语

法语
日语
毛利语

第第 6 组:组:
舞蹈
电影学
音乐
戏剧艺术
视觉艺术
跨学科课程跨学科课程
环境系统与社会

英语作为一门附加语言 英语作为一门附加语言  (EAL) 英语作为一门附加语言 (EAL) 核心要求 
此外，所有IB学生都必须完成：
· 知识理论
· 拓展论文
· 创意、活动、服务（CAS）

根
据

学
生

选
择

根
据

学
生

选
择

N
C

E
A

或或
IB

课
程

的
情

况
而

定
课

程
的

情
况

而
定

学术科目学术科目
接上页接上页

高年级学生可选择两种途径之一高年级学生可选择两种途径之一：NCEA 或 或 IB 文凭。文凭。

Courses written in bold are compulsory at that Level.
* Not an approved university course 
*** Non-examin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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