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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新西蘭劍橋在新西蘭劍橋
聖彼得中學學習聖彼得中學學習

INTERNATIONAL

劍橋劍橋
聖彼得聖彼得

新西蘭新西蘭
國際國際



一個共同學習一個共同學習
和成長的地方和成長的地方

劍橋聖彼得中學位於新西蘭的懷卡托地區。學校位於市中心，方便到達羅托魯瓦、霍比屯和陶波等旅遊勝地。

從學校出發到漢密爾頓機場僅需15分鐘車程，漢密爾頓機場有飛往新西蘭北島和南島各地的航班。 

距離國際機場所在地的奧克蘭市不到兩個小時的車程。

地理位置地理位置

劍橋劍橋
羅托魯瓦
陶波

惠靈頓

基督城

奧克蘭

皇后鎮

出發出發 到達到達 車程車程

奧克蘭 劍橋 1 小時45 分 

羅托魯瓦 劍橋 1 小時5分

陶波 劍橋  1小時40分

惠靈頓 劍橋 6小時



新西蘭劍橋聖彼得   |  1

我們很高興您決定進一步了解關於我們學校的信息。劍

橋聖彼得中學的特別之處在於，我們有積極、快樂的學

生和無限的機會。不僅有廣泛的學習機會，還有很多機

會參與各種活動。我們的設施一流，我們的員工致力於

幫助所有學生取得成功。

過去25年來，聖彼得中學一直歡迎來自世界各地的國際

學生。我們為7至13年級學生提供世界一流的學習環境、

頂級的設施、專業的老師和舒適的教育環境。

我們工作的重中之重是確保孩子們在聖彼得中學快樂學

習並順利融入環境。我們將竭盡所能確保您的孩子在我

們的看護下，得到很好的照顧。我們知道孩子們遠離親

朋好友，我們需要確保他們愉快地融入新環境。

為了確保做到這點，從孩子們到達新西蘭的那一刻起，

我們就有一個專家團隊負責照顧他們，從機場接機，直

到最後送他們回國。

歡迎...歡迎...

校區校長朱麗·斯穆校區校長朱麗·斯穆  
(Julie Small) (Julie Small) 的致辭的致辭

強烈的社區意識使我們獨樹一幟。作為一間走讀兼寄宿

學校，聖彼得中學是千餘名學生的家外之家，這些學生

或居住在本地或來自新西蘭其他城市或來自世界各地。

聖彼得的教育真的可以讓您的孩子成為他們渴望成為的

人。

我期待著歡迎您全家光臨劍橋聖彼得中學。

朱麗·斯穆 朱麗·斯穆 

校區校長校區校長

勞瑞· 富勒 (Lauree Fuller)

國際學生主任兼國際院長 

電話 +64 07 827 9803 

手機 + 64 027 554 3474 

電子郵箱 lauree.fuller@stpeters.school.n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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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文憑國際文憑 International Baccalaureate 

認識 (IB) 學生

史蒂文 (Steven)
我之所以選擇學習國際文憑課程有以下幾個原因。

首先，IB提供了跨學科學習的機會。 IB讓學生在內

部評估和擴展論文以及更多的情況下將不同的學科

聯繫起來。其次，IB讓學生不只限於學術。我們將

通過學習知識理論（TOK）和創造力、活動與服務

（CAS）的項目將知識擴展到所學科目之外，這是

IB的獨特特徵。第三，國際文憑課程促進學生的國

際意識和提升我們對未來至關重要的觀點的認識。

為此，它提供了必修的外語課程，並且將這個概念

滲透到課堂上。

IB旨在發展全面的教育，因此在學生選擇學科方面

有嚴格的指導原則。典型的IB學生將母語、外語和

數學作為

國際文憑國際文憑  (IB)(IB)  證書是一項備受推崇的國際認證書是一項備受推崇的國際認
可學歷，以全面教育為理念，旨在培養具有國可學歷，以全面教育為理念，旨在培養具有國
際意識的全球公民。際意識的全球公民。

劍橋聖彼得中學很榮幸成為新西蘭北島中部唯一提供IB

課程的學校。

IB的宗旨是為以學生為中心的教育提供長期全面的

願景。我們的創始人亞瑟·布羅德赫斯特 (Arthur 

Broadhurst) 超越了自己的時代，發展了他的身、心、

靈的教育理念 — IB課程和劍橋聖彼得中學注定要融合到

一起。

IB文憑是一項學術嚴謹的兩年製文憑，可確保學生通過

學習以下關鍵課程組的六個學科來建立全面的學術基

礎：文學、語言習得、個人與社會、科學、數學和藝

術。

必修課程，然後選擇一門實驗科學、一門社會科學

和一門藝術課程（或者另一門實驗科學或社會科

學）。在IB體系中，學生追求學術但不限於學術。

知識理論探討了我們如何產生知識以及知識的有效

性。 CAS確保學生享有平衡的生活並為社區做出貢

獻。 

除了NCEA，IB是另一門在世界範圍內廣為認可的

課程。文憑證明 了學生在面對挑戰時的能力、毅

力和勇氣，因此它是申請大學入學和實習或工作機

會的有用工具。我的計劃是完成文憑後繼續大學教

育，我相信國際文憑學歷已經讓我充分做好了準

備。有了這個學歷，我幾乎可以去世界上任何一個

國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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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教育成就證書（國家教育成就證書（NCEANCEA）是新西蘭高中生）是新西蘭高中生
的國內文憑。新西蘭學歷認證局（的國內文憑。新西蘭學歷認證局（NZQANZQA）進）進
行內部和外部考試。行內部和外部考試。

課程在各學習領域挑戰各種能力的學生。在課程選擇方

面，學生享有極大的靈活性，這是大多數人會選擇的學習

路徑。

在聖彼得中學學習NCEA路徑的學生可以從20-30個學科

選項中選課（取決於他們的年級）；這為他們提供了多

種學習機會和無限的職業選擇。

我們的NCEA1級、2級和3級通過率達到95%或更高，許

多學生獲得了良好和優異的背書。

聖彼得的應屆畢業生正在許多大學就讀，包括新西蘭的

奧克蘭大學和奧塔哥大學，以及美國的普林斯頓大學和

斯坦福大學。

國家教育成就證書國家教育成就證書 
NCEA 

“嗨，我叫Ing。我之所以選擇學習NCEA，是因為它

為我當前和未來的學習道路提供了無數的機會。

學習NCEA時，我最喜歡的部分是NCEA提供的選擇學

科的自由。這是一個被廣泛認可的教育系統，所以高

中畢業後的機會是無窮的。

我希望獲得批判性思維和創造性思維等技能，因為我

相信在NCEA系統下學習，讓學生獨立思考給學生帶

來了積極的挑戰。 NCEA不告訴我們答案，而是向我

們提出問題，這些問題迫使學生跳出思維框框，發展

開放思維能力。

今年，我將學習數學、英語、EAL、時尚、地理和化

學。我最喜歡的學科是時尚，因為它可以讓我展現自

己的藝術創造力。

我未來的計劃是利用我的NCEA文憑去美國學習並獲

得全額體育獎學金。 ”

認識NCEA 學生

英格(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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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園般的校園公園般的校園
佔地佔地37公頃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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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宿舍樓均由一名樓長和一名住校舍監管理。宿舍樓

助理（通常是年輕的專業人士、大學生或工作人

員）和宿舍樓的學生幹部協助宿舍的運行。健康問題可

向學校護士諮詢。

這群人在一起創造了“家外之家”的環境，並確保宿舍

樓成功運作。

學校寄宿生活學校寄宿生活

建立聯繫 

住寄宿樓的學生有機會與他人共度時光，分享經驗並與

朋友們創造美好的回憶。

使用學校設施 

在校園或住在寄宿樓的學生都有機會使用我們的運動場

地和設施。

學期期間，聖彼得中學有450多位男生和女生寄宿。他們住在校園內八個宿舍樓中，男生和學期期間，聖彼得中學有450多位男生和女生寄宿。他們住在校園內八個宿舍樓中，男生和
女生分別有四個宿舍樓。女生分別有四個宿舍樓。

在聖彼得中學在聖彼得中學
寄宿寄宿

健康美味的餐點

我們寄宿生的所有膳食全包，既美味又營養。我們每週

七天每天提供三餐。白天還有水果和零食供寄宿生享

用。  

週末旅行

每個寄宿樓都為學生提供定期的周末旅行/活動。在星期

五，學生可以乘坐學校安排的巴士去劍橋購買他們可能

想要的額外物品。

校園免費WIFI

學生可以在宿舍和學校使用免費wifi上網。這有助於我

們的學生與朋友和家人保持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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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演藝術表演藝術

在聖彼得中學，我們發展和培養創造力、分享激情、傳授精準的知識和鼓勵合作。一個在聖彼得中學，我們發展和培養創造力、分享激情、傳授精準的知識和鼓勵合作。一個
適合表演的空間。適合表演的空間。

表演藝術是我們課程的重要組成部分，7年級和8年級

開始是核心課程。從9年級起，學生可以選修音樂、舞

蹈、戲劇和音樂劇等選修課，從11年級開始是NCEA課

程的內容。

我們為12年級和13年級的IB學生提供音樂、舞蹈和戲劇

藝術的IB課程。在表演藝術學院，我們鼓勵學生參加音

樂合奏、舞蹈團、音樂劇和聖彼得中學的各種活動，體

驗表演的樂趣和收穫能力的自信。

學生與許多才華橫溢並且擅於啟發的教練和導師合作，

他們引領著音樂、舞蹈和戲劇等課外活動。這些領頭人

都是行業內認可的專業人士，許多人本身就經常參加演

出。他們豐富的實際知識和經驗對我們的學生來說非常

寶貴。這些教練和導師帶來的人脈網絡為學生提供了又

一個層面的學習，並使我們與地區和國家表演藝術項目

建立牢固的聯繫。

我們的藝術課程極具包容性。它既包容喜歡古典的學

生，也包容喜歡當代音樂的學生，和喜歡舞蹈和戲劇的

學生。表演藝術課程融合了傳統方法和高新技術，允許

學生以個人形式或以團體形式在多種場景下學習。它鼓

勵學生們全力以赴成為最好的自己，並努力追求卓越。

從個性化的音樂教學到嘻哈舞蹈課，從莎士比亞音樂節

到音樂戲劇學院，每個人都能找到自己喜歡的東西。

與學校所有領域一樣，我們鼓勵表演藝術課程的學生有

雄心壯志。聖彼得中學提供獨特的表演藝術體驗，無論

是群眾參與還是專業表演，都有明確的途徑。所有這些

表演，都在我們一流的設施中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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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專門建造的馬術中心有出色的訓練和馬匹管理設施

以及專為馬術學院設計的馬術圍場。在學期期間，學生

可以帶一匹馬留在學院。在ESNZ國家系列或更高級別

比賽中參賽的學生，可以向學院主任申請帶第二匹馬來

校，由主任酌情批准。

學院的設施包括學院的設施包括：

· 90米 x 80米表演跳躍的場地，永久性分為三個區

域，分別用於跳躍、跨越網狀障礙物和平地訓練/弓

步

· 70m x 30m盛裝舞步競技場

· 全天候小跑道

· 越野練習區

· 40個露天畜欄

· 4間可上鎖的馬俱室，可容納40名騎手

· 地毯房

馬術馬術
學院學院

· 36個使用加拉格爾（Gallagher）動物管理設備的小

圍場

· 農場騎馬

· 用於馬術教學的馬術教室

· 專業的獸醫、蹄鐵匠、牙醫、飼養和營養服務。

聖彼得的馬術課程旨在幫助學生在以團隊為導向的環境

中製定和實現自己的個人比賽目標。學生將需要積極參

與管理聖彼得的馬術設施，並通過我們的四大支柱項目

為未來積累寶貴的經驗：

騎手培訓騎手培訓

· 馬術

· 社區

· 慈善機構

聖彼得馬術課程的學生在場地障礙賽、盛裝舞步和馬術表演中都達到了世界級、大獎賽和地聖彼得馬術課程的學生在場地障礙賽、盛裝舞步和馬術表演中都達到了世界級、大獎賽和地
區冠軍的水準。區冠軍的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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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新西蘭代表、巡迴賽選手和美國大學獎學金獲得者都通過聖彼得高爾夫學院訓練並畢業。許多新西蘭代表、巡迴賽選手和美國大學獎學金獲得者都通過聖彼得高爾夫學院訓練並畢業。

我們以一種有趣且令人愉悅的方式向您介紹高爾夫運動 

- 從這個運動的各個方面樹立您的信心並提高技能，並

教導良好的體育精神。 

聖彼得中學擁有全國最好的全天候訓練設施，包括有分

析揮桿的專門技術。

你將學習：你將學習：

· 高揮桿的基礎

· 短打的四個要素

· 球場策略

· 高爾夫禮儀

· 高爾夫規則

· 體能鍛煉

高爾夫高爾夫
學院學院

從初學者到高水平的各個級別的球員都可以在這裡從初學者到高水平的各個級別的球員都可以在這裡

學高爾夫：學高爾夫：

· 高爾夫校分隊適合高爾夫新手。學員在教練的

指導下，在一個有趣的環境中學習高爾夫。

· 初級班課程 (Participator Programme) 也是面

向初學者，提高技術和球場策略的各個方面。

學員定期上小組訓練課，加上個人訓練課。

· 提高班課程 (Developer Programme) 面向已具

備基礎技能並有潛力不斷提高的球員。球員定

期上個人訓練課程和接受球場指導。

· 我們的高級班課程 (Performance Programme)

面向渴望成為高爾夫隊代表球員的學生。球

員每週都有個人訓練課程，並廣泛接受球場指

導。

· 我們的精英班課程 (Elite Programme) 是量身定

制的，主要針對具有特定要求、表現特別突出

的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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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車自行車
學院學院

通過使用這裡世界一流的設施和獲得新西蘭自行車隊

（CyclingNZ）的現場指導，您將獲得無與倫比的機會

來學習並精通在公路、賽車道和山地騎行自行車。

自行車騎行適合每個人，無論是初學者還是高水平的自自行車騎行適合每個人，無論是初學者還是高水平的自

行車騎手：行車騎手：

· 7-8年級：介紹在安靜的道路上進行自行車騎行，在

奧林匹克自行車館進行賽車道騎行和山地騎行。

· 我們的山地自行車隊在當地車道上學習技巧。

· 提高隊是一個騎行公路和賽車道的自行車賽隊，將

參加俱樂部比賽、區域性和全國性賽事。車手每週

參加多次培訓課程，獲得高水平的教練指導。車手

可以從 Avantidrome 的訓練和專門的團隊計時賽訓

練中受益。

我們學院課程適合表現突出的公路和賽車道運動員-它強

度更高，更注重基於健身房的力量和身體素質訓練。車

手在 Avantidrome 受訓，參加區域和國家級比賽。

如果您是自行車騎手，或者想嘗試騎自行車，那麼聖彼得是最好的自行車學校。我們的如果您是自行車騎手，或者想嘗試騎自行車，那麼聖彼得是最好的自行車學校。我們的
自行車學院就坐落在國家卓越自行車中心  自行車學院就坐落在國家卓越自行車中心  (National Cycling Centre of Excellence) - (National Cycling Centre of Excellence) - 
AvantidromeAvantidrome  的附近。的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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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力以赴、自我激勵和雄心壯志是我們團隊的文化。這

就是使聖彼得成為新西蘭頂級賽艇學校之一的原因，它

培養了很多國家隊代表並經常贏得學校賽艇比賽的全國

冠軍。所以，如果這就是激勵你的原因，為什麼不註冊

呢？

賽艇課程適合每一個人，無論是初學者還是高水平賽艇

手：

· 7年級和8年級的賽艇課程，教授賽艇的基礎知識。

· 第9至12年級的第一學期提供賽艇學習課程。在9年

級體育課中，您可以參加課程，在體育館和水上培

養一些基本技能。

· 低年級新手組適合15歲以下和16歲以下年齡段的新

賽艇手，提高基本技術和身體素質。

驕人的成功記錄、在新西蘭賽艇隊驕人的成功記錄、在新西蘭賽艇隊(Rowing NZ)(Rowing NZ)的訓練基地進行訓練以及為培養人才而量身定的訓練基地進行訓練以及為培養人才而量身定
制的課程，這些都是在聖彼得中學參加賽艇運動的吸引力。制的課程，這些都是在聖彼得中學參加賽艇運動的吸引力。

賽艇賽艇
學院學院

· 提高班/高年級組適合有經驗的16歲以下的賽艇手和

17/18歲以下年齡段的新手。我們專注於提高賽艇技

術、身體素質和力量，同時發展團隊文化。

· 高級班/高年級組適用於經驗豐富的17歲/18歲以下賽

艇手。我們將繼續精進技術技能，並引入基於健身

房的力量訓練。表現突出的賽艇運動員還將通過劃

小船積累經驗。這個團隊將參加地區和國家帆船比

賽，運動員可以通過選拔成為代表隊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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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年級年級 10 年級年級 11 年級年級

英語英語 英語英語 NCEA 1級級

數學數學 數學數學

數學數學 NCEA 1 級級

英語英語
高等英語高等英語
媒體學媒體學

科學科學
農業和園藝農業和園藝

科學科學
A農業和園藝農業和園藝

農業和園藝農業和園藝
数学与统计数学与统计

社會研究社會研究 社會研究社會研究 科學 科學 
農業和園藝科學（認證）農業和園藝科學（認證）
農業和園藝科學（內部）農業和園藝科學（內部）
生物學 生物學 
高等生物學 高等生物學 
化學 化學 
高等化學 高等化學 
物理 物理 
高等物理高等物理

企業學企業學 商業學商業學 地理地理
歷史歷史

可選二外課程：可選二外課程：
中文中文
法語法語
日語日語
西班牙語西班牙語
毛利語毛利語

可選二外課程：可選二外課程：
中文中文
法語法語
日語日語
西班牙語西班牙語
毛利語毛利語

會計會計
商學商學
商業商業
經濟學經濟學

英語作為一門附加語言 英語作為一門附加語言 (EAL)(EAL) 英語作為一門附加語言 英語作為一門附加語言 (EAL)(EAL) 中文中文
法語法語
日語日語
西班牙語西班牙語
毛利語毛利語

藝術藝術 藝術藝術

舞蹈舞蹈
戲劇戲劇
音樂音樂
音樂劇音樂劇

舞蹈舞蹈
戲劇戲劇
音樂音樂

英語作為一門附加語言 英語作為一門附加語言 (EAL)(EAL)

設計與視覺傳媒 設計與視覺傳媒 
數字技術-計算機研究 數字技術-計算機研究 
服裝設計 服裝設計 
食品和營養 食品和營養 
技術-木材產品設計 技術-木材產品設計 
技術-金屬產品設計技術-金屬產品設計

設計與視覺傳媒 設計與視覺傳媒 
數字技術-計算機研究 數字技術-計算機研究 
服裝設計 服裝設計 
食品和營養 食品和營養 
技術-木材產品設計 技術-木材產品設計 
技術-金屬產品設計技術-金屬產品設計

體育與健康體育與健康
馬術馬術

普通體育學院普通體育學院
少年體育學院少年體育學院

體育與健康體育與健康
馬術馬術

普通體育學院普通體育學院
少年體育學院少年體育學院

宗教教育宗教教育 宗教教育宗教教育

我們提供廣泛的課程，以滿足學生的不同需求和興趣。我們提供廣泛的課程，以滿足學生的不同需求和興趣。

目前提供的目前提供的
學術科目學術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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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年級年級 13 年級年級 IB 課程課程

NCEA 2 級級 NCEA 3 級級
(NZQA 獎學金獎學金)

Year 12 and 13
IB Diploma

(NZQA Scholarship)
英語英語
高等英語高等英語
媒體學媒體學

英語 - 文學英語 - 文學
英語 - 視覺英語 - 視覺
媒體學媒體學

第一組： 第一組： 
語言和文學語言和文學AA  
英語文學英語文學AA  
學校支持的自學母語文學學校支持的自學母語文學

數學-微積分數學-微積分
數學-統計數學-統計
數學-數學與金融數學-數學與金融

數學-微積分數學-微積分
數學-統計數學-統計
數學-內部統計數學-內部統計

第2組：第2組：
語言習得語言習得
法語法語BB
日語日語BB
西班牙語初學者西班牙語初學者
西班牙語西班牙語BB
中文中文BB

農業和園藝科學農業和園藝科學
生物學生物學
化學化學
物理物理

農業和園藝科學農業和園藝科學
生物學生物學
化學化學
物理物理

第三組：第三組：
個人和社會個人和社會
商業管理商業管理
經濟學經濟學
地理地理
歷史歷史

古典學古典學
地理地理
歷史歷史

旅遊學旅遊學

古典學古典學
地理地理
歷史 歷史 

旅遊學旅遊學

第第44組：組：
實驗科學實驗科學
生物學生物學
化學化學
物理物理
計算機科學計算機科學

農業綜合企業農業綜合企業
會計會計
商學商學
經濟學經濟學

會計會計
農業綜合企業農業綜合企業
商業管理商業管理
商業與創業學商業與創業學
經濟學經濟學

第第55組：組：
數學數學
分析與方法分析與方法
應用與解釋應用與解釋

中文中文
法語法語
日語日語
毛利語毛利語

法語法語
日語日語
毛利語毛利語

第第66組：組：
藝術*藝術*
舞蹈舞蹈
電影學電影學
音樂音樂
戲劇藝術戲劇藝術
視覺藝術視覺藝術

跨學科課程跨學科課程
環境系統與社會環境系統與社會

英語作為一門附加語言 (英語作為一門附加語言 (EALEAL)) 英語作為一門附加語言 (英語作為一門附加語言 (EALEAL)) 核心要求 核心要求 
此外，所有IB學生都必須完成：此外，所有IB學生都必須完成：
· 知識理論· 知識理論
· 拓展論文· 拓展論文
·  創意、活動、服務（·  創意、活動、服務（CASCAS））

根
據

學
生

選
擇

N
C

E
A

或
IB

課
程

的
情

況
而

定

學術科目學術科目
接上頁接上頁

高年級學生可選擇兩種途徑之一：高年級學生可選擇兩種途徑之一：NCEANCEA或或IBIB文憑。文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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