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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你来西湖 
女子中学学习
在西湖女子中学学习的国际学生使学校生活充满活
力，丰富多彩，这是本校的基本办学原则。作为国际
团队主管，我为自己是国际团队一份子并认识那么多
来自世界各地的优秀学生而感到自豪。

看到国际学生怀揣梦想到本校开始新的学习生活，并协
助他们把梦想变成现实，实乃荣幸之至。无论他们来本
校插进9年级学习还是只完成高年级学习，看到他们在学
业和社交方面茁壮成长都会让你感到很高兴。

我们喜欢听学生的成功故事 — 无论是进入知名大学继续
深造，还是实现个人目标。作为西湖女子中学大家庭的一
份子，本校国际学生取得的优异成绩让我们倍感自豪。

国际团队是专门帮助国际学生的小组，团队成员来自世界
各地，各自有独特的文化背景，共同让国际学生感到本校
是欢迎他们的，随时给他们提供相应的支持。我们提供全
天候紧急电话支持，所以国际学生随时可以联系某个人。

国际学生主任Jenny Young夫人确保国际学生在学业上不
会迷失方向。但是，我们知道学习成绩只是衡量学生海
外留学的一个指标。我们有专职人员负责学生关怀及其
身心健康，包括Lotta Strachan夫人，她负责学生关怀、

考勤和寄宿家庭支持。Shona Batty小姐是我们的寄宿协
调员，在Owen夫人的协助下管理与其家长指定的寄宿家
庭一起生活的学生。

Lilly Lee夫人给中国学生提供母语支持，Sam Hee Moon夫
人给韩国学生提供母语支持，Prapatsara Limpapath夫人
负责给泰国学生提供母语支持。此外，所有国际学生在校
学习期间可以向Siew Lee Foo夫人寻求保密指导和支持。

每个团队成员采用任何可能的方式专职协助国际学生 — 
无论是协助他们在高中阶段的学习还是在寄宿家庭里生
活得舒适。

我们非常高兴认识来自新西兰或世界各地的你或你的学
生。

Lyn Swan

国际学生主管 



地点
西湖女子中学是一所国立女子中学，坐落在奥克兰市北岸，约有2,200名学
生。学校毗邻熙熙攘攘的购物中心和海滩，距奥克兰大学和其他大学所在的
市中心只有15分钟公交车程。学校旁边有公交车站。

新西兰统计数据
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发表的国际学生评估项目指数
(Pisa Index)，新西兰在数学、科学、英语和身心健康方面名列前茅

470万人口

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表的美好生活指数(Better Life Index)，名列
全球生活条件和生活质量最好的国家之列

学业课程
西湖女子中学开设NCEA课程，为学生进入大学深造做好准备。

西湖女子中学的学业、音乐和体育表现突出，在国内外得到广泛认可。

除了学业课程，我们还针对那些希望拓展个人能力的国际学生开设其他很多
兴趣课程：酒店管理、旅游、传媒、育儿和户外教育。

设施
学校安装了现代化的音像互动设施，所有教室都有高速互联网连接。学生
利用计算机进行学习，给家人发电子邮件。图书馆每天上午8:00至下午5:00
开放，学校放假期间也安排特定的开放时间。教室和学习区很现代，设施
齐全，室外活动场地风景如画。学校设有学生食堂，供应各式冷热营养餐。



体育
西湖女子中学是新西兰的体育强校之一，我们承诺秉承
体育精英精神。我们鼓励西湖女子中学的所有学生在校
期间积极参与学校体育活动。我们开设30多种从田径到
帆船在内的体育课，让有志于向运动员方向发展的学生
有机会发挥自己的潜力，让其他学生在社交或初学者层
面参与进来。

划船

30多年来，西湖女子中学取得了令划船界羡慕的骄人成
绩。我们的船队在地区和全国性的新西兰锦标赛上取得
了优异成绩。我们在各种比赛中获得了很多金牌、银牌
和铜牌。

网球

西湖女子中学开设从初学者到竞技水平不等的网球课程。
综合辅导课程充分利用校内一流的室内网球场进行练习。
西湖女子中学超级网球队连续四年荣获新西兰中学网球
比赛冠军。

排球

我们开设低年级和高年级排球课程，球队在全国性比赛
中取得了好成绩。我们荣获了新西兰中学排球锦标赛冠
军，队员曾代表新西兰参加国际比赛。

体育设施

大洋洲最大的人工草坪体育设施包括曲棍球场、足球场、
板球场、网球场和篮网球场。

曲棍球场是新西兰第一个采用伦敦奥运会（曲棍球场）
使用的蓝色聚酯草坪的曲棍球场。新西兰专用足球场达
到FIFA 2星标准（体育界的最高标准）。

室内综合体育设施有六个网球场和四个篮网球场，球场
安装了泛光灯，晚上也可以使用。

音乐
本校备受好评的音乐部通常与西湖男子中学合作，使学
生有机会学习或演奏自己喜爱的各种乐器，可以参加多
次获奖的合唱团演唱。西湖女子中学在一年一度的中学
音乐节上获得了无数次金奖。

户外教育课程
西湖女子中学户外教育课程为学生创造令人激动的户外
体验，使他们具备日后从事户外活动所需的生存技能，
包括丛林生存技能、徒步旅行、攀岩、去鲁阿佩胡火山
过吊索桥、一日双板滑雪/单板滑雪和其他有趣的活动。



为学生提供的其他支持
我们为国际学生提供：

•	 专业语言帮助

•	 新生介绍和长期支持 

•	 中文顾问

•	 朝鲜语顾问

•	 母语支持（法语、德语、印地语、日语、朝鲜语、印
度尼西亚语、马来西亚语、中文普通话、俄语、西班
牙语和泰语）

•	 安全周到的寄宿家庭

•	 学生签证网上延期服务

•	 24小时紧急电话联系

住宿
学校要求所有学生居住在学校认可的寄宿家庭里。西湖
女子中学配备经验丰富的寄宿协调员检查并核准所有寄
宿家庭（我们还配备经验丰富的专职监护人支持人员给
学生家长指定的寄宿家庭提供支持）。

保险
根据教育部制定的2016版（国际学生关怀）准则规定的
要求，国际学生必须购买医疗和旅游保险。学校可以代
学生安排保险事宜。

网上申请签证延期
新生入学后，国际部可以代学生在网上申请签证延期。

身心健康
国际学生身心健康受国际学生主管和国际学生照护员工的
监督。西湖女子中学签署了教育部制定的2016版（国际
学生关怀）准则，视国际学生的身心健康为头等大事。
学校距北岸医院(North Shore Hospital)和Shorecare医
疗中心(Shorecare Medical Centre)很近，校内配有一名
注册学校护士。

职业建议
职业顾问可以为学生提供最新职业信息和大学入学信息。

其他信息
可以访问学校网站详细了解西湖女子中学：  
www.westlakegirls.school.nz

电子邮件：international@westlakegirls.school.nz



升学路径
9年级

涵盖所有8个学习科目，课程表宽泛
且均衡。所有学生都要学习下列核
心科目：

•	 英语
•	 数学
•	 体育/健康
•	 科学
•	 社会学

学生还要选择选修课：

•	 艺术 
•	 环太平洋艺术和音乐

•	 公共新闻
•	 舞蹈
•	 戏剧
•	 企业和广告
•	 全球发展
•	 设计入门
•	 金钱、财富和幸福
•	 音乐
•	 语言

 – 法语

 – 德语

 – 日语

 – 中文

 – 西班牙语

 – 毛利语

•	 表演艺术
•	 技术

 – 设计和视觉传播

 – 数字设计

 – 数字技术

 – 食品

 – 纺织

 – 高硬度材料

•	 视觉艺术

10年级

所有学生都要学习下列核心科目：

•	 英语
•	 数学
•	 社会学
•	 科学
•	 体育/健康

学生可以选择3门为期一年的选修
课：

•	 艺术设计
•	 环太平洋艺术和音乐

•	 商学
•	 舞蹈
•	 戏剧
•	 语言：

 – 中文

 – 法语

 – 德语

 – 日语

 – 西班牙语

 – 毛利语

•	 传媒

•	 当代音乐
•	 音乐拓展
•	 技术

 – 设计和视觉传播

 – 数字设计 

 – 数字技术

 – 食品

 – 纺织

 – 高硬度材料

•	 视觉艺术

11年级

所有学生必须选择英语、数学和科
学。他们可以选择3门其他选修课： 

•	 会计
•	 艺术设计
•	 商学
•	 中文
•	 舞蹈
•	 设计和视觉传播
•	 数字技术

•	 戏剧
•	 经济学
•	 纺织技术
•	 食品技术
•	 法语
•	 地理学
•	 德语
•	 高硬度材料技术
•	 健康

•	 历史
•	 日语
•	 音乐
•	 当代音乐
•	 体育
•	 社会学
•	 西班牙语
•	 毛利语
•	 视觉艺术



12年级

所有学生必须选择英语和5门其他选
修课：

•	 会计
•	 会计 — 入门
•	 艺术 — 设计
•	 艺术 — 发展史 
•	 艺术 — 摄影
•	 艺术 — 视觉
•	 生物学
•	 商学
•	 化学
•	 育儿
•	 中文
•	 古典文学

•	 舞蹈
•	 设计和视觉传播
•	 数字技术
•	 戏剧
•	 地球空间科学
•	 经济学
•	 纺织技术
•	 服装设计
•	 财务管理
•	 食品技术
•	 法语
•	 地理学
•	 德语
•	 高硬度材料技术
•	 健康

•	 历史
•	 酒店管理
•	 日语
•	 数学和微积分
•	 数学和统计学
•	 传媒
•	 当代音乐
•	 音乐拓展
•	 户外教育
•	 体育
•	 物理学
•	 社会学
•	 西班牙语
•	 毛利语

•	 旅游管理

13年级

所有学生必须选择5门选修课：

•	 会计
•	 艺术 — 设计
•	 艺术 — 发展史
•	 艺术 — 油画
•	 艺术 — 摄影
•	 艺术 — 版画
•	 艺术 — 雕塑
•	 生物学
•	 商学
•	 微积分
•	 化学
•	 中文
•	 古典文学

•	 舞蹈
•	 设计和视觉传播
•	 数字技术
•	 戏剧
•	 经济学
•	 英语
•	 视觉英语
•	 纺织技术
•	 食品技术
•	 法语
•	 地理学
•	 德语
•	 高硬度材料技术
•	 健康
•	 历史

•	 日语
•	 数学
•	 传媒
•	 当代音乐
•	 音乐拓展
•	 户外教育
•	 体育
•	 终生体育
•	 物理学
•	 实用统计学
•	 社会学
•	 西班牙语 
•	 统计学
•	 毛利语
•	 旅游管理



国际学生学长
2013年，西湖女子中学引入学院制，每个学生分属于五
个以当地地区命名的学院之一。学院颜色 — 黑色、金
色、红色、蓝色和绿色 — 与奥林匹克运动会五环会徽
的颜色相同，旨在鼓励学生追求卓越，并与每个学院的
名称相关。

学院制给高年级学生提供领导机会，让所有学生意识到
自己分属于校内的一个小团体。学院之间全年举办各种
比赛，每个学院选择一个本学院要支持的慈善活动。

每个学院设有一名院长，一名学习学长，一名艺术学长，
一名文化学长、一名环保学长、一名国际学生学长、一
名风纪学长，一名体育和身心健康学长、一名负责监督
低年级的低年级学长。

国际学生学长从在校国际学生中选拔。他们先获得学长
提名，然后由本校学生投票选出。在组织和宣传国际主
题活动、支持其他国际学生并倡导组建国际学生团体方
面，国际学生学长发挥着重要作用。

教育督导署报告
教育督导署(ERO)定期对每所学校进行独立审核。本校最
近一次的审核评语如下：

“就教学成绩和年轻女性成长发育而言，西湖女子中学
是一所高水平学校。学校开设很多内容丰富的教育课程
和体验活动。”

“该校目标明确，希望办成一所首屈一指的女校。该校
对教学成绩期望很高，并关心学生身心健康，这是该校
的文化和传统。学生称他们对学校有强烈的归属感并为
此感到自豪，他们欣赏学校的包容和支持文化传统。”

“教师不断让学生参与有助于创新学习的课程，同时取
得各种资质。

* 十分制分数为10的学校学生来自社会经济高度发展家庭
的比例最高。十分制分数为1的学校学生来自社会经济欠
发展家庭的比例最高。



2017年学习成绩
NCEA 西湖女子中学 全国平均值

1级 87.3% 84.2%

良好 46.7% 35.6%
优秀 34.2% 20.1%
2级 93.8% 88.7%
良好 48.8% 27.1%
优秀 22.2% 16.0%
3级 92.9% 82.4%
良好 42.2% 27.1%
优秀 21.5% 15.6%
大学入学 83.4% 59.9%

注意：1级学生学习6个科目，包括英语、数学和科学。2级学生学习
英语和5门其他选修课。3级学生学习5门选修课。

毕业生去向
2017年13年级共有约400名毕业生。每年的绝大多数毕业
生都进入新西兰和海外知名大学继续深造。

本校近期毕业的学生进入了下列大学继续深造

新西兰

奥克兰理工大学(AUT) 坎特伯雷大学
林肯大学 奥塔哥大学

梅西大学 怀卡托大学

奥克兰大学 惠灵顿维多利亚大学
国际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 休斯顿大学
加利福尼亚艺术学院 迈阿密大学
韩国梨花女子大学 新南威尔士大学
福特汉姆大学 北科罗拉多大学
慕尼黑大学 昆士兰大学
加拿大麦吉尔大学 南加利福尼亚大学
俄亥俄迈阿密大学 悉尼大学
莫纳什大学 西澳大利亚大学
纽约大学迪拜分校 弗吉尼亚威廉玛丽学院
普林斯顿大学 耶鲁大学
布里斯托大学 韩国延世大学 



学生反馈
MIKU — 日本

我刚到西湖女子中学时英语不好，但从那以后
进步很大。我喜欢那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朋
友，我可以在交谈过程中了解他们的文化。我
将在西湖女子中学学习三年后毕业。我会想念
寄宿家庭，我喜欢跟他们用英语交谈。

离家之后我变得更独立了，加深了对自己的了
解。我变成了更加积极主动的人。

由于英语不好，我在学习生物学时遇到了困
难，我对这件事终生难忘。寄宿家庭女主人鼓
励我，她说我的英语水平每天都在进步。她宽
慰我，让我再次树立自信心。她作为我的寄宿
家庭的女主人，我真的很感谢她。

MARIE — 德国

我最喜欢西湖女子中学的地方是我有很多机会
尝试很多不同的事物，例如体育活动，可以选
择我喜欢的科目。我喜欢在校园里打曲棍球和
网球，也喜欢这里的气候。

我还喜欢学校里的人。教师风趣幽默，态度和
蔼，课堂教学充满趣味。如果你遇到问题向国
际部求援，他们会尽快帮助你解决问题。

来这里之后，我看学校和人的角度都变了。我
现在跟人交流非常轻松，我知道如果你有好老
师和好同学，上学真的很有趣。

在这里打曲棍球很有意思，我对这件事终生难
忘。我一直尝试让我在新西兰度过的每一天都
是特别的日子。我在这里度过的时光无以伦
比，有机会在这里求学是一件很特别的事情。

SIRATIKA — 泰国

我最喜欢西湖女子中学的地方是这里的教师，
她们始终对我很好，如果我不理解某个东西，
她们乐于回答我的问题。

我在西湖女子中学学到很多东西，有一些很美
好的经历。我远离家人，责任心强了，人也变
得更积极主动了。

过去两年来，学校给我留下了很多美好回忆。
新西兰拥有全世界最美的自然风光，我喜欢在
全国各地旅游。了解另一种文化一直是一件很
美好的事情，这里的人真的很友善。但在西湖
女子中学求学期间，教师和朋友最重要。毕业
回到泰国之后，我会想念他们的。

YIMAN — 中国

我已经在西湖女子中学学习了三年。我想最好
的事情是我们可以选择自己想学的科目，所以
我们对这些科目始终都有浓厚的学习兴趣。

刚到新西兰下飞机时，所有东西对我而言都是
陌生的，我当时有点紧张。在机场出站口，我
看到西湖女子中学的教师手里举着一张写有我
名字的纸在等我。那是早晨六点钟，看到她来
接我心里非常高兴。虽然我的英语不太好，但
她一直在跟我说话。在那之后，我再也不紧张
了。

我刚到西湖女子中学时有点腼腆，但现在我有
很多朋友。同学和教师乐于助人，我感到轻松
快乐。

我非常喜欢在新西兰的生活。我们放学时间比
中国学校早，所以我放学后有时间从事体育活
动，也可以做其他有趣的事情。新西兰是一个
很干净的美丽国家，空气清新，海水清澈。我
常常与朋友一起步行去海边。这是一个非常友
善的国家，当你遇到问题时，每个人都乐于帮
助你，例如当我不知道如何去超市时，在路上
跑步锻炼身体的人会停下来告诉我怎么走。我
真的很喜欢新西兰，喜欢在这里学习和生活。



如何申请
1. 最简单的办法是网上申请。

访问www.wghs.enrol.school.nz申请。

或者

2. 给学校邮寄填写好的报名表、签好名的学费合同/
文件申请。附上一份最新成绩单和一份护照姓名
页复印件。

3. 学生一旦被录取，学校就给学生发出一封录取通知
书，通知书上注明课程开始日期、课程持续时间、
学费安排和付费日期。

4. 在截止日期之前向学校支付学费。

5. 学校给学生寄出付费收据和录取通知书，学生向
新西兰大使馆出示付费收据和录取通知书申请学
生签证。

6. 学校寄宿协调员将致信学生，详细说明住宿要求。
学校要求不与父母同住的学生居住在学校认可的寄
宿家庭里。学校将告知家长/学生需要准备的东西。

7. 所有国际学生必须购买医疗和旅游保险。如果学生
要求，学校可以代学生安排向新西兰保险公司购买
保险事宜。

8. 学生告知学校抵达时间，学校可以在必要时到机场
接机，并向学生介绍寄宿家庭的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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