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際學生資訊
 紐西蘭 
西湖女子中學



歡迎你來西湖女
子中學學習
在西湖女子中學學習的國際學生使學校生活充滿活
力，豐富多彩，這是本校的基本辦學原則。作為國際
團隊主任，我為自己是國際團隊一份子並認識那麼多
來自世界各地的優秀學生而感到自豪。

看到國際學生帶著夢想到本校開始新的學習生活，並協
助他們把夢想變成現實，實乃榮幸之至。無論他們來本
校進入9年級學習還是只完成高年級學習，看到他們在學
業和社交方面茁壯成長都會讓你感到很高興。

我們喜歡聽學生的成功故事 — 無論是進入知名大學繼續
學習，還是實現個人目標。作為西湖女子中學大家庭的一
份子，本校國際學生取得的優異成績讓我們倍感自豪。

國際團隊是專門幫助國際學生的小組，團隊成員來自世界
各地，各自有獨特的文化背景，共同讓國際學生感到本校
是歡迎他們的，隨時給他們提供相應的支援。我們提供全
天候緊急電話支援，所以國際學生隨時可以聯絡某個人。

國際學生主任Jenny Young夫人確保國際學生在學業上不
會迷失方向。但是，我們知道學習成績只是衡量學生海
外留學的一個指標。我們有專職人員負責學生關懷及其
身心健康，包括Lotta Strachan夫人，她負責學生關懷、

考勤和寄宿家庭支援。Shona Batty小姐是我們的寄宿協
調員，在Owen夫人的協助下管理與其家長指定的寄宿家
庭一起生活的學生。

Lilly Lee夫人給中國學生提供母語支援，Sam Hee Moon夫
人給韓國學生提供母語支援，Prapatsara Limpapath夫人
負責給泰國學生提供母語支援。此外，所有國際學生在校
學習期間可以向Siew Lee Foo夫人尋求保密指導和支援。

每個團隊成員採用任何可能的方式專職協助國際學生 — 
無論是協助他們在高中階段的學習還是在寄宿家庭裡生
活得舒適。

我們非常高興認識來自紐西蘭或世界各地的你或你的學
生。

Lyn Swan

國際學生主任 



地點
西湖女子中學是一所國立女子中學，坐落在奧克蘭市北岸，約有2,200名學
生。學校毗鄰熙熙攘攘的購物中心和海灘，距奧克蘭大學和其他大學所在的
市中心只有15分鐘公車程。學校旁邊有公車站。

紐西蘭統計資料
根據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發表的國際學生評估計畫指數
(Pisa Index)，紐西蘭在數學、科學、英語和身心健康方面名列前茅

470萬人口

根據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發表的美好生活指數(Better Life Index)，名列
全球生活條件和生活品質最好的國家之列

學業課程
西湖女子中學開設NCEA課程，為學生進入大學深造做好準備。

西湖女子中學的學業、音樂和體育表現突出，在國內外得到廣泛認可。

除了學業課程，我們還針對那些希望拓展個人能力的國際學生開設其他很多
興趣課程：酒店管理、旅遊、傳媒、育兒和戶外教育。

設施
學校安裝了現代化的音像互動設施，所有教室都有高速互聯網連結。學生利
用電腦進行學習，給家人發電子郵件。圖書館每天上午8:00至下午5:00開放，
學校放假期間也安排特定的開放時間。教室和學習區很現代，設施齊全，室
外活動場地風景如畫。學校設有學生食堂，供應各式冷熱營養餐。



體育
西湖女子中學是紐西蘭的體育強校之一，我們承諾秉承
體育精英精神。我們鼓勵西湖女子中學的所有學生在校
期間積極參與學校體育活動。我們開設30多種從田徑到
帆船在內的體育課，讓有志于向運動員方向發展的學生
有機會發揮自己的潛力，讓其他學生在社交或初學者層
面參與進來。

划船

30多年來，西湖女子中學取得了令划船界羡慕的驕人成
績。我們的船隊在地區和全國性的紐西蘭錦標賽上取得
了優異成績。我們在各種比賽中獲得了很多金牌、銀牌
和銅牌。

網球

西湖女子中學開設從初學者到競技水準不等的網球課程。
綜合輔導課程充分利用校內一流的室內網球場進行練習。
西湖女子中學超級網球隊連續四年榮獲紐西蘭中學網球
比賽冠軍。

排球

我們開設低年級和高年級排球課程，球隊在全國性比賽
中取得了好成績。我們榮獲了紐西蘭中學排球錦標賽冠
軍，隊員曾代表紐西蘭參加國際比賽。

體育設施

大洋洲最大的人工草坪體育設施包括曲棍球場、足球場、
板球場、網球場和籃網球場。

曲棍球場是紐西蘭第一個採用倫敦奧運會（曲棍球場）
使用的藍色聚酯草坪的曲棍球場。紐西蘭專用足球場達
到FIFA 2星標準（體育界的最高標準）。

室內綜合體育設施有六個網球場和四個籃網球場，球場
安裝了泛光燈，晚上也可以使用。

音樂
本校備受好評的音樂部通常與西湖男子中學合作，使學
生有機會學習或演奏自己喜愛的各種樂器，可以參加多
次獲獎的合唱團演唱。西湖女子中學在一年一度的中學
音樂節上獲得了無數次金獎。

戶外教育課程
西湖女子中學戶外教育課程為學生創造令人激動的戶外
體驗，使他們具備日後從事戶外活動所需的生存技能，
包括叢林生存技能、徒步旅行、攀岩、去魯阿佩胡火山
過吊索橋、一日雙板滑雪/單板滑雪和其他有趣的活動。



為學生提供的其他支援
我們為國際學生提供：

•	 專業語言幫助

•	 新生介紹和長期支援 

•	 中文顧問

•	 朝鮮語顧問

•	 母語支援（法語、德語、印地語、日語、朝鮮語、印尼
語、馬來西亞語、中文國語、俄語、西班牙語和泰語）

•	 安全周到的家庭寄宿

•	 學生簽證網上延期服務

•	 24小時緊急電話聯絡

住宿
學校要求所有學生居住在學校認可的寄宿家庭裡。西湖
女子中學配備經驗豐富的寄宿協調員檢查並核准所有寄
宿家庭（我們還配備經驗豐富的專職監護人支援人員給
學生家長指定的寄宿家庭提供支援）。

保險
根據教育部制定的2016版（國際學生關懷）準則規定的
要求，國際學生必須購買醫療和旅遊保險。學校可以代
學生安排保險事宜。

網上申請簽證延期
新生入學後，國際部可以代學生在網上申請簽證延期。

身心健康
國際學生身心健康受國際學生主任和國際學生照護員工的
監督。西湖女子中學簽署了教育部制定的2016版（國際
學生關懷）準則，視國際學生的身心健康為頭等大事。
學校距北岸醫院(North Shore Hospital)和Shorecare醫
療中心(Shorecare Medical Centre)很近，校內配有一名
註冊學校護士。

職業建議
職業顧問可以為學生提供最新職業資訊和大學入學資
訊。

其他資訊
可以瀏覽學校網站詳細瞭解西湖女子中學：  
www.westlakegirls.school.nz

電子郵件：international@westlakegirls.school.nz



升學路徑
9年級

涵蓋所有8個學習科目，課程表寬泛
且均衡。所有學生都要學習下列核
心科目：

•	 英語
•	 數學
•	 體育/健康
•	 科學
•	 社會學

學生還要選擇選修課：

•	 藝術 
•	 環太平洋藝術和音樂

•	 公共新聞
•	 舞蹈
•	 戲劇
•	 企業和廣告
•	 全球發展
•	 設計入門
•	 金錢、財富和幸福
•	 音樂
•	 語言

 –法語

 –德語

 –日語

 –中文

 –西班牙語

 –毛利語

•	 表演藝術
•	 技術

 –設計和視覺傳播

 –數位設計

 –數位技術

 –食品

 –紡織

 –高硬度材料

•	 視覺藝術

10年級

所有學生都要學習下列核心科目：

•	 英語
•	 數學
•	 社會學
•	 科學
•	 體育/健康

學生可以選擇3門為期一年的選修
課：

•	 藝術設計
•	 環太平洋藝術和音樂

•	 商學
•	 舞蹈
•	 戲劇
•	 語言：

 –中文

 –法語

 –德語

 –日語

 –西班牙語

 –毛利語

•	 傳媒

•	 當代音樂
•	 音樂拓展
•	 技術

 –設計和視覺傳播

 –數位設計 

 –數位技術

 –食品

 –紡織

 –高硬度材料

•	 視覺藝術

11年級

所有學生必須選擇英語、數學和科
學。他們可以選擇3門其他選修課： 

•	 會計
•	 藝術設計
•	 商學
•	 中文
•	 舞蹈
•	 設計和視覺傳播
•	 數位技術

•	 戲劇
•	 經濟學
•	 紡織技術
•	 食品技術
•	 法語
•	 地理學
•	 德語
•	 高硬度材料技術
•	 健康
•	 歷史

•	 日語
•	 音樂
•	 當代音樂
•	 體育
•	 社會學
•	 西班牙語
•	 毛利語

•	 視覺藝術



12年級

所有學生必須選擇英語和5門其他選
修課：

•	 會計
•	 會計 — 入門
•	 藝術 — 設計
•	 藝術 — 發展史 
•	 藝術 — 攝影
•	 藝術 — 視覺
•	 生物學
•	 商學
•	 化學
•	 育兒
•	 中文
•	 古典文學

•	 舞蹈
•	 設計和視覺傳播
•	 數位技術
•	 戲劇
•	 地球空間科學
•	 經濟學
•	 紡織技術
•	 服裝設計
•	 財務管理
•	 食品技術
•	 法語
•	 地理學
•	 德語
•	 高硬度材料技術
•	 健康

•	 歷史
•	 酒店管理
•	 日語
•	 數學和微積分
•	 數學和統計學
•	 傳媒
•	 當代音樂
•	 音樂拓展
•	 戶外教育
•	 體育
•	 物理學
•	 社會學
•	 西班牙語
•	 毛利語
•	 旅遊管理

13年級

所有學生必須選擇5門選修課：

•	 會計
•	 藝術 — 設計
•	 藝術 — 發展史
•	 藝術 — 油畫
•	 藝術 — 攝影
•	 藝術 — 版畫
•	 藝術 — 雕塑
•	 生物學
•	 商學
•	 微積分
•	 化學
•	 中文
•	 古典文學
•	 舞蹈

•	 設計和視覺傳播
•	 數位技術
•	 戲劇
•	 經濟學
•	 英語
•	 視覺英語
•	 紡織技術
•	 食品技術
•	 法語
•	 地理學
•	 德語
•	 高硬度材料技術
•	 健康
•	 歷史
•	 日語

•	 數學
•	 傳媒
•	 當代音樂
•	 音樂拓展
•	 戶外教育
•	 體育
•	 終生體育
•	 物理學
•	 實用統計學
•	 社會學
•	 西班牙語 
•	 統計學
•	 毛利語
•	 旅遊管理



國際學生學長
2013年，西湖女子中學引入學院制，每個學生分屬於五
個以當地地區命名的學院之一。學院顏色 — 黑色、金
色、紅色、藍色和綠色 — 與奧林匹克運動會五環會徽
的顏色相同，旨在鼓勵學生追求卓越，並與每個學院的
名稱相關。

學院制給高年級學生提供領導機會，讓所有學生意識到
自己分屬於校內的一個小團體。學院之間全年舉辦各種
比賽，每個學院選擇一個本學院要支援的慈善活動。

每個學院設有一名院長，一名學習學長，一名藝術學長，
一名文化學長、一名環保學長、一名國際學生學長、一
名風紀學長，一名體育和身心健康學長、一名負責監督
低年級的低年級學長。

國際學生學長在校國際學生中選拔。他們先獲得學長提
名，然後由本校學生投票選出。在組織和宣傳國際主題
活動、支援其他國際學生並倡導組建國際學生團體方面，
國際學生學長發揮著重要作用。

教育督導署報告
教育督導署(ERO)定期對每所學校進行獨立審核。本校
最近一次的審核評語如下：

“就教學成績和年輕女性成長發育而言，西湖女子中學
是一所高水準學校。學校開設很多內容豐富的教育課程
和體驗活動。”

“該校目標明確，希望辦成一所首屈一指的女校。該校
對教學成績期望很高，並關心學生身心健康，這是該校
的文化和傳統。學生稱他們對學校有強烈的歸屬感並為
此感到自豪，他們欣賞學校的包容和支援文化傳統。”

“教師不斷讓學生參與有助於創新學習的課程，同時取
得各種資質。

* 十分制分數為10的學校學生來自社會經濟高度發展家庭
的比例最高。十分制分數為1的學校學生來自社會經濟欠
發展家庭的比例最高。



2017年學習成績
NCEA 西湖女子中學 全國平均值

1級 87.3% 84.2%

良好 46.7% 35.6%
優秀 34.2% 20.1%
2級 93.8% 88.7%
良好 48.8% 27.1%
優秀 22.2% 16.0%
3級 92.9% 82.4%
良好 42.2% 27.1%
優秀 21.5% 15.6%
大學入學 83.4% 59.9%

注意：1級學生學習6個科目，包括英語、數學和科學。2級學生學習
英語和5門其他選修課。3級學生學習5門選修課。

畢業生去向
2017年13年級共有約400名畢業生。每年的絕大多數畢業
生都進入紐西蘭和海外知名大學繼續學習。

本校近期畢業的學生進入了下列大學繼續學習

紐西蘭

奧克蘭理工大學(AUT) 坎特伯雷大學
林肯大學 奧塔哥大學

梅西大學 懷卡托大學
奧克蘭大學 威靈頓維多利亞大學
国际
澳大利亞國立大學 休斯頓大學
加利福尼亞藝術學院 邁阿密大學
韓國梨花女子大學 新南威爾士大學
福坦莫大學 北科羅拉多大學
慕尼克大學 昆士蘭大學
加拿大麥吉爾大學 南加利福尼亞大學
俄亥俄邁阿密大學 悉尼大學
莫納什大學 西澳大利亞大學
紐約大學迪拜分校 維吉尼亞威廉瑪麗學院
普林斯頓大學 耶魯大學
布裡斯托大學 韓國延世大學 



學生回饋

MIKU — 日本

我剛到西湖女子中學時英語不好，但從那以後
進步很大。我喜歡那麼多來自世界各地的朋
友，我可以在交談過程中瞭解他們的文化。我
將在西湖女子中學學習三年後畢業。我會想念
寄宿家庭，我喜歡跟他們用英語交談。

離家之後我變得更獨立了，加深了對自己的瞭
解。我變成了更加積極主動的人。

由於英語不好，我在學習生物學時遇到了困
難，我對這件事終生難忘。寄宿家庭女主人
鼓勵我，她說我的英語每天都在進步。她寬慰
我，讓我重新樹立自信心。她作為我的寄宿家
庭的女主人，我真的很感謝她。

MARIE — 德國

我最喜歡西湖女子中學的地方是我有很多機會
嘗試很多不同的事物，例如體育活動，可以選
擇我喜歡的科目。我喜歡在校園裡打曲棍球和
網球，也喜歡這裡的氣候。

我還喜歡學校裡的人。教師風趣幽默，態度和
藹，課堂教學充滿趣味。如果你遇到問題向國
際部求援，他們會儘快幫助你解決問題。

來這裡之後，我看學校和人的角度都變了。我
現在跟人交流非常輕鬆，我知道如果你有好老
師和好同學，上學真的很有趣。

在這裡打曲棍球很有意思，我對這件事終生難
忘。我一直嘗試讓我在紐西蘭度過的每一天都
是特別的日子。我在這裡度過的時光無以倫
比，有機會在這裡求學是一件很特別的事情。

SIRATIKA — 泰國

我最喜歡西湖女子中學的地方是這裡的教師，
她們始終對我很好，如果我不理解某個東西，
她們樂於回答我的問題。

我在西湖女子中學學到很多東西，有一些很美
好的經歷。我遠離家人，責任心強了，人也變
得更積極主動了。

過去兩年來，學校給我留下了很多美好回憶。
紐西蘭擁有全世界最美的自然風光，我喜歡在
全國各地旅遊。瞭解另一種文化一直是一件很
美好的事情，這裡的人真的很友善。但在西湖
女子中學求學期間，教師和朋友最重要。畢業
回到泰國之後，我會想念他們的。

YIMAN — 中國

我已經在西湖女子中學學習了三年。我想最好
的事情是我們可以選擇自己想學的科目，所以
我們對這些科目始終都有濃厚的學習興趣。

剛到紐西蘭下飛機時，所有東西對我而言都是
陌生的，我當時有點緊張。走到機場出口，我
看到西湖女子中學的教師手裡舉著一張寫有我
名字的紙在等我。那是早晨六點鐘，看到她來
接我心裡非常高興。雖然我的英語不太好，但
她一直在跟我說話。在那之後，我再也不緊張
了。

我剛到西湖女子中學時有點靦腆，但現在我有
很多朋友。同學和教師樂於助人，我感到輕鬆
快樂。

我非常喜歡在紐西蘭的生活。我們放學時間比
中國學校早，所以我放學後有時間從事體育活
動，也可以做其他有趣的事情。紐西蘭是一個
很乾淨的美麗國家，空氣清新，海水清澈。我
常常與朋友一起步行去海邊。這是一個非常友
善的國家，當你遇到問題時，每個人都樂於幫
助你，例如當我不知道如何去超市時，在路上
跑步鍛煉身體的人會停下來告訴我怎麼走。我
真的很喜歡紐西蘭，喜歡在這裡學習和生活。



如何申請
1. 最簡單的辦法是網上申請。

登录www.wghs.enrol.school.nz申請。

或者

2. 給學校郵寄填寫好的報名表、簽好名的學費合同/
文件申請。附上一份最新成績單和一份護照姓名
頁影本。

3. 學生一旦被錄取，學校就給學生發出一封錄取通知
書，通知書上注明課程開始日期、課程持續時間、
學費安排和付費日期。

4. 在截止日期之前向學校支付學費。

5. 學校給學生寄出付費收據和錄取通知書，學生向
紐西蘭大使館出示付費收據和錄取通知書申請學
生簽證。

6. 學校寄宿協調員將致信學生，詳細說明住宿要求。
學校要求不與父母同住的學生居住在學校認可的寄
宿家庭裡。學校將告知家長/學生需要準備的東西。

7. 所有國際學生必須購買醫療和旅遊保險。如果學生
要求，學校可以代學生安排向紐西蘭保險公司購買
保險事宜。

8. 學生告知學校抵達時間，學校可以在必要時到機場
接機，並向學生介紹寄宿家庭的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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