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学生:
国际学生 欢迎你们!
欢迎你们
很荣幸地欢迎各位国际学生(非纽西兰居民)来到我们的多元文化的学校! Hauraki 学校是一间
约有 350 名一到六年级学生的国立小学, 学生的年龄从 5 到 11 岁不等. Hauraki 学校位于
Takapuna, 一个安全, 极之干净, 绿化的地区. 这里有大量便利生活的商铺和步行可到达的美丽
海滩. 这里位于北岸的中心地带, 离在海港另一边的奥克兰市区仅 15 分钟的车程, 去北岸的其
他所有地区都很方便.
Hauraki 学校具有非常优秀的社区信誉. 学校师生一直以来都追求达到优秀而且我们一直有着
连续稳定的高于全国标准的绩效. 一个明确的价值计划教育每个人对多文化的欣赏并且成为每
日校园生活整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每位学生都关心他人而且被鼓励和教育如何成为一个全
球化社会中积极的一员.
我们对所有的学生都有很高的期望, 并致力于鼓励每一位学生在纽西兰取得他们力所能及的最
好成绩.
点击这个网站链接 www.hauraki.school.nz 将带您到我们最近的由教育评审办公室给出的非常
令人愉快的评审报告(教育评审办公室是一个学校外部的政府中介, 它每三年评估一次全国所
有的国立学校). 报告对我校的国际学生作了特别的评论: “国际学生们都报告他们喜欢这所学
校. 他们与教师们有着良好的关系而且与不少纽西兰本地的学生成为朋友. 他们非常好地溶入
到学校的环境里并参与了一系列的所有学生都有资格参加的活动.”
学生的评价:
“我喜欢 Hauraki 学校. 我喜欢和我的朋友们一起玩. 我的老师在阅读和写作方面对我作出帮助.
我学会了很多英语. 我在这里念书已经一年了.” (Hyun Ryu, 3 年级)
“我喜欢上英语课, 因为我能阅读. 我喜欢在一个小团体里面. Hauraki 学校很有趣!” (Joo Yeon,
3 年级)
“我喜欢这里的老师们. 我喜欢阅读, 写作和其他种种东西. 我喜欢家庭作业. 我喜欢跟 Seber 太
太学习英语. 我的朋友们总是和我一起玩, 他们都很友善.” (Hyun Jae, 6 年级)
“Hauraki 学校很好. 老师们都很友好, 小朋友们也都很友好.” (Dong Yeop, 6 年级)
联系详情:
校长: Clarinda Franklin
学校秘书: Gill Waghorn
地址: 82 Jutland Road, Takapuna,
North Shore, Auckland,
New Zealand.
电话: +64 9 489 4568
传真: +64 9 489 4579
电邮: office@hauraki.school.nz 或 principal@hauraki.school.n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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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设施
教学与学习

学年
每一学年分为四个学期, 2008 年各学期的日期如下:
第一学期: 2 月 7 日至 4 月 18 日
第二学期: 5 月 2 日至 7 月 4 日
第三学期: 7 月 21 日至 9 月 26 日
第四学期: 10 月 13 日至 12 月 19 日

上学时间
上午 8.55-10.25
上午 10.25-10.45
上午 10.45-12.30
中午 12.30-1.30
下午 1.30-3.00

第一节早晨课程
早茶
第二节早晨课程
午餐
第三节下午课程

课程
Hauraki 学校的教育课程涵盖全方位的纽西兰课程. 学校在注重学术教育的同时还非常强调提
供体育和文化的活动.
语文和数学的教育占了最多的时间, 但是科学, 社交学习, 技术, 音乐, 舞蹈, 戏剧, 艺术, 健康 和
体能的教育也是重要的. 这里有很多机会去参加文化的活动例如唱诗班, 管弦乐队, 哈卡歌舞团
(毛利文化小组) 和学校音乐表演.
有代表性的体育小组包括七人篮球, 曲棍球, 篮球, 水球, 橄榄球, 足球和板球. 这里有为游泳, 越
野赛跑和田径运动而设的全校运动日. 为 6 年级学生而设的额外机会包括在当地海滩学习航行
和每年一度的在当地附近的典型的纽西兰灌木丛中所作的露营活动.

国际学生教育
国际学生们会被分配到一个主流班中以便有尽可能多的机会与讲英语的学生互动. 一个同校同
学会被指定为这位国际学生的伙伴以协助学习方向. 在有需要的时候教职工会通过口译员对讲
他/她们母语的国际学生进行支持和帮助. 如有必要, 学校也可以安排由校外的中介提供支持.
所有学生都被要求参加全方位的计划, 包括体能训练和户外教育计划.
根据教育部的标准, 学校会根据对学生的初步评估决定一个教学组内适当的学位分配. 学生会
被从他们所在的主流班中抽出,由纽西兰完全注册的教师提供定期的小班英语课程.
在非常罕有的情况下, 如果有任何问题出现, 我们会尽最大的努力去纠正形势. 教师们会主动与
父母交谈, 与校长的预约面谈可以安排在任何时间. 另外, 作为由学校管理的投诉政策的一部分,
这里有一套流程可以遵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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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学信息
Hauraki 学校是新西兰教育部《关于对留学生的指导与照顾之行业规则》的签约者并可以为希
望在纽西兰学习的国际学生提供机会.

接受入学条件
一至六年级的学生(5 至 11 岁)准备逗留超过三个月的在整个在学过程中必须至少与父母一方
同住.
学校也会考虑那些短期逗留(例如少于三个月)的学生.
没有特别的英语语言水平要求.
每一位学生必须填写入学申请表并由父母任一方签字.
只有在相关年级中有学位和校长决定的情况下学生才可以被接受入学.
对于任何联系资料的改变包括住址和膳宿类型, 学校都必须被告知.
一套”安全到达”的流程每日都在运作. 如果学生当天或其他特定的时间打算缺席, 家长必须通
知学校.

申请条件
申请入学所需如下:
• 一份填写完整的入学申请表 (可以在网上或到学校办公室索取)
• 护照原件
• 旅行签证/许可的复印件
• 旅行与医疗保险证明
• $2000 纽元的报名费作为管理费用以及每学期$2000 纽元的学费. 学费至少预交一学期,
每一学年共四学期
• 文具费$40.
• 校服费用约$300 (逗留少于 3 个月的学生除外).
• 每学期的活动预付费用约$25.

申请手续
•
•
•
•
•

一旦申请被批准及费用被支付, 一份收据和一封给移民局的信会被发出以办理学生签证.
父母与学生会被引领参观学校.
如有可能未来的学生与其父母会被介绍给班上的老师和 ESOL 老师(教导操其他语种者
的英语课程的老师).
学校和教室环境的情况, 时间表, 行为管理计划以及学校的日常运作会被解释予学生. 这
些内容也可以在”学校介绍”中找到.
未来学生的班级学位和开学日期也会被商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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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止入学
在以下情况校董会可能会终止学生学籍:
• 如果发生连续的不规矩行为不能通过”行为管理计划”得到解决, 犯罪行为, 或学校不能
提供学生所需;
• 当一个完整而且准确的健康问题被揭露;
• 如果一个学生被发现与父母以外的人同住;
• 如果学校没有被立即告知任何联系详情和住址的改变.

退款
•
•
•
•
•
•

除校董会指定的例外情况外退款将被批准.
任何关于退款的申请应以书面形式交校董会并解释退出的原因.
如果申请成功, 退款将减去$2000 元的管理费及任何已经发生的学费.
如有任何原因学校未能继续进行教育项目, 学校将会退还未用部分的资金.
当学生得到居留权时, 只有预付超过一整个学期的除当前学期以外的费用可被退还.
被驱逐出校的学生不可办理退款.

行为规范

行业规则
Hauraki 学校同意遵守并受教育部颁布的《关于对留学生的指导与照顾之行业规则》约束. 《
规则》的副本可以在纽西兰教育部网站 http://www.minedu.govt.nz 获取.

健康服务
大多数国际学生在纽西兰没有资格接受公共财政资助的医疗服务. 如果在您访问期间需要接受
医药治疗, 您可能需要付全额的费用. 享受公共财政资助的医疗服务权利的全部详情可以在卫
生部索取并在他们的网站 http://www.moh.govt.nz 上浏览.

意外保险
纽西兰意外赔偿局为所有纽西兰公民, 居民及临时访问者提供意外保险, 但是您可能仍然要为
其他的医疗和相关费用付费. 进一步信息可以在意外赔偿局网站 http://www.acc.co.nz 浏览.

医疗与旅行保险
在纽西兰学习期间, 国际学生必须持有适当的和当时有效的医疗与旅行保险. 其中一个被推荐
的保险提供者是 Unicare. 他的网站 http://www.uni-care.org/ 有 16 种语言可供选择.

移民
关于签证与许可的条件的全部细节, 在纽学习期间工作权利的建议以及申报要求都可通过纽西
兰移民局取得或浏览他们的网站 http://www.immigration.govt.n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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