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习是终身的旅程, 学习是为了更好的生活。 快乐学习, 快乐生活.

Amesbury 小学

Amesbury 小学
申请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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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很荣幸您有兴趣将您的孩子作为国际学生送到Amesbury小学学习。 Amesbury小
学建于2012年，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学习环境，拥有多元化的学生组成。

学校位于Churton Park,在惠灵顿的北部山区,距离CBD向北14分钟车程，距离惠灵顿国
际机场25分钟车程。Churton Park是一个发展中的社区,位于惠灵顿的绿色丘陵地带, 并
位于惠灵顿市,Porirua市和Hutt Valley三个地区交汇的地方。

Amesbury小学已同意遵守并遵循国际学生关爱辅导的行业规则。点击NZQA网站www.
nzqa.govt.nz.查看规则的副本。

简介

http://www.nzqa.govt.nz/
http://www.nzqa.govt.n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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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善热情的环境 本校始终致力于打造包容,多元,友善的教学环境, 我们为此感到
   自豪.。本校的学生来自世界各地, 有些家庭更是刚刚抵达新西兰。

安全的社区  我们的校园坐落于一片广阔的绿地之上, 位于新西兰首都惠灵
   的一个高尚社区内,  绿荫环绕, 周围环境非常优美.。该社区一向
   以安全, 美丽和友善而著称.。

个性化教学  每个学生都会拥有专属于自己的学习计划,这一计划是根据学生
   的不同程度和全方位需求而量身打造的。孩子们可以亲身参与
   自己学习计划的制定, 这一独特的教学方式让孩子们对周围世界
   的了解和自己的成长有更加真切的体验.。

面向21世纪  最先进的教学设施和最前沿的科技被巧妙地融合在匠心独具的
   教学环境中。学生在校内的电子设备拥有和使用比例高于1:1。

二元文化的底蕴 新西兰本地的毛利文化被很好地融合在校园环境, 日常教学和
   仪式里。

为什么选择Amesbury 小学?



4Amesbury 小学
国际学生手册

Amesbury的特色教育

Amesbury 小学教授0至6年级课程（入学年龄5岁到大约11岁）。点击此处了解新西兰教育
制度和国家课程的背景。六年级课程完成后，学生可以继续升学至提供7年级课程以上年
级的学校，我们的国际学生协调专员可以为您联系到其他为7年级以上国际学生提供课程
的学校。

教学质量有保证
教育评估办公室定期检查新西兰所有小学，并提供一个关于学校教育质量的公开报告。
点击此处可以找到Amesbury学校最新ERO报告的链接。(link)

个性化学习
Amesbury小学网站概述了有关Amesbury学校教育的全面信息。在这个 迅速变化的世
界，Amesbury小学是通过个性化课程来满足21世纪学习者的教育需要，满足每个孩子的
兴趣和需求。从学校的设计和家具的选择，到通过使用高效管理软件跟踪学生的学习进
度，学校致力于确保每个学生在Amesbury小学获得成功的教育。

Amesbury学校有一个定制的软件系统，称为ALF，可以跟踪每个学生的目标和成就，实现
规划每个孩子课程，满足孩子个人需求的个性化学习。 学生，老师和家长都可以使用ALF，
甚至父母在家中也可以积极参与到他们孩子在Amesbury小学的学习和进步。

21世纪的设计
Amesbury学校致力于提供一个满足所有学生需求的环境。我们的目的是建立一个21世纪
环境 ，这个环境允许我们灵活地工作，确保所有孩子的学习过程是吸引力的,有意义的,个
性化的,快乐的并且大大增强孩子的能力。点击此处，你可以鸟瞰整个学校，并查看学校的
建筑计划。

http://www.ero.govt.nz/review-reports/amesbury-school-17-08-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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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esbury的学习资源
Amesbury学校拥有流动和有机的环境，是一个让学生真正学习的地方。我们室内学习环
境包括如下特点：

• 整洁，有序 
• 平静，友善 
• 开放，灵活 –方便进行设计和重新设计，组合和重新组合
• 宽敞的感觉和良好的视线
• 高效 - 快捷方便的转换和重新配置
• 一个支持并可实现各种形式的学习活动和学习风格的环境
• 室内和室外空间之间的紧密联系
• 使人们以不同的方式连接在一起 - 实际和虚拟
• 多种显示系统 - 可被教师和学生控制

标准教室家具在中心（学习区域）不多见。 相反，每个学习区域（有几个空间组成- 称为套
间 - 以及一系列可能的重新组合）提供学习者在各种各样的空间中穿行并使用一系列家
具来促成这一点。 教师并不“拥有”一个特定的中心区域，在一天的课程中，他们与学生
在整个空间的中心一起工作学习 。家具的选择不仅反映了这种工作方式，而且还为这种
方式提供支持。

学校设施
Amesbury学校有一个大厅、图书馆、大型会议室、教师工作室、媒体室和配有咖啡设施
的家长区域。我们的操场包括两个游乐场，两个院子,三分之一长度的足球场,配有打气泵
的自行车轨道和湿地区域。在室内,我们有一个半幅面积的篮球场，以及两个羽毛球/排球
场。在休息时间，各种体育设备可供学生使用，学生可以骑自行车或滑板车来学校,学校有
相应的停车场可供使用。

所有学生都可以根据学习需要使用chromebook笔记本电脑和iPad等设备。

人员配备
Amesbury学校有努力的工作人员和敬业的老师，致力于每个学生的个性化学习，并帮
助他们的人格全面发展。点击此处查看我们的全部工作人员。(link)

Amesbury学校的每个学生都有一个Whānau老师，任何跟学业相关的问题，他是学生和
家长的第一联络人。Whānau老师会积极主动地管理学生的身心健康和学习进度。

国际学生在Amesbury注册后，会从校方那里得到一个任何时候取得联系的联络人电
话。

References

https://amesbury.school.nz/school-information/our-people/
https://amesbury.school.nz/school-information/our-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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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作为第二外语（ESOL）
Amesbury学校目前欢迎各种英语水平的学生，没有英语语言能力要求。 我们的ESOL主
任老师是副校长，安吉拉·约翰斯顿。在Amesbury，安吉拉负责所有背景多元的英语作为
第二外语的学生。

国际学生每周将参加四次ESOL课程。 这些课程会和主要学习课程分开，但首先，国际学
生会和他们的同龄人尽可能多地在主要的学习环境中相处。 这有助于他们定居并迅速地
融入学校。

校内的其他课程
Amesbury学校提供一系列精彩的校内辅助活动，包括

• 毛利语
• 中国普通话
• 艺术畅想
• 舞蹈、知觉动作学习项目。
• 游泳课。
• 体育队包括网球、迷你球、五人制足球、曲棍球、水球。更多的信息点击此处。
• 田径运动和游泳运动。
• 选修课和轮转课程每学期轮换一次,给所有学生尝试新体验的机会。
• 各年级室外教育包括班级旅行,宿营和可选的滑雪旅行(需要支付额外费用)。更多

的信息点击此处。（link）
• 音乐和戏剧课(额外费用)。更多的信息点击此处。(link) 

课余活动
学校上课时间以外有很多活动。这些由私人团体或公司组织,包括:
• 校外托管服务，由凯利俱乐部负责
• 跳跃蜥蜴舞舞蹈学校
• 安可音乐学校
在社区里，步行距离内还设有一个网球俱乐部和一个社区中心为成人和儿童提供课后和
周末的课程。

https://amesbury.school.nz/curriculum/camps-and-trips/
https://amesbury.school.nz/curriculum/arts-and-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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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学后，每名学生被分配Whānau一名教师。在毛利语中， Whānau是指“家庭”的意
思， Whānau老师将是学生在校期间的主要联系人。如有问题和疑虑，我们鼓励家长和
Whānau老师进行沟通。

此外,每个国际学生将被分配一个同年级的“小伙伴”来帮助他们适应新学校和文化环
境。

Amesbury学校拥有强大的ESOL学习课程，国际学生将会参与其中，同时国内学生如果
需要也可以参加ESOL。这将为所有国际学生提供额外的帮助。

我们相信对国际学生的父母的支持也是非常重要的。国际学生的父母将与校内的另一位
家长组成互助伙伴，我们鼓励家长积极参与校园生活。 由于Amesbury学校人员组成的
多样性，我们将能够为家长提供他们需要的母语支持。

Amesbury国际学生的入
学适应期与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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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Amesbury学校学习的成本
以下费用适用于国际学生在Amesbury学校学习：

注册费(每名学生的固定费用,不退还)$ 500 +消费税

2018年的学费*（费用将每年复审）$ 17，000 +消费税

额外费用**
校服（估计成本）$ 300
宿营费用 按当时成本定
音乐/戏剧课(可选) $64 - $248 /学期

*学费涵盖了正常学业课程（使用新西兰通用教材）和开发一个适合学生的个性化学习计划的费用，ESOL课
程，杂费，文具，软件许可证,选修费和学校的游泳课。

**还有其他额外的必须缴纳的费用，包括全体都参加的活动,如班级旅行,户外教育课程和学校组织的宿营。这
些费用根据学生所在年级会有所不同。
所有额外的必须缴纳的费用需要在开学之前支付，并会告知各位家长。

生活在CHURTON PARK
这个街区的住宅，建筑风格普遍比较现代，大多数都是10-15年新的房子，而且居住面积
比较大，有着半乡村和城郊的怡人风景。在Amesbury校网内的房子，都在距离学校步行
可至的范围内。
社区被巴士网络覆盖，到惠灵顿市中心需要大约40分钟，大多数家庭都有私家车作为出
行工具。 Churton Park社区有一个大型超市，商业中心区有商店和社区中心。在步行距
离内，有当地的游乐场和网球俱乐部。这个社区风景怡人，环境安全，街道宽阔，散步是很
常见的休闲方式。

住宿的选择
学生必须与父母中一人或法定监护人同住，是他们在Amesbury学校进行全日制注册的
首要条件。

您的孩子在Amesbury学校注册时，学校对您住宿的选择没有要求，父母可自行决定。在
Churton Park，有各种各样住宿的选择，包括买房，租房，或者寄宿家庭。 你可能已经认
识住在本地的人，并希望留下和他们生活在一处。

房地产出售、出租
Amesbury学校可以为您提供房屋出租或房屋出售的联系人。Amesbury学校区域的租金
从每周500纽币左右的三卧室联排别墅起。

家庭寄宿
你可能已经认识住在这里的人，并希望与其达成一项私人家庭寄宿协议。

在Amesbury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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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款
国际学生的学费用来为他们聘用老师和提供他们需要的资源和设施。所以，校方不能提
供全额退款。新西兰2016年教育（国际学生关爱辅导）行业规则，在某些情况下，已经付
费的国际学生可以得到部分或全部退款。

在Amesbury小学，已经开始入学上课的国际学生，如果退学，退款的数目将由学校委委
员会根据Amesbury国际学生退款规定做出决定。(link: Amesbury School internation-
al student fees refund policy)所有的退款申请必须以书面形式提交给校长，并由学校委
员会批准通过。

纠纷解决方案
在解决与国际学生相关的纠纷矛盾方面，Amesbury小学有着非常完善有力的解决方案。
如果该纠纷无法在内部解决，国际学生和他们的家长向专门为国际学生制定的纠纷解决
方案提出申诉。 您可以在学校的网站上找到“Amesbury小学国际学生纠纷解决程
序” 。(link)如果需要进一步了解如何向新西兰学历认证局的纠纷解决方案提出申诉，
可以点击这里。 (link)

退学程序

http://www.nzqa.govt.nz/assets/Providers-and-partners/Code-of-Practice/int-students-make-a-complaint-updated.pdf
http://www.nzqa.govt.nz/assets/Providers-and-partners/Code-of-Practice/int-students-make-a-complaint-updated.pdf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DhE05LtaRU1ij66mj5PL-GjGpPPhmXPSbTw9IagWPSE/ed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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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资格享受的健康服务
在新西兰，大多数国际学生在入学期间无权获得公立医疗单位的医疗服务。 如果您在访
问期间接受治疗，您可能需要承担治疗的全部费用。 关于享受公立医疗服务的条件细节
可通过卫生部提供的网站http://www.moh.govt.nz查看。

在新西兰，医疗和旅游保险对于所有入读的国际留学生是强制性的。相应的保险单证明（
英文）应作为入学申请的一部分提供给Amesbury学校。 保险政策应涵盖以下所有内容：
• 学生前往新西兰、从新西兰离开以及新西兰境内的旅行。
• 新西兰医疗保健，包括诊断，处方，手术和住院治疗。 
• 由于严重的伤害或疾病而导致学生遣返或离境产生的费用，包括支付家庭成员的旅费。
• 学生死亡，包括家庭成员往返旅费，来自新西兰的遣返费/遣返尸体费用，葬礼费用。

我们也建议为随行家长提供保险。 Amesbury学校可以代您安排保险。

意外伤害保险
意外事故伤害赔偿局（ACC）为所有新西兰公民，居民和新西兰的临时访问者提供意外伤
害保险，但您可能仍然需要承担其他额外的医疗相关费用。 更多信息可以在ACC网站上
www.acc.govt.nz.查看。

学生保险

http://www.health.govt.nz/
http://www.acc.co.n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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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到新西兰留学超过三个月的国际学生需要有学生签证。 随行父母也需要适当的签证
及准许。 有关学生签证的完整信息，请点击此处或参阅学生签证指南和学生签证申
请。(link)

您可以在新西兰移民局的网站www.immigration.govt.nz上查看移民局的要求，在新西
兰工作的建议，以及向移民局进行通报的要求。 。

如何申请
如果你决定让你的孩子在Amesbury学校学习，请填写申请表和学费表格。 您的申请需
要包括以下文件：

• 学生的最新学校成绩表
• 学生出生证复印件
• 学生护照复印件
• 旅行和医疗保险 - 保险单副本
• 住宿申请单（如适用）

录取条件
• 适当的学生签证
• 入学期间的旅行和医疗保险
• 提前支付所有费用，开具发票
• 提供学生的最新学校成绩表（如果有的话）
• 参加学校面试（如果需要）
• 符合申请表格的所有条款和条件，学费协议，包括提供全面准确的信息。

更多信息
如果你想和Amesbury学校的人谈谈你的国际学生申请事务，请联系国际学生协调专员
477 3423或发email至international@amesbury.school.nz。

签证要求

https://www.immigration.govt.nz/documents/forms-and-guides/inz1013.pdf


48 Amesbury Drive, 
Churton Park, 
Wellington 6037
New Zealand
+64 4 477 3423
office@amesbury.school.n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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