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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亨德森初级中学 
              项目介绍 

学校作息时间表 

 

 

 

新西兰课程框架  

科目 课外活动 

 英语--口语/写作/词汇 

 拼写（英语） 

 数学 

 科学 

 社会 

 体育卫生与健康 

 艺术 

 科技 

 家庭作业俱乐部（放学后） 

 年度中国旅行 

 露营 

 领导力训练营  

 毛利营地体验学习 

 运动训练营 

 

第二语言课程 科技课程 

 汉语 

 毛利语 

 生物科技（食物） 

 电子    

 艺术   

 木材  

 信息技术 

 

学习支持 

 以英语为第二语言的教学 

 助教协助老师 

       一对一的学习指导 

体育运动 表演艺术 

 

 

时间: 项目 

08：50 ~ 08：50 报到 

08：50 ~ 10：30 专业课程开始 / 班级课程开始 

10：30 ~ 10：55 早茶 

10：55 ~ 12：25 专业课程开始 / 班级课程开始 

12：25 ~ 13：10 午餐 

13：10 ~ 14：50 专业课程开始 / 班级课程开始 



3 

    亨德森初级中学 

关于我们 

         欢迎来到亨德森初级中学大家庭。我们为学校感到非常自

豪。我们拥有现代化的设施设备，包括办公区、最新的教室、

新的体育馆、礼堂、电脑科技教室、图书馆、资源室和中庭。

我们的科技教室区域重新整修且并入了电影舞蹈工作室。我们

拥有最先进的技术和设施来支持您孩子的学习，对此我们感到

非常的骄傲。 

  

        学校致力于追求卓越，并且在很多领域取得了成就。不仅是

在核心课程中，还是在音乐、艺术和大量的体育运动中都取得

了可喜的成绩。我们相信亨德森初级中学的每一个学生都能够

且一定能取得进步、取得成功。我们鼓励他们去探索、去发

现、去激发兴趣、去发挥天赋。 

  

     “初中”是您孩子人生当中非常特殊的一个时期。他们年龄尚小，我们需要您的支持。您的孩子将迎来一系

列重大的改变，包括生理方面、心理方面、学习方面和社交方面。我们随时欢迎您的到来，或与我们联系，与您

的合作对我们而言至关重要。 

  

我们设立了很高的目标。正因如此，积极乐观的学习态度正是我们的关注点所在。 

  

         我们倾尽学校所有来满足您孩子在这个时期的特殊需求。学业、体育、课外活动和心理辅导课程都是为了满

足每个学生的不同需求。 

 

 登记入学 
Joanne Carter 女士会全程协助您办理登记入学。Joanna

女士有十五年照顾国际学生的经验，她一定能确保您孩

子的学习生活得到全面的照料。 

请到学校联系她或发邮件至：

Joanne.carter@hendersonint.school.nz   

  

  

 

Wendy Esera 女士 

校长  

Joanne Carter 女士 

国际学生主管  

mailto:Joanne.carter@hendersonint.school.n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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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德森初级中学 
链接和学校校训 

执业守则:  亨德森初级中学始终严格遵守新西兰学历评估委员会（New Zealand Qualifications Authority 简称

NZQA）发布的《国际学生心理辅导执业守则》（Code of Practice for the Pastoral Care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执业守则》副本可以从亨德森初级中学获得，也可以从学历评估委员会网站下载 

http://www.nzqa.govt.nz 

学生投诉:   学生（家长）投诉流程如下：1. 与班主任联系；2. 与校长助理 Joanne Carter 女士联系；3. 与校长

Wendy Esera 女士联系；4. 董事会；5.  http://www.qadrisk@nzqa.govt.nz  

 

移民政策:  所有关于在新西兰学习期间签证的所有细节以及申请要求、雇佣权益建议、报告要求都可在新西兰移

民局（the New Zealand Immigration Service）网站进行查询。网站链接：http://www.immigration.govt.nz 

卫生服务资格: 大部分国际学生在新西兰期间不具备享受免费公共医疗服务的资格。如果您在来访期间使用了医

疗服务，您可能需要全款支付您的治疗费用。详细条款可见卫生部（Ministry of Health）网站链接：  

http://www.moh.govt.nz 

意外保险:  新西兰事故赔偿委员会（The Accident Compensation Commission 简称 ACC）为所有新西兰人民、永

久居民和短期访问人员提供意外保险，但您可能仍需要支付其他的医疗及相关费用。更多相关信息请参考新西兰

事故赔偿委员会网站：http://www.acc.co.nz 

医疗与旅游保险:国际学生在新西兰学习期间必须持有有效并适用的医疗和旅游保险。  

教育评估办公室报告（Education Review Office,简称 ERO）:   请到网站上查看我们所取得的成果：  

www.ero.govt.nz  

 校训 

. 

  

  

 

 

 

 

 

 

 

尊敬~ Ka whakakoha  

平等对待每一个人来创造一个更美好、更安全的世界。尊重并感

激我们的同学、老师、父母和法律。照顾每一个人。 

负责 ~  Ka rangatira   

管好我们的言行举止来确保我们的安全。照顾好自己，照顾好同

伴，照顾好环境。始终诚实讲真话。 

充分准备~ Ka whiwhita 

 尽一切努力去尝试、坚持以获得成功。做一个独立自主的学习

者。自豪~ Ka whakatama 

 在学校愉快成长和学习。我是我们学校的好榜样。  

http://www.nzqa.govt.nz/
http://www.qadrisk@nzqa.govt.nz
http://www.immigration.govt.nz/
http://www.moh.govt.nz/
http://www.acc.co.nz/
http://www.ero.govt.n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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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德森初级中学 
学校政策 

年度评估报告 

年度评估报告是由董事会出具，并通过校长确保学校的工作达到教育部和《国际学生执业守则》的管理规定。校

长会在年终会议（十二月）上向董事会作报告。 

指导方针 

评估信息主要授权及执行如下： 

 宣传材料                                                    校长助理 

 入学前介绍项目及支持服务                                        校长助理 

 投诉程序                             校长 

 退学及合同终止流程                             董事会 

 费用保护及退款政策                                  董事会 

 对《执业标准》的服从情况   董事会 

 教学项目质量及反馈                  校长 

 

给国际学生的信息会在每年的董事会年终会议上进行讨论，以确保手册的准确性和有效性。 

 

报告将以校长对董事会的报告的形式呈现。 

批准通过：重要的改变决定将有董事会作出，这些变动将由校长立即执行实施。 

 

教育部报告将由校长完成。 

指南 

 费用将由董事会每年设定 

 费用需以年度或学期为标准在校长的裁决下提前支付 

国际学生退款情况说明 

 退款申请必须父母（或监护人）手写并递交给董事会，并在退款申

请中写明学生退学的原因及申请退款的原因。 

 

         若退款申请是在入学之前提出，在没有入学登记的前提        下可以得

到全额退款，否则会有五百新西兰元的报名费用不  可退款。 

 若退款申请是在入学之后提出，退款额会减除以下部分： 

- 报名费  

- 学校已产生的教育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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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完成的课程过程中已产生的费用，包括适用的教职员工的薪资等。 

 

- 已产生的设施设备及资源的的使用 

         - 学校被要求支付的政府税费部分 

         - 已经产生的其他任何费用。 

 如果学生决定更换学校，不可退款。 

 

 如果学生是因为行为不当或出勤率不足而被学校决定终止入学，不可退款。 

 

 其他所有情况据需经过评估并可进行部分退款。 

 

 以下情况不可退款：学生父母在学生在校（合同）期间申请永久居留权是不可退款，除非在入学时有协商并

有书写条款。 

 

付费保护 
 

 所有国际学生均被要求持有可确保付费的保险。 

 

 当需要进行退款时，学校需要保留部分作为经费并不可提前使用。 

 

国际学生的住宿  

 

亨德森初级中学完全遵守《国际学生执业守则》的规定，学校对住宿（住家）负责。 

 

指南  

1. 住家住宿 

学生若是跟监护人或亲属一起居住，父母需要签署一份保证书。亨德森初级中学会拜访指定的监护人。学校

会按照每一个监管部门的要求拜访住家。学校将持

有所有不是国际学生家庭成员的监护人的警局记录

（类似无犯罪记录）。 

 

校长助理将按照各部要求，与学生会面，确保学生

在住家住得舒适。 

  

评估于 2016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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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级中学 
学校费用 

 

一学年学费：   $11000.00 

报名费：                               $    500.00 

     $11500.00 

年度学费包括以下项目: 

1 条短裤、短裙或长裤 

2 件 polo 衫 

2 双袜子 

1 件运动短裤和运动衣 

1 顶鸭舌帽或渔夫帽 

1 个文具盒（含文具全年所用） 

学校露营和当日往返的旅程(海外旅程除外) 

奖学金机会~若有三人以上（含三人）报名一学年，第四名学

生可获得学费半价的机会。 

学期学费                  $ 2750.00 

报名费                            $    500.00 

     $ 3250.00 

学期学费包括以下项目： 

1 个文具盒（含文具全年所用） 

学校露营和当日往返的旅程(海外旅程除外) 

团体访问每人每周                     $ 350.00 

团体报名费                                       $   500.00 

请与 Joanne Carter 女士商议适合您的团体短期访问事宜。另，住家的价格是由我们的中介公司报价的。 

住家 

入住费（每人）         $   200.00 

住家费（每人每周） $  28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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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亨德森初级中学 

学校经历 

艾瑞克（Eric）的新西兰学习经历 

我觉得在新西兰学习是我最美好的回忆。 

在来新西兰之前，我很不想来。但是妈妈特别想让我来，所以

我还是来了，离开了我的祖国--韩国。我在新西兰开始了我的

新生活并成为了一名国际学生。 

我先在我阿姨家住了一个星期，然后就搬去了一个本地家庭

（KIWI家庭）。我必须和本地人一起生活。当我见到住家哥哥

的时候，他对我非常友好，但是当我想开口对他说话时，我能

说出来的就只有嗨了。我觉得我说的还好，他说的话我也能听

懂一些。 

我的学校是亨德森初级中学。我在三班，我的老师是一名非常

酷且仁慈的女老师。她是个天才，因为她知道我是哪里来的。

她让我感觉非常受欢迎，并且把我介绍给了新朋友。 

我非常喜欢我的 KIWI住家，但是时间过得很快，我就离开了我熟悉的这家人。当我住在我阿姨家时，我住在最大的房间

里。我很喜欢这个房间。书架上和抽屉里满满地放着我的书和我做的纸盒子。我哥哥（非亲生）、与我一起来新西兰的朋友

还有我，我们很喜欢在我的房间玩耍。我们都很享受。所以我在韩国家庭和 KIWI家庭都住了一段时间。我真的很开心。 

我也很喜欢我的学校生活！我的朋友们都非常友好并乐于助人。我的老师也非常友好、和蔼。所以我现在也有很多好朋友

了。 

大家都很喜欢我，我也很喜欢大家。我还交到了一个最好的朋友！他总是笑得很开心。我喜欢他的笑，我觉得这是来到新西

兰最棒的事情了。 

因为我的老师们和朋友们，我的阿姨和叔叔，我的英语现在越来越好了，进步很大。我想，新西兰是学习和生活的好地方，

尤其是亨德森初级中学。 

我爱新西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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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fore I came to New Zealand, I didn’t want to come.  But my mum wanted me to go so; I left my home country Korea.  I started  a 

new life in New Zealand and became an International student. 

I stayed at my Aunties first then after one week, I went to a Kiwi’s house.  I had to live with kiwis.  When I met homestay brother, he 

was kind to me.  But when I saw him my lips couldn’t move so, all I said was h….H…i….i  I think I did well.  I could understand some of 

the sentences. 

My school was Henderson Intermediate School.  My room number is Room 3 with a nice, cool woman teacher!  She was a genius!  

She knew where I was from!  She made me feel welcome and introduced me to new friends. 

 

 

 

I love my kiwi homestay, but the time went fast and I had to leave my familiar house.  When I came to my auntie’s house, I got the 

largest room.  I liked it.  The drawers and a bookshelf were full with my books and the paper boxes that I made.  My brother (not real) 

and my friend who came to New Zealand together like to play in my room too!  We loved it.   So I was able to be in a Korean home for 

a while and a kiwi home too.  I was happy.   

 

 

I loved my school life too!  My friends were kind and helpful.  My teacher was nice and also kind!  So I have lots of friends now. 

Everyone likes me.  I like them too!  I’ve got a best friend too!  He always laughs happily.  I like his smile, I think it is one of the best 

things about coming to New Zealand. 

Because of my teachers, friends, my aunty and uncle my English is getting better 

and better.  It has improved lots.  I think New Zealand is a great place to come 

and study – especially Henderson Intermediate. 

I love New Zeala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