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们的校园
让我们的孩子做好充分的准备在全
球化的世界中拥有一席之地 。

学校概况



在这里，孩子们不仅取得学业进步，而且让情商茁壮成长。

我们会培养他们一生受益的技能，为他们所生活的世界做

出有意义的贡献。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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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EX REED

执行校长

在这里，父母和老师一起为孩子们营造最好的学习环境而共同努力。

Tēnā koutou! 热烈欢迎您。
Pinehurst是新西兰领先的独立运营的学校之一。我们为从5岁起的儿童直至到高中离校的青少
年提供儿童护理、指导和超乎寻常的机会，最终将毕业生送往大学，或进入社会参加工作。

我们的学校位于Auckland北岸的Albany。我们的校园虽然占地很大很大，绿地如茵，四周绿
树环绕；但不至于让任何人迷失其中。教室和整个校园的许多地方可以为学生提供一个安静、
不会被打扰的氛围。我校总共有大约850名学生，每个人都彼此认识，但是作为一个规模适中
的学校，我们可以为学生在课堂内外提供各种各样的机会。

「我们为我们是谁、我们所知道的以及我们能够实现的目标倍感骄傲」

我们的社区是一个包容性的社区：我们知道只有所有人紧密合作，才能使每个孩子取得成 
功。当1991年学校成立时，创立委员会制定了「Pinehurst Triangle」，这表明孩子、家长和学校 
之间关系的重要性。Pinehurst Triangle对我们很重要：当家长加入我们的社区时，他们往往出乎
预料地发现，他们可以随时发表看法，并且被邀请参加各种活动。 
我们切实倾听大家的建议，同时认为我们的学校是属于我们每个人的地方。

我们欢迎所有来访者，无论您已加入我们社区多年，还是正在为您的孩子寻找一所新学校。请浏
览我们的校网  pinehurst.school.nz 如果您有任何问题，敬请与我们联系。我们期待您的佳音。

Nga mihi（毛利语“祝好”）

ALEX REED

执行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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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社区

Pinehurst社区彼此关心：我们是一个
大家庭。正如所有家庭一样，有各种各
样的观点和意见，我们鼓励大家在彼此
相互尊重的环境中表达自己的看法。尽
管如此，我们所有人都要遵守一些核心
价值观。

Pinehurst的使命包括为学生营造安全、
充满关爱的学习环境，提供出众的教
育，培养学生的自律能力、领导力、学习
主动性和精益求精的精神。这是我们所
秉承的原则，我们期望能够得到整个社
区的支持。

我们期望学生发展技能，成为独立和自
给自足的成年人，他们将取得成功并在
全球社区中负有责任和做出贡献。我们
是一个以价值观为主导的社区。

「学生从适合他们的、以价值观为基础的

课程中受益，这类课程侧重的是尊重和积

极的关系。」

 （教育评审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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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牧关爱

我们积极鼓励高年级学生为低年级学
生提供帮助，这是我们学校的一个非常
特殊的系统。我们的渐进持续发展系统
（PODs）适用于9至13年级的学生，由
经过培训的高年级学生带领同组中低
年级的孩子一起成长。我们也让PODs
与初中的Homeroom和小学的班级配
合起来，以使我们有一个非常优秀的同
伴辅导计划，很多同学参与其中，同时，
我们强大的服务领导力计划一直在持
续发展。

我们对学生的行为有着明确的期望，这
些期望常常会被超越。我们的期望得到
了小学各班级教师，7和8年级班主任老
师以及9至13年级POD教师的支持。我
们的每一位学生和家长都知道在需要帮
助的时候该向谁求助。我们的校长、年
级组长和高层领导可随时提供帮助。

我们认同童年是一个多变的时期：当您
加入我们的社区就意味着您加入了这样
一所学校，即我们将努力工作以确保学
生的每一次过渡都得到支持并尽可能顺
利进行。我们聆听并运用我们的经验与
家长和学生一切努力，确保每个过渡都
是无缝过渡。

我的儿子刚在Pinehurst完成二年级课程。 
他非常享受在这里第二年的学习，他拥有一 

位新老师。该老师在儿童教育方面的知 
识和观点出色地帮助了我的儿子成长。

 T.  ED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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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的资源

在Pinehurst，老师们有充足的时间和条
件来确保每个年轻人都能获得卓越的教
学，并能在他们的学习中取得突出的进
步。老师们拥有所需的技术资源、课堂环
境来帮助学生学习，并可以得到来自剑桥
国际考试系统的额外支持。我们在1-13

年级教授剑桥课程，我们是新西兰第一
所这样做的学校，而且我们的老师们知
道如何确保让评估系统适用于每个孩
子。这意味着我们有一个安全的，国际公
认的稳定和严格的评估框架。该框架得
到国内和国际上其他教师的支持；并受
到世界上最好的大学的肯定。

没有什么比老师和学生之
间的关系更重要。这是学
习的基础，也对整个社区
幸福的有利支持。

Hayden喜欢今年在初中部的学习，每天很
高兴地去上学，并积极成为具有挑战性和
刺激性的学习环境的一员。较小的班级规
模确保初中部的所有孩子都能获得他们所
需的关注，同时，这里优秀的教学人员给我

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H . GY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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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关注

我们小学的班级人数一般不会多于22

人，7-9年级的班级人数为15-25人，10-13

年级则平均为15人。在12-13年级，少于10

人的班级并不罕见。小班教学可提升个人
关注，并有时间为每位学生量身订制适合
他们的学习方法。

Pinehurst和剑桥课程：我们确信剑桥课
程可以帮助每一个学生达到并超越他们
的期望。

剑桥课程提供了广泛的学业和专业选择，
允许每个学生都能选择和接受最适合其个
人技能和才能的课程。

「我校已全面实施1至13年级的剑桥

国际考试课程（CIE），为所有学生创

造了更加无缝连贯的课程，并且每一

课程都拥有明确的进展要求，学校领

导和教师对学生的学业进展和成绩

设定了很高的期望。」 

（教育评审办公室）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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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NEHURST的体育活动

我们有广泛的体育项目，由一年级到十
三年级的专职体育工作人员和专家老 
师负责。我们在整个学校通常有超过 
15个篮球和篮网球队，并且在曲棍球，
足球，水球，七人制橄榄球，触式橄榄
球，网球，田径和公路赛跑，羽毛球，
乒乓球和多功能运动等其他运动项目
中有组织良好的球队。我们有长曲棍
球队，马术运动队，排球队，体操队和
龙舟队。我们的高尔夫球队是全国最
好的球队之一。我们的体育项目正不断
发展，我们的措施是鼓励所有年轻人
参与。

尽管我们的学生在学习中取得了优异的成绩，但
我们也确保他们有尽可能多的机会参加体育运
动、音乐、戏剧、艺术、机器人和国际象棋等活
动，并为我们的年轻学生在我们学校参加活动提
供机会。
我们希望我们的学校能够让学生具备享受生活
和取得成功的本领，这意味着我们希望让每个
学生都有机会参加许多活动，并且尽可能地超
越自己的能力。
我们的学校是多姿多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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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造机会
戏剧和音乐

我们还有大量吸引人的创意机会：我们
在高中有年度作品汇演，而在小学则进
行定期表演，将音乐、戏剧和舞蹈融合
到一个盛大的节目当中。当然还有其他
表演机会，我们为我们各项音乐活动的
持续发展感到自豪。有三分之一的学生
接受单独的乐器指导，我们有一支充满
活力的管弦乐队，吸收小学和中学 
的音乐爱好者们，我们未来的规划包 
括建一座礼堂。

我们为我们所做的一切感到自豪，我们
希望做更多由学生主导的更有创意的表
演工作。这是Pinehurst的特色：我们希
望与我们的年轻学生和家长一起努力，
把我们所热衷于做的事情做的更好。

Pinehurst 让我们有机会把三个女孩安排在
同一间友好而又有家庭氛围的校园，使她

们在校期间一起成长。

A . S TU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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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1-6年级

我们的小学是一个培育、快乐和充满关怀
的地方。我们要实现每个家长的愿望：让
我们的孩子安全，感到快乐和有保障，并
成长为具有读、写和思考能力，有突出水
平、有好奇心和富有韧性的年轻人。

我们的孩子所在班级人数少于其他学校：
从3年级起，班级人数最多不超过22，而
且我们任何一个年级的班级人数都不会
超过25人。我们认为这很重要，原因很多，
但主要原因很简单，我们知道全面了解班
上的每个孩子是多么重要。我们认为，我
们的工作是培养在校的学生，支持他们和
他们的父母，为他们提供他们需要的一
切，让他们快乐和自信。小班授课意味着
我们可以给予学生他们所需要的和应得
的关注。

我们的老师也非常优秀和有良好资历：他
们经验丰富、有爱心并致力于与班上孩子
的父母建立牢固的关系。

「在1至8年级，课程安排特别

侧重于识字、数学和科学。新西

兰课程（NZC）非常重视关键能

力并将其融入到剑桥大纲中，以

促进学生成为21世纪所需的信

心十足、有能力的学习者。」

（教育评审办公室）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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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为我们的拓展课程感到自豪：我们
在整个学校开设了GaTE（天才与才能）
课程，以及思维技能课程，这些课程帮
助我们的孩子提高在新情况下解决问
题的技能和拓展新思维。对于需要额外
帮助的儿童，我们与父母一起确保他们
拥有在未来所需的一切。

我们也有一个多种选择的体育运动计
划。Pinehurst组织北岸最大的篮网球
比赛，Kidzplay，每年都会有众多球队
参赛。在大多数体育项目中，我们拥有
多支球队，以便充分利用我们出色的设
施。艺术、音乐和戏剧对我们来说也是
非常重要的：我们有一位专职的小学音
乐老师，我们的音乐作品既令人惊叹又
很有趣！

我们从一年级开始教授剑桥英语、数学
和科学课程，确保我们所有的孩子都达
到优秀的算术水平和读写能力。这些是
他们将来继续成功所需的技能。自3年
级开始，我们把剑桥科学作为一门独立
的科目，旨在鼓励孩子们对我们生活的
世界进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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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7-13年级
在Pinehurst，自7年级起学生将进入中
学部学习。进入中学部后，他们会与一
些有积极态度、相互支持的年轻人为
伍，开始他们向成年人过渡的过程。

在七年级和八年级，学生由班主任老师
负责照料，他们大部分时间都在初中部
大楼里学习，这里是这两个关键年级学
生的舒适家园。他们的班主任老师有从
事7年级和8年级学生工作的专长，同时
我们的院长和助理校长也对照顾这些
学生负有特殊责任。我们与家长密切合
作，确保孩子们快乐和自信。

从7年级开始，Pinehurst 的学生由各科
目的专家授课：他们有单独的英语、数
学、科学、社会研究、西班牙语、中文、
技术、艺术、戏剧和音乐课程，这些课
程都由这些领域的专家教授，他们中的
许多人会一直为学生授课直至他们进 
入13年级。所有这些科目都是剑桥课 
程的一部分。

在9至13年级，学生将加入POD并留在
这些班级里五年。我们学校里年龄较
小的学生由我们年龄较大的学生照顾，
我们的POD老师帮助建立一个家庭的
氛围。

「PINEHURST提供了非常好的

教育质量。小班授课以及承诺提

供一系列高级课程路径，可以确

保学生有多种课程选择。」 

（教育评审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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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九年级，我们的学生学习与他们在七
年级和八年级所学的课程相类似，以便
为他们进入高中做准备。我们确保我们
培养学生掌握通往考试成功所需的知
识和技能以及未来离校后所需的知识
和技能。

在10和11年级，学生将会学习IGCSE科
目：我们要求学生选择八个不同的科
目，以尽可能拓展知识范围，因为我们
知道在现阶段决定他们未来想做什么
还为时过早。我们的学生在11年级的
IGCSE考试中取得优异成绩，然后在12

和13年级专攻AS和A水准课程，这些
成绩可以帮助他们取得进入世界各地
大学。

我们的小班授课和优秀的资源意味着
我们几乎总可以提供不同的科目选项，
满足每个年轻人的需求。

尽管中学的学业繁忙，但我们的理念是
不变的：照顾和关心每个学生比其他任
何事情都来得重要。照顾学生包括确
保他们玩得开心！我们有多种选择的体
育、音乐和戏剧课程，我们一直致力于
将新的思维带入学校。我们的机器人俱
乐部备受欢迎。

奖学金

我们还为我们最有才华的学生提供新西
兰奖学金，我们确保通过精心规划的延
伸计划来挑战学生的能力。每年，我们 
都会有一些学生在剑桥颁奖典礼上获 
得「新西兰最高奖」和「世界最佳奖」， 
我们致力于提供全方位的拓展途径和
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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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外的支持和建议

童年要经历一系列的过渡。当我们考虑如
何为您的孩子提供照顾时，我们会时刻考
虑这一点。

我们有一名学校顾问，她在我们的学生和家
长需要帮助时为他们提供协助。她还设计了
一些项目，帮助我们的年轻学生成长为更有
活力的儿童和青少年。我们也提供旨在支持
家长的计划：我们支持整个社区。

我们有一位出色的职业顾问，她为7年级以
上的学生提供协助，培养他们对学校以外
世界的认识。她从11年级起就开始对所有年
轻学生提供单独辅导，并协助他们申请世
界各地的大学。

Pinehurst 学校为我家的男孩子们提供了一
个现实的机会，使他们成为最好的自己。这
对我们非常重要。教师和支持人员真诚友
善、专注、务实和负责！我家的男孩子们不

仅获得了更好的教育，而且获得了比别处更
好的个人体验。

S .  & V.  BAR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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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校园



75 Bush Road, Albany

PO Box 302-308, North Harbour, Auckland 0751

电话（09）414 0960，传真（09）414 0964

pinehurst.school.n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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