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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来到新西兰，一个能
真正拥抱新思维的地方。

新西兰的学校专注于教授学生以创造性思维解决问
题，并培养学生吸收、分析与应用相关信息的能力。  
这就是学习中真正理解与简单记忆的不同之处。
在新西兰，鼓励留学生与其他学生相互合作，支持灵
活、独立思考和开放式讨论。 
在这里，留学生可培养出信心与个人信仰，并对此处所
学惊喜不已。

在这里，留学生将和当地学生一样
学会创新思维。



对留学生的
新关注。

留学生在这里将学会以新
视角看世界，活跃思维。
新西兰的教育体系将充分
开发您的的潜能。
留学生在新西兰学习生活
的每一步都将获得鼓励与
支持。 在此所学将令您受
益终生。



新西兰， 
素质教育实施之地。

新西兰的教育体系一直在
全球名列前茅。

上述承诺已获得了丰厚的回报：

新西兰所培养的学生在国际学生评
估项目(PISA)中的阅读能力、数学
与科学方面的得分高于国际同类平
均分数。
五分之一在新西兰就读的15岁学生
在至少一个学科领域内具有全球最
佳表现，新西兰最佳“综合”表现学
生的比例比国际平均值高出一倍。

留学生可以确信，您考虑就读的新
西兰的任一学校都能达到最高教育
标准。新西兰学校遵循的 教育标准
受到政府机构的严格监控与审查，
因此不管哪所学校，都可提供一致
的高质量教育。



新西兰十分重视对学生的教育质量与关怀，因
此也是世界上首个制定全国《关于留学生指导
与照顾的行业规则》的国家。

我们都了解，选择正确合适的学校非
常关键。 新西兰所有学校都遵循的综
合质量保证与管理体系意味着，有留
学计划的学生及家庭有信心能在新西
兰找到符合自身特定需要的学校。 
新西兰教育培养的新思维再一次给有
留学计划的学生及家长提供了高度信
心保证。

新西兰政府教
育审查办公室
(ERO)有关办学
质量的报告可
通过登录以下
网站获得： 
ero.govt.nz

新西兰为您提供 
安全的学习环境。

任何招收国际学生的新西兰学校必
须遵守该《行业规则》。该《行业
规则》涵盖整个教育阶段。 其保证
所有事实与费用信息都公开透明。
并保证学校进行适当准确地对外 
推广。该《行业规则》要求学校为
学生提供学习与生活方面的支持， 
并授权相关教师向国际学生提供 
建议与支持。
生活关怀老师关注留学生的出勤
状况，并与学生家长保持联系。另
外，还负责保证寄宿家庭与学校公
寓设施的安全（包括留学生的身体
与情绪方面）。相信这些均是留学生
获得安全感并以最佳状态学习所需
的条件。

欲了解《关于留学生指导
与照顾的行业规则》的详
细信息，请登陆以下网站： 
nzqa.govt.nz/the-code



教与学的 
新方法。

在新西兰，留学生可获得老师充分
的、个性化的关注，并有机会接触
到最新技术。 在这里，留学生将会
掌握团队合作以及独立工作的能
力。在这里，留学生可以接触多种教
学方法，使得课堂更加生动有趣。

新西兰教育在实践与理论学习之间
保持了严谨的平衡。 在新西兰教育
背景下毕业的学生能够在现实世界
熟练运用自身的知识和技能，并获
得丰硕回报。

如果您想实现理想并师从可以助您
一臂之力的老师，那请来新西兰留
学。您将学超所值。

新西兰的老师通过鼓
励学生采用创造性
的、独立的、批判性
思维思考问题，从而
激发学生潜能。



新西兰教育体系允许学生及其家长
设计满足特定需求的个性化教育经
历，从而帮助学生开启成功之路。
我们将尽一切可能帮您获得成功，
从选择学校类型及其地理位置、到
在新奇环境中选择理想的学习课程。
留学生可灵活选择最适合自己技能
的学科，并根据逐渐显现的新特长
更换课程。新西兰是一个多元化国
家，这也是本国教育系统的一个特
点。在这里，您可以选择就读于女
校、男校或者男女混合学校。留学
生可选择住在新西兰寄宿家庭或学
校提供的宿舍。

这里有以您为中心的 
教育体系，这是新西兰 
教育的独到之处。



开创新未来 
的学历

新西兰为您提供各种
教育方案。 新西兰的学
历具有很高的国际认可
度，且很容易与其他学
历资格进行转换。

剑桥国际考试

新西兰国内大约有60所高中提供这
种剑桥国际考试。

学生可以在三个等级获得相关学历
证书：学生在11年级获得国际普通
中等教育证书 (IGCSE)，12年级获得
剑桥AS Level 证书，13年级获得剑
桥A Level 证书。

剑桥国际考试采用多种考核方式， 
其中以外部考核为主。 学年作业与
内部评估也是很多科目的一部分。

国际文凭(IB) 证书

新西兰共有21所“IB国际文凭学
校”，教授三种国际文凭证书课程中
的一种或多种课程。IB国际文凭证
书课程是在日内瓦开发的，旨在提
供国际认可的、进入高等教育机构
学习的资格 。

IB国际文凭证书课程为期两年， 
在12和13年级教授。学生需完成六
个科目的评估，包括至少两种语言，
以及综合知识理论。

科目考核包括内外部综合评估 
学生需通过一系列的外部评估，通
常包括2-3个笔试才能完成课程。 

一系列可选的学历资格

国家教育成绩证书  (NCEA) 是新西
兰高中阶段主要的国家学历证书。 
一些学校也提供 IGCSE/A 级证书 
(通常称为“剑桥国际考试”) 和国际
文凭 (IB) 证书。这都是在为学生下一
阶段的深造提供 选 择。

国家教育成绩证书

国家教育成绩证书的成绩得到多个
国家与地区的认可：

 > 澳大利亚将 NCEA 三级证书 
等同于本国高中教育证书，并允
许凭借该证书申请澳洲大学。

 > 英国将 NCEA 三级证书等同
于本国普通教育证书 (GCE) A 
级。新西兰高校联合招生委员会 
(UCAS)根据 NCEA 成绩对申请
高等教育的候选学生进行评估。

 > NCEA 证书在印度、泰国、德国获
得认可，并通过一系列国际协议在
欧盟范围内获得认可。

 > 由于美国没有负责高校申请的中
央机构，各自大学自主招生，通常
还有入学考试。NCEA 三级证书 
(并附有良好或优秀证书) 足以让所
申请的美国大学作为录取参考。

NCEA 证书的科目由内部测评与外
部考核共同完成。 当学生积累了足
够学分时，就可获得 NCEA 证书。成
绩优秀的学生可以获得附有良好或
优秀评定书的 NCEA 证书。

在学习NCEA证书课程时，学生还可
以同时获得大学入学资格，这是申请
就读新西兰大学的最低要求。 



一条精心 
设计的 
路径。

新西兰为留学生精心设计了一条教
育路径，并已证明这条路径能够让
毕业生掌握在世界各地竞争并获得
成功的技能。

新西兰的早期儿童教育是从3岁开
始，正式教育一般从5岁进入小学
开始。

正式教育开始后，新西兰教育体系

根据自己的年龄，
可通过以下图表找
到您在新西兰教育
体系中的位置。

分成13个年级。小学教育阶段为
1-8年级 (5岁-12岁)，但有部分学
生会选择7-8年级在初中就读。

新西兰中学（也称为高中）阶段
是9-13年级（13-18岁）。

中学教育阶段结束后，学生可以
选择进入大学、理工学院、私立教
育机构或毛利大学学习。

小学教育阶段主要为学生打下了
读写与算术方面的扎实基础，并
引入了一套宽泛而均衡的课程。

中学教育阶段的重点是以学科
为基础的学习，并在学习过程中
不断寻找专业化方向。 新西兰小
学与中学阶段的教育均以学生为
本，鼓励开发学生的学习与独立
思考能力。

大概年龄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本
地

中
学

体
系

年级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学校类型 小学教育阶段 初级中学教育 高中教育阶段

新西兰的学历资格 新西兰国家课程标准测试
NCEA一

级证书
NCEA二

级证书
NCEA三

级证书

选
择

剑桥国际考试 初级课程 中级1课程 中级2课程 高级课程

IB国际文凭课程 IB小学课程 IB中学课程 IB大学预科文凭课程



签证要求

留学生就读13 周以上的课程，需要
申请并获得学生签证。办理学生签
证，应满足以下要求：

 > 一所经新西兰学历认证局
(NZQA)批准的教育机构发出的
入学通知书。 

 > 一份由某个个人或机构出具的、
在新西兰有适当住宿的书面证明
（针对18岁以下留学生）。

 > 一张返程机票，或者有足够资金
购买一张返程机票的证明。

 > 留学生应购买健康与医疗保险。 
学校可根据需要协助安排。

 > 其它移民局要求提供的材料。

实用信息

标准在校时间安排

1-8年级小学教育阶段，学校一般每
天从上午9 点到下午3 点上课，小学
生一般在固定的教室上课，并拥有一
位主要负责老师。

中学教育阶段的在校时间则相对较
长，一般从上午8 点半到下午3 点半。 
一节课一般在50 分钟到一个小时之
间。每位学生每天要上5 到6 节课，
由不同老师教授。

校服

新西兰很多学校要求学生穿校服。

课外活动

家庭作业（学校正式学习时间以外）
在培养学生独立学习与学习纪律方
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在新西兰，学生普遍都参加体育运
动、音乐与表演艺术等丰富多彩的课
外活动。

标准学年划分

第一学期 ——从每年的2月初到4月中旬

第二学期 ——从每年的5月到7月初

第三学期 ——从每年的7月末到9月末

第四学期 ——从每年的10月中旬到12月中旬

对陪读的父母或监护人要求

如果前往新西兰就读的学生年龄在
10岁以下，其父母或者法定监护人
需要申请名为监护人签证的特别访问
签证。

监护人签证允许学生的父母或其法定
监护人到新西兰对孩子进行陪读。

欲了解更详尽信息，请登陆

以下网站：
Immigration.govt.nz

英语语言要求

新西兰学校一般会对国际学生的英语
语言能力进行测试，如有必要，将建
议留学生在正式入学前参加强化英语
语言课程。



开启您的留 
学之旅，请…

注：

第一步

第二步

第三步

申请学生签证，请登陆以下网站
了解详细信息： 

immigration.govt.nz/study

登陆以下网站了解更多关于新西兰
签证与生活的信息：

newzealandnow.govt.nz

登陆以下网站选择一所院校或找到
一所留学中介：

studyinnewzealand.govt.nz



期待您
的到来！

注：



studyinnewzealand.govt.nz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