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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wing Adventurous
Learners for Life



Kia Ora!  Welcome!

很荣幸对您表示欢迎并向您介绍我们的学校。

Pillans Point是一所可以容纳550名0-6年级孩子的小

学。学校拥有21间设备完善的现代化教室，始终坚持以

学生为中心，创造极富吸引力的学习环境，以激发孩子

们的学习兴趣。

我们拥有成熟的学校文化，旨在对学生进行最佳的学习

能力培养和行为习惯养成。我们鼓励学生大胆尝试、勇

于探索，乐于交际、善于沟通，团队协作，使其能够在

日常生活中更流畅的与人交流互动和分享。我们着重于

对孩子们该系列社交能力的培养和发展，以满足他们未

来学习和生活中的基本需求。从一年级到六年级的在校

学习生活中，我们希望孩子们掌握并充分发展这些技

能。

学校拥有一支优秀的教师团队，团队成员通过共同努力

为孩子们创造最佳的教学机会。全部学习课程均以《新

西兰中小学教学大纲》为基础，辅之以专业音乐教室、

平板电脑以及其他现代教学工具，并与Sport Bay of

Plenty 合作，通过Sport

Bay of Plenty的基本技能培养方案致力于推动体育事业

的发展。学校正在拓展一种强大的校队文化，孩子们从

入学之日起即被安置到其中一个校队。每个校队由来自

全校不同年龄和班级的学生组成，每个孩子都将为各自

校队的成功而共同努力。

国际学生是我们学校形象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学校

自2013年开始接待国际学生及其家庭，他们与学校关系

融洽，形成了一种良好的文化。

我希望，一旦有机会了解我们这所出类拔萃的学校，您

将会非常乐意加入到我们学校这个大家庭来。

敬礼！

Matt Simeon

校长



我们的愿景

Growing Adventurous
Learners for Life

Pillans Point认为在校学习应该被视为

持之以恒、永无止境的“冒险”。

在家庭学习的基础上，学校的角色将孩子

培养成为“终身学习 者”，使其具备在

生活中进行伟大冒险的技巧和能力，

我们的使命
Pillans Point不遗余力地满足所有孩子

与我们共处时的社交需求、情感需求和

发展性学习需求。我们把人际关系培养

作为教学核心，包容文化和人格的多样

性。



我们的价值观
“When there is a positive teacher-student relationship, students
feel safe and there is a strong bond of trust within the
classroom. Students are not afraid to take risks and understand
that making errors are all part of the learning process. Students
are more likely to feel positive about school and have a greater
chance of developing a true love for learning.”
John Hattie (2009)

认识我，了解我
每个学生被视为一个独立的个体，他们

将带来各自的经历、文化和多样性。我

们兼容并包，充分发挥孩子的所有潜

能。

理解我，教导我
我们认识到学习并不是一个线性过程，

个体差异千差万别。作为教育者，我们

必须在教育开始之前首先明确孩子们的

发展需求。



同窗情谊

通过保护和尊重文化世界，鼓励

孩子及其家庭形成包容性的世界

观；包括但不限于毛利人。通过

各种文化交融，增进友谊，从而

实现我们建立真情实意的情感目

标。



《新西兰中小学教学大纲》

英语

艺术

健康与体育

语言

《新西兰中小学教学大纲》将指导您孩子的在校学习。《大纲》将在英语授课

的学校中实施。学校和社区以《新西兰中小学教学大纲》为指南，设计满足当

地需求和兴趣的课程。

《新西兰中小学教学大纲》旨在培养“自信、乐于交际、积极参与、终身学

习"的年轻人。这其中包括有助于孩子们在生活中取得成功的五项关键能力-思

考：使用语言、符号和文本；自我管理；与他人互动；参与和奉献。这五项能

力将在学校生活中得到发展，并融入八个关键学习领域:

数学和统计学

科学

社会科学

科技



教和学

Pillans point鼓励协作学习。由以教师为

指导的学习环境，向学生互动协作的学习环

境转变。通过分组的方式，以激发孩子们新

的理解力和创造力。

协作学习

孩子天生喜欢玩耍。受此启发，我们开发了

一门以游戏为基础的课程，让孩子们在游戏

中学习。此时，孩子可以用富有想象力又好

玩的方式探索、实验、发现和解决问题。

在 Pillans Point，我们相信通过游戏和体

验式学习相结合的方法，可以使学生取得最

佳的学习效果。游戏可以提供探索世界的真

实机会，激发创造力、沟通能力和创新能

力。体验式学习要求学生全身心投入可感

知、有序、综合性的课程中，有助于拓展

Pillans Point学生的能力。

寓教于乐

Pillans Point致力于把CT和数字技术作为工

具，为学习提供支持。我们希望学生懂得何时

运用技术，如何选择工具，如何运用工具，如

何评判有用信息，最重要的是，我们希望他们

学习如何负责任地使用技术。

数字技术



学习环境
我们的教室综合了传统教室和现代

化学习环境。

传统教室配备一名老师，现代化学

习环境为一个大教室，最多配备四

名老师。

我们各年级教室的师生配比不同。

一年级： 1:15

二至三年级：1:23

四至六年级：1:29

ERO报告

ERO(教育评审办公室)负责评估和报告

新西兰初级儿童教育机构和学校的教育

和培养成果。

如需查看最新报告副本，请访问以下网

站:http://www.ero.govt.nz/review-

reports/pillans-point-school-25-

01-2017/

http://www.ero.govt.nz/review-reports/pillans-%20point-school-25-01-2017/


几维鸟
1年级
5岁

我们的团队

蜜雀
1年级和2年级

6-7岁

扇尾篛
3年级和4年级

7-9岁

恐鸟
5年级和6年级

9-11岁

团队名取自四种新西兰鸟类，学校根据学生的年龄安排相应的团队。



学校校队
和电影《哈利波特》一样，

Pillans Point的学生自开学之日

起将被安置在相应的校队中

( Matakana、 Mayor、 Maunganui

或Motiti)。

同一个家庭的孩子就读 Pillans

Point学校均被安排在同一个校

队。全体学校教职员工分别加入不

同校队。

我们的校队队服分为红黄蓝绿四种

颜色。受益于 Classic Builders

的支持,所有入学 Pillans Point

的学生均可免费获得T恤一件,作为

本队队服。

学生每学期都有大量机会参加校队

活动，并为校队嬴取积分。每学期

和学年结束时，获胜的校队将赢得

校队盾牌，以示表彰。

学生们将通过融入各自团队获 得

乐趣，并学习如何在《新西兰中小

学教学大纲》的不同背 景下进一

步发展各项技能。



上午8 : 3 0

教室对学⽣开放

学校日

每天上学需要携带的物品

上午9 : 0 0 - 1 0 : 3 0

第⼀学习时段

上午 1 0 : 3 0 - 1 0 : 5 0

早茶

上午 1 0 : 5 0 -下午 1 2 : 3 0

第⼆学习时段

下午 1 2 : 3 0 - 1 : 2 5

午餐

下午 1 : 2 5 -3 : 0 0

第三学习时段

下午3 : 0 0

学校⽇结束

书包 

装有早茶和午餐的午餐盒

水杯

泳衣和毛巾

校帽

夏季(第1和第4学期)额外需要携带的物品



校服
Our Learners wear their Pillans Point School uniform with pride both during the school day and when representing the school at
sporting events.

作为新生入学指导的一部分，国际部主任将帮助孩子在校服商店中选购校服，

以便孩子们从开学第一天起就可以统一着裝。

开学第一周，孩子还将获得一件定制的校队T恤。校队T恤要求在每周五及其他

重要活动中穿着，比如体育赛事、校舍竟赛日等。

Unisex Polo Shirt $35 NZD Summer Hat $20 NZD

Skirt $35 NZDShorts $35 NZD

or

Jacket $60 NZD Pants $50 NZDFleece $50 NZD

强制性制服

备选制服

学生必须穿着学校校服τ恤、短裤或短裙，夏季(第1和第4学期)必须佩戴校帽。



家长交流

整个学年都会进行非正式/正式交流学习(传统上称为报告)—该过程为持续的

过程。

父母将每年两次收到孩子在校表现的正式学校报告。此外，您有机会一年两次

在“家长会”和老师讨论孩子的情况。我们确保在家长会上配备一名翻译人员

提供现场支持，以便获得孩子在校的准确信息。

如果对孩子的学习和进步有疑问，您可以首先联系孩子的老师。

交流学习

每周五，学校通过电子邮件把校

园时事通讯发送给家庭成员，其

中包含最新校园信息，并告知活

动和安排计划。

时事通讯

查看活动和安排计划

阅读时事通讯

在线支付学校活动费用

通知学校请假事宜

学校APP使父母能够与学校定期保

持联系。该APP允许家庭成员：

学校APP

Seesaw是一种记录和分享师生课堂和英语课堂趣事的简单方式。Seesaw为学生

提供了一个记录学习、发挥创造力和学习如何使用技术的平台。

每个学生都拥有各自的 Seesaw日志，学生可在日志中添加记录，如照片、视

频、图画、学习笔记。

家庭成员可以通过App通知、电子邮件或短信接收 Seesaw新帖通知。

Seesaw



探险时光
探险时光是学校周的一部分，在星期五进行，每学期约举办五次。探险时光在

满足学生能力和好奇心的同时丰富了课程内容。该课程允许学校充分发挥教

师、其他员工和广大社区成员的特长和兴趣。

期间，鼓励学生拓展其他领域的学习，如第二外语学习、创作学校壁画、体育

训练或文化活动培训、培养个人兴趣爱好。



体育
Pillans Point高度重视体育教育和体育活动。学生除了参与日常健身活动，

还定期有机会与课堂老师共同通过Go4lt等课程学习各项运动所需的技能。学

生享有大量参与以大纲为指导的活动和课外活动的机会。

通常，每学期有一项主要的体育活动，包括短跑、铁人三项、游泳运动、越野

和田径。欢迎家长与我们共同参与。我们要求孩子在参加学校或团队运动项目

时均穿着校队T恤。

校际体育活动通常从4年级开始，包括游泳、越野、田径、体操、橄榄球、曲

棍球、无板篮球、板球和迷你球。



课堂外教育

探索当地水生态系统

攀登芒格努伊山

参观陶朗加美术馆 

野外露营(五、六年级) 

学习安全骑车

拜访牧场

学习冲浪安全知识，欢度海滩时光 

参观飞行器博物馆和陶朗加机场

课堂外教育指课堂之外以大纲为指导的教

学活动，其活动包括：博物馆或毛利会堂

参观、体育旅行、野外旅行、户外露营。

课外经历通过建立学生课堂知识和课外自

然环境之间的联系来强化学习。

Pillans Point定期向学生提供许多课外

教育机会。学生有机会参与以下活动:



文化和表演艺术
Pillans Point鼓励所有学生参与艺术和文化活动，以培养学生的创造力，全

面促进和发展学习能力和社交能力。

每两年举办一次的校级音乐制作节为每个学生提供音乐、戏剧和视觉艺术天赋

的展示机会。

Pillans Point的文化机会包括：新生及家长欢迎仪式、年度全校毛利大餐、

卡帕哈卡(毛利战舞)学习、年度卡帕哈卡节(部分人)、桶鼓、唱诗班、陶朗加

音乐节、学校音乐制作、象棋、年度演讲比赛、视觉艺术和艺术展。



领导力发展

学伴课程

担任学生会成员

担任校队长(6年级)

担任公路巡逻员(5/6年级)

担任图书管理员

作为学习导师帮助某些方面需要额外支持

的同学

早茶和午餐时间值班(5/6年级)

教研室值班(5/6年级)

Pillans Point为学生提供成长为领导者的机

会:

学术机会

数学拓展小组

爱因斯坦青年比赛

象棋比赛

新南威尔士大学ICAS考试

E-Pro8技术挑战

写作拓展小组

除日常课堂学习之外， Pillans Point还

为学生提供诸多其他机会，例如:



《2016年教育
(国际学生教
牧关怀)实践
守则》
Pillans Point为《2016年教育(国际学

生教牧关怀)实践守则》的缔约方。

《2016年教育(国际学生教牧关怀)实践

守则》支持国际学生的福祉、成就和权

利。



国际部主任：Lee Simeon

具备20多年丰富的小学教学经验。

曾在16岁时在奥地利作为一年国际

交换生。这段经历使其对国际学生

和家人初到新西兰时所经历的文化

冲击和语言障碍感同身受。

主要职责是为国际生提供全程支

持。如负责监督非英语母语学生英

语教学 (ESOL)计划的实施，策划国

际学生，父母及寄宿家庭的特别活

动。

Lee对工作充满热情，与学生和家长

关系融洽，保持与所有寄宿家庭定

期联系，确保他们拥有完满的经

历。 鉴于其在新西兰国际教育部门

的杰出表现，她于2017年获得

了“国家领导奖”。Lee是校长

MattSimeon的妻子，他们的三个孩

子Zac，Ella和 Olivia都在

Pillans Point上学。

国际学生主任

Lee Simeon



国际计划
We pride ourselves in making our International Students and their families feel welcome, comfortable and part of our school from
the day that they arrive. They know that we are here for them 24/7 to help them get the most of their ‘Kiwi’ experience.
Ultimately we want their ‘Kiwi’ experience to be happy, positive and provide them with memories that will last a lifetime.

学校的国际学生将：

每周接受4x30分钟小组课程或个人课程（取决于课程各级别学生的人

数）

开学首日结识一名“学伴”，鼓励结识本地KIWI朋友

通过在线平台“Seesaw”分享学习成果，使父母和（外）祖父母共同

参与孩子的新西兰求学经历

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学校各项活动

成为学校大家庭中的一员

被鼓励与朋友和同学分享各自的文化

有机会参加在线ICAS考试（英语、数学、拼写、写作）

有机会和“KIWI”朋友共同庆祝各自文化中的特殊节日

学校通过以下方式为国际家庭提供支持：

24小时全天候随时联系

入学之前举办见面会和迎新会

组织家庭活动，如新西兰特色美食之夜、烧烤和其他社交活动

提供机会与学生和老师分享他们的文化 

必要时为家长会安排翻译人员 定期安排“早茶”或“午餐”交流会

邀请参加学校活动 通过即时通信工具(例如KakaoTalk，微信或

Line)、电子邮件、国际 学生Facebook页面发帖等方式保持定期联

系。



2019年，我们推出了剑桥英语课程“ Kids Box"和" Power Up"作为ESOL的基

础。剑桥英语提供了结构化、循序渐进的课程，适合不同层次的学生，并确保

学生每周强化学习英语听说读写四种技能。 

经过精心挑选和分级的课程语言教学大纲可以满足不同年龄和层次学生的需

求。同时帮助学生备考世界著名的剑桥少儿英语考试。

入学后， Pillans Point将对学生进行分级测试，以确定适合的ESOL计划中

Kids Box或Power Up课程的水平

更多课程信息，请查阅以下网站：

https://www.cambridge.org/bs/cambridgeenglish/catalog/primary/kids-

box

Kids Box和 Power Up

剑桥英语课程



课外活动

每学期都将举办课外体育比赛，比赛通常在课后或周未举行。

参加这类体育活动通常会产生额外费用。费用多少取决于当地体育主管机构，

通常与场馆成本相关。

课余时间参赛的 Pillans Point运动队包括：冬季学期(第2和3学期)：网篮

球、迷你球、篮球和曲棍球；夏季学期(第1和4学期)∶排球、板球、 Kiwi

Tag和Rippa橄榄球

就更广阔的陶朗加社区而言，还有许多其他体育活动供学生课后和周末参加。

例如体操、网球、跆拳道、游泳、高尔夫、足球、橄榄球、沖浪救生.

体育

课后学生有许多活动可以参加：乐器演奏、演讲和戏剧、英语语言学院、艺术

工作坊。

如果孩子正在学习一些您希望其在 Pillans Point求学期间继续的兴趣课，或

者如果孩子对新事物有兴趣，国际学生主任将帮助您获取更多信息并让孩子参

与其中。

其他活动

Hometime(一家本地公司)在校內提供课前托管、课后托管、假期计划。

报名和查询请直接联系 Home Time。

更多信息请登录网站：https://www.hometime.co.nz/

家庭时间课前托管、课后托管和假期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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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陶朗加生活
陶朗加是新西兰的第五大城市，估计常住人口有 125,000 人。我们的城市坐落在海边，以

蓝天、温暖的气候、波光粼粼的海港和轻松的生活方式而闻名。

为何选择陶朗加地区作为您学习的地方?

1.教育选择
无论你是想获得国际认可的学历、职业资格，还是从事更高的学习深造，或者为孩子
寻找优秀的教育资源，陶朗加可以满足您这一切的需求。

陶朗加拥有国际认可的大学和众多技能选择的综合性工艺学院，同时兼具较高教育水
准的中小学配备。

另外，陶朗加为学习英语的学生提供了多种的课程选择。你会发现，陶朗加是个非常
友好的城市，生活在这里就是一种全新学习的体验。 我们拥有高标准的一体化的教
育体系，从小学到大学，实现完整的衔接过渡。

2.快速发展的陶朗加
陶朗加是新西兰第五大城市，发展迅速，也使得陶朗加成为一个宜居城市。陶朗加正
处于经济的快速成长期，并且拥有新西兰最大，最高效的集装箱码头。随着迅速成长
的市场，也使得对大学生的需求日趋旺盛。



3.优越的地理位置
陶朗加处于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超过新西兰总人口45 ％的人口分散居住在离陶朗
加和奥克兰200公里以内的地区。 这里离新西兰最大的城市-奥克兰仅2个半小时车
程，飞机航程30分钟。陶朗加还拥有飞抵各大城市的境内航班。

4. 风和日丽的天气
陶朗加具有亚热带气候特征，全年日照时间达2400小时，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飘逸
着南太平洋温暖气息，四季如春，银色沙滩、整洁港口， 使它成为一个让人流连忘
返的城市，让人们全年尽情享受海钓、冲浪、出海的乐趣 。

5.高品质生活
陶朗加拥有迷人的风景，美丽的海滩。众多的餐馆和完善的基础设施，使陶朗加成为
学习，工作和生活的优越之选。陶朗加也是一个多种族，多宗教，多元文化的城市，
以其安全宜居、尊重和包容而著称。

6.艺术与文化
陶朗加是一个充满艺术活力的城市。现代艺术展览馆展现了这个国家和陶朗加艺术的
魅力。

7.文化遗产
大量的沿海文化和历史的沉浸。毛利文化贯穿了整个地区，如具有代表性的有芒格努
伊山，帕帕莫瓦山峦和马克土地区。 1769年，詹姆斯·库克船长以该地区热情的人
文、丰富的资源命名的该地区为“丰盛湾”。

8.低物价
在新西兰，虽然高品质的教育随处可见，但统计数据显示，在其他主要城市的生活费
用会比陶朗加更加昂贵。在陶朗加居住学习会让您的每一分钱发挥它应有的价值。

9.真实的体验
在陶朗加，你会发现自己融入在许多新西兰本土的学生之中。在当地的学校往往每班
只有一个留学生，这为国际学生提供了更多语言实践的机会，让留学生更快的融入到
当地文化和学生团体中，结识更多本地朋友。

10.商业机会
许多创新，高价值的出口企业集中在陶朗加地区，使得陶朗加成为一个商机勃勃的城
市。另外，陶朗加教育产业链提供了很多机会与这些企业合作，激发并获得更多创意
思维和灵感。有关陶朗加生活和学习的更多信息，请访问以下网址:
https://www.educationtauranga.co.n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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