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湖男子高级中学 

国际学生 

招生简章 

"Own  it, know  wh o 
you want to b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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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RTUTE EXPERIAMUR 

LET COURAGE BE THY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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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ERE MAI 

欢迎来到西湖男子高中 

欢迎来到西湖男校。 研究表明，男孩子在男校中成长得

更好。学业上，我们的学生一直有

很高的表现，我校连续多年在新西

兰奖学金排行榜上名列前茅。大部

分学生都进入大学深造，很多学生

被世界最知名的一些大学录取。我

们为你能够充分发挥潜能提供各种

支持和帮助。 

我们的学生有很多机会参与到音

乐，运动，文化，年度表演等各种

社团活动中。 

我们致力于为学生提供卓越的学习环

境，帮助你从男孩成长为男人。我们

希望当你毕业离开的时候，你具备了

终生学习能力，能够尊重自己和他

人，拥有坚韧的品格，能够适应快速

变化的社会并作出积极的贡献。 

找到你喜欢做的事情，尽力去尝

试，不要怕失败，这是取得进步的

最好的方式。 

我们的学生还有很多机会发展他们的

领导力，服务学校和各种社团。我们

鼓励学生作为辅导员或各项活动组织

者来积极参与。 

我们的学生来自世界七十多个国

家，他们带来了多彩的经验，视

角和价值体系，大家都能从多元

化中得到学习。希望你也能和我

们分享你的文化传统。 

学习是超越课堂的。我校提供各种

课外学习活动，我们鼓励你勇于探

索，积极参与。 

我们期待和你一起分享在西湖男校的

学习体验。 

PROSPEC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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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优良品格 

我们很自豪能够在一个现代进取的学习

环境中提供持久不衰的价值观教育。我

们对学生的礼貌，行为和对人的态度都

有很高期待，格外重视品格教育。在西

湖男校学习期间，你有机会锻炼各种技

能，学习有效沟通，创造性思维和适应

变化的能力。 我们鼓励你和他人有效合

作，走出舒适区，贡献到学校和社区

中。我们对品格教育的坚持是学校课堂

内外的重要教育组成部分。 

WESTLAKE BOYS HIGH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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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入学校传统 

我们恪守对怀唐伊条约的承诺，在

学校生活中包容毛利文化和传统。 
你将加入学校六大House之一： 

Hood, Murchison, Pupuke, 

Smale, Stanley 或 Ururoto – 并一

直在你的House待到毕业。这个

体系激励健康的竞争，体验自豪

感和归属感。各个House之间全

年有不同的竞争比赛和活动，大

家可以赢得积分。每年最后看哪

个House的分数最高，哪个House

就赢得当年冠军。每年第一个

House间的比赛是哈卡表演，火

热的气氛令人难忘。 

我们独特的文化氛围帮助学生们发展

紧密连接感和归属感。入学第一天，

大家都要走过校园门口的拱门，这象

征着在西湖男校的旅程的开始。在毕

业之时，你将再次走过那拱门，这意

味着旅程的结束，你终于走出学校走

向世界。 

  

PROSPEC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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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DIDN’T KNOW I WAS SO GOOD 

AT WRITING BEFORE I CAME TO 

WESTLAKE!” 

YEAR 9 STUDENT 

“来西湖男校之前我都不知道自己能写这么好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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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湖男校学有所得 

我们希望你能享受学习，因为那样

你才能学得更好。你的老师会让课

堂有趣生动，他们会积极地了解

你，理解适合你的学习方式。我们

鼓励你独立思考，自主学习，有勇

气挑战自我，积极创新。我们希望

当你离开西湖男校时，能成为一个

充满好奇心的终生学习者。 

如果你需要学习上额外的帮助，我们

有很好的学习支持部门帮你来制定目

标和计划。如果你有一定的特长，我

们会给你机会发挥特长，拓展自己，

你可以参加提高班提升。我们的ESOL

班（母语非英语的英语班）老师会帮

你适应英语环境的学习，提升你的学

习自信。 

在9年级和10年级，你的课表非常丰

富。你需要学习英语，科学，数

学，社会学，至少选择一门外语，

还要学习艺术，技术和体育课。在

11，12和13年级，学校会帮助你选

自己喜欢的并适合的课程，这些课

程对今后的大学学习和工作都会有

帮助。 

我们希望和你以及你的家人一

起，让你在学校学有所得，尽可

能地拓展你的学习体验。 

"我的老师让上课变得

很有趣。我特别喜欢

学习一门新语言。" 

10年级学生 

PROSPEC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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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UCCESSFUL HISTORY BEHIND 

WESTLAKE SPORT HAS MOTIVATED ME 

TO GO BEYOND WHAT I THOUGHT 

I WOULD ACCOMPLISH.” 

YEAR 12 STUDENT 

西湖卓越的运动传统激励着我更上一层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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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体育运动的佼佼者 

在西湖男校，我们认为积极参与运动

的态度高于运动本身。除了在运动中

获得快乐和健康外，运动教会一个人

终生有益的生活能力，比如领导力，

团队合作，同理心和如何应对失败和

成功。我们的经验告诉我们参与运动

的学生在课堂中学习更好，与他人建

立关系的能力以及归属感也更出色。 

 

我们提供30种不同的运动项目，针对

不同运动水平的学生，我们有代表最

高水平的校队以及其他不同水平的参

与团队。我们很多老师分别承担了各

个运动队的管理和教练工作，我们还

有超过70名学生教练参与协助其中。

我们的足球和篮球联谊队每年吸引了

上百名学生参加，他们充分享受和伙

伴们一起运动和竞争的快乐。 

如果你在运动上有一定的天赋

和能力，我们的运动学院欢迎

你。运动学院提供有选择的体

育项目，提供专业的教练和设

备来帮助你。 

PROSPEC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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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的熏陶 

你还有机会参加很多艺术表演活动。不

论是古典乐，爵士乐，流行乐，还是摇

滚乐，也不论你是已经有一定的音乐基

础，还是一个初学者，西湖男校的音乐

项目总有一项适合你。我们与西湖女校

合作组成的的合唱团，乐团和交响乐团

享有国际声誉，曾经在欧洲和澳洲赢得

过比赛。他们在奥克兰和新西兰全国也

获得很高的赞誉。我们也有一些适合初

学者的乐团给音乐爱好者。如果你对现

代音乐有特别的兴趣，我们的摇滚乐项

目每年都在持续壮大中。 

如果你喜欢表演和戏剧，或者愿意

发展节目制作能力，你将有机会参

与学校每年的舞台剧表演，或者作

为演员，或者参与到幕后。西湖男

女校的合作演出，总是充满创意，

令人兴奋和深思，近年来赢得了许

多全国性大奖。每次表演都有各个

年级超过100名学生参与。 

WESTLAKE BOYS HIGH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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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祝我们的文化 

我们很自豪成为多元化国家中的双

文化学校，并积极欢迎不同文化背

景的学生对学校文化的贡献。我们

是北岸唯一一所提供毛利文化表演

课程的学校，学校的毛利和太平洋

岛国表演社团非常活跃，经常参加

太平洋岛国表演节和其它社区学校

的有关演出活动。 

学校还有很多课外的活动组，比如辩

论，电影制作，诗歌表演，国际象

棋，社区公益活动和环保小组。积极

尝试一下，也许你会发现一项新的爱

好！ 

我们期待你来分享你
的文化传统。 

每年的韩国之夜和中国之夜演出时

年度重要项目。学校全年有不同的

文化演出，文化周和语言周活动。 

PROSPEC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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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成绩 

关于新西兰 

• OECD成员中数学，科学和英语 

OECD Pisa 指数最高的国家之一。 

学习成就 

西湖男校对学习成绩非常重视。

因为师生的积极努力和认真教

学，每年我校的成绩都在全国名

列前茅。 

学校具体的学习成就请查看相关

插页。 

毕业生去向 

我校毕业的绝大部分毕业生都在新西兰或

其他国家的大学继续深造。以下是部分近

年来我校学生前往学习的世界知名大学名

单 

• OECD成员中生活指数排名名列

前茅，生活质量高。 

• 世界和平指数排名中被列为最安

全的国家之一。 

• 美国哈佛大学  

•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 

• 美国布朗大学  

•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 

• 英国剑桥大学 

• 英国牛津大学 

• 英国伦敦大学学院 

• 英国帝国理工学院 

• 英国伦敦国王学院 

•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 

• 澳洲悉尼大学 

• 澳洲墨尔本大学 

• 人口五百万。 

• 奥克兰是全国最大城市，人口一

百六十万。 

WESTLAKE BOYS HIGH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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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国际学生的支持 

住宿安排 

国际学生可以选择以下的住宿方式：  

• 和父母同住 

• 和亲戚或父母熟知的朋友同住（指定监护人） 

• 住在西湖男校统一管理的寄宿家庭  

保险 

学生签证要求学生必须有全面医疗和旅行保险。学

校可以帮助购买保险。  

学生关怀 

我们国际部的老师会负责照顾你，他们致力于为你和你的家

庭提供最好的支持和关怀。西湖男校是新西兰教育部国际学

生管理准则签约学校。学生的身心健康是学校的首要考量。

学校还有专职的心理咨询老师和护士来照顾我们的学生。 

择业建议 

我们的职业辅导部为学生提供关于大学升学和职业选择的

及时辅导和建议。 

PROSPEC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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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国际学生校友的留言 

我来到新西兰学习了一年，锻炼我

的语言能力和帆船水平。从童年时

期我就梦想能到另一个国家读书。 

五年的高中学习毫无疑问改变了我

的生活。当我作为一名国际学生入

学时，并不清楚西湖男校会带给我

什么。 

“不怕摔跤的鸟儿飞得最高。”-  无名 

远渡重洋来到新西兰意味着我决

定把自己从父母的小巢中“摔”

出去。这是高飞的第一步。就像

其他在西湖男校的国际学生一

样，我也面临着学习一门新语

言，交新朋友和拓展事业方面的

挑战。 

作为一个全球化思维的学生，我想

对我们的世界和未来有更好的愿

景。 

学习上，很幸运我遇到了很多热

情，耐心和充分支持我的老师。. 

因此我们需要了解其他国家，他们

和日本非常不同。我想学习的有很

多，比如语言，文化和社会，我想

体验这些学习。我很清楚我希望能

将这些和我的爱好即帆船运动结合

起来。世界上没有比新西兰再合适

的地方了。这也是为什么我选择来

到新西兰。 

运动也是我在西湖男校学习的亮

点。我特别喜欢学校各运动队生机

勃勃的氛围。这些运动让我更加健

康，交了很多朋友，培养了团队精

神。 

我刚入学时，老师鼓励我参加各项

活动。因为英语是我的第二语言，

我不太敢开口。但参与学校活动

后，我认识了不少新朋友，我发现

他们对我发音是否标准其实并不在

意。这不光提升了我的归属感，还

帮我克服了语言和文化障碍。 

学校生活还增强了我的社区和社会意

识。我参加了学校环保委员会，慈善

委员会和其它俱乐部。 

我在新西兰期间，花了最多的时间

在帆船和学习上。我参加了很多帆

船比赛，赢得了很多奖项。同时我

也交了很多朋友，英语能力也有很

大进步。这些都让我在新西兰的生

活非常充实，我感到非常幸运。 

然而，没有我刚入学时国际部和ESOL

老师的帮助，这些都是不可能的。感

谢ESOL老师的辅导，我的英语飞快提

升。国际部老师则为新老国际学生提

供了全方面的支持。他们是我在西湖

男校的旅途中隐在幕后的英雄。 

在西湖男校，我学习了面对困难不放

弃的精神。我们会积极找出对策克服

困难。 

国际部的老师和其他老师都一直

在我身边帮助我。 

Takuto Fujimura, 日本 

Soohyun Son, 韩国 

Yiming Xu, 中国 

WESTLAKE BOYS HIGH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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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申请 

• 点击 网上申请链接: 

https://enroller.co.nz/ 

westlake-boys-high- 

school/enrolment- 

application 

• 如果你的入学申请被批

准，你将会收到入学通知

和学费账单。 

• 如果需要，负责住宿家

庭的老师会帮你安排好

住宿家庭。 

• 如果你住在学校安排的住

宿家庭，学校可以安排接

机。你的住家会帮助你做

好上学准备。 

• 收到你的航班信息后，我

们会将住宿家庭的详情发

给你。 

• 一旦我们收到你的付款，
我们会发出学费收据和确
认了的入学通知，你可以
凭此申请学生签证。 • 我们的新生入学培训会教

你所有在学校学习需要知

道的事项，使你可以充分

利用在学校的时间。 

• 你将需要参加一个线上

或现场面对面的入学面

试。 
• 根据新西兰国际学生管理

准则要求，国际学生的所

有住宿安排都需要在抵达

前得到学校的批准。 • 你的申请将被审核，你或

你的中介会收到入学决定

通知。 

• 我们将带你办理校服购

买事宜。 

PROSPEC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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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Forrest Hill Road 

Takapuna, Auckland 0620 

+64 (0)9 410 8667 

international@westlake.school.nz 

www.westlake.school.nz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