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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彼得書院 (St Peter’s College) 坐落於歌雅城 (Gore)， 是一所男女校, 坐落於一個集包容、 安

全、舒適等優厚條件的城鎮之中。 

 

聖彼得書院具有驕人的學生成就，在學業方面，我們的學生在考試中有著高於平均成績的表現。

學生除成績以外，還擅長多樣化的體育活動及文化愛好。聖彼得書院還提供廣泛的輔導計劃以幫

助學生發揮潛能，以取得這些驕人成就。 

 

我們相信聖彼得書院會為學生提供一個獨特的校園生活和學習機會，讓您的孩子為將來作好準

備。 

 

聖彼得書院的校園環境和設備： 

 

l 學生：聖彼得書院是一所男女校，有４００多名１１至１９歲的學生，班級規模通常較少。 

l 海外學生：目前聖彼得書院有少數海外學生，來自：香港、中國、日本、韓國、德國、泰

國、斐濟、菲律賓。 

l 國際學生負責老師：莉安．麥凱 (Lianne Mackay) 是一位擁有新西蘭教育認可資格的教師，

專門負責照顧及教授海外學生。 

l 教職員：聖彼得書院聘請了３５位具有教育認證資格的教師，另外亦聘請了１５名職員為

教師們提供協助。 

l 幫助及關懷：班級老師、學業輔導員、就業輔導員和學校主任將為每個同學提供全面的協

助和支持，以幫助學生發揮潛能。 

l 設施：聖彼得書院坐擁優越且寬敞的環境，是一所現代化的學校，包括科技課程在內，所

有課堂都有著專門的教學設施，此外還有學生宿舍以及１０公頃的大型運動場。 

l 學業成績：聖彼得書院在全國考試中長期保持優秀的成績，而且成績更勝於其他類似規模

或背景的新西蘭學校。 

l 體育：聖彼得書院學生的體育成績驕人，反映出學校提供予學生廣泛且多樣化的體育活動。 

文化：聖彼得書院在文化方面有著良好的聲譽，例如：學生每年皆會出席一年一度的文化

節--- Eisteddfod音樂節。 

l 戶外教育：學校為學生提供了不同的露營和多元化的特別活動，讓學生可以多次在新西蘭

有挑戰自我的機會。 

l 學生宿舍：學生宿舍（男女共用）位於校舍一旁，可以讓超過６０名以上的學生舒適地居

住。 

l 氣候：歌雅城 (Gore) 天氣溫和，夏天氣溫維持在怡人的２０°˚Ｃ附近。而冬天則是比較寒

冷，但這也創造了良好的滑雪條件。 

l 旅遊：歌雅十分鄰近新西蘭南部的旅遊勝地，如皇后鎮、米爾福特峽灣、斯圖雅特島等地

地方亦近在咫尺。 

l 機場：聖彼得書院距離皇后鎮和但尼丁國際機場不到２小時車程，而距離英佛卡爾國內機

場則不用４５分鐘車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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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學生負責老師 Director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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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郵件: liannemackay@stpetersgore.school.n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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