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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舒适等优厚条件的城镇之中。 

 

圣彼得书院具有骄人的学生成就，在学业方面，我们的学生在考试中有着高于平均成绩的表

现。学生除成绩以外，还擅长多样化的体育活动及文化爱好。圣彼得书院还提供广泛的辅导

计划以帮助学生发挥潜能，以取得这些骄人成就。 

 

我们相信圣彼得书院会为学生提供一个独特的校园生活和学习机会，让您的孩子为将来作好

准备。 

 

圣彼得书院的校园环境和设备： 

 

学生：圣彼得书院是一所男女校，有４００多名１１至１９岁的学生，班级规模通常较少。 

  

海外学生：目前圣彼得书院有少数海外学生，来自：香港、中国、日本、韩国、德国、泰国、

斐济、菲律宾。 

  

国际学生负责老师：莉安．麦凯(Lianne Mackay) 是一位拥有新西兰教育认可资格的教师，

专门负责照顾及教授海外学生。 

  

教职员：圣彼得书院聘请了３５位具有教育认证资格的教师，另外亦聘请了１５名职员为教

师们提供协助。 

  

帮助及关怀：班级老师、学业辅导员、就业辅导员和学校主任将为每个同学提供全面的协助

和支持，以帮助学生发挥潜能。 

  

设施：圣彼得书院坐拥优越且宽敞的环境，是一所现代化的学校，包括科技课程在内，所有

课堂都有着专门的教学设施，此外还有学生宿舍以及１０公顷的大型运动场。 

  

学业成绩：圣彼得书院在全国考试中长期保持优秀的成绩，而且成绩更胜于其他类似规模或

背景的新西兰学校。 

  

体育：圣彼得书院学生的体育成绩骄人，反映出学校提供予学生广泛且多样化的体育活动。 

 

文化：圣彼得书院在文化方面有着良好的声誉，例如：学生每年皆会出席一年一度的文化节

--- Eisteddfod 音乐节。 

  

户外教育：学校为学生提供了不同的露营和多元化的特别活动，让学生可以多次在新西兰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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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以帮助学生发挥潜能，以取得这些骄人成就。 

 

我们相信圣彼得书院会为学生提供一个独特的校园生活和学习机会，让您的孩子为将来作好

准备。 

 

圣彼得书院的校园环境和设备： 

 

学生：圣彼得书院是一所男女校，有４００多名１１至１９岁的学生，班级规模通常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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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学生负责老师：莉安．麦凯(Lianne Mackay) 是一位拥有新西兰教育认可资格的教师，

专门负责照顾及教授海外学生。 

  

教职员：圣彼得书院聘请了３５位具有教育认证资格的教师，另外亦聘请了１５名职员为教

师们提供协助。 

  

帮助及关怀：班级老师、学业辅导员、就业辅导员和学校主任将为每个同学提供全面的协助

和支持，以帮助学生发挥潜能。 

  

设施：圣彼得书院坐拥优越且宽敞的环境，是一所现代化的学校，包括科技课程在内，所有

课堂都有着专门的教学设施，此外还有学生宿舍以及１０公顷的大型运动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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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们提供协助。 

  

帮助及关怀：班级老师、学业辅导员、就业辅导员和学校主任将为每个同学提供全面的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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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外教育：学校为学生提供了不同的露营和多元化的特别活动，让学生可以多次在新西兰有

挑战自我的机会。 

  

学生宿舍：学生宿舍（男女共用）位于校舍一旁，可以让超过６０名以上的学生舒适地居住。 

  

气候：歌雅城(Gore) 天气温和，夏天气温维持在怡人的２０°Ｃ附近。而冬天则是比较寒冷，

但这也创造了良好的滑雪条件。 

  

旅游：歌雅十分邻近新西兰南部的旅游胜地，如皇后镇、米尔福特峡湾、斯图雅特岛等地地

方亦近在咫尺。 

  

机场：圣彼得书院距离皇后镇和但尼丁国际机场不到２小时车程，而距离英佛卡尔国内机场

则不用４５分钟车程。 

  

学年：新西兰的学年是由２月至１２月的。学校的主要假期则是从１２月初至１月末。 

 

 

联络人： 

莉安．麦凯 Lianne Mackay 

国际学生负责老师 Director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圣彼得书院 St Peter’s College 

地址: 121 Kakapo Street, Gore9719, New Zealand 

 

网址: www.stpetersgore.school.nz 

电子邮件: liannemackay@stpetersgore.school.nz 

电话: +64 3 208 9060 传真: +64 3 208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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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以帮助学生发挥潜能，以取得这些骄人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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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自我的机会。 

  

学生宿舍：学生宿舍（男女共用）位于校舍一旁，可以让超过６０名以上的学生舒适地居住。 

  

气候：歌雅城(Gore) 天气温和，夏天气温维持在怡人的２０°Ｃ附近。而冬天则是比较寒冷，

但这也创造了良好的滑雪条件。 

  

旅游：歌雅十分邻近新西兰南部的旅游胜地，如皇后镇、米尔福特峡湾、斯图雅特岛等地地

方亦近在咫尺。 

  

机场：圣彼得书院距离皇后镇和但尼丁国际机场不到２小时车程，而距离英佛卡尔国内机场

则不用４５分钟车程。 

  

学年：新西兰的学年是由２月至１２月的。学校的主要假期则是从１２月初至１月末。 

 

 

联络人： 

莉安．麦凯 Lianne Mackay 

国际学生负责老师 Director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圣彼得书院 St Peter’s College 

地址: 121 Kakapo Street, Gore9719, New Zealand 

 

网址: www.stpetersgore.school.n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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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自我的机会。 

  

学生宿舍：学生宿舍（男女共用）位于校舍一旁，可以让超过６０名以上的学生舒适地居住。 

  

气候：歌雅城(Gore) 天气温和，夏天气温维持在怡人的２０°Ｃ附近。而冬天则是比较寒冷，

但这也创造了良好的滑雪条件。 

  

旅游：歌雅十分邻近新西兰南部的旅游胜地，如皇后镇、米尔福特峡湾、斯图雅特岛等地地

方亦近在咫尺。 

  

机场：圣彼得书院距离皇后镇和但尼丁国际机场不到２小时车程，而距离英佛卡尔国内机场

则不用４５分钟车程。 

  

学年：新西兰的学年是由２月至１２月的。学校的主要假期则是从１２月初至１月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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