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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流的教学环境
欢迎光临塞缪尔•马斯丹学校，惠灵顿最好的私立女校。

自1878年成立至今，马斯丹学校始终致力于给女生提供最
好的教育，是很多家庭世世代代的首选学校。本校学生的

学习成绩一直在惠灵顿地区的所有学校中名列前茅，新西

兰教育督导署多年来发表的所有报告都表明本校的教学无

可挑剔。

你的孩子在马斯丹学校将有机会取得优异的学习成绩，我

们还鼓励她们参加音乐、体育和其他课外活动实现全面个

人发展。除了本地学生，在马斯丹学校就读的国际学生也

茁壮成长并取得优异学习成绩，毕业后进入新西兰或海外

高等院校继续深造，在世界各地开创成功的职业生涯。

马斯丹学校距惠灵顿市中心只有几分钟车程，给学生提

供世界一流的宁静学习环境。我们致力于性格培养和智

力开发，你的孩子在塞缪尔•马斯丹学校将会得到全面发

展。我们开设面向未来的学习课程，培养学生掌握基本

学习能力、社交能力和情感能力，使她们能在未来的职

场生涯中茁壮成长。我们很高兴本校成为新西兰第一所

WellbeingTM（可视化身心健康）学校。Visible Wellbeing
是一种先进教学方法，使学生在心智和学业方面得到更好

的发展。

我们关心你女儿的学习和个人生活，让她感到在这里学 

习和生活很安全，受到其他学生的关心和欢迎。我最喜 

欢做的事情是培养年轻人，最让我高兴的事情之一就是看

到学生们在私立学校茁壮成长。我们的毕业生成为坚强、

独立、有服务意识的人，我们为此感到很自豪。她们确 

信自己有能力改变世界，并成为卓有成就的国际公民。

请阅读本校招生简章了解本校特色。也可以访问本校网站

www.marsden.school.nz，如果你有任何疑问，欢迎你给学

校招生办公室主任打电话或发电子邮件。我希望你的女儿

来马斯丹学校上学，我希望亲自欢迎你和你的孩子加入马

斯丹学校这个大家庭。

Narelle Umbers 
校长

Narelle Umbers  
校长和2019年 

学生会主席 
Tegan Martin

欢迎光临 
塞缪尔•马斯丹学校

我们的校训是Ad Summa，即“追求
卓越”。这就是我们对追求卓越做出

的承诺。我们热衷于在所有方面取得优异成
绩。”

Narelle Umbers校长

http://www.marsden.school.nz


2 塞缪尔•马斯丹学校  |  招生简章

marsden.school.nz

 为什么选择 
塞缪尔•马斯丹学校



我曾在马斯丹学校学习，现在在设计复
杂的关键任务建筑物，包括惠灵顿机场

控制塔和英国研发实验室。”

Vikki Stephens — 2008届马斯丹毕业生，机械工程师，获得了坎

特伯雷大学荣誉学士学位。

Bing Qin Cai，马斯丹学校2017届毕业生。Bing Qin有服装设计 

天赋，目前在伦敦服装学院深造。

女性教育是专业化程度很高的领域

140多年来，马斯丹学校始终致力于鼓励、培养和教育女
生和年轻女性，我们对待教育事业的态度一丝不苟。马斯

丹学校的女生在女校学习过程中培养自信心，为她们开创

光明的未来奠定基础。

马斯丹学校的学生在校学习期间打好
坚实基础，迎接即将到来的有意义的
人生，在工作中取得成就，过上真正
幸福美满的生活。

 作为一所女校，我们培养了浓厚的学习氛围。

 我们帮助女生提高能力，培养自尊心，促进身心健康。

 马斯丹学校的每个女生都有机会表达自己的意见，不必想

方设法吸引教师的注意力。

 女生担任所有领导职务。

 女生可以尝试所有事物，相互之间营造出互帮互助、充满

趣味的学习环境。

 我们协助女生克服性别成见。

 我们为女生树立催人奋进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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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成绩突出

塞缪尔•马斯丹学校以卓越的学术成绩著称。

马斯丹学校高年级学生学习全世界认可的新西兰国家教育

成绩证书课程(NCEA)，也可以选择参加新西兰国家奖学
金考试。世界各地的大学认可我们的课程，我们严谨的教

学大纲有助于学生进入高等院校继续深造。

本校毕业生进入大学继续深造，包括英国剑桥大学和牛津

大学、中国北京大学、法国索邦大学、新西兰奥塔哥大

学、坎特伯雷大学、维多利亚大学、梅西大学和奥克兰大

学、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和新南威尔士大学、美国印第安

纳大学、伊利诺斯大学、弗吉尼亚联邦大学和东北大学。

关注未来发展的学习 

本校提供卓越的学术课程、音乐课、体育课和文化课，有

很多俱乐部和社团。

本校的教学工作建立在卓越、坚韧、创新和奉献这一校训

之上，我们开设的特殊教育课程让所有学生为日后进入职

场做好准备。本校是惠灵顿唯一一所与美国21st Century 
Skills Lab and ACT Tessera合作编写课程的学校，旨在培
养学生的必备社交能力和情感能力，有助于她们在现代职

场上茁壮成长。

马斯丹学校建立了出色的学校管理团队，确保教学工作不

断创新，并着眼于学生的未来发展。我们承诺为学生提供

支持，帮助她们成为卓有成就的世界公民。

我们的教学方针面向21世纪，这意味着
本校学生将为未来的职业生涯打好坚实
基础。

在马斯丹学校学习期间，我可以自由追求自
己的兴趣，参与各种讨论，知道自己的意见

受到重视。”

Celeste Pan，马斯丹学校2015届毕业生本科就读于剑桥大学三一

学院英国文学专业；研究生就读于牛津大学中世纪研究哲学。

Sasha Ang，马斯丹学校2017届毕业生。Sasha曾担任马斯丹学校

的文化队长，目前在巴黎索邦大学攻读古代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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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选择 
马斯丹学校



7塞缪尔•马斯丹学校  |  招生简章 

marsden.school.nz

理想的学习环境

马斯丹校园环境优美宁静，校内绿树成荫，活动空间很

大，拥有世界一流的室内外设施和资源，营造出有利于学

习并富有挑战性的环境。本校距文化氛围浓厚的首都惠灵

顿市中心不到十分钟车程。

本校学生有机会了解首都的文化和历史，在惠灵顿乃至整

个新西兰参加各种各样的户外活动。

对来新西兰首都惠灵顿求学的国际学生
来说，塞缪尔•马斯丹学校是最佳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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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关怀和学生身心健康

马斯丹学校承诺保障学生身心健康，这是我们的特色。按

国际标准，马斯丹学校是一所规模不大的学校，我们采用

小班制教学。我们之所以保持这一传统，是因为这样可以

更好地了解和关怀每个学生，对她们进行悉心关照。

本校国际学生主任会亲自关怀你的女儿，确保她在马斯丹

学校取得优异成绩。对国际学生来说，这种关怀包括把她

们安排到经本校核准的当地寄宿家庭里住宿。

我们有专职负责学生关怀的优秀教职工，他们不仅编写课

程，还肩负着培养和支持学生的重任。负责关怀你的女儿

的教职工包括国际学生主任、教务主任、学生关怀主任、

学监、学院主任、学校护士和辅导员。我们的老师随时为

学生提供帮助，协助她们做到最好。

本校是一所信奉基督教的圣公会学校，我们深信文化多样

性可以让学校的教学环境更多丰富多彩，所以我们努力营

造出这样的教学氛围。我们热忱欢迎有不同信仰与文化背

景的学生就读本校，提倡负责任公民教育，让她们成为富

有同情心并知道回报社会的人。

 为什么选择马斯丹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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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宿家庭 — 远方的家

马斯丹学校安排年满14岁的国际学生住在寄宿家庭里。我
们认为国际学生住在寄宿家庭里最有利于她们的学习和个

人生活：她们置身于温暖舒适、有关爱的环境中，可与寄

宿家庭成员练习英语，分享她们的文化。

你的女儿来马斯丹学校上学，很快就会适应这里的学习和

生活。

11-14岁的学生可以在惠灵顿与任何家人
同住，11岁以下的学生必须在惠灵顿与
父母同住方可进入马斯丹学校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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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西兰知识之都上学

马斯丹学校位于新西兰首都惠灵顿，这里是 

新西兰政府所在地，也是本国的知识经济中心。 

惠灵顿环境优美，绿树成荫，治安良好， 

非常适合生活和学习。

在惠灵顿市中心散步是一件很惬意的事情， 

它是全世界唯一一个被授予“安全社区”称号的首 

都城市。惠灵顿空气清新，可以从事很多户外活动， 

这里是多种文化汇集之地，是艺术中心， 

是充满活力的都市。

请访问www.wellingtonnz.com进一步了解惠灵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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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灵顿私校联盟(WPEN)成员学校
作为WPEN成员学校，塞缪尔•马斯丹学校是一所来新西兰学习的国际学生值得信赖的首选学
校。WPEN为在新西兰首都惠灵顿求学的国际学生开设一流的独特关怀和体验项目。

作为一所WPEN成员学校和有着140多年优质教育经验的
学校，本校给学生提供最高质量的教育、个人关怀、学习

支持和新西兰文化体验机会。

WPEN的学习关怀计划安排国际学生参加惠灵顿介绍日，
他们参加有教师带队的活动、运动和郊游，重点是体验惠

灵顿乃至整个新西兰的文化。这些体验活动有助于提高她

们的学习和社交能力。

为了帮助国际学生适应新西兰生活，学习关怀计划还开设

相应的课程帮助她们了解新西兰的社会规范，支持她们的

课业学习，帮助她们了解新西兰的升学体系和高中毕业之

后的职业发展途径。WPEN与惠灵顿维多利亚大学建立了

Uni-Link合作关系，专为高年级学生开展大学校园参观活
动，确保高年级学生有机会了解这所世界知名的新西兰 

大学。

marsden.school.n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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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uge Bromley，马斯丹学校2000届毕业生。

在从马斯丹学校毕业之后，Yuge先后在惠灵顿维多利
亚大学以良好成绩获得了营销和商法学位、法学学士

学位和法学硕士学位。她做过商业诉讼和刑事辩护律

师，目前在设计和经营自己的服装品牌。她和丈夫打

算把业务拓展到中国大陆。Yuge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和
普通话。

在马斯丹学校学习让我明白了在满
怀激情地追求自己的人生目标时，

遵守纪律和职业道德是多么重要，任何时
候都不能丢掉善良和礼貌。”
Yuge Bromley

 马斯丹学校报名

马斯丹学校欢迎具备良好基本英语能力的国际学生进入本

校学习。可以访问www.marsden.school.nz/international-

students/了解塞缪尔•马斯丹学校的学习课程和课外活动、

费用和注册程序。

我们期待着你的女儿来马斯丹
学校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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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 — 马斯丹学校欢迎具备良好基本英语能力的

学生进入本校学习。根据申请人不同年龄，采用

多种方法评估其能力。按电话面试或Skype面试

和英语考试分数确定申请人需要接受哪一级英语

辅导。可能要根据英语能力决定国际学生的就读

课程和年级。我们可能会建议学生在进入本校高

中部就读之前先在经本校认可的语言学校接受强

化语言学习。

签证 — 可以向新西兰移民局咨询或在其网站 

www.immigration.govt.nz上详细了解签证要求和许 

可证要求、在新西兰学习期间打工的建议和报告要求。

健康和旅游保险 — 大多数国际学生在新西兰学 

习期间不能享受政府拨款的公共医疗卫生服务，

除非他们是澳大利亚居民或公民、英国国民或 

有效期不低于两年的临时许可证持有人。不在 

上述特殊类别之列的学生在新西兰停留期间接

受治疗，需要全额支付医疗费。因此，法律规

定他们必须购买医疗和旅游保险。这包括户外

教学课程保险。马斯丹学校或学校承保人对学

生在上学期间的个人物品安全不承担任何责

任。所有学生家长必须购买合适的医疗、旅游

和个人物品保险。我们推荐下列医疗和旅游保

险公司：Southern Cross International Student

保单：https://www.scti.co.nz/our-policies/

international-student/insurance/, Allianz 

Studentsafe医疗和旅游保险公司： 

www.studentassist.co.nz

国际学生关怀准则和投诉 — 塞缪尔•马斯丹学校

已签署新西兰教育部制定的2016版国际学生关怀

准则。如要了解详情或下载准则副本，请访问

www.nzqa.govt.nz/providers-partners/ 

education-code-of-practice

如果你有任何疑虑或投诉，学生本人或代表可以

拨打0800 697296或发电子邮件至qadrisk@nzqa.

govt.nz联系NZQA寻求协助。如果发生财务或合

同争议，学生可以拨打0800 00 66 75联系国际学

生投诉机构(iStudent Complaints)寻求协助。国际

学生投诉机构网站www.istudent.org.nz/about-

istudent-complaints上有详细信息，可以通过打

电话、发电子邮件、写信、访问www.facebook.

com/istudent.complaints/或微信寻求建议（搜索

NZ iStudent Complaints）。

Narelle Umbers 
校长

Margaret Adeane 
教务主任

Anne Field 
学生关怀主任

Caroline Robertson 
国际学生主任

Nicole Yin 
北亚区域经理

电话：+64 4 388 0850 分机519
新西兰手机：+64 21 166 8178
中国手机：+86 135 818 29228
电子邮件：yinn@wpen.school.nz

Sonia Stinson 
招生办公室主任

电话：+64 4 476 8792 分机831
电子邮件：sonia.stinson@marsden.school.nz

http://www.immigration.govt.n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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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缪尔•马斯丹学校

Private Bag 17000
Wellington 6147, New Zealand
+64 4 476 8707

marsden.school.nz

马斯丹激发女生的潜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