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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国际学⽣生和家庭提供的信息

学校

成⽴立于1899年



宣⾔言

“⿎鼓励学⽣生
相信⾃自
⼰己，挖掘
潜⼒力，⾃自
信成长，
奉献社会”



欢迎来到
Oropi学校

Oropi学校如今发展势头迅速，前景辉煌。我们学校很有活⼒力，在许多⽅方⾯面都⾛走在21世纪教育的前沿， 
这⼀一点新西兰也符合新西兰的现状。 我们是⼀一个半⽥田园式学校，距离陶朗加市中⼼心很近。（13千⽶米以
内）

学校⾥里有260到300名学⽣生，我们可以为孩⼦子们提供许多教育机会和项
⽬目，让他们选择⾃自⼰己喜欢的，以拓宽他们的教育经历。能够满⾜足不同孩⼦子
的需求，我们感到⾮非常⾃自豪。

这有⼀一部分原因可以归结为，我们是⼀一个⽥田园式学校，认为所有孩⼦子都是
独⽴立的个体。我们努⼒力创造⼀一个包容所有⼈人的⽂文化环境，所有的孩⼦子们都
能感觉到他们是团队中的⼀一员，都有机会和不同年龄⼩小组的孩⼦子们进⾏行交
流。在Oropi学校，没有很多来⾃自同伴的压⼒力，因为在这⾥里，孩⼦子们可以
享受童年时光。我们⼤大⼀一点的孩⼦子们会通过他们的领导⼈人项⽬目，每天和年
龄⼩小⼀一点孩⼦子的交流，帮助形成⼀一种⼤大家庭的感觉。

在Oropi学校，我们能为孩⼦子们提供⼀一种乐在其中的独特环境，因为：
• 孩⼦子们在⼀一个安静的⽥田园地⽅方⽣生活，这⾥里可以让孩⼦子们发挥创造⼒力，探索很多地⽅方。
• 从五岁到⼗〸十三岁，不管孩⼦子年龄⼤大⼩小，他们都有很多机会相互交流。
• 我们的社区提供了与当地环境相关的丰富的资源和学习机会。
• 我们能提供现代化的，有活⼒力的学习环境，资源⼗〸十分丰富。
• 我们在确认学习需求，制定学习项⽬目⽅方⾯面能满⾜足家庭和学校的需要，我们⾮非常⾃自豪。
• 我们的社区也参与学校活动，提供了很⼤大帮助
• 除了⽇日常的课程，我们还提供许多其他活动，丰富孩⼦子们的学习⽣生活。⽐比如：游泳课程，声乐和
器乐指导，汉语普通话和⽑毛利语教学，三年级到⼋八年级孩⼦子的野营，夏天和冬天的运动， 库卡库
花园项⽬目和领导⼒力锻炼的机会等。

• 语⾔言学习的前沿项⽬目（汉语普通话和⽑毛利语）和探究式学习的项⽬目

我们⾮非常欢迎⼤大家来参观我们学校，也会很荣幸能有机会带⼤大家逛逛学校。我们曾经于2015年8⽉月接待
过新西兰总理约翰·基，也接待过其他⼀一些来⾃自中国和美国的⽼老师们。我们和陶朗加以及新西兰的其他
学校有很多往来。

此致

安德鲁·⾦金
校长



我们独特的教育资源
• 12间现代化教室

• 全新信息通讯技术的创新应⽤用

• 全校所有孩⼦子都可以获得科技资源，使⽤用极速宽带进⾏行⽹网上
数字化学习。

• 研究性学习

• ⼀一年级到六年级的孩⼦子们的探究式学习项⽬目

• 语⾔言学习-普通话（汉语）和⽑毛利语

• 受到近期研究、专家们、⽂文学顾问和教育顾问的影响，我们
在阅读、写作和数学⽅方⾯面开展了很多项⽬目。

• 库卡库菜园项目（学校菜园）

• 可⾃自由探索的原⽣生态峡⾕谷

• 带有架空索道的操场

• 带有⼩小屋的丛林区

• 沙坑和戏⽔水区

• 可加热的游泳池

• ⼈人⼯工草⽪皮球场

• 很多运动机会：⽹网球、⽥田径、体操、⽔水球、触式橄榄球、
Rippa橄榄球、⽆无板篮球、曲棍球、游泳课程等

• ⾳音乐课：声乐、键盘乐、吉他、竖笛和⾳音乐理论知识

• 欢庆会/丰收节/展销会

• 宠物节

• 本校及⼩小组其他学校的游泳运动、⽥田径运动和跑遍乡村活动

• 全校的⽂文化庆祝活动是⼀一个了解并学习相关知识的机会（例
如：六⽉月份的⽑毛利新年庆祝活动）

• 混合年龄⼩小组和户内合作机会



基本信息
上学时间       8:55am到2:40pm
早歇             10:40am到11:00am
午歇             12:40am到1:25pm 

办公时间      周⼀一到周五，8:30am 到 3:30pm

学习环境
我们的班级拥有现代化学习环境，和单独的教室。如果想了解更多信息，请登录我们学校的官方网站。
我们有三个现代化学习环境小组和三间单独的教室。三个现代化学习环境小组相当于两间教室的大小，由两
个老师进行管理。

校车
我们有三辆校车，带孩⼦子们上下学。还有⼀一辆⾃自费校车，供居住在⽡瓦纳尔路南和约翰⽔水果店之间的家庭。

着装标准
Oropi学校没有规定每天必须穿校服。但是孩⼦子们需要着装得体，⼲干净。如果有活动需要特殊着装，班级报纸会
给⽗父母提⽰示相关信息。

运动装
学⽣生们如果代表学校参赛，或者到其他学校做运动，需要穿Oropi学校的运动服：汗衫和⿊黑⾊色的短裤。
学校提供的摇粒绒⾐衣服也可以。

帽⼦子
根据学校规定，在第⼀一学期和第四学期时，学⽣生们如果在10:30am以后出教室，都需要戴帽⼦子。家长和教师联谊
会为每个学⽣生提供⼀一顶帽⼦子。替换的帽⼦子可以从学校办公室买。学⽣生们带校帽是学校的规定。

报纸
每周五学校都会以邮件的形式发送校报。除了庆祝我们每周的成功之处，这些⽂文件也会提⽰示接下来的学期的活
动。校报在⽹网站上也可以看到。

开放⽇日
我们在7⽉月/8⽉月时候有⼀一个开放⽇日，招待新家庭。除了在这个⽇日⼦子，只要通过接待处做好安排，⽗父母们可以在任何
时候访问学校。每个学期，我们都有⼀一个主题为“学习链接”的夜晚，⽼老师们可以给家长分享⼀一些课堂项⽬目。



报告和评价
第⼀一学期     跟⽼老师见⾯面
             家长会
             学期结束时每个家庭都会收到孩⼦子们的学习集
第⼆二学期         年中报告
                 学习庆祝
第三学习     家长会
             学期结束时每个家庭都会收到孩⼦子们的学习集
第四学期       年终报告

学习庆祝
⽗父母们可以在任何时间和⽼老师见⾯面，讨论孩⼦子在学习或社会需求⽅方⾯面的问题。

⽀支持项⽬目
六岁的孩⼦子有阅读发现项⽬目
在课上，⽼老师每周都会为各班提供读写帮助
⽼老师会对有特殊需求的孩⼦子进⾏行写作和数学指导
对于⾮非常聪明、有天赋的学⽣生，他们如果想要进⾏行学术挑战，⽼老师会提供额外帮助

家庭作业
学校会定期布置家庭作业，⽀支持课堂教学。我们会在新学年开始时候，提出对各个班级的期许。⽗父母
们也需要和⽼老师保持定期联系。学校同样⾮非常重视孩⼦子们参加课后活动。我们对家庭作业的规定可以
从校⽅方官⽹网上看到。

集会、学校运动会和其他事件
每个学期，我们都会举办由学⽣生主持的集会。我们还有混合年龄组的运动会，合作性挑战和选举项⽬目
等。

项⽬目
Oropi学校⾪隶属于Kaimai乡村学校协会，其他学校包括Kaimai, Tauriko和Pyes Pa学校。这四所学校
⼀一起举办运动会和艺术节，包括游泳、⼩小报、跑遍乡村、冬季运动、⽥田径、演讲、爱因斯坦挑战和天
才活动等。

⾼高年级孩⼦子
我们七年级和⼋八年级的孩⼦子们⾪隶属于⾼高年级⼩小组，这⼀一⼩小组涉及丰盛湾地区的14个学校。这些学校会
举办学术、⽂文化和运动会等，包括：奇思妙想、演讲、游泳、⽥田径、跑遍乡村、天才活动项⽬目和舞蹈
等。这些活动使得我们的孩⼦子们可以在上⾼高中前与其他孩⼦子建⽴立友谊。

课后辅导 
我们和格林顿的海岸课后辅导机构负责⼈人有很紧密的联系。他们的员⼯工会从Oropi学校或者Oropi路上
的校车上接⼈人。详情请查看www.coastkids.net.nz。他们的设备很齐全，我们极⼒力推荐。我们也有学
⽣生参加了基督教青年会。

学校图书馆 
我们的学校图书馆选了很多很棒的书，学⽣生们可以借来阅读，但必须要对这些学校资源妥善保管。除
了每个班级各⾃自的图书馆时间，我们的孩⼦子们还有机会在每天午歇时间去图书馆，也可以在上课时间
单独去。

http://www.coastkids.net.nz
http://www.coastkids.net.nz


游泳池
我们⾮非常有幸能有⼀一个可以加热的泳池，为所有班级提供每天都能游泳的机会，如果天⽓气好的话，
第⼀一学期和第四学期是最佳时间。我们有专业的教练为孩⼦子们提供指导，在第⼀一学期每周还可以为
孩⼦子们安排⼀一次私⼈人教练课程。（详情见校报）

探究型学习
探究型学习是孩⼦子们通过动⼿手实践，学习、探索、提⾼高的好机会。学校为孩⼦子们提供许多活动，孩
⼦子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进⾏行选择。每节课的活动包括：⽊木⼯工、堆箱⼦子、画画、戏⽔水、玩⼉儿沙坑、
做饭、装扮、体育活动、堆积⽊木、涂颜⾊色、玩橡⽪皮泥、建房⼦子、在学校丛林⾥里的想象⼒力游戏、科学
实验、⼿手⼯工以及其他活动。通过探究型学习的⽅方式，孩⼦子们可以在⾃自⼰己感兴趣的话题上温故⽽而知
新。每周我们都会提供规定的活动，也会让孩⼦子们有⾃自由探索的时间。因为有些孩⼦子很享受⾃自主学
习的时光，⽽而另外⼀一些孩⼦子却更希望根据相应的指⽰示进⾏行学习。

教育评论办公室（E.R.O）对我们学校的描述
教育评论办公室（E.R.O）是怎么描述我们学校的呢？
登陆学校⽹网站www.oropi.school.nz，在‘我们的学校’⼀一栏下⾯面查找最近的教育评论办公室
（E.R.O）报告
2014年末，在⼀一项持续四五年的调查中，我们获得⼀一致好评。

国际学⽣生项⺫⽬目
在我们学校的国际学⽣生；

• 在刚开始来的⼏几周需要接受培训
• ·在刚开始⼏几周会有安排的伙伴⼀一起玩耍
• ·是ESOL项⽬目的⼀一部分
• ·有机会出去探索当地社区
• ·在校期间会得到持续帮助
• ·学校⿎鼓励国际学⽣生和同学朋友分享⾃自⼰己的⽂文化

http://www.oropi.school.nz
http://www.oropi.school.nz


交叉课程和额外课程
⽑毛利语、普通话和西班⽛牙语
学校⾥里从⼀一年级到⼋八年级的所有孩⼦子都会学习⽑毛利语⼀一级。在其他学习领域也会有⽑毛利语的指导。 
有⼀一个接受过良好训练的汉语⽼老师给孩⼦子们上汉语课，汉语课程设置了⼀一级和⼆二级两个级别。
学校有时候提供西班⽛牙语课程。

⾳音乐
每周⼆二，钢琴/吉他获得A级的⾳音乐⽼老师会在学校上钢琴和吉他课程。上课时间表是循环的，所以学⽣生们不会错过每周课堂上的
内容。
合唱队
如果学校在⼀一学年⾥里不创作⾃自⼰己的⾳音乐，年龄稍⼤大⼀一点的孩⼦子有机会在陶朗加⼩小学⾳音乐节上的合唱班表演。
钢琴、吉他、演唱、笛⼦子和乌克丽丽等器乐的学费根据不同⼩小组⽽而定。有需要请咨询详情。

信息交流技术
我们是⼀一个资源⾮非常丰富的学校，三分之⼀一的孩⼦子们都有电脑可⽤用。孩⼦子们可以设计作品，通过电脑创作⾃自⼰己的项⽬目，在线完成
教育活动等。我们的⽹网速很快，孩⼦子们的数字化教育和上⽹网环境都很安全。

天才活动 
我们为孩⼦子们提供扩展项⽬目，天才活动的负责⽼老师会和班主任⼀一起指导孩⼦子们的写作和数学。

野营
三年级到⼋八年级的所有孩⼦子们都会参加每年⼀一次的野营，野营场所涉及丰盛湾西部和其他许多地⽅方。这些活动能为孩⼦子们提供很
多学习经验。⼀一年级和⼆二年级的孩⼦子们也会在同⼀一学期有⼀一⽇日游的体验。

滑雪之旅
每年在七⽉月/⼋八⽉月，我们为四年级到⼋八年级的孩⼦子们在鲁阿佩胡⼭山提供为期三天的滑雪体验。

询问式学习
这是⼀一种整合科学、社会科学、艺术和科技课程，能确保学⽣生们进⾏行有意义的
学习的教学⽅方法。

健康和体育课程 
我们对健康和体育课程很重视，孩⼦子们在学习这⼀一课程时可以体验很多活动，包括校外的⼀一些活动。

⽣生存教育
“⽣生存教育⾛走⼊入课堂”每年会来学校讲解，增加学⽣生们在健康课程领域的学习机会。

为七/⼋八年级孩⼦子的学习专门制定的项⽬目
• 第⼆二语⾔言学习：普通话介绍（现代汉语）
• 职业⽣生涯教育机会
• 科技（如下所⽰示）
• 领导⼒力锻炼，抓住机会，不负众望（例如：参加会议、
在学校担任班长、图书管理员等职务）

• 安全冲浪和安全戏⽔水教育项⽬目以及每年七年级和⼋八年级
孩⼦子们参加的铁⼈人三项

科技
七⼋八年级的孩⼦子们会在陶朗加⼩小学专门建造的房间接受科技
教育。所有的孩⼦子们都有机会接触⾷食品科学、硬质材料（车
间）和软质材料（纺织品）等。



Oropi学校七⼋八年级的孩⼦子们

我们的学习环境
• 我们学校为孩⼦子们提供了‘家⼀一样的氛围’，孩⼦子们相互了解彼此，教职⼯工和孩⼦子亦师亦友，交流密
切。

• 我们提供了⼀一个稳定的环境，能解决即将步⼊入青少年时期孩⼦子们的学习和情感需求。
• 孩⼦子们并没有同伴带来的消极压⼒力，能够保持独⽴立⾃自主的精神。
• 我们能成功满⾜足七⼋八年级的孩⼦子们的个体需求。
• 我们为那些表现突出的孩⼦子提供拓展机会。
• 我们对学⽣生的深⼊入了解，极⼤大促进了对孩⼦子们相关课程的有效⽀支持。
• 虽然七⼋八年级的孩⼦子们⼈人数较少，但他们对促进学校运转⾄至关重要。他们能帮助学校运转，同时创
造⼀一种独⽴立又个性的⽂文化和安全的环境。

• Oropi学校有着浓厚的课外学习氛围，各个年龄段之间的孩⼦子们相互交流，这样能提⾼高⾃自信，提升
他们的沟通技巧。

我们的学习项⽬目
⾼高年级学⽣生项⽬目的基础是什么？

• 我们的项⽬目始终注重学⽣生的读写能⼒力和数学计算
• 通过探究式学习⽅方法，学⽣生们有更多机会对⾃自⼰己的学习⽅方向负责，对⾃自⼰己取得的成绩进⾏行反思，并
建⽴立下⼀一步学习⽬目标。 

• 我们的学⽣生们有很多获得科技和资源的渠道，⽤用来⽀支持他们努⼒力学习，获得适合21世纪学习者的⽬目
标。

• 在七⼋八年级的课堂上，每两个⼈人分享⼀一台台式电脑/笔记本电脑。
• 我们利⽤用陶朗加⼩小学的科技中⼼心-⼀一个专门建造的区域，为孩⼦子们提供科技⽅方⾯面的学习体验。
• 我们与“⾼高年级孩⼦子⼩小组”的联系，让孩⼦子们能在游泳、跑遍乡村、⽥田径、奇思妙想、演讲和社交舞
蹈等体育运动和⽂文化知识⽅方⾯面，相互交流，彼此促进提⾼高。

• 我们培养孩⼦子们的独⽴立和创新精神，⿎鼓励他们通过担任班长、校车监督员、图书管理员、体育委员
以及学校⾥里的其他职务来提⾼高领导能⼒力。

• 我们⾼高年级的孩⼦子们也参加了校外的领导能⼒力锻炼-包括多纳摸领导⼒力项⽬目和全国青年领导节。
• 我们⼀一直在寻找机会，拓宽学习项⽬目。今年，学校新开了‘安全游泳’‘冲浪学习’等项⽬目，利⽤用了市图
书馆和艺术展览馆提供的项⽬目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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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方式
电话：  07 543 1479

办公邮箱： office@oropi.school.nz

地址：  1334 Oropi Road, R D 3, Tauranga 3173

⽹网址：  www.oropi.school.nz

脸书：  www.facebook.com/Oropi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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