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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SSION 
STATEMENT

“Inspiring our 
students to believe in 

themselves
 and realise their 

potential within our 
rural community, 
so they can move 

forward as confident,
 contributing members 

of society.”

“Toi tu te mana, 
Toi tu te whenua, 
Toi tu te tangata”

Quality Education in a 
Rural School Environment 

办学宗旨

乡村学校环境中的素质教育

“鼓励我们的学生相信自 
己，并在我们的乡村社区中
发挥他们的潜力，这样他们
就能朝着成为有信心、有贡
献的社会成员前进。”



Oropi学校目前有很多令人兴奋的发展以及对未来的规划。我 

们的学校充满活力，处于21世纪教育的许多方面的前沿，适用于新 

西兰的教学背景。我们是一所半乡村学校，靠近陶朗加市区（13公 

里范围内）。

我们有300-320名学生，我们可以提供广泛的教育机会和计划，让 

所有学生都可以选择体验，这将拓宽他们的教育经验。能够 

满足个人需求，我们为此感到自豪。部分原因是我们乡村学校的感 

觉和以及我们对每个人负责的事实，我们不实行“千城一面”。我们

努力培养一种所有人都具有包容性的文化，所有孩子都认为自己拥 

有在混合年龄组互动团队中的机会。在Oropi学校，同龄人的压力 

是最小的，这是一个孩子可以享受成为孩子的地方。我们的高年 

级学生通过他们的领导课程以及与中低年级的日常互动，帮助培养这

种团结的氛围。

Welcome to 
Oropi School

在Oropi学校，我们为我们的孩子提供了一个独特的环境，因为:

•孩子们生活在宁静的乡村，有很多地方和机会去探索和创造。

•我们的孩子有很多机会与其他年龄段的孩子互动(5-13岁)。

•我们校区提供与当地环境相关的各种资源和学习机会。

•我们提供现代化、动态的学习环境和优良的资源。

•我们快速识别学习需求，并制定强有力的计划来满足个人学习需求。

•家庭和学校之间的沟通非常好。

•我们的社区是主张支持的和参与的。

•除了日常的教室课程外，我们还有一系列额外的课程，以丰富您孩子的教育，例如：游泳课

程、乐器和声乐课程、普通话和毛利语学习、3-8年级的夏令营、夏季和冬季运动项目、

kokako花园项目和领导机会。

•语言学习方面的前沿课程(普通话和毛利语)，以及我们的探索学习和游戏课程。

•Kokako 花园& 花园-餐桌项目。

•为4至7年级学生而设的双语教学单元。

我们欢迎访客来我们学校参观，并希望有机会带您参观。2015年8月，我们甚至有幸在学校接

待了新西兰总理John Key先生。还接待过来自中国和美国的教师。我们与新西兰全国的学校

和我们在陶朗加当地的学校群有着密切的联系。

谨致问候

Andrew King

校长



 

About 
Oropi School

关于Oropi学校

Oropi 学校的教学和学习充满活力，富有创意，而且非常新颖。
我们为自己的有效实践感到自豪，以满足所有学习者的需求，包
括那些需要额外支持的学员。我们提供广泛而丰富的课程。

历史
Oropi这个名字来自于帝国军队在帕门战役期间驻扎在Oropi的守备部队。

Oropi相当于当时的欧洲毛利人。

Oropi学校于1899年在F B Kensington先生拥有的一所房子里开业。学校于1902年关闭，当时房子被重新占用。

1905年7月，Turur（Gluepot）开设了一所小型学校，现在已知。1905年晚些时候，在Oropi的峡谷上建了一个大

厅，学校每周在那里停留3天，在Tururu停留2天。正是在这一阶段，Gamman Mill开始兴建，人口逐渐向峡谷的

Oropi一侧迁移。图鲁鲁学校关闭了，现在在Oropi Hall全日制上课，直到1934年，在现在的场地上建造了一栋两室

的校舍。从那时起，学校在现在的位置继续发展。

正是在这个阶段，Gamman Mill开始建造，人口逐渐开始移动到峡谷的Oropi一侧。Tururu学校关闭，学校现在在

Oropi大厅办公，直到1934年，当时在现场建造了一座两层楼的学校建筑。从那时起，学校在当前的位置继续发展。

多年来，该地区的特点已经发生了变化，从一个以碾磨、挤奶为主的地区，变成了一个园艺区。许多家庭都有小型的生活

街区。

我们的不同点
kokako鸟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标志，因为这种鸟以清晰和独特的声音而闻名。它们曾经密集地生活在在我们的地

区人口，但遗憾地消失了。然而，有些已经在2010年重新推出，所以未来看起来是积极的！

作为一所学校，我们以能为孩子们提供独特的教学而自豪。学校的运作就像一个大型的家庭环境，适合5-13岁的人一

起学习和玩耍。所有的孩子都是个体，年龄较大的孩子照顾年幼的。由于我们的学校文化，在我们这样的环境中，同

伴压力得到最小化。

作为半乡村，我们拥有在教室外提供教育机会的绝佳设施- 我们的指尖拥有丰富的乡村资源，但我们距离陶朗加市也

很近。

我们为孩子们提供特殊的领导机会。所有3-8岁儿童每年都参与有补贴的露营体验，我们全年提供各种其他机会，并进

一步完善。



 

我们独特的教育资源

•13间现代化教室

•整个学校最新和创造性地使用信息和通信技术资源，让所有儿童都可以访问、使用超快宽带和在线数字学习机会

•个性化的探究学习

•发现和基于游戏的学习

•语言学习- 普通话（中文）和毛利语

•阅读，写作和数学方面的强大课程受到当前研究，专业人士，

文学和部门计划的影响

•Kokako花园项目（学校花园）和花园-餐桌

•Native Gully游乐区，供免费探索

•带飞狐的游乐场

•小屋建筑灌木区

•沙坑和水上游戏

•恒温游泳池

•Astroturf法院

•广泛的运动机会：网球，田径，体操，Flippa球，触摸橄榄球，

Rippa橄榄球，篮球，曲棍球，游泳课程

•音乐课程：语音，键盘，吉他，录音机，音乐理论

•庆祝日/丰收节/集市

•小牛俱乐部日

•以学校和集群为基础的游泳运动，田径运动和交叉运动国家

•全校文化活动和学习庆祝活动（例如：6月份的Matariki庆祝活动）

•混合年龄组和合作的内部机会

我们学校的战略和年度计划

这些信息可以在我们学校的网站上看到。这些资料概述了我们学校

未来五年许多令人兴奋的计划和重点发展领域。



学校规则我们有一个名为“Oropi Top 10”的系统，其中
包含在整个学校实施的步骤程序。这些可以在我们的网站上
查看。

上课时间8.55am-2:40pm
上午休息时间10.40-11am
午餐休息时间12.40-1.25pm

办公时间周一至周五上午8:30至下午3:30

BOT
董事会是一个法律机构，负责运营和维护我们的学校。我们
的主席是Mark Weston，可以在学校网站上查看完整的会
员名单。

学校之友
我们有一个非常支持的家长支持团队，他们每学期定期为学
校筹集资金，并协助协调学校活动，如丰收节和小牛俱乐部
日。非常欢迎新人。

家长支持
我们有一些家长在一周内协助课堂计划。个别班级教师将概
述在每学期开始时需要额外支持的领域。

校车
我们有三辆校车。第一辆沿着Oropi Road行驶至Wood
Road，沿着Warner＆Hereford Road返回。第二辆在
Oropi上游地区，包括Ohauiti路上游至Adrine Lane。支付
巴士的费用适用于从Wood Road South到Johns Produce
的家庭。请联系办公室，了解有关校车路线上接送地点的确
切位置的更多信息，包括费用。

人员

学校共327 学生

校长Andrew King
副校长Robert Lewis
副校长Adam Turner
团队领导者

Amanda King Jaimee Donaldson
国际经理Carissa Hawes
GTT 专家

Fotina Thompson
教师

Tanya Benge  Val Gilmour
Rachael Heath  Demelza Pendergrast
Josie Pullenger  Sarah Weston
Hinenui Webb  Zarna Allen
Jordon Williams  Jenny Tappenden 
Amy Oswald  Jasmine Lloyd
Emma Robinson Amanda McKinlay 
Nicole Mill
（音乐老师）

Abby Fleury
教师助手

Mary Beaumont  Julie Bingley
Betty Pope  April Wallace
Valdina Camille-Dawson  Heron Rickard
Chris Wirihara-Wilson  Alison Best
办公室管理员

Kylie McHannigan  Lyn Grainger
图书馆Jan Pendergrast
体育协调员Lynda Olsen
管理人Daniel Thompson
园艺Andrea Habacht
Kokako 园艺Amandine Monsaingeon
              （项目负责人）

报名参加如果您有兴趣在Oropi学校注册您的孩子或了解更多关于我们学校的信息，请不要犹豫，抽出时间在校长
安德鲁•金（Andrew King）周围展示。如果您有任何疑问，现在是时候提问。有关注册的更多信息，请访问我们的
网站。我们将告知您在预约时或应注册包的要求所需的程序。

学校捐款每年，董事会要求每个家庭按照招股说明书中的规定支付学校捐款。



Communication & 
Student learning
沟通与学生学习

访客

学校的访客需要在抵达时向前台报到，并在访客登记处签名，以便我们的接待员了解

现场的人员。

数据库

为了在学生受伤或生病的情况下促进学校与家长/看护人之间的快速联系，我们的学生

数据库必须保持最新状态。学校必须随时了解紧急联系信息的任何变化。

缺勤

当孩子不在时，需要提供解释性说明。如果孩子将缺席三天或更长时间，请以书面形式

通知学校。每日缺勤必须在上午9点15分以前打电话到学校接待处。如果一个孩子要提

前离开学校去赴约，学校需要得到通知。

简讯

学校通讯每周五通过电子邮件发送。除了庆祝我们的每周教学工作的圆满完成之外，

这些文件还概述了学期剩余时间内即将发生的事件。在我们的网站上也可以查看简报。

开放日

我们为4岁儿童安排开放日和学前访问。除了这些日子，我们非常欢迎家长们在接待安排后的任何时间访问学校。每个学期，我们都有一

个“学习环节”的晚上，教师与家长分享有关教学和学习方面的信息和/或社区咨询。

报告和评估

第1学期 与教师见面

 家长-教师访谈

第2学期 年中报告，学习庆祝活动（儿童导赏会和课堂开放日）

第3学期 家长-教师访谈

 投资组合在期末结束

第4学期 年终报告

 学习庆祝活动

欢迎家长随时与孩子的老师安排会面，讨论孩子学习的各个方面或社会需求。

我们通过各种方法定期评估孩子，以确保我们尽最大努力支持他们的进步和成就，并确定学习需求。我们使用国家标准来指导我们的评

估实践。有关我们如何评估的更多信息最好与教师亲自讨论。BOT会定期全面了解学生成绩数据。

支持计划

•6岁儿童的阅读提升情况

•课堂教师每周为每节课提供扫盲支持

•彩虹阅读

•为需要在学业上受到挑战的天才儿童提供支持

•数学和编写小组课程

•ESOL

家庭作业

如果提供这项，那就是为了支持课堂教学。个人的课堂期望将在年初概述，家长将有机会与班主任保持定期联系。学校也重视孩子们参加

课外活动。

报名参加如果您有兴趣在Oropi学校注册您的孩子或了解更多关于我们学校的信息，请不要犹豫，抽出时间在校长
安德鲁•金（Andrew King）周围展示。如果您有任何疑问，现在是时候提问。有关注册的更多信息，请访问我们的
网站。我们将告知您在预约时或应注册包的要求所需的程序。

学校捐款每年，董事会要求每个家庭按照招股说明书中的规定支付学校捐款。



  

作为员工，我们欢迎家长们就学校生活发表意见。这经常给我们提供有价
值的反馈，因此我们可以回顾、改进和评估我们所提供的，以确保每个人
都能达到最好的状态。

集会，学校体育和学校活动

•我们有孩子们领导的庆祝集会，每年两次由团队举办。

•我们有混合年龄组的体育赛事、合作挑战和选修课。

•全校举行歌唱大会。

•Te Reo & Tikanga毛利语

•全校田径日、游泳、越野

•集群体育赛事

•领导力课程

交通的变化

所有乘坐校车的儿童每天下午上车时都要接受检查，除非学校另行

通知，否则他们将被送上各自的校车。

如家长/护理员已于当日下午两点前为子女安排其他交通工具，必须于

下午两点前通知学校，以便将有关安排记录在巴士核对表内，并通知

巴士管制员。

问题/投诉

1.联系相关的老师(或学生的老师)。

2.如果没有解决，联系副校长-专为高年级学生或指导。

3.校长-专为初中生而设。

4.如仍未解决，请与校长联系。

5.如对上述措施不满意，可向校董会提出书面投诉。任何书面投诉必须

在每月董事会会议前的星期四前收到。

有关完整的投诉程序，请参阅校董会的投诉政策。



  

Sporting Involvement
体育参与

竞争性游戏

我们学校目前在以下运动领域的团队：

例如： 无板篮球

 室内篮球

 Rippa橄榄球

 迷你球

 水球

 曲棍球

 排球

 触摸橄榄球

我们的团队由员工和家长指导和管理，并与其他丰盛湾学校竞争。

KRSA
Oropi 学校与Kaimai，Tauriko和Pyes Pa学校一起属于Kaimai农村学校协会。这四所学校参与体育和文化活动，包

括游泳，小报，越野，冬季运动，田径，演讲，爱因斯坦挑战和GATE活动。

高年级群体

我们的7年级和8年级学生属于高年级群体，涉及普伦蒂湾地区的14所学校。学校参与学术，文化和体育活动，包括：

解决问题，演讲，游泳，田径，越野，GATE项目和舞蹈体验。这使我们的7年级和8年级学生在进入大学之前与他人

建立了友谊。



             

Core curricula & Extra-Curricula
核心课程和课外课程

音乐

钢琴/吉他一位合格的音乐老师在星期二在学校提供钢琴和吉他课程。时间表旋转，以便学生每周不会错过 
课堂计划的相同组成部分。 
合唱团当学校在这一年没有参与制作自己的音乐剧时，中学和高中的孩子们有机会参加Baycourt的陶朗加 
小学音乐节合唱团。 
乐器组键盘，吉他，唱歌，录音机和尤克里里琴的学费作为小组课程提供。请询问详情。

ICT（信息通信技术）我们资源非常充足，计算机比例为1：3。孩子们参与设计工作，经常在计算机上创建 
项目以及在线完成教育活动。我们拥有高速互联网接入，我们的孩子在安全可靠的在线环境中具有数字识字 
能力。

GATE我们为学生提供扩展计划，我们的GATE老师与班主任一起工作，以扩大儿童的识字和数学。

露营所有3至8年级的孩子都将参加年度营地，利用丰富的西湾及其他地区的各种场所。这些为我们的学生 
提供丰富的学习体验。1年级和2年级的孩子在同一学期参与一日游。

滑雪之旅我们在每年7月/ 8月在鲁阿佩胡山为4-8岁儿童提供这种体验，为期三天。

探究学习是一种教学方法，用于整合我们学校的科学、社会科学、艺术和技术课程，以确保孩子们参与有 
意义的学习体验。

健康与体育课程我们在学校开展并开展了强大的健康与体育课程，孩子们参与各种各样的体验，为促进课程 
这方面的发展，往往涉及学校以外的经历。

生命教育“生命教育移动课堂”每年访问我们学校，为健康课程中的学生提供学习机会。

其他专门针对7年级和8年级孩子的学习计划

•第二语言：普通话普通话（现代汉语） 
•职业教育机会 
•技术（见下文） 
•领导机会和期望（例如：参加会议和学校的角色，如担任房屋长官和图书管理员） 
•冲浪安全和水安全教育计划以及参加年度7年级和8年级铁人三项赛

技术 
7/8年级的学生参加陶朗加小学专用设施的技术。所有学生都有机会参与食品技术，硬质材料（车间）和 
软材料（纺织品）。

Te Reo Maori, 普通话 & 西班牙语

从1-8年开始，学校里的所有孩子都会在一年中的不同阶段参与课堂学习。该指令通常集成到其他学习领域。
学校开设了1级和2级课程，每个孩子都接受经过培训的语言教师的普通话课程。全年有时会提供西班牙语。



             

Dress Code 
着装规范

帽子根据学校规定，在第1条和第4条中，所有儿童在上午10点30分至学校结束时必须戴帽子。这些可以从办公室购买，价 
格为20.00纽币。必须戴上学校帽子。

失物招领属于儿童的所有衣物和其他物品应清楚标明。在每个学期的过程中定期显示失物招领。无人认领的服装分发给慈 
善组织。

服务
课余托管我们与Coast Kids建立了紧密联系。课后照顾服务提供者将于2018年在Oropi Hall工作。来自Coast Kids的 
员工从Oropi学校或Oropi Road的校车站接孩子。请访问他们的网站了解详情www.coastkids.net.nz。他们的设施非常 
好，值得推荐。

校车

要获得校车运输资格，10岁以下的儿童必须住在离学校3.2公里外（≥3.2公里）的地方，10岁以上的儿童必须住在离学校
4.8公里外（≥4.8公里）的地方。 
巴士于下午2时50分离开学校。巴士班长选自高中学生。早上7点50分到8点半，巴士开始接送孩子。 
前台提供校车路线的详细信息。

午餐购买每周四都有。查看学校网站上的菜单和订购详情。

学校图书馆我们学校图书馆有很好的藏书选择，学生可以借阅，但前提是要很好地利用这些学校资源。除了个人课堂时间
外，我们的学生每天午休时都可以访问图书馆，并可以在课堂时间独立进行。

游泳池我们很幸运有一个温水游泳池，在第一学期的大部分时间里每天都可以游泳，如果天气合适，在第四学期结束时也可
以游泳。我们有专业的教练来和班级小组一起工作，并且可以在第一学期期间每周一次使用我们的学校游泳池安排私人课程
（详情请参阅时事通讯）。

读书俱乐部 
孩子们可以通过学校购买平装书。在每个学期，解释细节的传单会定期寄回家。

照片 
个人、家庭和班级照片通常在第三学期拍摄。

牙科医生 
流动牙科诊所每年到学校探访。牙科治疗师也可以帮你检查学龄前儿童的牙齿。他们的电话号码是0277428588。

着装规范儿童需要穿着干净的衣服穿着适当的衣服。家长将通 
过课程通讯告知需要穿着特定服装的活动。我们没有每日校服。

运动制服代表学校参加竞技和校际运动的学生必须穿着由 
Oropi 学校衫和黑色短裤组成的正确运动服。

波罗衫 35.00纽币

短裤 35.00纽币

短裙裤 34.00纽币

运动衫 65.00纽币

夹克衫 60.00纽币



 

Teaching & Learning  
at Oropi School 在Oropi学校教与学

Oropi全体

在Oropi学校教与学

 
在Oropi学校，我们将孩子置于学习的中心。这是因为我们认识到，每一个来到学校的孩子都
有自己的自然好奇心、问题、激情、优势和需求领域。

通过基于游戏的学习和个性化的探究，我们为儿童提供了探索和扩展这些问题和思考的机会孩
子们得到资源、支持和时间，在安全的环境中试验和挑战他们的想法。教师通过密切观察孩
子，提供资源，支持和时间来扩展和挑战他们的思考和学习，从而为这些机会提供便利。

基于游戏的学习为我们新进入的学生提供平稳的过渡，因为他们进入的学习空间类似于他们早
期儿童时期所知的学习空间设置。我们的学习环境有助于我们将学习倾向纳入早期儿童课程的
支柱。该课程与小学一直持续到3年级，旨在满足这个年龄段的孩子。

如本图所示，这些学习倾向与新西兰学龄儿童课程的关键能力密切相关。这些倾向和关键能力
是至关重要的终身能力，将确保我们学生未来的成功。

现在通过基于游戏的学习和个性化探究，学生可以访问所有可用的课程领域以及ICT等大量关
键学习领域。

这种学习方法确保我们拥有热情，开放，富有弹性的学生，他们真正热爱探索，创造，学习和

实验。在Oropi学校，他们可以成为自信的终身学习者，因为他们可以质疑周围的世界，同时
培养他们寻找所需答案所需的信心和技能。



 

更多信息和具体示例，请访问我们的网站。



Class Configurations 
and Buildings 班级配置和建筑

Kiwi  新入学者/1年级 双课室
教师: Amanda King, Jordon Williams and Emma Robinson

Piwakawaka  1 & 2 年级 双课室
教师: Sarah Weston and Abby Fleury

Tui  2年级 单间课室
教师: Tanya Benge

Korimako  3 & 4年级 双课室
教师: Demelza Pendergrast and Amy Oswald

Te Kokako o Otanewainuku  4-7年级双语 单间课室
教师: Whaea Hinenui

Ruru  2 & 3年级 单间课室
教师: Jaimee Donaldson

TeHokioi  4 & 5年级 单间课室
教师: Rachael Heath

Pukeko  5 & 6年级 双课室
教师: Josie Pullenger and Jenny Tappenden

TeOhanga  7 & 8年级 单间课室
教师: Robert Lewis

Oropi 学校2019

我们学校的建筑被命名为象征本土鸟类，因为它与我们当地独特的环境相联系，也因为2013年学生们在一个调查项目中提出了这个
想法。每只鸟都象征着我们在Oropi学校所重视的学习特点。

我们有独立课室和双课室。



KEY
1: Pukeko 
2: Te Hokioi 
3: Ruru  
4: Kea 
5: Piwakawaka  

6: Kiwi 
7: Te Ohanga 
8: Korimako  
9: 新操场



Year 7 & 8 At  
Oropi School

Oropi学校
的7&8年级

为什么选择Oropi学校？

• 我们的7年级和8年级课程符合修订后的新西兰课程的目标。

• 我们提供个性化学习，并有机会与我们的农村学校群体和混合年龄组互动中的其他人互动。

• 我们的高年级学生有很多不同的机会去追求和发展他们的个人兴趣和优势。

• 通过提供在无线网络上运行的笔记本电脑和计算机，每2名学生就有1台电脑，数字学习得到了加强

• 提供机会参与学习体验，超越我们当前的学校环境。

• 您孩子接受的教育方式和质量取决于他们所在的学校….. 一个好的选择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留住我们的高年级学生

为什么留学7年级和8年级学生对我们很重要？

• 作为我们农村社区的焦点，Oropi学校为5岁至8岁结束的儿童提供优质教育。

• 当学生在Oropi学校完成最后的8年级时，我们高素质的员工可以反思他们集体努力的结果。

• 留在我们学校的7年级和8年级的学生可以从无缝教育中受益，并且在6年级结束适应学习环境的变化时，成绩不会

  停滞不前。

• 我们高年级学生在学业、体育和其他方面为学校低年级学生树立了积极的榜样。

  文化领域

• 我们的7年级和8年级学生在学校内提供积极的领导。

我们的高年级

在Oropi学校的高年级学生

• 我们7至8年级的学生不仅被学校视为高年级学生，而且还被视为领导者。

• 由于我们的学生人数较少，我们的孩子被称为个人而不是数字。这为我们的孩子们提供了许多机会，让他们不仅可

  以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而且还有机会领导和创造。

• 每个孩子都有机会站起来成为领导者。我们的7- 8年级都是塑造我们学校文化的榜样。

• 我们培养和帮助培养我们的高年级学生成为自我管理的学习者，努力寻找新的机会，他们意识到，为了看到成果，

  他们需要自己采取行动。

我们的孩子的创造，领导和组织成果

• 全校范围的越野和游泳运动

• 全校范围的领导日

• 各种筹款活动。例如。香肠嘶嘶声，牛奶和饼干，热汤日

• 学校徽章

• 午餐时间运动

• 全校重新命名- 本土鸟类

• 各种午餐时间组，包括音乐，唱歌，夏威夷四弦琴和午餐时间支持青少年



我们的学习环境

• 我们学校以其“家庭氛围”而自豪，孩子们相互了解，教职工可以建立积极的关系，并与各级学生互动。

• 我们提供一个稳定的环境，以满足新兴青少年的学习和情感需求。

• 学生不会受到负面同伴的压力，并且能够保持个人主义

• 我们7&8年级的学生数量使我们能够成功满足这个年龄段的个人学习需求。

• 我们为高成就者提供扩展机会。

• 我们对学生作为个人的深入了解使我们能够在他们遇到困难的课程的任何领域有效地支持他们。

• 由于我们的7&8年级学生数量较少，因此每个孩子在学校的运作中都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高年级学生群体帮助

  学校运作，同时培养独立，身份和安全环境的文化。

• Oropi学校丰富的环境促进课外学习，让孩子们沉浸在与各年龄段人士的定期互动中，帮助他们培养自信心和沟通

  技巧。

我们的学习计划

我们高年级课程的基础是什么？

• 我们的计划继续拥有强大的识字和数字基础。

• 学生有机会通过探究学习方法接受对自己学习方向的越来越大的责任，同时鼓励他们反思自己的成就，并在学习中

  建立“后续步骤”。

• 我们的学生可以使用各种技术和资源来支持他们的工作。

• 获得适合21世纪学习者的技能。

• 计算机/笔记本电脑访问目前在高中每2名学生中有1台电脑。

• 我们利用陶朗加小学技术中心- 一个专门建造的设施，提供一系列技术领域的额外学习经验。

• 我们与’Tall Poppies Cluster’的联系使我们的学生能够在各种体育规范和文化活动中与他人互动和竞争，包括游

  泳，越野，田径，解决问题，演讲和社交舞蹈。

• 我们培养独立性和主动性，鼓励我们的高年级学生通过担任校长，公共汽车班长，图书管理员，体育队长以及我们

  学校的一系列其他职责，接受额外的领导责任。

• 我们的高年级学生参与了学校以外的领导机会-包括迪纳摩领导力计划和全国青年领袖日。

• 我们不断寻求拓宽学习计划，今年让学生参与“游泳安全”和“学习冲浪”计划，并利用城市图书馆和美术馆提供的课

  程。

我们在7年级和8年级的亮点包括:

•技术

•迪斯科舞厅和高级舞会

•组织内部挑战和活动

•全国青年领袖会议

•奥塔哥问题挑战

•个人运动参与

•人才探索

•下坡车赛车

•热气球设计和飞行

•学校合唱团参与联合学校音乐节

•7年级和8年级四项全能，目标，滑雪旅行，急
救培训，水安全

•第4学期营和领导训练营

•筹款活动

•输入年末奖励

•与学生的领导机会



E.R.O对我们学校的感知
ERO对我们学校的评价是什么？

请点击我们网站www.oropi.school.nz上“我们学校”标签下的链接，查看最新的E.R.O.报告。

高中视角
高中对8年级学生进入9年级时的评价是什么？

• 我们的学生有能力：
• 完成向学院系统的平稳过渡
• 表现出高水平的自我激励
• 展示良好的工作习惯和时间管理技能
• 表现出高度的独立性，主动性和自我责任感
• 在各种情况下与其他学生和成年人积极互动
• 通过积极参与和不断努力，在该计划的学术，文化和体育组成部分取得成功



转向高中
从一所小学校转战一所高中

•Oropi与每所高中的9年级的院长密切合作，确保我们的孩子顺利，无忧无虑地搬到下一所学校。
•由于我们有很少的学生上大学，我们就每个孩子的安置问题进行了大量沟通。
•与院长面对面交流。

我们当前的一个词“7-8年级”
•我们在Oropi学校学习获得更多支持
•我喜欢我们学校所处的独特环境。还有哪些学校有沟壑和飞狐？
•我有很多朋友，因为我认识每个人。
•我们获得更多使用设备和运动的机会，因为我们的人数较少。
•我们都有相同的兴趣，因为我们都是在相同的环境中长大的。
•我们在教育中发表意见，并了解学校内部的情况。
•我们在学校内更受信任，因为所有老师都了解我们。
•我们在学校和体育方面取得的成就也得到了更多的认可。
•Oropi的欺凌行为减少了。
•我们被信任会做更多类似于管理的事情。
•我们不是名字或号码，我们是Oropi的一张张面孔。老师和校长分别了解每个孩子。

我们为我们的学生和他们的成就感到无比自豪，并对他们在任何教育环境中都能屹立不倒的能力
充满信心。



Quality Education in a 
Rural School Environment 
乡村学校环境中的素质教育

联系我们
电话:  07 543 1479
办公邮箱:  office@oropi.school.nz
地址:  1334 Oropi Road,RD3,Tauranga 3173
网站:  www.oropi.school.nz
Facebook:  www.facebook.com/OropiSchool

be all you can be | whaia te mataurang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