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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所在地

奥克兰

惠灵顿

纳皮尔

欢迎来到阳光之城Napier纳皮尔.

纳皮尔风景优美，属于温和的地中海式气候，以美食、葡
萄酒和Art Deco风格的建筑闻名于世，全年日照时间居于
新西兰前列。

纳皮尔位于新西兰北岛东岸，市内遍布着美丽的花园、雕
塑和壁画，很多街道都有地方风情浓郁的咖啡馆，这里是
放松身心的好地方。纳皮尔有很多高尔夫球场，喜欢骑自
行车的人也可以沿着乡间小道观赏自然风景。各种流行的
水上运动，这里更是应有尽有。

这里有大片漂亮的海滩，当地居民非常友善，是适合生
活、学习的理想之地。

多样文化：学生来自于各个国家，创造了良好的语言环境

有独特的活动课程，寓教于乐

悠久历史：学校拥有30年的良好口碑

小班教学：每个班级最多12人

丰富课程：不同级别和学习目的的学生都能找到适合的课程

 新西兰

New Horizon College是NZQA(新西兰
教育主管部门)认可的一类学校，也是新西
兰语言学校协会的会员。

在NEW HORIZON体验学习生活

通用英语

备考课程 青少年课程特别课程 学习+工作

雅思备考
剑桥英语：初级
剑桥英语：高级

高中备考
高中假期英语
18岁以下社交英语

40+

环境英语
品酒英语
高尔夫英语

农庄住宿
打工度假

基督城

但尼丁

你应该选择New Horizon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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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文化交流，结交新的朋友。

你可以选择全日制课程或兼职课程，以提高英语沟通能力。

New Horizon英语课程分为多个等级：初学者、初级、中-低级、中级、中-高级和高
级，每一级的重点都是提高学生的听、说、读、写和语法能力，无论你在哪一个等
级，都有合适的课程。

课程每个星期一开始，你可以根据自身需求和签证情况，自行决定学习时间长度。

通过紧张、有趣又充满互动的课堂教学和活动，我们友好的老师会尽力帮助你达到学
习目标。英语授课采用现代化的交流式教学方法，教师富有经验，让你在一个受鼓舞
的氛围中参加各种活动，互相交流文化习俗，结交朋友。

课程表示例

前15分钟用于讨论、演示新闻
或个人的经验

上午9:00

课堂学习上午9:15

课间休息上午10:30

词汇拓展，朗读，配对/分
组学习

上午11:00

集体活动 – 听写、解决问
题、实用语言等

上午11:15

午餐下午12:00

下午1:00

示例：和新生喝咖啡，教师一
对一辅导，户外活动，社交活
动等。

下午3:00

“我认为英语非常重要，尤其对我而言，因为我很喜欢旅游，而游览的
国家大多讲英语。New Horizon是一所非常好的学校，教师热情友好，
我在这里学习感觉非常愉快！”
 
- Erika Romina Barrientos, 阿根廷

雅思备考
课程内容：

• 如何达到雅思听、说的要求

• 精读和快速阅读技巧

• 多种写作方式

• 丰富的词汇

• 雅思考试应试方法

剑桥英语：初级（FCE）
通过FCE考试的学生，英语能力可以达到
高-中级，或者CEFR体系的B2级。

提高学生的听、说、读、写和语法水
平。经验丰富的老师将帮助你提高英语
能力，以顺利通过FCE考试。

剑桥英语：高级（CAE）
通过CAE考试的学生，英语能力可以达到
高级，或者CEFR体系的C1级。
 
我们经验丰富的老师将帮助你提高英语能
力，全面提高学生的听、说、读、写和语
法水平，以顺利通过CAE考试。

“当我打算出国留学的时候，我就为自己树立了学习目标，即通过剑桥高级英语考试。我的老师特别棒，教学手法非常丰富。我

们进行了大量的词汇和词组练习，效果特别好！在New Horizon学习的感觉真是太好了！一入校门，我就感觉非常适应学校的环

境。New Horizon的老师充满了职业热情，所以教得非常好！”

- Marina Feser，瑞士

通用英语课程

毕业留影

学术、工作、移民备考课程

通用英语课程的星期五活动之一 

通用英语

雅思备考课程

通用英语课程的星期五活动之一

课程日期

每星期一开课，至少学习两周。
你需要至少中级英语水平才能就
读这门课程。

一月

三月

九月

8 - 9周

12周

12周

一月

三月

九月

8 - 9周

12周

12周

各种各样的活动，包括：
复习新词汇，混合分组讨论，
阅读作业。
* 星期五下午可选择课堂学
习，或是课外活动

课程日期 课程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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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尔夫英语

高尔夫球在新西兰不是遥不可及的奢侈运动，而是蓝天白云下触
手可及的乐趣，你可以边学英语边提高球技。

这门课程需要学习至少两周，各个年龄段和国家的学生都能参
与，每天上午授课，而每周会有三个下午可以打高尔夫。

活动内容包括：在公共球场打高尔夫球，学习专业高尔夫球手讲
授的课程，在私人球场打球。

内皮尔有很多优秀的高尔夫球场，你可以在周末挑选一个18洞
球场打球，费用自理。你可以前往霍克湾的21洞高尔夫球场，
例如被评为世界最佳高尔夫球场之一的Cape Kidnappers球场
体验一把，在那里可以俯瞰壮美的南太平洋风光。你也可以前往
Waiohiki大道的纳皮尔俱乐部，Flaxmere的霍克湾俱乐部，Te 
Awa大街的Maraenui俱乐部和Pa桥的黑斯汀斯俱乐部等球场尽
享挥杆之乐。

品酒英语

新西兰是著名的葡萄酒产地，通过这门为期两周的课程，你
不仅能提高英语，还能具备葡萄酒鉴别技能，参观游览当地
的酒厂和葡萄酒，了解酿酒工艺，更能体验美味的新西兰葡
萄酒。这门课程只针对年满18周岁的学生。

你热爱学习，也希望体验生活，享受美酒和人生，不
妨选择这个非常受欢迎又很轻松、有趣的短期课程

你想提高英语，也喜欢挥舞高尔夫球杆？

课程日期

夏季

春季

二月 - 三月

十月 - 十一月 课程日期

每周一开课，两周起

品酒英语

环境英语

特别课程

40+
如果你是一名较为成熟的学生，或许这是最适合你的课
程，你可以将学习与活动相结合，在寓教于乐中提高英语

这门课程为期四周，周一到周五的每天上午上课，适合各个年
龄、国家的学生。除此之外，你每周会有三个下午，和其它课
程、各个年龄群组的学生一起活动。

活动内容包括：品酒、丛林徒步、参观农场、文化活动，以及
Cape Kidnappers高尔夫球场参观和观光。

夏季

秋季 

春季 

夏季

一月 - 二月

三月 - 四月

十月 - 十一月

十一月 - 十二月

课程日期

“我选择了40+课程，目的是提高英语口语能力，参加各种

活动。学校的教职员工都很和蔼，讲解非常耐心。我非常喜

欢这门课程，特别是下午的户外活动。”

- Paul Martinez，大溪地

40+

环境英语

这门课程为期四周。每天上午，你会和其它英语课程的学生一起
上课；而下午时段，你将会有一周四次的机会参与到不同环保主
题的活动。另一个下午的选项更是多种多样，你可以选择课堂学
习，也可以参与户外活动。

如果你关心环境，或者未来致力于就读、就业于相关领域，
不妨一起来了解我们所面临环保问题和它们的解决方法

• 社区菜园
• 丛林徒步
• 植树
• 湿地复原
• 有机农场
• 废物管理与回收
• 农庄集市

户外活动包括参观访问和其它活动

课程日期

高尔夫英语

环境英语

秋季 

春季 

夏季

五月 

九月 

十二月

“我在New Horizon学习了两周的葡萄酒课程，课程的内
容包括：葡萄酒的历史、葡萄种植方法、酿酒方法等。我
现在能够分辨出很多种葡萄酒的品味和风格，也很喜欢新
西兰的葡萄酒。”

- Ayaka Nishiyama，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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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假期英语

针对年龄14岁及以上、就读或打算就读于新西兰高中的国际留学生，他们可以在假
期学习我校的普通英语课程。高年级的学生还可以学习雅思备考课程，为将来在新
西兰或者其他英语国家读大学做打好基础。

高中预备课程

越来越多的国际留学生前来新西兰就读高中，这门课程就主要是针对这部分人群(需年满14周岁)。
很多低龄留学生初来乍到并不能适应新西兰高中教师的教学方法，也很难看懂教学提示。通过这个课程提高英语能力，也能够更
适应新西兰的学习方式，了解课堂用语，培养全面的英语能力。我们建议您的孩子在开学前，学习至少12周的本课程。

想送孩子来新西兰就读高中，又担心他们一时无法适应？
这门课程可以帮助家长们解决后顾之忧，让你的孩子在学习英语的同时，更好的适应新西兰教学模式与生活方式

在学校假期期间巩固、扩展英语能力

第一学期假期： 四月
第二学期假期： 七月
第三学期假期： 十月
第四学期假期： 十二月

“我入读新西兰的学校之前，在New Horizon学习了6个月。开始的时候，我很不习惯说英语，但是老师给了我很多帮助，
我的英语一天比一天流利。就读新西兰高中之前在New Horizon学习英语，是一段非常愉快的经历。”
- Yurika Tanaka，日本

针对18岁以下学生的 英语+活动 课程高中预备课程

少年课程

针对18岁以下学生的英语+活动 课程
11至17岁的青少年学生

这门课程为期四周，每天上午上课，适合各种年龄、各个国家的学生。学习这门课
程的学生，每周五下午和其它课程的学生一起活动。活动的主要内容包括：观光、
攀岩、野战游戏、国际午餐和农场动物园。

夏季 

秋季 

冬季

一月 

四月 

七月

课程日期

新西兰学校的假期

学习 + 工作

打工度假

新西兰针对中国大陆、台湾、香港都开放打工度假签证。很多打
工度假者也会希望在新西兰进一步安定下来，寻找长期工作。

这门课程为期六周，帮助学生寻找工作。每周星期五下午一点至
三点，有两个小时的讨论会。学生的英语需要中级或以上水平 。

各国年轻人流行的项目，即可体验文化和观光，
也可以为下一步就业做好准备

秋季 

冬季 

春季

五月 - 六月

七月 - 八月

八月 - 十月

课程日期

农庄住宿

课堂学习之外，新西兰的农庄体验项目也非常受欢迎。我们
可任意为六周以上全日制学习的学生安排农庄住宿活动。

你只需要每天工作4-6小时，就能换取农场的免费食宿。工
作内容包括：普通劳动、烹调、涂装、种植、园艺、饲养动
物、操纵机器设备。你仍然有大量的空闲时间可以饱览美丽
的乡村风情，与当地人还有来自全球各地的年轻人交流，体
验新西兰人真正的传统生活方式。
 
农场工作包括：各种气候下的户外劳动，完成重体力工作。
学生必须年满18周岁。

学习英语的同时，了解新西兰的传统生活方式

农庄住宿

高中假期英语 针对18岁以下学生的 英语+活动 课程

针对18岁以下学生的 英语+活动 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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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选择

你可以选择住在新西兰人家中，成为他们亲密的一员。我们所筛
选的寄宿家庭大多位置便利，只需要步行/骑车/乘坐公共汽车短
时间即可到达学校。
上课期间寄宿家庭每天提供两餐，周末和假日每天三餐。

学习生活

• 帮助办理签证和保险

• 寄宿家庭可以到机场/车站免费迎接新生

• 为全体学生提供全面而高质量的生活照顾

• 放学后，每周两次一对一讨论，在学校的学习中心完成

• 放学、周末的户外活动

• 学生图书室：提供书籍、杂志和DVD借阅

• 现代化的温馨环境，配备电影室、TV/DVD和数字图书馆

• WiFi无线网络、计算机室、电话

• 宽敞的厨房：备有完善的厨具和微波炉等设施

• 宽敞的公共空间，配备台球、乒乓球台、猜迷游戏和棋类

游戏，用于课外活动

• 学习中心的自学资料

• 位于市中心

• 步行两分钟就能到达海边

• 门口即有公共汽车站

• 餐厅、咖啡馆和超市都在咫尺之遥

贴心服务

完备设施

黄金位置

寄宿家庭

旅馆、青旅或租房

学校附近有多家旅馆和青旅，步行即可抵达，你可以按周住宿，
作为短期过渡或是长期居住均可。你也可以通过当地网站、报纸
寻找房源，自己租房 。

结交全球各地的朋友
体验多元世界
享受高质量的教育体验

如需更多详情
有关我校的课程、费用、入学条件和课程时间，请发送电子邮
件到office@newhorizon.ac.nz。

资质&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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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Horizon是新西兰教育主管机构NZQA认可的一类语言学
校（最高等级）



New Horizon College是ICL教育集团的成员

联络我们

校址：Dundas House

43 Station Street

Napier，New Zealand

电话：+64 6 835 6423

邮箱：office@newhorizon.ac.nz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