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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itao中学校园⼿手册



Principal 

Mr Phil Palfrey 
QSM

Deputy Principal 

M s D e b b i e 
Holmes

Head Boy 

Te Kakahe 
Hemara

Head Girl 

Marama 
Pehi

⼦子⽈曰：三⼈人⾏行行必我师焉。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会让学⽣生当作领导者，每年年我们会有差不不多20名学⽣生
被选为校园领袖。 

他们是从7年年级中被挑选出来的。 2

副校⻓长 - 黛⽐比 福尔摩斯对⼤大家说： 

我叫黛⽐比 福尔摩斯 

我出⽣生在沃克斯 

我当了了20年年的⽼老老师 

欢迎⼤大家加⼊入我们 

校⻓长 - 菲尔 帕尔弗⾥里里对⼤大家说 

欢迎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们 

我叫菲尔 帕尔弗⾥里里 

我是Kaitao中学的校⻓长 

我的故乡是克赖斯特彻奇，毕业于坎特伯雷雷⼤大学 

包括Kaitao在内，我曾任职于4所学校的校⻓长 

·  

男孩领袖 - 特 卡卡⿊黑 赫玛拉 

Tongariro是座⼭山 

Waiotaka是条河 

陶波是⽚片湖 

Tuwharetoa是⼈人类 

Ngati Rongomai是⼀一个部落 

我的名字是特卡卡⿊黑 阿⾥里里瓦尼瓦 赫玛拉 

⼥女女孩领袖 - 玛瑞玛 ⽪皮赫 

Tarakeha是座⼭山 

Opepe是条河 

玛塔图亚是古代的独⽊木⾈舟 

Ngai Tamahau是⼀一个部落 

Opape是⽑毛利利会堂 

我叫玛瑞玛 ⽪皮赫 



        Kaitao初级中学欢迎所有的学⽣生和他们的家庭。在过去的两年年中，我们肩负责任和挑战， 为⻘青少
年年提供最好的教育机会。你们的孩⼦子对我们来说有着重⼤大的意义，我们会积极的引导孩⼦子，⽀支持孩⼦子
去成功完成他们共同的⽬目标和挑战。我们信赖学校，家庭和学⽣生其内部的⼒力力量量与⾼高⽔水平的⽀支持，最⼤大
化适应孩⼦子，建⽴立起稳固的学校，家庭和学校的“三⻆角”模式。让我们⼀一起向成功出发。

在Kaitao， 我们⾮非常重视学⽣生在数学，阅读和写作⽅方⾯面的显著进步。为了了确保这⼀一点，我们也为教师
们提供了了⾼高质量量的专业发展，以⽀支持学⽣生在这些关键领域的学习。

       在我们的’Tech Arts’项⽬目中，我们让学⽣生锻炼科学技术，烹饪技能，绘图技能及⾳音乐技能来帮助学
⽣生扩⼤大兴趣并培养他们的关键能⼒力力，提供核⼼心竞争⼒力力。

       ⼈人类的关键能⼒力力需要从现在去锻炼，去学习，去为未来做铺垫。这些包括思考能⼒力力，社交能⼒力力，
计算能⼒力力，⾃自我管理理能⼒力力，交流与合作能⼒力力。我们会持续帮助学⽣生提⾼高这些能⼒力力，并且关注其发展，
处理理遇到的问题。

我们坚信，我们在尊重，适应⼒力力和责任感⽅方⾯面的动⼒力力，将⽀支持我们在学⽣生内⼼心和态度上的转变。这些
转变会告诉孩⼦子如何实现他们的⼈人⽣生⽬目标， ⾛走向他们希望的⽣生活。

我们的⼿手册会给你们⼀一个清晰的概念，Kaitao提供给了了孩⼦子些什什么。如果您有任何问题，欢迎随时联
系我们，我们会给予帮助。

菲尔 帕尔弗⾥里里
校⻓长

我们的校园领袖

校⻓长 

费尔 帕尔弗⾥里里
董事会主席 

露露⻄西 伊帕帕拉
员⼯工代表 

娜塔莉 吉夫斯-爱德华

董事会成员 

当娜 托⻢马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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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理理事会

董事会成员 

安娜 梅梅
董事会成员 

哈利利 奥斯本
董事会成员 

赛利利 凯尔

校⻓长寄语



我们的格⾔言： 向成功出发！

我们的愿景： 让我们⼀一起，努⼒力力为学术成功，并且让学⽣生成为感恩的，坚韧的和负
有责任感的⼈人。

我们的价值：尊重、坚韧、责任、卓越


Kaitao会把重点放在⽀支持与给予挑战上，为学⽣生提供⼴广泛的学习机会。

KaiTao为学⽣生准备了了： 

•在充满热情，⾼高质量量有活⼒力力的⽼老老师指导下，关⼼心学⽣生的学习需求

•努⼒力力创造成功的学习环境，满⾜足⻘青少年年的需求

•在包容的环境中学习，反复实践形成正确的价值观

•可以接触到创造⼒力力的课程，包括歌唱，乐器器，舞蹈和其他表演艺术

•有机会增强⽑毛利利礼仪和语⾔言

•有机会在增强班，提供超现代化的教学环境

•提供学习⽑毛利利⽂文化的课堂

•提供包容性的，安全的，关怀的环境

•提供多样化的领导⼒力力训练

•提供专业课程-⾳音乐，科学，绘图和烹饪

•学习国际语⾔言 - 中⽂文和⼿手语

•提⾼高协⼒力力解决问题的能⼒力力

        它的左半边描绘⼀一个瓢，代表了了我们与Maunga联系，
Kaitao到Ngongotaha区域，⼟土地和我们的图普纳(⽑毛利利地名)。特
恩娜，在⼭山顶上，⼀一位帕特帕亚特⼥女女⼈人给了了她⼀一杯⽔水。取名为
maunga Nongotaha（来⾃自⼀一瓢⽔水）。

       右上的图案代表着从⼭山顶倾泻下来的泉⽔水-代表着知识。三
条分⽀支代表着⾊色彩缤纷的知识从⼭山顶倾泻下来。

右下的三个分⽀支代表着我们的3个价值观-尊重，坚韧与责任。培
育，学习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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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什么选择Kaitao?

我们的校标是什什么意思？



•         GAFE (⾕谷歌教育应⽤用) 

•         教室⾥里里的Ipod 

•         数字设计与3D打印 

•         Seesaw 电⼦子⽂文件夹

视频制作 

电脑套件 

选择购买⾃自⼰己的BYOD学习设备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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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除了了两个增强班和⼀一个⽑毛利利班，学校继续在2019年年保持7年年级与8年年级的教育。

2）有机会申请增强班，取决于学⽣生的成绩和他们之前学校的评价

3）学⽣生也可以有机会进⼊入⽑毛利利课堂。 如有你有很强的意愿想学习⽑毛利利⽂文化可以进⼊入。

学校的组成

电⼦子教学正在改变着我们学习的⽅方式，它是⼀一种⽤用来帮助平衡与提⾼高教学质量量的数字技术，并且⼴广泛
与世界和whanau相联系。        

电⼦子教学为学⽣生提供⾼高质量量的学习机会并且提供了了真实聆听了了学⽣生的⼼心声的机会，学⽣生可以通过 

参与管理理设计他们⾃自⼰己的⽂文件夹来提⾼高⾃自我管理理能⼒力力，为世界不不断上升的数字科技做好准备。 

Kaitao中学可以接触到：

Kaitao中学是⼀一个完全覆盖⾼高速光纤的⽹网络环境，是教育部⽹网络4学习计划的⼀一部分。所有教室都⾄至少
有4台电脑，并且可以使⽤用教室⾥里里 Ipod，所以没有BYOD的学⽣生不不会处于劣势。 

Kaitao中学与Nga Pumanawa e Waru合作，可以为没有BYOD的学⽣生提供⼀一个BYOD设备，想要购买的
学⽣生通过简单的申请流程和每周付款的模式便便可轻松获得。 

视频制作将继续成为我们学校的⼀一⼤大特⾊色，我们在国内和国际⽐比赛中都取得了了很⼤大的成功。2016年年我
们击败了了800所新⻄西兰和澳⼤大利利亚的⾼高中，在墨墨尔本举⾏行行的ATOM⾳音乐录影带⼤大奖中获得第⼀一名。在
2017年年，我们获得了了备受瞩⽬目的ATOM最佳观影奖。 

我们⼀一直在全国媒体和数字优秀奖中名列列前三，可以肯定的说，我们学校有热情和天赋来培养孩⼦子们
称为未来的电影制作⼈人！

电⼦子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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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

科学致⼒力力于通过实际的参与和坚持探索的技术，在机器器⼈人技
术、数学设计、3D打印、摄影及使⽤用数学作品集（电⼦子⽂文件
夹）来记录他们的进步，学⽣生⾯面临着⼀一系列列的充满乐趣的挑
战。

⻝⾷食品

⻝⾷食品技术不不仅仅包括烹饪，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生活技能。
它融合了了科学、数学和创造性思维。学⽣生们已经超出了了普通
家庭烹饪的范畴，开始尝试分⼦子料料理理（使⽤用科学来制作⻝⾷食

物），学习营养知以及如何设计预算养活家庭。课程虽然有
挑战性，但是是实⽤用和有趣的。

⾳音乐

课程⾥里里包括⾳音乐的理理论实践以及⾳音乐欣赏。这些活动将在同龄⼈人/学校或者任何学⽣生的表演中进⾏行行，
学⽣生也有可能有机会单独上钢琴课。

运动

Kaitao中学会让学⽣生有很强烈烈的运动参与感，包括橄榄球、撞球、⽻羽⽑毛球、游泳、英式⾜足球、垒球、
篮球和排球。我们⽬目前组织了了⼥女女⼦子篮球赛、篮球、曲棍球、室内保龄球⽐比赛，我们也会寻找更更多的
运动项⽬目参与进来。

我们提供了了什什么给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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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

在2019年年，我们将继续教授汉语及⽂文化课。我们有来⾃自中国的中⽂文⽼老老师（MLA），由孔⼦子
学院赞助。MLA将带领学⽣生学习普通话。 

每年年我们学校的学⽣生都要参加罗托鲁瓦国际学校的中⽂文演讲⽐比赛。 

2019年年9/10⽉月，我们将派遣⼀一⽀支⼯工作⼈人员和学⽣生考察团到中国南昌我们的姐妹学校进⾏行行参
观访问。 

作为⼀一名全球公⺠民，我们让学⽣生学习⼀一⻔门世界上数以万计的⼈人⼝口都在使⽤用的⼀一⻔门语⾔言是⾄至

关重要的，这⻔门语⾔言越来越多的适⽤用于商业、教育和旅游。作为⼀一个旅游城市，我们的学
⽣生可以在他们的职业⽣生涯中充分利利⽤用他们的技能和这种语⾔言的⽂文化知识。 

孩⼦子奖

所有的学⽣生都有机会通过积分成为“Kaitao孩⼦子”。他们通过参加尽可能多的学校活动来积
累这些。到8年年级时，这些分数将使他们有资格获得“孩⼦子奖”。今年年年年底，我们将举办⼀一个
颁奖晚会，表彰我们Kaitao的孩⼦子们，并颁发给得分最⾼高的前25名学⽣生奖章。

课外教育

所有的学⽣生在Kaitao中学学习期间都会体验露露营。露露营是⾮非正式学习的重要组成部分，并
且会极⼤大的帮助孩⼦子⾃自我管理理和成⻓长。露露营的经历会帮助我们的学⽣生对⾃自⼰己有信⼼心，在各

种新的环境下与他⼈人相处融洽。 

除了了露露营，所有的学⽣生也会参加每两年年参加⼀一次怀⻢马⾥里里诺公园探险⽇日，那⾥里里有各种各样的
户外活动，这取决于那年年的项⽬目计划。在奇数年年还会提供另外的户外体验。 

如果家⻓长们希望在营地中担任助⼿手，需要接受严格的审查，表格可以在学校⽹网站或者学校
办公室找到。

挑战

所有学⽣生都有机会参加学校、国家和国际举办的⼀一系列列⽐比赛。

• 科学博览会 

• 卡帕哈卡 

• 阿胡瑞

•技术挑战 

• MADE奖 

•电影制作

•演讲 

•原⼦子奖项 

• ePro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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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小组
在Kaitao环境⼩小组的学⽣生会了了解环境对我们的⽣生活社区是⾄至关重要的，我们是他们的监护
⼈人。有了了这个⻆角⾊色，就有责任制定⼀一项⾏行行动计划，以确保它持续发展。我们邀请学校潜在

的年年轻领导来解决这个问题，他们与社区学会、罗托鲁瓦区议会、景观和园艺专业⼈人⼠士合
作，共同制定这个⻓长期计划。应验了了我们的⼝口号：向成功出发！ 

这个⾏行行动计划将我们的学校变成⼀一个环境试验地，⽀支持我们学⽣生减少浪费。到2019年年，我
们将建⽴立和维持蠕⾍虫养殖和堆肥，最终将引进鸡这样的⼩小动物，它们可以使⽤用废物，也可
以⽣生产⻝⾷食物。

天才计划

我们很⾼高兴2019年年1⽉月起，Kaitao将成为罗托鲁瓦天才计划的主办学校。 

天才计划是⼀一个为6-13岁的天才⼉儿童提供智⼒力力、创造性、社交和情感学习和⽀支持的项⽬目。它们⼀一
起进⾏行行差异化的、基于各⾃自优势的学习体验，以进⼀一步发展他们的天赋和才能，并更更好的了了解⾃自

⼰己。我们的学⽣生如果符合条件也会加⼊入天才计划。

增强班

Kaitao增强班旨在扩⼤大和丰富学⽣生。他们的
学习得到了了考帕帕⼤大学的⽀支持。考帕帕⼤大学
以培养拥有独⽴立、尊重和坚韧品质的年年轻⼈人。
这个项⽬目旨在让学⽣生以符合他们学习⽅方式的

理理念，⾃自主学习，领会概念和想法。增强班
的学⽣生必须有勤勤奋的优秀的品德，勤勤奋的学
习态度和优秀的出勤勤率。

电⼦子学习是这⻔门课的⼀一个基础部分，为学⽣生提供了了技术上的⾃自信与灵活的能⼒力力，为学⽣生提供了了
了了全新的创新的学习机会，通过与他们⼩小学⽼老老师的讨论和数据的分析，来决定他们是否能参加
增强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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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玛基

向成功出发！ 

我们的愿景和校训共同强调了了在促进学⽣生⾛走向成功时的重要概念。 

我们的鲁玛基项⽬目的⽬目的是为所有的塔玛⾥里里奇提供机会，通过⽑毛利利的媒介和遵循协议，加强他
们与⽑毛利利的联系。我们相信，通过突出和强化这些元素，我们创造了了⼀一个学习环境. 

除此之外，社区、whanau和孩⼦子这三个元素也有相互的内在关联，这将增强我们共同努⼒力力实
现卓越的能⼒力力，不不仅仅是在学术上，在社会上和个⼈人上，使我们在这个不不断变化的世界中充满
⾃自信和⾃自豪。 

鲁玛基使⽤用80%到100%的⽑毛利利教学。我们通过动⼿手活动，合作学习、⼩小组会议和图阿卡娜活动
的实施，以及与当地和全国的学校建⽴立联系。除此之外，⽑毛利利课堂的学⽣生将被安排在卡帕帕⽑毛

利利⼤大学的最前沿。 

虽然全年年都会有⼀一些列列的学习内容，但我们会特别关注⽑毛利利⼤大学例例如ANZAC，⽑毛利利28军团等。
我们期待在2019年年与你们⻅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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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

Kaitao图书馆和信息中⼼心；为我们的学⽣生们提供⼀一个温暖的、吸引⼈人的聚会的地⽅方。 

Kaitao图书馆是⼀一个现代化、宽敞、设施⻬齐全的地⽅方，兼具教育和娱乐的双重功效。 

我们的图书馆收藏了了⼀一万多本最新的，⾼高度感兴趣的、适合时代的读物，富含了了数百种主题
和流派。数以千计内容丰富，多姿多彩的书籍，供您的孩⼦子扩充和享受知识。 

Kaitao图书馆经过精⼼心和有⽬目的的选择，以适应不不同的阅读年年龄层，从满⾜足⻘青少年年到成年年的各
式⼩小说到阅读和学习书籍，让他们在现代化的环境中有趣的阅读。 

在Kaitao学⽣生们在图书购买上具有发⾔言权，许多书是在孩⼦子的推荐下购买的，或者是他们想要
阅读某个特定的署名，或者某个特定的主题。学⽣生的声⾳音对维持⼀一个学⽣生们认为很酷、很现
代、很有趣的读者群⾄至关重要。 

除了了我们精⼼心挑选的⼩小说和⾮非⼩小说类书籍，我们还有⼀一个互联⽹网区域由10台电脑组成，配有
最新的课程，帮助孩⼦子们研究。图书馆也有⽆无线⽹网络，⽐比以便便学⽣生们⽤用⾃自⼰己的设备进⾏行行研究。



尊敬 
Whakawehi

卓越 
Kairangi

适应⼒力力 
Ūtonutanga

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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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itao的价值

四项⾏行行为价值观

我们这个令⼈人兴奋和有价值的项⽬目已经进⾏行行到第⼋八年年了了，研
究表明，这是⼀一个⾮非常有效的⾃自我⾏行行为管理理项⽬目。 

⾏行行为与学习息息相关，通过统统的主题和积极的奖励体系，
建⽴立了了⼀一种基于我们四项核⼼心价值观-尊敬、适应⼒力力、卓越
和责任的⽂文化。我们通过各种⽅方式教导学⽣生适当的⾏行行为，并

获得Puawai奖券，该奖券⽤用于展示学校的价值观、这些奖券
会被兑换成不不同颜⾊色的贴纸，贴在教室⾥里里每个孩⼦子的Puawai
数上。 

当⼀一名学⽣生收到20枚奖券时，他们会收到⼀一枚铜币证书，并
会收到⼀一封信，祝贺他们的成功，同样的40枚奖券会得到⼀一
枚银币，60枚奖券或获得⾦金金币，80枚奖券获得铂⾦金金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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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协调员

学习协调员涵盖了了所有的教育领域，从需要额外⽀支持以提⾼高成绩⽔水平的学⽣生，到可能被视为天

赋和天才的学⽣生，以及需要专⻔门课程以确保他们在Kaitao期间能够学习成⻓长的学⽣生。 

在Kaitao，我们是⼀一所全纳学校，全纳教育是所有学习者通过参与学习和归属感来实现学习⽬目
的的地⽅方。作为⼀一名教师，我们努⼒力力确保我们的学⽣生是⽬目的性的，联系紧密的，终身的学习者，

他们正通过新⻄西兰的课程感受多样性。我们也能够适应各种学⽣生的需求。 

学习协调员的作⽤用是整理理来⾃自我们⾃自⼰己的评估和观察信息，还包括来⾃自捐助学校，whanau和
其他机构提供的信息，以制定⼀一个简单的计划来帮助你的孩⼦子，我们可能会邀请您参加IEP（个
⼈人教育计划）会议，这样我们就可以创建共同的⽬目标并制定策略略，以最好地⽀支持您的孩⼦子向前
发展。 

如果您有需要，请填写报名表格，因为这将确保我们有最好的⽀支持。 

如果您对孩⼦子的学习有任何疑问，请与学校联系。我们掌握的信息越多，我们就能更更好的⽀支持
您的孩⼦子。

学校社会⼯工作者
我们学校有⼀一个全职的社会⼯工作者叫⻢马图爱登。 

爱登与学⽣生和他们的家⼈人⼀一起⼯工作。 

有时⽼老老师会推荐学⽣生，但通常家⻓长和学⽣生可以在第⼀一时间推荐⾃自⼰己，请联系学校办公室进⾏行行推
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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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信息

我们努⼒力力与学⽣生、家⻓长进⾏行行有意义的交流。每两周⼀一次的校园简报会发给学⽣生带回家，
我们希望⽗父⺟母可以及时了了解学校和学⽣生动态。我们也会通过电⼦子邮件与家⻓长保持联系。

2019年年，我们之间的通讯将可以通过我们的⽹网站和应⽤用程序轻松
在线访问。我们的新⽹网站会及时提供通讯，⽇日历，视频⽚片段、照⽚片
等信息。

我们的⽼老老师和学⽣生还可以通过电⼦子⽂文件夹互相分享信息。

零费⽤用
从2019年年起，Kaitao中学将不不再收取任何捐款和活动费⽤用。 

露露营、户外活动和表演等费⽤用将全年年⼀一次性收取。

学术讨论
在第1、2、3学期，学⽣生邀请他们的家⼈人来学校分享他们的学习旅程。 

所有的⽼老老师都可以在这些预约期间和家⻓长谈论孩⼦子的学习情况。

报告

书⾯面报告概述了了孩⼦子全年年课程进步、关键能⼒力力等内容，每年年的7⽉月和12⽉月会发布。

⽂文具

⽂文具组合在假期的最后两周可以从Kaitao制服商城在线购买。你也
可以全年年在学校前台购买基本⽂文具。

学校时间
学校的开⻔门时间是早上8:15分。开始上课时间是早上9点放学时间是下午3点。为了了实现你的
梦想，每天准时上学，愿意学习新知识是⼀一个很好的起点。

download : 

In Google Play and  

App Store search  
“Skool Lo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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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服

我们很⾼高兴看⻅见所有的学⽣生在2019年年穿上新的校服。 

校服将在我们新上线的校服店购买，校服店在进⼊入学校后的左边。 

主要的付款⽅方式包括： 信⽤用卡 | 现⾦金金 | WINZ 报价 | ⾃自动⽀支付 | 分期付款 

校服需要全部付清后才能拿⾛走。 

我们提供临时泊⻋车设施，降低校服成本。您现在就可以开始付款，2019年年
1⽉月领取校服。 

在学⽣生迎新⽇日我们会提供更更多的信息。

2019校服商店营业时间
校服店将于1⽉月21⽇日起到23⽇日，每周⼀一、周⼆二、周四和周五的早上9点⾄至下午3:30分营业。 

我们的校服店全年年只接受预约购买校服。 

所有的Kaitao学⽣生都必须正确穿着校服：

男孩统⼀一穿着： 蓝⾊色短裤 

蓝⾊色衬衫 

蓝⾊色球⾐衣（可选） 

蓝⾊色夹克 

⿊黑袜⼦子（⻓长）

⼥女女孩统⼀一穿着： 蓝⾊色短裙 

蓝⾊色衬衫 

蓝⾊色球⾐衣（可选） 

蓝⾊色夹克 

⿊黑袜⼦子（⻓长） 

⿊黑⾊色紧身裤不不允许佩戴珠宝（⽿耳洞洞、⽿耳钉可以）

鞋⼦子： 脚踝⾼高度的纯⿊黑⾊色鞋⼦子 

普通的⿊黑⾊色或棕⾊色凉鞋

体育：男孩/⼥女女孩： Kaitao海海军短裤 

Kaitao海海军T恤

（所有的鞋⼦子必须穿好，头发要束好）

价格明细
所有尺⼨寸的价格：价格是当时印刷时的价格，最终价格有可能会发⽣生改变

男孩短裤    $ 35.00 

⼥女女孩短裙    $ 45.00 

⼥女女孩衬衫    $ 50.00 

裤⼦子          $  50.00 

衬衫          $  37.00 

⽑毛⾐衣          $  75.00

运动衬衫             $ 30.00 

运动短裤             $ 30.00 

男孩袜⼦子             $ 8.00 

⼥女女孩袜⼦子(3双）    $ 15.00 

连裤袜（2双）     $ 15.00 

冲锋⾐衣                 $  7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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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学时间

所有7年年级和8年年级新⽣生开学时间为2019年年1⽉月30⽇日，周三。 

所有返校8年年级的学⽣生开学时间为2019年年1⽉月31⽇日 

商务9点开始上课，下午3点放学。

学期时间

第⼀一学期（7年年级）： 1⽉月30⽇日周三⾄至4⽉月12⽇日周五 

第⼀一学期（8年年级）： 1⽉月31⽇日周四⾄至4⽉月12⽇日周五 

第⼆二学期：                4⽉月29⽇日周⼀一⾄至7⽉月5⽇日周五 

第三学期：                7⽉月22⽇日周⼀一⾄至9⽉月27⽇日周五 

第四学期：                10⽉月14⽇日周⼀一⾄至12⽉月10⽇日周四（还需要确定）

2019法定节假⽇日

奥克兰周年年庆：   

新⻄西兰国庆⽇日：  

耶稣受难⽇日：  

复活节：             

复活节翌⽇日：  

澳新军团⽇日： 

⼥女女王⽣生⽇日： 

劳动节： 

1⽉月28⽇日周⼀一 

2⽉月6⽇日周三 

4⽉月19⽇日周五 

4⽉月22⽇日周⼀一 

4⽉月23⽇日周⼆二 

4⽉月25⽇日周四 

6⽉月3⽇日周⼀一 

10⽉月28⽇日周⼀一

（在学校假期内） 

（在第⼀一学期内） 

（在学校假期内） 

（在学校假期内） 

（在学校假期内） 

（在学校假期内） 

（在第⼆二学期内） 

（在第四学期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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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 

◊  Kaitao中学被认作是最
积极可靠的学习环境

◊  以下是我们对
环境的改善：

- 围墙 
- 花园 
- 教师改造 

- Waharoa 
- 标志

领导⼒力力 

◊    更更⼴广泛的了了解和促
进章节的⽬目标

◊   领导⾼高质量量的教学

◊  教学⼈人员能⼒力力强、责
任⼼心强、持之以恒

◊     全⾯面的教师评价提供
了了可靠的学⽣生成绩信

息

◊    学⽣生领袖在学校内
有代理理机构

◊    所有学⽣生都有接受
全纳教育的权利利

增强 

◊   到8年年级结束时，所有
学⽣生的成绩都将⾼高于7
年年级2⽉月份时的成绩

◊    加强了了识别和跟踪进
展的系统

◊   教师要学定五个⽬目标
学⽣生，并制定书⾯面计

划以加速他们的进步

◊    ⾼高质量量的写作和数学
的⽼老老师

◊    提⾼高孩⼦子们的学习
⾃自主权

参与度 

◊    S学⽣生和员⼯工都觉得
他们伸出⼀一个安全的
环境

◊    T学习⽂文化将引起秦
少年年的兴趣

◊   社区认为Kaitao中学
时孩⼦子们安全、积极

的学习场所

◊   新校服

◊   加强合作伙伴关系

成为最佳的选择

我们的愿景 

创建孩⼦子的领导⼒力力 

为孩⼦子庆祝他们的成功时刻 

放眼10年年甚⾄至更更久，让孩⼦子成为优秀公⺠民 

通过提⾼高教师⽔水平来帮助孩⼦子进步 

拥抱科技，学⽣生的成绩和⽼老老师的⽔水平很⼤大
程度上需要科技的⽀支持 

加强创造⼒力力。拥有思考的能⼒力力对我们国家
在国际上取得成功⾄至关重要 

庆祝我们在读写能⼒力力和计算能⼒力力⽅方⾯面取得

的成就 

也在其他领域对我们所教的孩⼦子给予⽆无条
件的爱与关怀。 

Kaitao的核⼼心信仰 

对于学⽣生和⽼老老师来说什什么事安全的学习⽅方式？

是否有以孩⼦子为中⼼心的教学、学习和⽣生活的
⽅方法？ 

是⼀一个不不断该少教学和学习的地⽅方吗？ 

使⽤用N Z C和T M o A作为课程⽂文件，结合
KaHikitia、Tataiako和Pacific Plan所倡导的
理理念，来驱动和⽀支持我们在⽂文化上对⽑毛利利和
太平洋学⽣生和Whanau的⾏行行为作出反应。 

坚信我们会尽⼀一切的努⼒力力提⾼高学⽣生的成绩，
让我们所有的学⽣生，⽆无论事现在还是将来，
都拥有积极成功的⽣生活。 

是否具有包容性？并会努⼒力力在全校的课程和
活动中推⾏行行包容性实践。 

我们的使命-我们的价值 

让我们携⼿手并进，争取学术上的成功，让我们的学⽣生学会尊重、坚韧、负追求卓
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