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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are Aidanfield Christian School,  

many people, different backgrounds,  

healthy differences, shared faith:

Together we are one school, whole, equal and free.

We stand together, learning in life,  

developing in character, growing in God.

Owning our past, exploring our God ordained purpose,  

growing in wisdom and stature.

We are Aidanfield Christian School.



感谢你考虑明年送孩子来艾丹菲尔德基督教学校上学。

对移居本市的家庭而言，送孩子来本校上学有很多优势。
本校位于新西兰南岛基督城市中心，这里适合移民家庭居
住生活，社会治安良好。本校是一所基督教学校。圣经奠
定了我们的价值观和全球视野。本校规模不大，教职工都
很优秀，所以我们非常了解并关怀学生。

来自很多国家的学生在本校就读，我们营造的学习环境重
在鼓励每个学生欣赏对方的优点和文化差异，有利于大
家和睦相处。我们知道任何一个家庭决定移居到另外一个
国家都是一件大事，艾丹菲尔德基督教学校尊重每个家庭
都希望尽其所能给孩子提供最好的受教育机会这一良好愿
望。本校专注于让学生取得优异成绩。请浏览本校网站，
上面有申请表和注册信息(www.aidanfield.school.nz)。 
我们期待你的回信。

此致

Mark Richardson

校长

校长致言



盾牌校徽的每个部分分别代表本校
的一个重要方面。校徽揭示了本校
的背景和本校学生的愿望。 

圣经 — 本校的立校之本，课程设
置和我们对周围世界的了解均源于
此。树根植于圣言真理。 

树 — 表示年轻人在本校学习期间
茁壮成长，为日后进入社会开始自
己的人生打好基础。学生不会半途
而废。每个学生把自己的生命之根
深植于圣言之中，才智和心智才会
得到全面发展。养分充足方能长成
参天大树。 

十字架 — 代表耶稣受难和复活， 
使我们能在收到上帝的召唤之后， 
作为上帝的子民和被宽恕的义人，怀着忏悔之
心走向主寻求宽恕，重新站起来。 

四颗星 — 代表南十字(Southern Cross)星和本校的四种核心价值观： 
诚实、责任心、正直和美德。 

紫水鸡 — 表示本校在基督城的地理位置。本校座落在希思科特河 
(Heathcote River)上游，依水而建。紫水鸡就栖息在本校所在的区域。 
我们为此在校园内划出了两块保护区，保留基督城郊区的田园风光。 

山丘 — 表示本校距波特山(Port Hills)很近。它还告诉我们在学习和生活中
需要有锲而不舍的精神，任何东西都不会轻轻松松就能得到的。 

总起来说，本校的目标是让在本校工作和学习的每个人（教师和学生）在才
智和心智方面得到全面发展，得到圣言的滋润。

艾丹菲尔德基督教学校校徽



WHAT WE ARE ABOUT

Aidanfield Christian School serves families 

who are looking for a school with strong 

biblical values and world view as the 

foundation of their child’s school experience.

We offer education for Years 0 to 10 and a 

pathway to Middleton Grange School at year 

11 for preference families. We are based in 

the south west of Christchurch and welcome 

pupils from many nations to our community.



Our special character is defined in our agreement with the Crown.  

Our special character means that:

• We are non denominational, having families from a wider variety 

of Christian churches. The condition is that the church and family 

have a statement of faith similar to the school’s.

• We can freely deliver the New Zealand Curriculum based on a 

biblical world view.

• We employ committed Christians to work as part of our staff.

• We believe that education is ultimately the responsibility of 

parents. We work in partnership with them and we are dependent 

on their involvement.

• We recognise the importance of the inter-relationship between 

home and school and actively encourage, develop and support a 

unity between them. We reinforce the importance of the church.

• We seek to provide an environment where pupils, parents and staff 

can experience Godly relationships.

• We rely on the Holy Spirit and the Word of God.

• We acknowledge that truth must be revealed by the Holy Spirit 

and knowledge measured against Biblical truth.

THE FOUNDING MISSION OF THE SCHOOL

When the school was started the mission was to provide quality 

education based on a Biblical Christian worldview enabling each child 

to fulfil their God-given destiny. This remains our focus today.

Our Special Character



WHAT WE AIM TO ACHIEVE

Our approach to education is holistic, seeking to address the spiritual, 

intellectual, emotional, social and physical needs of our pupils.

As a staff, our aim is to nurture pupils who are:

• The recipients of excellent Christian education.

• Compassionate towards the needs of others.

• Determined to live lives of honesty, justice and righteousness.

• Confident in the knowledge that God has His hand on their lives.

• Developing a Biblical world view.

• Genuine and enthusiastic about sharing their developing faith in  

Jesus Christ.

• Confident that they are accepted by God and are prepared to develop  

all the abilities He has given them.

This is summarised through the school Vision, which states …

Aidanfield Christian School is to serve and work together with families in 

equipping children in a Biblical community to:

• Pursue excellence in academic learning.

• Understand their identity.

• Become discerning thinkers.

• Be faithful in service to God.

OUR VALUES

The core values that we focus on are:

• Excellence

• Stewardship

• Faithfulness

• Integrity

These should be evident in all we do.



课程

艾丹菲尔德基督教学校开设的课程：

• 与圣经真理保持一致。
• 符合新西兰课程大纲要求。
• 鼓励在各个方面做到最好。
• 拓展学生知识面，鼓励他们继续学习并探索不断变化的世界。
• 把学生培养成有能力、有爱心的社会成员。
• 帮助学生发现他们与生俱来的天赋，确定未来的发展方向。

学校的组织结构

艾丹菲尔德基督教学校是一所复合型（小学和初中）公立综合性
学校。学校招收10年级以下的学生。

作为一所国立综合性学校，本校由学校经营委员会所有，而非政
府所有。经营委员会是一家信托基金，它负责保护本校的特色。
他们还拥有学校土地并开发建筑物。经营委员会收取的特别费用
是强制性收费，所有学生家长每年都要支付此项费用。此项费用交
给经营委员会（而非理事会），只能用于学校土地和建筑物开发。



作为一所国立综合性学校，学校理事会由选举产生的学生家长、 
经营委员会任命的代表、员工代表和校长组成。理事会（由政府授
权）负责管理学校 — 制定学校发展方向，通过妥善管理学校资源来
确保达到预定的目标。

作为一所特色学校，我们承诺践行社区理念。学校家长会的主要作
用是通过与本校相关的家庭促进社区发展。家长会由学生家长组
成，他们自愿花时间和精力确保学校保持很强的关系。家长会还与
更广泛的社区建立联系，并参与学校筹款。

我们向谁负责？

作为一所国立综合性学校，我们向政府负责，并定期接受教育督导
署(ERO)的审计，确保学校提供高水平教育，并得到有效管理。教
育督导署向学生家长社区反馈艾丹菲尔德基督教学校的教学质量。
可以在www.ero.govt.nz上免费获取这些信息。

就学校内部的特色开发和维护而言，学校管理层、员工和理事会向
经营委员会负责。

学校员工和管理层向理事会和学生家长负责，向学生家长报告学生
成绩，向学校理事会报告是否实现了它制定的战略目标。

本校签署了国际学生关怀准则，并遵循此关怀准则。这要求我们为
学生提供高质量关怀和教育机会。



开学

进入学校学习的每个学生有各不相同的
学习经历，大家聚到一起来，让你的孩
子开始接受独特的启蒙教育。开头几年
的课程重点在于培养学生的理解能力，
每个课程都渗透着圣经理念，给他们奠
定良好的学习基础。

新生 — 1年级

新生课堂是儿童启蒙教育的第一道大
门，在能激发学习兴趣的氛围中让学生
了解日常活动并养成学习习惯，使他们
能在未来岁月里在社会上立足。

教师热爱每个学生，在所有课程的教学
过程中培养学生的技能和基本理解能
力。对每个学生来说，小班制教学具有
不可替代的优势，采用不同的学习方式
花时间进行探索和学习，确保每个学生
接受最好的启蒙教育。

2-3年级

这两年是培养学生自信心的重要阶段，
要让他们爱上学，并参加学校日常活
动。这个年龄段的儿童变得越来越独
立，通常会自己挂书包，在教室里会独
自管好自己的学习用品。这个阶段的课
程着重强调阅读、写作和基本算术能力
的培养。

在学校成长

4-6年级

这个年龄段的学生已经建立了很多基本
概念，可以让他们进行更具挑战性的社
交活动和体育活动。

在课程教学过程中，儿童表现出更多的
个性和特长，更重要的是要让他们认识
自己、美德和个人信仰。 

在这个阶段，他们表现出越来越强的独
立学习能力。要定期表扬他们在各种学
习课程和课外活动中表现出来的个人特
长。激发学生的创造性思维，考虑用替
代方法解决问题，对他们的学习提出更
高的要求。鼓励学生更加积极地参加
校园的各种宗教仪式，了解耶稣基督
如何变成生命的一部分。在这个阶段，
我们会邀请学生家长参与作为生命一部
分的学习活动，让学生在学习活动中充
分表现个人特长和天赋。课外活动（芭
蕾舞、橄榄球、糕点制作、教会活动、
文化兴趣和学习等）是家庭作业的一部
分，让家长从中发现孩子的兴趣所在，
学校不安排繁重的传统书面作业。

奠定基础



初中教育 — 7-10年级

本校初中部包括初中学生和低年级高中学生。初中教育阶
段富有特色。

这个年龄段的学生大都很难集中注意力，我们针对他们的
独特需求量身定做学习课程，把他们的注意力引导到学习
上来。在为期四年的初中教育阶段，学生通过课程学习不
断提高独立能力，掌握所学科目的专业知识。我们采用这
种教育方法确保学生能专心学习，为日后进入高中继续深
造奠定基础。

接受过专业培训的中学教师设计衔接课程，为学生在11
年级时进入本市任何一所高中学习奠定基础。我们的学习
课程设计合理，为学生在高中高年级取得优异成绩奠定
基础。我们与米德尔顿格兰奇学校(Middleton Grange 
School)保持紧密联系，确保学生在11年级毕业时顺利进
入该校继续深造。

我们强调学生关怀，确保我们充分了解每个学生，并对他
们的需求做出回应。我们给学生创造众多领导机会，鼓励
各类学生和10年级学生承担领导角色，在规模较大的学校
通常只有年龄较大的学生有这种机会。

必修课

英文、数学、科学、社会学、基础课程、体育、健康和运
动是必修课，为所有学生的未来奠定坚实的基础。我们的
教学重点是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实
验能力。在初中教育阶段，教师不断提高学生的推理论证
能力并进行评估，给学生树立要求更高的期望。学习挑战
活动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 

青少年和学校教育



选修课

除了必修课，我们还开设很多选修课。在希尔默顿学校
（Hillmorton，7-8年级）或米德尔顿格兰奇学校（9-10年级）开
设的视觉艺术、舞蹈、戏剧、音乐、毛利文、法文、工商企业、
职业、户外教学、科技（包括硬质材料、制图、数字媒体、柔性
材料、食品营养、电子学、艺术）是选修课中的一部分。

培养社会责任、良好公民责任和道德行为的课程包括基础课程、
生活技能和社区服务。

社区服务计划把学校和社区联系起来，促进两者之间的合作， 
给学生提供接受社会责任和公民责任教育的机会。

小学和初中

我们参加地区体育比赛和跨区体育比赛。我们还鼓励学生通过
CSIM参加音乐活动，在ICAS等校外考试中取得越来越好的成
绩，通过World Educations Games和Mathletics等在线学习网站
进行学习。

校服

艾丹菲尔德基督教学校的学生家长认为，学生穿物美价廉的校服
会对社区产生积极影响。学生上学必须穿校服。本校学生家长同
意在学生上学期间，接受并遵守所有校服要求。

在设计漂亮校服时，我们尽力考虑到某种意义上的个性，保证价
格适中，随时可以向学校购买。

如要获取一份校服详情，请登录本校网站  
www.aidanfield.school.nz，也可以联系学校办公室。



高年级（9-13年级）

艾丹菲尔德基督教学校通过基督教学校联盟为10年级毕业生
开设学习衔接课程。就个人成长、精神挑战、成熟度和知识
积累而言，这是令人兴奋的学习机会。

在10年级结束时，学生和家长有很多选择：

1. 对于能确认其意愿的家庭（按米德尔顿格兰奇学校界定，
并在进入该校时），可以选修米德尔顿格兰奇学校高年级
衔接课程。11年级的学生已经成熟，可以轻松进入高中
继续学习，我们的教学计划让学生为此做好准备。米德尔
顿格兰奇学校开设的各种课程和课外活动会让高年级学生
受益。

2. 家庭和学生可以选择进入当地的公立高中继续深造。这
样，学生在进入世俗学校学习之后，仍然会得到家庭和父
母的照顾。对于选择世俗学校的家庭，我们可以安排让学
生与本市任何一所高中的基督教青少年辅导员保持联系。

学习衔接课程



感言

Fidelia说道......

“艾丹菲尔德基督教学校确实是一所很特别的学校。一踏进校门
就感觉很温暖。

学校环境很好，教室和设施都是一流的。

孩子们很开心；教师态度和蔼，教学能力很强，负责照顾孩子的
专业人士采用独特的方式善待每个孩子。

学校采取小班制教学，因材施教，有利于每个学生茁壮成长。

所有学生得益于高层次的因材施教。本校学生感受到强烈的
社区感和集体关怀。

我们针对来自很多不同文化和国家的在校学生开设外国学生英

文(ESOL)课程。我们在必要时给国际学生提供一对一支持、
小组支持和班级支持。此课程培养学生在学校学习所需的英
文能力，同时鼓励国际学生继续提高他们的母语能力。

我们开设的培养特长课程根据学生（1-10年级）的天赋和特
长，让他们接受各种不同方法的挑战，使他们具备某些特定
能力。

学习支持教师监督课程教学情况，给在各方面感到吃力的学
生提供支持。在教师助理的支持下，与班主任一起采取干预
措施并监督效果。

辅导员、全天候青少年辅导员和教师助理与教师团队紧密合
作照顾学生。

支持各种不同的需求



家长始终参与孩子们的各种活动。

我们得到学生家长的支持，这一点非常重要。对于有国际背景的家庭， 
国际家长团队支持也很重要。

我儿子Nicholas自从来艾丹菲尔德基督教学校学习，生活变得更充实了。

教师通过很多不同的活动培养他的社交能力。

进入艾丹菲尔德基督教学校学习是我们的福分，学校给我的儿子奠定了终生
学习的基础。

我坚信学校的基督教特色将使我的孩子在未来的岁月里在情感、生理和教育
方面得到全面发展。”

来自很多国家的学生在本校就读，我们营造的学习环境重在鼓
励每个学生欣赏对方的优点和文化差异，有利于大家和睦相
处。我们为国际学生推出整年和短期两种学习选择。

整年国际学生

在本校学习一整年或更长时间。

本校网站www.aidanfield.school.nz上有你需要的所有信息。 
请单击International（国际）按钮。你可以看到我们提供的长
期学习课程和学费信息。

夏季学习 — 短期学生
在本校学习一周或更长时间。

请登录本校网站www.aidanfield.school.nz，然后单击
International（国际）按钮。如果你单击夏季学习，可以看到
在本校学习的所有学费信息和其他相关费用。

Aidanfield Christian School is a Signatory to the Education (Pastoral 

Care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Code of Practice 2016.

艾丹菲尔德基督教学校国
际学生



Growing in Wisdom & Stature

Stand and be Confident

2 Nash Road, Aidanfield, Christchurch, New Zealand

Phone: +64 (03) 338 8153   

Email: international@aidanfield.school.nz

www.aidanfield.school.nz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