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家长手册

www.wintec.ac.nz

create your world





3

怀卡托国立理工学院

(WINTEC)欢迎您

家长手册
作为WINTEC学生的家长或家人，您已经成
为了我们WINTEC大家庭的一份子。	
	
我们相信学院与家长的紧密合作能为您子
女的教育及个人发展给予最佳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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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致辞

欢迎您加入WINTEC的大家庭!

我们了解作为孩子的家长或家人，您希望能为孩子提供最好的一切。

您期望孩子能得到优质的教育，为他们人生的成功打下基础。同时您也期
望他们能够快乐，安全并得到很好的照顾。

在WINTEC这些也正是我们所期望的。

同时我们也相信教育需要一个良好的环境	 –	 一个鼓励成就、多元化以及相
互尊重的氛围。

您作为一名在新西兰生活并在WINTEC学习的国际学生的家长，本手册旨
在为您的问题提供回答，为您提供一些重要的信息，并打消一些您可能有
的顾虑。

出发前

孩子要住在哪里?	孩子需要带些什么?	新西兰的冬天有多冷?

以上是一些孩子出发到新西兰之前您会考虑到的问题。

我们为您准备了WINTEC新生手册，帮助您和您的孩子为入学做好准备。欢
迎向您的教育中介索取，或通过下列链接浏览:

www.	 wintec.ac.nz/international/files/International-Pre-Departure-	
Guid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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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中心

WINTEC对学生的照顾并不止于学生入学后。学院多元文化的国际中心将
全天候为学生提供基础性以及住宿方面的建议与帮助，保证学生得到良
好的照顾与支持。

国际中心团队组织国际生迎新活动，为学生提供必需的资讯，使学生在
WINTEC能获得愉快的学习生活体验。

国际生迎新活动的重要性得到了新西兰移民局和新西兰学历认证委员会
的认可和支持，因此学生是必须要参加的:
www.nzqa.govt.nz/providers-partners/caring-for-international-	
students/

国际中心在全年中还会组织各种文化活动来庆祝学院的多元文化，并提
高学生的凝聚力。

国际中心与各学院/中心保持紧密协作以确保学生达到理想的学习进度。

如果学生缺课或需要额外辅助，各学院将立即通知国际中心。

国际中心学生服务顾问对需要帮助的同学进行随访和跟进，确保他们得
到所需的帮助。

学院将为未成年学生提供额外的照顾。

请浏览下列网页了解更多活动详情:		
www.wintec.ac.nz/international-ev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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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成年学生

根据新西兰法律，未满18岁的都为未成年人。WINTEC	对未成年的国际学生有着特殊的照顾责任。

随时更新父母的联系资料

所有未成年学生在向学生注册与信息中心递交申请表的时候都需要提交紧急联系人表格。

紧急联系人表格必须由未成年学生的家长或法定监护人填写。

如果您孩子注册后您的联系资料有更改，请立即与未成年学生顾问联系，以确保我们有您最新的联
系方式便于后期沟通。

根据WINTEC学院政策以及‘关于国际留学生指导与照顾的行业规则’,	 所有未成年学生必须在
WINTEC核准的住所内住宿，或与家长/法定监护人或指定看护人一同居住。也就是说未成年学生不
允许独立租房或单独居住。

国际中心将会与学生面谈，确保学生对其住宿安排满意以及在WINTEC的学习开展顺利。

指定看护人

指定看护人可以是亲戚或家庭友人，在未成年学生的家长或法定监护人的书面授权下为该学生提供
照顾与住宿。

根据新西兰学历认证委员会016年颁发的‘关于国际留学生指导与照顾的行业规则‘第26（1）
（b）条的规定：指定看护人需经WINTEC的核准。WINTEC有可能同意或不同意家长或法定监护人
授权的朋友/亲戚成为指定看护人，并且指定看护人需通过由WINTEC安排的犯罪记录核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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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TEC核准的未成年学生的住所

WINTEC核准的未成年学生的住所有三类:

•	 WINTEC	核准的寄宿家庭
•	 WINTEC	学生村
•	 指定看护人

学生满18岁后将有更多的住宿选择。关于WINTEC核准的住所或18岁以上学生的其它住宿选择的
详细资料，请参阅本手册的住宿部分章节。



8

未成年学生顾问

国际中心有指定的职员照顾未成年学生。未成年学生顾问会就下列事项定期与未成年学生联系、
面谈和随访。

•	 住宿
•	 学习进度
•	 总体身心健康状况
•	 假期计划（在期中或者期末放假之前)
•	 学生可能有的其它问题

根据‘关于国际留学生指导与照顾的行业规则’的规定，学生注册在校期间，在紧急情况下，
或者学院就学生身心健康问题需要与家长保持联络，又或收到学生的外出旅行/留宿计划等情况
下，我们必须与未成年学生的家长通过电邮、电话或微信保持联系。

我们未成年学生顾问会与家长保持联系。如果您子女的寄宿家庭、老师、其它学生辅导服务部门
等等对其有任何忧虑，我们会与您取得联系。

未成年学生信息与指南

在WINTEC学习期间，未成年学生必须遵守未成年学生信息与指南内的规定。未成年学生及其家
长/法定监护人必须在到校前阅读并签署该信息与指南。

我们未成年学生顾问会在学生入学后第一周内为未成年学生进行新生简介，详细讲解上述信息与
指南内的规定，确保学生完全了解，并且在校期间将严格遵守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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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家长的帮助

未成年学生顾问不仅仅为未成年学生也为家长提供帮助。如果您在新西兰为您的孩子陪读，未成
年学生顾问能在以下方面为您提供帮助：

•	 到校后的家长迎新接待
•	 无须预约的时段供家长到访及询问

无须预约的时段为周一到周五，下午2-3点

请发电邮至	u18international@	wintec.ac.nz	确定您到访的时间。
如果您人在海外对学生有任何担忧、或有任何关于WINTEC学院的问题，未成年学生顾问可、电
话或微信为您提供帮助。

电邮:  u18international@ wintec.ac.nz
微信账号:  Wintecservices
电话:  0064 21 042 6594
24小时紧急协助: 0064 21 703 730

未成年学生顾问能用以下语言沟通: 英语和汉语

我很高兴我有机会在2015年访问WINTEC。国际中心通过微信，
电子邮件和电话与我保持联系，让我随时了解我女儿的状况，学
习成绩以及寄宿家庭的反馈。我有机会见到了女儿的寄宿家庭妈
妈。	她是一位非常有爱心的女士，她将我的女儿看作是她家人一
般照顾得非常好。	我很有信心我的女儿将会喜欢在WINTEC的学
习和在汉密尔顿的生活”

FAIRY	ZENG	-	PAR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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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出旅行与留宿

在外出旅行或留宿之前

WINTEC对于18岁以下学生外出旅行与留宿有着非常严格的规定。	

未成年学生离开寄宿家庭或学生村外出旅行或留宿之前必须取得WINTEC国际中心的许可。	学生
必须填写出行许可申请表提交申请。

学生必须在计划出行前至少5个工作日内将申请表和家长同意书递交到WINTEC国际中心

家长同意

学生必须首先就出行计划与家长商量并取得家长的书面同意书。

您应与孩子商量的细节包括：

外出旅行/留宿的目的地，出发及回程日期：

•	 目的地离汉密尔顿有多远？目的地天气状况如何？
•	 到达目的地后的具体活动安排?

交通安排:

如何到达目的地?	(例如：坐飞机，公交车或朋友开车去?)	
重要提示：如果您的孩子乘坐别人开的车，您必须了解驾驶员驾驶执照的类别。	 某些新西兰驾
驶执照有必须遵守的限制。	有关新西兰驾驶执照的更多信息，请参阅本手册的交通信息章节。

住宿:

•	 外出旅行或留宿住在哪里？(例如：另一个WINTEC的寄宿家庭、酒店、背包旅馆、汽车旅
馆、朋友家等)

•	 和谁一起去?	认识这个人多久了？
•	 这个人是否满18岁？同性还是异性？
•	 记录下孩子随行人员的联系资料和地址。

重要提示：一旦获得国际中心的出行批准，学生必须在出发前至少两个工作日内将住宿和交通预订确认复
印件本交给未成年学生顾问.

重要提示：如果您同意孩子离开其住处并接受他们的出行要求，您必须将同意书发至U18international@ 
wintec.ac.nz或通过微信递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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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已经将所有出行细节与家长商量
并已取得家长的书面同意书。

家长同意书和申请表已在出行前
至少5个工作日递交到
WINTEC国际中心

学生必须将出行计划通知寄宿家庭。
学生要告诉寄宿家庭已递交出行许可申请。

国际学生服务经理将审理学生的申请
并做出决定，并将决定通知学生。

学生可预定出行的住宿及交通。
学生必须在出发前至少两个工作日将预订的确认

复印件交给未成年学生顾问。

	
出行申请被拒绝

否

出行前学生必须接受未成年学生顾问	
的安全训话

申请批准

出行许可申请流程

否

否

是

是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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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留宿途中

未成年学生必须在到达目的地后向24小时国际学生服务紧急电话报到。
家长必须定期与学生联系确保学生的安全与状况良好。

如需国际中心的紧急协助，学生与家长皆可拨打24小时国际学生服务紧急电话。

24小时国际学生服务紧急电话号码:

学生可拨打:	 021	703	730
家长可拨打:	 0064	21	703	730

计划的回程日当日

学生必须在计划回程日当日宵禁时间前回到Hamilton住处。
如果学生没有在指定时间前回到住处，寄宿家庭将立即通知国际中心。

如果学生不遵守上述规定有什么后果?

如果WINTEC发现未成年学生没有遵守上述流程和规定，后果可能是以后计划的出行都不会被批
准。	

如果在寄宿中发生重大问题，WINTEC会进行深入调查.	 重大问题包括多次违反宵禁规定或者在
学生村或寄宿家中的行为表现问题。如果此类问题得不到解决，而学生继续违法规定，学生将有
可能被开除出校。

WINTEC只有在不能根据行业规则的规定保证学生安全的情况下才会采取如此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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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的健康、安全与帮助

首先，我们理解所有家长对孩子所在的新生活及学习环境都想有所了解。

手册本章节为您提供的资讯也许能令您安心。在WINTEC,学生安全和健康是我们首要考虑的问
题。

除了常规的教学服务外，WINTEC还提供一系列的额外服务为国际学生提供帮助。所有国际学生
都可以免费使用下列学生服务。	

安保

我们致力于为您孩子提供一个安全的校园环境。	保安人员全天24小时巡逻WINTEC教学楼，并可
在停车，门禁，遗失财物，安全建议等方面及紧急情况下为学生提供协助。

保安亦可以在办公时间以外的时间里在校园内护送学生，并将学生护送到车辆停放点。	

校园内随处可见紧急电话，直接连接到保卫处。

医务室

如果学生有任何问题或困难，可以随时到医务室见护士，或预约见医生、牧师或辅导员。	 详细
资料请参阅	www.wintec.ac.nz/healthcentre。视具体治疗可能会收取额外费用。	

祈祷室

我们两个主要校区都设有带盥洗设施的祈祷室供学生使用。

残疾服务

如果您孩子由于残疾需要短期或长期的额外协助，WINTEC的残疾服务协调员将能为其提供帮
助。详细资料请参阅:	www.	wintec.ac.nz/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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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学习辅助服务

如果学生在任何时候需要学习上的帮助，WINTEC有一个团队正是为此而设的。	学生学习辅助服
务部门（SLS）的工作人员能为学生提供他们所需的学习帮助。

他们开办免费的讲座，个人或小组辅导，英语理解辅导或其它主题的辅导包括：学习简介;	 阅读
和报告写作，科学，数学和高级学习技巧。

重要信息

强制保险

国际学生在新西兰学习期间必须购买适当及有效的医疗和旅行保险。

学生的保险有效期必须从学习开始并至少直到学生签证到期日为止。这是新西兰政府的规定并
在‘关于国际留学生指导与照顾的行业规则’中和新西兰移民政策中列明。

学生将自动加入WINTEC保险计划，在注册时保险费将添加到学费单上。如果学生选择另行购买
保险，在注册时向WINTEC学生注册和信息中心提交保单后此保险费将免除。

如果承保的是海外保险公司，学生必须将保单详细信息的英文版提供给WINTEC。

WINTEC学院官方网站上可以查阅到WINTEC保险计划的详细信息，包括保单文件和保险索赔表
www.	wintec.ac.nz/international/	how-to-apply/insurance

医疗服务

拒绝透露病情

为了您孩子的安全，您必须在注册前向WINTEC声明他们是否患有任何疾病或精神健康问题。

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签证或入学将被拒绝。这仅仅是为了我们能够为您孩子提供适当和有效的关
怀和照顾。

例如，我们需要知道您孩子是否当下需要定期服药，以便WINTEC	 医务室和/或其他专业医疗服
务可以在需要时提供最合适的医疗建议。	 在注册前，请务必检查他们的保险是否涵盖这些医疗
状况。

这是‘关于国际留学生指导与照顾的行业规则’中第6部分：‘安全与健康”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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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问题孩子可以怎么办?

如果您的孩子对WINTEC员工，同学或学院中介对待他们的态度或方式不满意，他们首先要做的
是联系WINTEC国际中心。

法律要求所有学校为学生提供公平，公正的内部申诉程序。	 您的孩子需要首先通过这些内部流
程才能进一步投诉。

如果投诉是与在WINTEC的课程或就读有关，那么他们应该给予学院机会对他们的投诉做出回
应。

初步的投诉可以是非正式的（例如，与导师讨论学习方面的问题），但如果初步投诉不成功，则
可使用学院的正式投诉程序。

学生的投诉

WINTEC将严肃对待所有的投诉。	 WINTEC致力于帮助学生和员工有建设性地，快速和公平地解
决学生的投诉。

所有通过WINTEC内部申诉程序处理的投诉都将受到监督和审查，以促使学院不断改进其对学生
学习支持的程序与服务。

	• 如果学生需要投诉，首先必须与一位员工碰面，可以是他们的导师，学生辅导员或国际中
心的职员。

	• 如果投诉未能解决，学生需要以书面形式向WINTEC院长办公室提出投诉。	投诉申请表格可
查阅	www.wintec.ac.nz/student-life/policies-and-forms/forms

严重的投诉

如果学生有严重的投诉，必须以书面形式提交到WINTEC院长办公室。投诉申请表格可查阅	
www.wintec.ac.nz/student-life/policies-and-forms/forms

重要提示：如果WINTEC内部申诉程序未能解决投诉，学生可联系新西兰学历认证局（NZQA）
，由他们负责处理其申诉。

详细信息请查阅本网站www.nzqa.govt.nz/about-us/make-a-complaint/make-a-
complaint-about-a-provi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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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
学生的住宿选择主要包括：合租公寓或房子，WINTEC宿舍，寄宿家庭或青年旅社。

请注意：
•	 选择私人公寓的学生须自行安排。
•	 未成年学生必须住在WINTEC核准的住宿，与父母/法定监护人或指定看护人一起住。	

也就是说，未成年学生将不被允许独立租赁房屋或在无监护人看管下独立生活。	 相关详细信
息，请参阅本手册未成年学生信息章节。

Wintec 学生村

WINTEC学生村距WINTEC市区校区和公交总站步行仅用	
5	分钟，

它为学生提供轻松的和富有人文关怀的氛围，还全年为
学生安排一系列的社交和文化活动。	

公寓周一到周五为学生提供三餐，周末提供两餐正餐。

卧室里带床、书桌、橱柜和衣柜，学生可使用配套的公
共电话，无线网络，公用厨房	(不含烤箱)，独立的公共
浴室和卫生间设施。	

学生村内设有设施齐全的公用厨房、电视室、游戏室和
洗衣房(内有烘干机和洗衣机，费用另付)。	

Wintec Accommodation

WINTEC国际中心提供安置服务，协助学生找到最适合的住宿。

学生必须填写住宿申请表并发送至：international.accommodation@wintec.ac.nz

关于WINTEC住宿/申请表的信息请参阅：www.wintec.zc.nz/international/living-and-studying-in-
new-zealand.accommodation



19

家庭寄宿

家庭寄宿指的是学生寄宿在新西兰当地家庭里。	

我们的寄宿家庭都是经过精心挑选的，他们品德善良而
且富有爱心。
	
寄宿家庭主人可能是退休夫妇、单亲、单身、离婚或丧
偶人士，也可能是传统式的家庭。	

他们可能是年轻人或长者，有子女或无子女，养着一只
或几只宠物。
	
许多家庭都曾经到国外旅行或生活过，或者接待过寄宿
学生，所以他们能够了解学生在新西兰生活所面临的问
题。

Wintec 公寓

WINTEC公寓是位于WINTEC市区校区的一栋三层综合式
公寓楼，为学生提供现代化和自助式风格的住宿。	

WINTEC公寓每层有四套公寓;	每套公寓包括	5	个或	6	个
单间、独立的公共淋浴间和卫生间、还有设施齐全的厨
房和用餐设施。	

大楼每层设有一个大型的公共活动室/自习区，公用洗衣
设施，地下一层设有放置自行车等大件物品的储存间。	

大楼还设有一座可拨打本地电话的座机，住宿生可免费
使用WINTEC的高速无线网。	

保安系统	-	进入自己公寓和房间的刷卡门禁系统、

学生必须满18	岁才能申请入住学生公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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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女青年会旅舍YWCA

YWCA距WINTEC市区校区10分钟的步行路程，距离怀卡托医院、	湖泊、超市和汉密尔顿的中央
商务区都非常近。	

旅舍可为男女学生提供长期或临时居所。	申请入住YWCA的学生必须满18	岁。

请访问YWCA的网站查询办公时间、入住时间及其它详细资料hamilton.ywca.org.nz/hostel/
电话:	07	838	2219	转2号分机。

合租

合租是指学生与一群朋友一起出去租房。
如果学生想要和朋友合租，需要考虑以下几点：

	• 学生需要支付约等同于2至4周租金的保证金。
	• 有些公寓不带家具，冰箱，洗衣机，床，床单，餐具和炊具，所以学生需要自己购买。
	• 学生可能需要为电力接通支付押金。
	• 学生可能需要为电话/互联网连接支付押金。
	• 此外，学生还需要为其它每月开销（如食物，电力，电话和有线电视费用（如有安装）进

行预算。
	• 还要考虑其它可能会出现的问题：比如合租的朋友想法不一致，或者某些朋友没有按时缴

纳租金，或者其中一些朋友决定搬出，那学生还需要支付更多的租金。
	• 欲知更多合租房的讯息：www.studentflat.co.nz或www.trademe.co.nz/prope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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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汉密尔顿的一些租赁中介，可帮助学生寻找合租房或者公寓。

Ray White Real Estate
www.rwhamilton.co.nz

Harcourt’s Hamilton Rentals
hamiltonrentals.harcourts.co.nz

Lugtons, Central Hamilton
www.lugtons.co.nz/rental_list.php

Lodge City Rentals
www.lodge.co.nz/Rentals

Quinovic
www.quinovic.co.nz/hamilton

Waikato Real Estate Ltd 
www.wre.co.nz

租赁审裁处
如果您对子女租房的权利有任何疑问或疑虑，或者想了解更多纠纷解决和建议，您可以与租赁审裁处联
系。您可以此网站找到更多信息 www.tenancy.govt.nz/disputes/tribu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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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西兰交通

公共交通

在汉密尔顿市内，学生可以使用汉密尔顿的公交车。在28条公交线里，总能找到一辆公交车可载
他们去到想要去的地方。

车辆靠左行驶

通过十字路口和环岛对外国司机可能会比较危险。	 我们建议司机在开始驾驶之前跟持照教练
先上几节课。	 汉密尔顿的驾驶学校名单可以在下列网站找到:	 www.yellow.co.nz/hamilton/
driving-	schools

安全带

任何乘坐汽车的人，即使是乘客，也必须在汽车行驶时一直系好安全带。学生如果不系安全带将
会被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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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西兰驾驶

如果学生想在新西兰开车，必须先了解新西兰公路法规并获得适当的驾驶执照。	 在驾驶时，学
生必须随身携带驾驶执照.

其它建议

•	 骑摩托车或自行车时配戴头盔是强制性的。
•	 20岁以下的驾驶员的酒精限量为零。	 也就是说如果学生喝了一杯酒后开车，他们可因酒后

驾驶被起诉。	

驾驶执照

要在新西兰开车，学生必须持有新西兰驾驶执照或在另一个国家获得的现行有效的驾驶执照/国
际驾驶许可;	并达到所有的规定条件。	如果没有合法的驾驶执照，学生不允许在新西兰开车。

持有本国正式驾驶执照的学生可以申请取得国际驾驶执照。	 详细信息请参阅：www.nzta.govt.
nz/resources/roadcode/road-code-index/

如果学生的国际驾驶许可不是英文版的，那么学生在驾驶时必须提供准确的英文翻译。	 汉密
尔顿核准翻译员名单可在此找到：www.nzta.govt.nz/driver-licences/new-residents-and-	
visitors	/	approved-translators	/？region	=	waikato

学生在国际驾驶执照到期之前应该申请新西兰驾驶执照，不要等到过期了之后再申请

取得新西兰驾驶执照

要获得新西兰驾驶执照，学生必须将其海外驾驶执照转换为新西兰驾驶执照。要了解如何转换，
请参阅土地与运输安全管理局网站www.nzta.govt.nz。

没有国际驾驶许可的学生需要通过以下阶段等级性驾驶证颁发系统的三个阶段才能成为新西兰正
式的汽车驾驶员：

	 阶段1：实习驾照

	 阶段2：限制驾照

	 阶段3：正式驾照

请参阅上述链接，了解每种驾照类别以及学生可以从哪里获得新西兰驾驶执照的详细信息.

http://www.nzta.govt.nz/driver-licences/getting-a-licence/licences-by-vehicle-type/cars/learners-licence/
https://nzta.govt.nz/driver-licences/getting-a-licence/licences-by-vehicle-type/cars/restricted-licence-2/
https://www.nzta.govt.nz/driver-licences/getting-a-licence/licences-by-vehicle-type/cars/full-licence-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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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买汽车

如果学生不是从持牌汽车经销商那里购买汽车，应该在购买汽车之前先安排技工对汽车做详细检
查。

购买汽车时要检查的事项：

•	 汽车有在过去30天内签发的有效车辆合格证（WOF）。	 这证明了该车已经通过了道路安全
测试。

•	 该车带有效的车辆牌照（登记）标签。	 如果车辆牌照已过期，学生将需要付费才能获得新
的牌照。

•	 学生还应该检查确认车辆没有欠款。	 有关信息请访问Baycorp（新西兰）有限公司网站
www.baycorp.co.nz

汽车保险

汽车保险非常重要，学生应该在购买汽车的同时购买保险。	 如果没有购买汽车保险而发生车
祸，学生将不得不支付所有的费用，包括自己车辆的修理以及车祸涉及其他车辆的修理。	 这将
是非常昂贵的。

汽车保险有很多不同种类，从全保到第三方保险。	 如果学生想了解更多关于汽车保险的信息，
可使用下列的联系方式，亦可以在黄页电话簿里的保险栏目找到更多的保险公司。

Automobile Association (AA) 

www.aainsurance.co.nz

AMI

www.ami.co.nz

Fintel

www.fintel.co.nz

Tower Insurance

www.tower.co.nz

State

www.state.co.n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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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应新西兰的生活

当国际学生离开自己所在的国家去到另一个国家后，可能会经历各种各样的情绪和反应的变化。	
这段时间他们可能会感到疑惑和忧虑。

当学习或社交生活进展顺利的时候，学生通常会感到欢乐和兴奋，在学习和生活中遇到困难和压
力的时候，他们可能会感受到情绪上的一些变化。

这些都是正常和常见的感受。	WINTEC国际中心的学生关怀团队致力于帮助您的孩子并为他们提
供所需的支持。

如果您能保持与孩子的定期沟通，并给予他们理解和鼓励，在孩子情绪起伏的时候同样会有巨大
的帮助。

文化冲击

国际学生在抵达新西兰时感到兴奋和充满热情是很正常的。	 一切事物都显得新鲜而刺激。	 在学
生安顿下来开始学习后，他们可能会感到孤独，悲伤，想家，孤立以及可能感到沮丧和愤怒，他
们甚至可能怀疑来新西兰的决定是否正确。

经历上述部分或所有的情感被称为文化冲击。
每个国际学生都会或多或少的经历这个阶段，但是也请您无需过度担心。

本国生活与新西兰生活之间的一些差异可能在于：语言，食物，气候，社交，宗教信仰，教育体
系，家庭生活和职业。

如果您对孩子的心理健康状况感到担忧，在精神健康基金会的网站上可以找到很好的精神健康方
面的资讯www.mentalhealth.	org.nz/get-help/in-crisis/worried-about-someone

新生课程- 帮助学生尽快了解更多讯息
为国际学生所设的“新生课程（Get Started Programme）”是通过团队组建活动来结识新朋友的方式。 
该系列课程包括了解毛利文化，新西兰环境和学术帮助等为主题的讲座。 还为学生提供有关WINTEC生活/
学习，如APA参考文献，压力，生病等等方面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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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西兰概况

新西兰的民族多样性

新西兰人口的民族构成非常多元化，	 主要由毛利人，欧洲人，亚洲人，中东人和Pasifika（来自
太平洋地区的人）组成。

欧洲和毛利族人口分别占人口的67.6％和14.6％。	除了欧洲或毛利血统的人以外，人数最多的少
数民族依次为中国人，萨摩亚人，印度人，库克群岛毛利人，汤加人和韩国人。

大多数新西兰人都是非常友好的，并很有兴趣了解其他人的文化和社会。	 学生会发现新西兰人
会问有关他们的问题，并且很乐意让学生向他们的提出关于他们自己以及关于新西兰的一般情况
的问题.

歧视

歧视是违反新西兰法律的。	 所有人都是平等的。	 这意味着男女是平等的，女性必须与男性一样
受到尊重。	不管是来自哪个国家的人都应该受到平等的对待，您孩子也应该平等对待其他人。

衣着

在大多数时候，新西兰人的穿着是非正式的但相对比较保守。	 但是，在夏季里男士穿着短裤但
不穿上衣，还有女士穿着无袖上衣和短裙的并不少见。

在冬季，男士和女士通常穿2-3层衣服，包括保暖外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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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他人会面

新西兰人第一次见面时通常会握手。	 如果想要与专业人士见面，例如医生或讲师，需要先预约
才能见面。	 在大多数情况下，您不能未经预约直接上门。	 这不仅适用于与专业人士的会面，也
适用于朋友间的碰面。

新西兰人很少在没有预先打电话的情况下互相拜访，电话上会告诉对方他们打算去拜访，以及什
么时候到达。

宗教

新西兰（55.6％的人）将自己归类为基督徒（英国国教，天主教和长老会是主要教派），近130
万人没有宗教信仰。

新西兰的其他宗教包括佛教，伊斯兰教，印度教和犹太教。	
全国各地有许多宗教团体和组织。

寻找宗教团体和组织联系信息的最好方法是查看电话簿，在黄页网站上的‘教会和宗教组织’部
分下，或在白页的宗教团体或宗派的名称下。

www.yellowpages.co.nz（黄页）	或	www.whitepages.co.nz（白页）	

新西兰社会 

新西兰是一个非常开放的社会。	 总的来说，男性和女性自由融入社会，两性之间几乎没有隔
离。	男性和女性成为朋友并一起参加社交活动是正常的。

所有高等教育都是两性混合的，男女生会在同一个班里。	 您的孩子极可能会接触到男/女老师，
导师和教职员工。

男性和女性受到同等的待遇并在社会中承担相近的职责。	 在新西兰，女性经常处于权威地位，
如商界领袖和政治家，同时也是家中的妻子/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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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西兰家庭可能与我们学生习以为常认同的概念略有不同。

赌博

新西兰有四种类型的赌博是合法的：

	• 彩票：乐透，每日基诺。	没有年龄限制。
	• 即时奇维：刮卡。	学生必须年满16岁才能购买此类卡。
	• TAB：赌马和其他运动。	18岁是下注的最低年龄限制。
	• 赌场：进入任何赌场的法定年龄为20岁

饮酒

新西兰饮酒的合法年龄为18岁。	 如果您的孩子未满18岁，他们不能购买酒类饮品或进入酒吧或
夜总会。

在公共场所喝酒，如公园，城市街道或海滩也是非法的。

如果超过了酒精限量驾驶车辆也是非法的。	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www.police.govt.n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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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姆

新西兰是没有保姆的，父母会教孩子在家里做家务，丈夫通常也会分担家务。	 有些人会雇用一
名清洁工，每周打扫一次房子，但通常人们都会自己做家务，带孩子和照顾花园。

小费

在新西兰无需给小费。人们有时会在昂贵的餐厅里给服务员付小费。	 在咖啡厅或例如麦当劳之
类的快餐店是不需要付小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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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政策与法例

像WINTEC这样的新西兰教育机构对国际学生的安全和健康负有重要责任.	

关于国际留学生指导与照顾的行业规则

该规则是对教育机构及其中介代理向国际学生提供的服务规定了一个框架。

“规则”规定了教育机构为您孩子提供的建议和照顾的最低标准。	 规则仅适用于学生的照顾与
信息提供，而不适用于学术标准。

该规则适用于所有在新西兰有国际学生注册在读的教育机构。

我该如何取得该规则的副本?

您和学生可以从WINTEC国际中心获得该规则的副本。	 该规则也可从下列网站获得www.nzqa.
govt.nz/providers-partners/caring-for-	international-students

2014年弱势儿童法

2014年7月1日，“弱势儿童法”和其他相关法例在新西兰通过立法成为法律。该法是保护和改
善弱势儿童福利的综合措施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加强了新西兰的儿童保护制度。

WINTEC致力于始终以儿童，青少年和弱势成人（残疾成年学生）的最佳利益为其服务准则并遵
守所有相关立法。

定期与未成年学生（或弱势成人）接触的工作人员将需要接受安全排查，尤其是教职员工、一线
工作人员和面向学生的职员。所有工作人员如有任何牵涉儿童保护的疑虑，包括怀疑未成年学生
受到虐待或被疏于照顾，都有责任与其主管人员或指定儿童保护人员进行商讨。

根据1993年新西兰隐私法案，一旦您的孩子满18岁，未经孩子的允许我们将无法再向您透露任
何孩子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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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西兰安居
https://www.immigration.govt.nz/new-
zealand-visas/options/study

新西兰海关
www.customs.govt.nz

卫生部
www.moh.govt.nz

意外赔偿
www.acc.co.nz

WINTEC所用保险商	
www.healthinsurance.co.nz

税局(税务部门)	
www.ird.govt.nz

汉密尔顿基督教女青年会旅舍	
www.ywcahamilton.org.nz

长途公交车
www.intercitycoach.co.nz

汉密尔顿公交车服务	
www.busit.co.nz

汉密尔顿资讯
www.hamilton.co.nz

预算咨询信托		
www.budgeting.co.nz

翻译热线
www.ethnicaffairs.govt.nz

生育计划协会（性与生殖健康服务）	
www.fpanz.org.nz

怀卡托移民资源中心
www.wmrc.org.nz

新西兰陆地运输管理局(驾驶执照)	
www.ltsa.govt.nz

建筑与住房部
www.dbh.govt.nz/housing/tenancy/
index.html

教育部
www.minedu.govt.nz/goto/international

就业/求职服务	
www.kiwicareers.govt.nz		
www.careers.co.nz

汉密尔顿大型活动		
www.whatsonhamilton.co.nz	
www.hamiltonwaikato.com

生命热线全天候热线
www.lifeline.org.nz/corp_
Home_378_2001.aspx

新西兰警察
www.police.govt.nz

新西兰民防	
www.civildefence.govt.nz

有用的链接

领事馆与高级专员公署
如果学生在新西兰需要与本国的领事馆或高级专员公署联系， 可到学生注册和信息中心查询。

新西兰外交与贸易
www.mfat.govt.nz/en/embass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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