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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寄宿家庭 
• 寄宿家庭会要求您遵守一些规定。我们已经向您提供了一份问题清单，帮助您熟悉寄宿家庭。 
• 跟全家共进晚餐，每天傍晚与他们共度一段时光。这将提高您的英语，并帮助您了解他们。 
• 晚上回卧室睡觉时，要说“晚安”。 
• 跟寄宿家庭一起外出游玩。 
• 如果他们带您去餐馆吃饭，应主动提出自己的那份自己付钱。他们不一定会同意你付钱，但您主

动提出会显得有礼貌。 
• 如果要使用厨房，请告诉住家妈妈。她可能不会让您做饭，有时也可能允许您给全家做一顿饭。 
• 如果您与住家有矛盾，请告诉寄宿家庭协调员。她会随时帮助。 
• 如果您要在朋友家里过夜，必须至少提前 2 周告诉寄宿家庭和国际部，因为过夜的家庭必须经过

核查及警方审查。 
• 爱惜住家的财物。如果您打破或损坏物品，可能会要求您赔偿。 
• 如果您不回家吃饭，一定要尽早提前告诉住家，并说好回家的时间。可以用短信保持联系。. 
• 向住家介绍您的朋友是礼貌的做法。 
• 别人与您说话时，您不应使用手机。 
• 让异性呆在您的卧室是不适宜的。 

 
 
使用电脑 

• 新西兰上网费很贵，版权法很严格。您不得下载电影和游戏等材料。您的住家会向您解释有关上

网的规定。 
• 如果您超出了家庭上网预算，超出的部分可能会要求您承担。 
• 您晚上不应熬夜在网上玩游戏。如果您违反这条规定，住家可能会关掉 Wi-Fi。 

 
 
财务事宜 

• 您抵达后不久，您的看护人应帮助您开一个银行账户。ASB 银行有许多分行，Highland Park 的

学校附近就有一所。 
• 不要随身带很多钱上学，也不要把大量现金留在房间里，而要存在银行里。 

 
 
食物 
• 如果有哪类食物是您特别爱吃的，请告诉住家父母。 
• 如果有什么食物是您不爱吃的，也要告诉住家妈妈。 
• 不要把食物放在卧室里。 
• 晚上不要起床烹饪食物。 
• 把自己的碗碟放到洗碗机里，是礼貌的做法。 
• 说“请”和“谢谢”是有礼貌的表现，特别是饭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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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浴室/个人卫生 

• 每天淋浴是基本要求。 
• 与住家父母讨论您每天淋浴的最佳时间。 
• 淋浴只需五分钟。 
• 您应该用自己的肥皂、牙膏、洗发液以及所有其他个人用品。询问住家应该把这些物品放在哪里。 
• 饭前洗手是很好的卫生习惯。 
• 您应该在上学前和晚上就寝前刷牙。 
• 贴身的衣服应该经常换洗，比如内衣和袜子（每天）、衬衫（一周两次）。 
• 请保持浴室干净整洁 

 
 
洗衣服 
主人会为您洗衣服，但是如果您愿意自己洗，则要询问主人什么时候可以洗衣服。 
 
 
防寒保暖 

• 在新西兰，供暖费和电费很贵。多数住宅没有集中供暖系统。 
• 如果您觉得冷，可以穿暖和的衣服，而不要开取暖器。 
• 与住家讨论卧室取暖问题。如果您希望床上加几条毯子，请向住家父母索取。 
• 冬天可以买一些暖和的睡衣或睡袍，上床时穿，脚冷可以穿睡袜。 
• 室内穿的拖鞋可以给脚保暖。 
• 学习时把热水袋放在床上或膝盖上能保暖。 
• 不要把衣服挂在电暖器上晾干，否则可能引发火灾。 

 
 
收拾卧室 

• 每天整理床铺。 
• 在卧室墙上贴墙画前先问过住家。 
• 保持房间整洁。 
 

 
健康 
Pakuranga 高中有一位校内护士，能帮助您解决个人健康问题或小病痛。她在学生中心。 
 
 
改换寄宿家庭 
如果您希望换一家寄宿家庭，必须首先与寄宿家庭协调员之一或国际办公室的工作人员讨论。凡是新的

寄宿家庭，学校都必须首先检查其照顾学生的能力。您需在搬家前一周通知现在的寄宿家庭。如果您无

法提前一周通知他们，则需支付一周的寄宿费用，来替代通知。 
学生不得独自生活，或与朋友同住，即便超过 18 岁也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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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及节假日计划 
所有国际学生都必须尽早提前将所有旅游计划告知国际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凡是没有寄宿家庭随行的旅

游都必须经由国际学生部总监批准。国际办公室有这方面的申请表。如果没有寄宿家庭随行，则您必须

由一名经过批准的成年人陪伴同行，或跟随学校批准的持照学生旅行社旅行。 
 
如果您的假日旅程有户外历险活动，比如滑雪、健行、蹦极、悬挂式滑翔或冲浪，您务必要知道需要哪

些安全措施。您还需了解，保险公司是否承保这些活动，并确保国际部征得您亲生父母的书面允许。 
 
 
放假期间的寄宿费用 

 
学校假期 
学校在三个假期（每个假期持续 2 周）续续支付寄宿续用。即使您在假期离开寄宿家庭外出旅游，续寄

宿家庭仍将续续收到寄宿续用。 
 
圣诞节 
如果您圣续续去海外旅行，并且续续将所有续物搬出来，续在圣续续续假期续，不会向寄宿家庭支付寄

宿续用。如果因续您的续物占据了空续，寄宿家庭无法在此期续使用您的房续，续您可能需要支付一笔

保留续。我续建续，续续用每周不超续 50 新西续元，续续不超续 300 新西续元。您开始续假前，必需

与国续续公室续续续一点。 
 
 
确保安全 

 
建议宵禁时间： 
年龄 周日 – 周四  周五 周六 
15 岁以下  下午 6 点 受监督  受监督  
15 岁 下午 6 点 晚上 11 点 晚上 11 点 
16 岁  下午 6 点 午夜 12 点 午夜 12 点 
17 岁及以上 下午 6 点 凌晨 1 点 凌晨 1 点 

 
 
在新西兰期间保持安全非常重要。 
Pakuranga 高中家庭寄宿协调员一天 24 小时解答放学后的紧急问题，电话：027 2944925。 
 
警署、消防局或救护车，致电 111 
像所有国家一样，新西兰也有犯罪，所以您必须随时提高警惕。 
 
我如何避免不安全的情景？ 
• 知道寄宿家庭的姓名、地址和电话号码。 
• 明智择友，逐渐了解他们，不要借钱给别人或让别人知道您有多少钱。 
• 千万不要坐刚喝过酒、或持限制牌照或您不认识的人开的车。  
• 如果有人欺负您，恐吓您，或试图拿走您的财物，请告诉老师或国际部的工作人员。 
• 始终管好自己的护照。切勿将护照借给别人。 
• 过马路小心，坐车时始终系好安全带。 
  



4 
 

• 伪造证件是非法行为。   
• 有些药品包括marijuana在纽西兰属于毒品是非法的，切勿允许别人将他们的东西邮寄到您的寄宿家

庭地址。 
• 往返新西兰时，切勿为别人携带不是您本人打包的行李。 
• 如果您不满 18 岁，喝酒或买酒是非法的。 
• 在新西兰生活以及在 Pakuranga 高中学习期间，您不得拥有或驾驶汽车或摩托车。 
• 新西兰有许多美丽的海滩，但游泳可能很危险。切勿单独游泳，始终在旗子之间或在由救生员控制

的安全区域游泳。 
 
 
最初几天用于帮助您与住家父母交流的问题 
1. 我如何称呼您？妈妈、爸爸还是名字？ 

2. 除了以下这些事外，还要求我每天做哪些事： 
 a. 整理床铺； 
 b. 保持房间整洁； 
 c. 每次使用卫生间后，保持卫生间干净整洁？ 

3. 我该怎么处理自己的脏衣服？在洗衣日之前，我应该把脏衣服放在哪里？ 

4. 我是否应该自己洗内衣？ 

5. 我应该把洗好的衣服晾在哪里？ 

6. 熨衣服有哪些步骤？ 

7. 我的洗漱用品可以放在哪里？ 

8. 工作日早上，我应该在什么时间使用卫生间？ 

9. 我应该在什么时候淋浴？早上还是晚上？ 

10. 我可以使用洗漱用品（洗发水、牙膏）吗？ 

11. 什么时候就餐？ 

12. 就餐时间您希望我做什么？例如： 
 a. 摆饭桌； 
 b. 收拾饭桌； 
 c. 饭后洗餐具 
 d. 饭后收拾干净； 
 e. 擦干餐具； 
 f. 倒垃圾等 

13. 我可以随时自己吃东西，喝饮料（非酒精），还是必须事先问一句？（如果可以，承诺会节制。） 

14. 住宅的哪些区域是严格私密的，比如父母的卧室、书房等。 

15. 我可以在卧室的墙上挂照片、墙画吗？ 

16. 我可以重新布置自己的卧室吗？ 

17. 关于吸烟，您有哪些规定？ 

18. 我的行李箱应该放在哪里？ 

19. 工作日早上我必须几点起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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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周末和节假日我必须几点起床？ 

21. 我在工作日和周末必须几点上床熄灯？ 

22. 如果我外出，是否必须先问一句？（有特殊安排时，有无例外？） 

23. 住家妈妈、爸爸、兄弟姐妹的生日是什么时候？ 

24. 我能留朋友过夜吗？ 

25. 我能邀请朋友白天来玩吗？（如果父母不在，不能邀请异性。） 

26. 使用电话有何规定，包括免费电话？ 

27. 发送和接收电子邮件以及上网有哪些规定？ 

28. 我的朋友可以给我打电话吗？ 

29. 这里的通讯地址是什么？ 

30. 住家爸爸有没有不喜欢的事情？比如嚼口香糖、听音乐、看报时被打扰、吸烟或换电视频道？ 

31. 住家妈妈有没有不喜欢的事情？ 

32. 住家兄弟姐妹有没有不喜欢的事情？ 

33. 我如何外出？比如，有没有公共汽车？有没有自行车给我用？往返聚会能搭车吗？ 

34. 我可不可以放音乐、电视、DVD 等？ 

35. 如果我从以下地点回来晚 10 分钟、20 分钟或 30 分钟，是不是应该给家里打电话或发短信？ 
 a. 学校 
 b. 任何其他外出活动 

36. 全家一起外出时，我是不是应该支付自己的门票、餐费？ 

37. 午餐如何安排？ 
 a. 上学的日子？ 
 b. 周末？ 

38. 我在家还有哪些其他任务？ 
 a. 保持房间整洁？ 
 b. 吸尘？ 
 c. 掸尘等？ 

39. 还有哪些其他事情是我应该知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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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出勤资讯 
按时上学是学生签证的要求。如果您出勤率低，新西兰移民局和校方可以终止您留在新西兰的权利。 
 
我必须什么时候到校？ 
除生病外，学生必须在早上 8:35 到校，星期五是 9:35 到校。 
 
如果生病无法到校怎么办？ 
让家长/监护人拨打(09) 534 7159 留言，报出您的姓名、助教组以及不能上学的原因。 
 
 
如果上课迟到怎么办？ 
您需要到学生办公室，领取一张迟到卡，然后向老师出示这张卡。 
 
如果我需要缺勤一天以上怎么办？ 
如果您需要缺勤三天以内，可以每天给学校打电话。如果您需要缺勤三天以上，可以让寄宿家庭给学校

主任 (Dean) 打电话。 
 
我是否需要带一张假条回校？ 
是的。让寄宿家庭写一张假条，说明缺勤原因。回校时把这张假条交给助教组的老师。 
 
如果我在学校生病了怎么办？ 
您应该去保健中心，保健中心设在学生中心。如果正在上课，请向老师请假，然后找护士。 
 
我能打电话给寄宿家庭，让他们接我回去吗？ 
不能。如果保健中心的护士认为需要打电话给您的寄宿家庭，他们会为您打电话。 
 
如果我需要离校去赴医生或牙医的约诊该怎么办？ 
您需带一张条子去学校，条子应由寄宿家庭签字，注明约诊事项。内容包括： 

- 您的离校时间 
- 您的约诊时间 
- 您的返校时间 

您需带着这张条子去学生办公室，获得离校许可。 
 
如果我因为其他原因需要离开学校怎么办？ 
您应该带上一张由寄宿家庭签字的条子，把它交给主任。 
 
如果我出于生病以外的原因，需要向学校请几天假，该怎么办？ 
您应至少提前两天，到学校中心办公室领取一份“特殊请假”表，填好后交上去。如果您请假三天以上，

则需至少提前两周填写此表。 
 
我能不能在午餐时间离开学校？ 
只有 13 年级的学生可以在午餐时间和自修时间离开学校。他们必须随身携带学生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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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到困难怎么办 

 
在学校遇到困难 
• 老师与课目： 

您可以向过渡/职业室的工作人员征求有关课目选择、课程或上大学方面的建议。您也可以预约与班

主任见面。此外，您可以向国际学生部主任征求建议。他们都能帮您解决困难。如果您见过他们后，

仍觉得问题严重，可以要求见副校长。 
• 与同学有矛盾： 

找助教或主任，也可以找以下的指导顾问：Satyapal夫人、Jamieson先生或Williams先生。Tam夫

人是华裔指导顾问，在学校兼职。您可以预约在指导办公室(the Guidance Office)见其中任何一位。 
• 歧视或骚扰： 

如果您感到自己在任何方面受到歧视或骚扰，可以要求见主任、国际学生部的总监或其中的一位指

导顾问。务必告诉学校，获得所需的帮助和建议，处理好这些问题。 
 

住家/寄宿家庭方面的难题 
见寄宿家庭协调员（24 小时手机 027 2944925）。 
 
语言问题 
如果您用英语表达有困难，我们有几位老师能帮助您。学生办公室有中文翻译。有几位老师能说中文、

日文和德文。 
 
如果您仍不满意，您本人或您的父母可以写信给国际学生部总监。 
 
如果你觉得学校没有帮你解决到你的问题，你可以联系纽西兰证书认证当局（NZQA）www.nzqa.govt.nz 
或打电话给 0800697296或电邮 qadrisk@nzqa.govt.nz  
 
如果是金钱或 合同上的纠纷， 你可以联系 iStudents Complaints电话是 0800 006675. 详情请登陆网站：

www.istudent.org.nz  在联系这个部门时，你必须向他们证明你有先试图通过学校解决问题。 他们也会咨

询学校看学校又没有办法帮到你。 
 
 
如果您的确遇到问题，请在问题还小的时候就求助。不要等它变成大问题。如果您觉得自己的英语不够

好，可以带上英文较好的朋友。 
 
我们希望您在这里愉快生活。 
 

http://www.nzqa.govt.nz/
mailto:qadrisk@nzqa.govt.nz
http://www.istudent.org.n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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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电话号码 

   这里列出有用的电话号码： 
 

名称 号码 联系人： 
我的寄宿家庭   

Pakuranga 高中寄宿协调员 24 小时电话 027 2944925  

24 小时紧急情况：火灾、救护车、警署 致电 111  

电信接线员 – 国际电话 0170  

电信接线员 – 国内电话 018  

青少年 24 小时专线 0800 376 633  

中文帮助热线 0800 111777  

Lloyd Elsmore 公园休闲中心 (09) 535 5502  

东区出租车有限公司 (Eastern Taxis Ltd ) (09) 527 7077  

计划生育协会 – 免费的避孕建议和怀孕测试
(Highland Park) 

0800 372 5463 
09 522 0120 

 

新西兰移民局 (09) 914 4100  

Southern Cross Healthcare – 医疗保险 0800 800 181  

内政部 – 护照查询 0800 225 050  

Eastcare 事故和医疗中心 – 24 小时，Botany 
Road 

(09) 277 1516  

Eastcare Superclinic Pharmacy 药店– 营业至晚
上 9 点，Botany Road 

(09) 277 1510  

酗酒吸毒专线 0800 787 797  

戒赌专线 – 英语、中文、广东话、韩文 0800 862 342  

青少年法律 – 法律咨询，周一至周五上午 10 点

至下午 4 点 

(09) 309 6967  

奥克兰性健康服务 - 性传播疾病建议 (09) 307 2885  
Pakuranga 社区顾问 (09) 572 0034  

预算建议和教育 (09) 631 5572  

医生   
牙医   
奥克兰移民资源中心资讯服务 09 625 3090 www.arms-mrc.org.nz 
奥克兰性虐待帮助专线 09 623 1700（24 小

时） 
www.sexualabusehelp.org.nz 

儿童、青少年和家庭服务（所有查询电话都免

费） 
0508 326 459  

中文生命线 09 522 2088 
0800 888 880（24
小时） 

www.lifeline.org.nz 

家庭暴力中心 09 303 3938  
人权投诉 09 309 0874  
国际教育上诉机关（投诉） 04 918 8300  

http://www.arms-mrc.org.nz/
http://www.sexualabusehelp.org.nz/
http://www.lifeline.org.n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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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线 09 522 2999（24 小

时） 
 

地区酗酒吸毒青少年服务 09 441 8979  
Shakti 亚裔女性庇护所 09 820 3507  
无烟投诉 09 623 4600  
Waitemata 亚裔健康服务 09 486 8314  
健康妇女育儿服务 09 523 0263  

 



Cathy Hinton 
Homestay Co-ordinator 
(Chinese speaker) 
027 8863788 
chinton@pakuranga.school.nz    

Annebel Klijmeij 
Homestay Co-ordinator 
027 7064461 
aklijmeij@pakuranga.school.nz 

Karen McAndrew 
Homestay Co-ordinator 
027 3695555 
kmcandrew@pakuranga.school.nz 

 

Pakuranga College 

Homestay Co-ordinators 

Pigeon Mountain Road 
Half Moon Bay, Auckland 2012 

New Zealand 
 

Phone: 0064 9 534 7159 
www.pakuranga.school.nz 

http://www.pakurangacollege.school.nz/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