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CG 学术教育集团简介 

www.acgedu.com 

 

概述 (Introduction) 

ACG 是新西兰最具有权威性的独立教育集团。我们的学校为学生提供最佳的通往大学的教学

路径。目前有来自于 40 多个国家的学生就读于 ACG 的学校。ACG 在新西兰拥有 8 所学校，

在印度尼西亚和越南拥有 2 所国际学校。在校学生总数 5000 多名，其中国际学生有 1100 名。 

 

ACG 提供从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强化英语，奥克兰大学预科，AUT 奥克兰理工大

学预科一直通达到大学前的全程教育。ACG 四所中学采用全球通行的剑桥大学国际高中教

材和考试（IGCSE and A Levels）。ACG 高级中学还提供 Pre IB 预备课程和 IB 文凭课程。在

过去的 10 年中，ACG 学术教育集团所属中学的教学质量一直在新西兰名列前茅。ACG 学术

教育集团总共有 234 名学生获得了剑桥国际高中考试世界排名第一和新西兰全国排名第一。 

ACG 高级中学的绘画学科剑桥考试优异成绩已连续 9 年蝉联世界排名第一。   

 

奥克兰大学和 AUT 奥克兰理工大学授权委托 ACG 独家为其开设大学预科桥梁课程。成功完

成奥克兰大学预科课程和 AUT 奥克兰理工大学预科课程的学生可以直接进入奥克兰大学，

AUT 奥克兰理工大学，其他新西兰大学和理工学院。 

 

宗旨 (Main Goals)  

优秀的教学质量，优异的学习成绩，优质的学生服务。 

 

优势 (Advantages) 

ACG 学术教育集团拥有著名的 4 所高级中学。它们以学生毕业成绩优异，采用全球通行的英

国剑桥国际高中考试课程设置，优质的服务照顾，雄厚的经济实力并不断扩大发展而闻名。

ACG 提供从幼儿园到大学入学的独立升学途径，ACG 学术教育集团大学预科毕业生，可以直

接入读新西兰所有的大学和理工学院。ACG 拥有一支杰出的教育团队，为学生提供优越的学

习环境，ACG 校园环境优美，教学设施先进健全。我们的学生不仅在学术表现上持续获得杰

出的成绩，在个人发展上也遥遥领先。ACG 的各所中学均为男女同校制，同学们享有共同的

价值观和教育理念，ACG 的学生多次在全球考试中获得名列世界前茅的优异成绩。ACG 所有



学校均为学生提供通向世界知名高等学府的最佳升学途径。   

 

地理位置 (Location) 

ACG 学术教育集团在新西兰有 7 所学校位于奥克兰市，1 所学校位于 Tauranga。ACG 总部位

于繁华的奥克兰市中心， 毗邻奥克兰大学和奥克兰理工大学。 奥克兰市是新西兰最大的城市， 

拥有 140 万人口。奥克兰市被评为世界上最适合人类居住的超级大都市。 

 

ACG 学校 (ACG Schools) 

1.  ACG 新西兰国际学院 - 提供奥克兰大学预科课程 

2.  ACG 诺顿学院 - 提供 AUT 奥克兰理工大学预科课程 

3.  ACG 英语学校 - 提供强化学术英语和雅思英语课程 

4.  ACG 帕奈尔学校 - 提供小学 1 年级至高中 13 年级课程 

5.  ACG 高级中学 - 提供高中 11 年级至高中 13 年级课程 

6.  ACG 斯爱伦学校 - 提供幼儿园、小学 1 年级至高中 13 年级课程 

7.  ACG 桑德兰学校 - 提供幼儿园、小学 1 年级至高中 13 年级课程 

8.  ACG 陶朗佳学校 - 提供幼儿园、小学 1 年级至高中 13 年级课程 

9.  ACG 雅加达国际学校  - 提供幼儿园、小学 1 年级至高中 13 年级课程 

10.  越南澳大利亚国际学校  - 提供幼儿园、小学 1 年级至高中 13 年级课程 

 

ACG 课程 (Programmes) 

1. 奥克兰大学预科 

2. AUT 奥克兰理工大学预科 

3. 强化学术英语、强化雅思英语 

4. 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 

 

ACG 学校及预科介绍 (ACG Schools Briefing） 

1. 奥克兰大学预科证书( the University of Auckland Certificate in Foundation Studies): 获得

奥克兰大学预科证书的学生可直接升入奥克兰大学本科专业学习。大学预科证书也被新

西兰所有大学承认和接受。每年一月和七月份两次开学。学制为8 – 18个月。主要学科

是强化英语、会计学、经济学、微积分、统计学、物理、化学、生物及设计等。 

 

2. AUT奥克兰理工大学预科证书(AUT University Certificate in Foundation Studies)：获得

AUT奥克兰理工大学预科证书的学生可直接升入奥克兰理工大学本科专业学习。大学

预科证书也被新西兰所有大学承认和接受。此课程帮助学生掌握入读奥克兰理工大学所

需要的基本专业知识、语言能力和学习技巧。学制为6 - 15个月，专业针对性强。 

 

3. ACG英语学校 (ACG English School) 提供高质量、 具创新观念的英语课程。课程可帮

助学生取得国际上认可的英语考试证书，包括雅思、托福、TOEIC和剑桥英语考试。

ACG英语学校的英文课程旨在帮助学生为进入高中、大学预科、大学本科和研究生学

位的学习做好准备。 

 

4. ACG高级中学 (ACG Senior College) 自从1995 年成立以来, 培养出了大批学业成功的

学生。作为一个专业为大学培养预备生的学校，ACG高级中学注重高中学生的特点,设

计适合他们的教学方案。革新化的教学方法注定了其在教育界的成功。 

 



5. ACG帕奈尔学校 (ACG Parnell College) 是一所注重学生个性发展的学校。学校地理位

置优越，交通便捷，拥有占地1 万平方米的新教学大楼，临近奥克兰最著名的风景区之

一的Domain 和奥克兰战争博物馆，学校周围遍布体育设施。ACG帕奈尔学校拥有专业

化的教学设施，诸如体育馆，大型图书馆和餐厅，先进的艺术、科技和计算机教室，戏

剧房，以及网络化的教室和实验室。为学生安排了丰富而广泛的课程，开发学生各方面

的技能，在高中阶段的学习中，学生们将学习剑桥国际考试课程。  

 

6. ACG斯爱伦学校 (ACG Strathallan) 是新西兰最大的综合性私立学校之一。学校为学生

提供从学前班到中学13年级的课程，为剑桥国际考试的IGCSE，AS级和A级提供一流的

准备辅导课程。 

 

7. ACG桑德兰学校 (ACG Sunderland) 位于奥克兰市西区，招收幼儿院至高中13年级的学

生。学校地理位置优越，是一个高水平、安全、男女同校制的学校。桑德兰校区占地9

公顷，校园绿树成荫，环境幽静安全，小学和中学有各自的运动和活动场所。学校为学

生提供优质的教学，为学生在学术，文艺和体育发展提供令人激动地机遇。 

 

8. ACG陶朗佳学校 (ACG Tauranga) 位于新西兰Tauranga地区，拥有幼儿园、小学，初中

和高中。 

 

费用综述 (Tuition) 

课程名称 学费 

强化学术英语 $395/周(2 周-30 周) 

$350/周(30 - 48 周) 

强化雅思英语 $395 /周 

奥克兰大学预科证书 $22,280/年 

AUT 奥克兰理工大学预科证书 $16,000/半年 - $ 30,000/1 年半 

ACG 帕奈尔学校  $18,600 - $23,000/年 

ACG 斯爱伦学校  $18,400 - $22,200/年 

ACG 桑德兰学校 $18,000 - $21,000/年 

ACG 高级中学  IB Diploma: $24,000/年 

Pre – IB（1 年）：$23,600/年 

Pre – IB（半年）：$11,800 

IGCSE and A Level: $23,000/年 

寄宿家庭  $275 - $310 under 18 

$260 - $296 over 18 

家长安居服务 $3,500 

监护费 $6,000/年 

学生公寓 $225/周 

医疗保险费 $456/年 

机场接机费 $110 单程 

 

   



入学要求（Entry Requirements） 

课程 学术要求 英语要求 

奥克兰 

大学预科

证书 

标准课程 

（12 个月） 

完成高中二年级、或高三在读、或高

中毕业，平均成绩 >70 % 
雅思 5.0  

快捷课程 

（8/9 个月） 

完成高中二年级、或高三在读、或高

中毕业，平均成绩 >70 % 
雅思 5.5  

扩大课程 

（18 个月） 

完成高中一年级、高中二年级在读、

或高中三年级在读、或高中毕业，平

均成绩 >70 % 

雅思 4.5  

预科补习 

（ 6 个月） 
 雅思 5.5 

AUT 

奥克兰 

理工大学 

预科证书 

快捷课程  

（6 个月） 

完成高中二年级、或高三在读、或高

中毕业，平均成绩 >70 % 
雅思 5.5/6.0 

标准课程 

（8/9 个月） 

完成高中二年级、或高三在读、或高

中毕业，平均成绩 >70 % 
雅思 5.5  

强化标准 

（12 个月） 

完成高中二年级、或高三在读、或高

中毕业，平均成绩 >70 % 
雅思 5.0  

扩大课程 

（18 个月） 

完成高中一年级、高中二年级在读、

或高中三年级在读、或高中毕业，平

均成绩 >70 % 

雅思 4.5  

高中课程 11-13 年级  近三年成绩报告，平均成绩 >70% 雅思 5.0  

初中课程 7-10 年级 近三年成绩报告，平均成绩 >70% 雅思 4.5 

幼儿园, 小学 无入学要求  

强化学术英语 无入学要求  

强化雅思英语 无入学要求 雅思 5.0 

 

奥克兰大学预科开学日期 (Starting Dates) 

快捷课程：2014: 5 月 05 日, 10 月 13 日 

标准课程和扩大课程： 2014: 1 月 23 日, 7 月 28 日 

 

AUT 奥克兰理工大学预科开学日期 (Starting Dates) 

快捷课程：2014: 1 月 23 日, 5 月 05 日, 7 月 28 日, 10 月 13 日 

标准课程、强化标准和扩大课程： 2014: 1 月 23 日, 7 月 28 日 

 

英语课程 (English Training) 

在大学成功学习的第一步始于熟练的英语交流能力。ACG 英语学校的英语课程由经验丰富

的专业英语教师教授，帮助你成为一个能够自信说英语的人。英语课程是专门为学生提高

英语技巧而精心设计的，旨在帮助学生为就读 ACG 中学及大学预科的学习打下良好的语

言基础。英语课程集中教授学生在中学及大学学习所必需的语言技巧，提高学生在听，说，



读，写四个方面的能力。英语课程的内容生动有趣，与学生在新西兰的生活密切相关。英

语课程的考评由出勤，课堂发言，每周小测验和期末考试组成。ACG 英语学校为国际学生

提供强化学术英语和强化雅思英语课程： 

 

1. 强化学术英语 ( Intensive Academic English) 

 每周一开课，全年52周均可入读 

 周一至周五，每周 24 小时授课 

 每两周升级考试，每6周颁发成绩报告 

 最低年龄为12岁 

 新生在开学的第一天，参加内部测验，根椐学生的英语程度分班，进入合适的班级 

 级别：1.初级 → 2.初级高 →3.初中级 →4.中级 →5.中高级 →6.高级 

 学费：$395/每周（2周-30周），$350/每周（31 - 48周以上） 

 上课地点：ACG市中心校区 

 

 

      

 

 

 

  

 

 

  

 

 

 

 

 

 

 

 

 

 

 

2. 强化雅思英语 ( Intensive IELTS Preparation) 

强化雅思英语帮助学生提高英语学习技巧到高级水平。 学生可以达到从雅思 5.5到雅思 6.5

的水平。此课程包括提高口语、阅读、听力、写作、语法。同时提高在新西兰就读中学及

大学专业的学术学习技能，包括论文写作，课堂笔记，学术研究，演讲辩论，学术报告等。  

 

每期 12 周， 每年 4 期。 学费 $4,740。 

 

2014年开课日期： 

第1学期: 01月06日 - 03月27日  

第2学期: 04月01日 - 06月19日  

第3学期: 06月24日 - 09月11日 

第4学期: 09月16日 - 12月04日 

顺利完成高等初级英语课程的学生，

其英语能力相当于雅思 5.0 

顺利完成高等初级英语课程的学生，

其英语能力相当于雅思 5.5 

    强化学术英语 

     

初级 

 

  初级(10 周) 
初级高 

中级 

高级 

 

 

初中级 

中高级 

顺利完成高等初级英语课程的学生，

其英语能力相当于雅思 4.5 



第5学期: 12月08日 - 12月31日 

 

申请入学 (Application Process) 

1. 填写申请表格后，请将完成的表格和护照复印件，在校证明，成绩单（包括课程名

称, 成绩）传真或电邮到我校国际学生办公室(admissions@acgedu.com)； 

2. 国际学生办公室收到申请后，将尽快寄出入学通知书和详细费用清单； 

3. 学生收到入学通知书后，需要与新西兰移民局设在中国的办公室联系申请办理学生

签证。有关签证申请程序， 请与新西兰移民局办公室（www.immigration.govt.nz）

直接咨询联系； 

4. 学生签证申请被新西兰移民局原则批准之后，请和 ACG 国际办公室联系

(admissions@acgedu.com)，交付学费和生活费； 

5. 我们收到学费和生活费后将邮件通知新西兰移民局或使馆，同时通知学生本人和学

生代理； 

6. 学生成功获得签证后，如需要我校安排寄宿家庭，请填写寄宿家庭申请表格传真或

电邮到国际办公室(admissions@acgedu.com)； 

7. 订机票，通知国际办公室(admissions@acgedu.com)到校时间； 

8. 新生到校报到，参加开学典礼。第一天需要参加入学分班考试； 

9. 办理课程注册，开始上课。 

 

学生服务 (Student Services) 

 照顾学生：ACG 注重照顾每一位学生， 挖掘每一位学生潜力。 

 专门辅导：每个学生都有专门的教师，关注学生的学习进步和鼓励学生养成良好的

学习习惯。 

 免费 iPad：ACG 向大学预科和英语学校的学生提供免费 iPad。iPad 既方便学习又

方便与家人和亲友联系。 

 网站服务：家长网站（www.myacg.org） – 家长可以在网上随时了解学生的学习情

况，学生还可以通过 ACG 网站自主网上学习。 

 学生监护：学校可以提供监护服务。由教师与家长配合，照顾学生的学习和生活 

 家长服务：家长接待安置服务。 

 学校设施：ACG 各学校都为学生提供优秀的教学设施。包括现代化，舒适和配备空

调的教学楼和教室，宽敞的学习中心，图书馆，实验室，电脑房，学生信息中心，

艺术和设计大厅，音乐，喜剧和艺术中心，健身房和餐厅等。所有学生在校园内可

以免费上网和使用电子邮箱。 

 ACG 国际学生服务中心为国际学生提供入学申请咨询，选课咨询，机场接机，住宿

安排，学生签证延期，医疗保险。 

 新生入学：新生培训包括了解学校环境，公布校规校纪，介绍文化习俗，介绍公共

交通，开办银行账户等事宜。 

住宿选择 (Accommodation) 

根据学生的需要, ACG 为国际学生提供寄宿家庭和学生公寓。 不满 18 周岁的学生， 需要居

住在寄宿家庭。 寄宿家庭的费用为每周$255 - $310 新元， 寄宿家庭的最初安置费为 300 新

元。 所有寄宿家庭均经过严格挑选， 确保能为学生提供一个温暖，舒适的寄宿环境。学校校

园内公寓的费用为每周$225 - $250 新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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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G 新西兰学校课程一览表 (Summary) 

课程名称 学期 开学时间 学费 年龄 雅思 

ACG 英语 (ACG English School) 

强化学术英语 2 – 48 周                                                    每周一 
$395/周(1 周-30 周) 

$350/周 (31- 48 周)  
12 岁以上 测验 

强化雅思英语 12 周 1 月/4 月/6 月/9 月 $4,740 12 岁以上 5.0 

奥克兰大学预科 ( The University of Auckland Certificate in Foundation Studies) 

快捷课程  3 个学期 (8/9 个月)  5 月/10 月 $22,280      16 岁以上 5.5 

标准课程 4 个学期 (12 个月)      01 月/07 月 $22,280   16 岁以上 5.0 

扩大课程 6 个学期 (18 个月)       01 月/07 月     $33,420    16 岁以上 4.5 

补习课程 2 个学期 (6 个月)        02 月/07 月     $11,140 17 岁以上  

AUT 奥克兰理工大学预科 ( AUT University Certificate in Foundation Studies) 

快捷课程 2 个学期 (6 个月)            1 月/7 月  $16,000   17 岁以上 5.5/6.0 

标准课程 3 个学期 (8/9 个月)   1 月/5 月/7 月/10 月 $18,000   17 岁以上 5.5 

强化标准 4 个学期 (12 个月)   1 月/5 月/7 月/10 月 $24,000 17 岁以上 5.0 

扩大课程 5 个学期 (15 个月)   1 月/5 月/7 月/10 月 $30,000   16 岁以上 4.5 

ACG 高级中学 （ACG Senior College） -  高中 11 年级至高中 13 年级 

11 年级 

IGCSE 
 1 月/5 月/7 月/10 月 $23,000       15 岁以上 5.0 

12 - 13 年级 

A Levels 
 1 月/5 月/7 月/10 月 $23,000       15 岁以上 5.5 

11 年级 

Pre – IB 
 1 月/5 月/7 月/10 月 $23,600       15 岁以上 4.5 

13 年级 

IB Diploma 
 1 月/5 月/7 月/10 月 $24,000       15 岁以上 5.0 

ACG 帕奈尔学校 (ACG Parnell College)  - 小学、 初中、高中 

1 - 6 年级  1 月/5 月/7 月/10 月 $18,600       5-10 岁  

7 - 10 年级  1 月/5 月/7 月/10 月 $23,000   11-14 岁 4.5 

11 - 13 年级  1 月/5 月/7 月/10 月 $23,000 15-18 岁 5.0 

ACG 斯爱伦学校 (ACG Strathallan)  - 幼儿园、小学、 初中、高中 

1 - 6 年级  1 月/5 月/7 月/10 月 $18,400   5-10 岁  

7 - 10 年级  1 月/5 月/7 月/10 月 $22,200 11-14 岁 4.5 

11 - 13 年级  1 月/5 月/7 月/10 月 $22,200 15-18 岁 5.0 

ACG 桑德兰学校 (ACG Sunderland)  - 幼儿园、小学、 初中、高中  

1 - 6 年级  1 月/5 月/7 月/10 月 $18,000       5-10 岁  

7 - 10 年级  1 月/5 月/7 月/10 月 $21,000       11-14 岁 4.5 

11 - 13 年级  1 月/5 月/7 月/10 月 $21,000 15-18 岁 5.0 

 



ACG 学术教育集团的联系方式 (Contacts) 

电话:  0064 9 307 5399           传真:  0064 9 377 7125 

网址:  admissions@acgedu.com        网页:  www.acgedu.com 

地址:  345 Queen Street, Auckland, New Zealand 

微博:  http://weibo.com/ACGGroupNewZea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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