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称呼：  先生       夫人  小姐   女士  其它

姓         氏：

性别：      男       女

联系方式

在新西兰的地址（如果已知）

中国住址（必须是申请人的地址，而不是代理人的地址）

手机号码： 家庭电话：

申请人电子邮箱（必填）：

代理人电子邮箱（选填）:

国籍/公民身份

出生国家： 国  籍：

护照号码：                     护照签发国家：

你是否持有新西兰或澳大利亚永久居民身份？  
  是      否

你持有国籍的其他国家：

Representative details

Agency name:  Skyclass Limited

Agent address:  11D Sheffield Crescent,Burnside, Christchurch,New Zealand 

Email address:  office@skyclass.co.nz

雅思或托福成绩：

其 它：

在学校开学前你会在新西兰学习英语吗？

 是     否

如果"是"，学校名称：

具体时间：

教育背景
教育水平最高达到

学历名称（请填写自己的最高学历，如：高中、大专、本科等）：

毕业学校：

以上完成:   是    否 （如果你还在读，尚未毕业，请选择否）

如果“否”，你预计什么时候完成？ 

国家：

教学语言：

中学后最高学历

学历名称：

毕业学校：

 是    否  

  是          否

个人信息 英语水平

新西兰学校中文申请表

国       家：       中国   省：  

  市/县(必填):  区/镇：  

  街 道 名： 楼盘名称：  

  楼       号： 单元号：  

  房 间 号：    居住地邮编：

  City:

Suburb:  

  Street:

  Post Code:            Country:  New Zealand

坎特伯雷大学 奥克兰大学       怀卡托大学               梅西大学
惠灵顿维多利亚大学      奥塔哥大学      奥克兰理工大学      林肯大学

奥克兰商学院                 

以上完成:    是     否
如果“否”，你希望什么时候完成？
请附上所有学术成绩单或成绩单的证明副本。

你以前在新西兰学习过吗？  
如果“是”，请附上细节。

你曾经被其它教育机构开除过吗？

学校选择
每种类型只能选择一所

紧急联系人（必填）

姓  名： 与申请人的关系：

联系电话：   邮箱地址：

联系地址：

国立大学

国立理工

坎特伯雷理工学院 

新西兰国立中部理工 马努卡理工学院

新西兰东部理工学院

北方理工学院 
奥塔哥理工学院
 

南方理工学院

新西兰理工学院
 国立联合学院

 
怀卡托理工学院

泰普迪尼理工学院 

塔拉纳基西部理工学院

维特利亚理工学院  

尼尔森马尔伯勒理工学院 

惠灵顿理工学院

开放式理工学院

私立院校

AEI                  NZIBT             Aspire2                     KITE           

  泰勒学院（奥大、梅西、AUT三校预科））

签发日期：                         过期日期： 

（新西兰直招网专用)

微信公众号：新西兰直招网

年              月

曾 用 名：

出生日期：  

身份证号：     

名         字：



你需要访问学习支持资源吗？ 

如果“是”的话，请告诉我们你需要的支持。

未来职业意向

简要说明你在完成资格后的未来职业意向：

住宿
你需要住宿吗？ 

是    否  

如果“是”，你想要什么类型的住宿？

 寄宿家庭         校内住宿   自行安排

机场接待
你需要接机服务吗?   是        否

学习支持请求
新西兰学校认识到身体或心理健康问题会影响你的学业。在入学期间
的任何时候，欢迎与学校的员工分享信息，以便我们能够支持你的学
习。

是         否 

欢迎您在申请表中附上有关您的支持要求的附加文件（例如您的医生
或以前学校的信件）。

其他信息

你是如何知道这所新西兰学校的？（多选）

展览/研讨会
报纸/杂志
互联网

朋友/亲戚推荐
教育代理人推荐
其他

请具体说明：

免责声明（适用于18岁及以下）
如有需要，我同意向我的父母或监护人提供任何与我申请学习、正在
进行的学业进展、成绩和出勤有关的信息。 

报名资料
检查你有的:

 填妥申请表格的所有部分。 

阅读并理解入学条件，包括学费退还政策

检查你是否已附上:

你的学历证明副本
证明你的英语能力的材料
护照、学习许可或出生证明的复印件
如有需要，提供相关的雇佣文件

声明

1、我授权新西兰直招网作为我的代理，帮助我申请新西兰的大学（及
其他教育机构）录取通知书。

2、我同意新西兰直招网保存和使用我的个人信息用于申请新西兰的大
学（及其他教育机构）录取通知书。

3、我同意新西兰直招网基于我提供的中文信息，翻译为英文，并帮助
我填写新西兰大学（及其他教育机构）的入学申请表。

4、我同意，如果我要撤销对新西兰直招网及大学（及其他教育机构）
的授权及对我信息的保管，我将以书面形式通知新西兰直招网（及其
他教育机构）。

5、我授权审理我入学申请的大学（及其他教育机构）使用和保管我的
个人信息用于审核入学申请及安排住宿。

6、我授权新西兰直招网及审理我入学申请的新西兰大学（及其他教育
机构）从我接受过教育的其他教育机构获取我的官方学习记录。

7、我申明，我在本申请表上填写的信息是基于我的理解、信仰，是全
面和完整的。我清楚提供虚假和不完整的信息可能会导致我的入学申
请被拒绝或者取消入学资格。

8、我申请，新西兰直招网已经将我要申请入学的学校情况看做了完整
的介绍，我对于学校的入学要求、学费信息已经了解清楚，并理解这
些信息可能在申请过程中发生变化。

申请人签名:
(必须与护照上的签名相同)

日期:     

如果你未满18岁，你的父母或监护人也必须签署此申请表。

未签名的申请将不予处理。

家长/监护人的签名:

姓          名：

邮箱地址：

日         期：     

是        否

您的申请发送给：
offer@admission.nz

我们将根据您填写的信息：

1、如果是填写的英文信息，将直接提交学校审核

2、如果是中文，则先翻译为英文，再提交学校审核

与申请人的关系：

联系电话：

入学时间

请注明你希望开始学习时间：    年

预科    大专    本科

GD    PGD    Master

课程选择

请选择你要学习的课程级别

首选学校（如已知）：

首选专业（如已知）：

上半年                  下半年

保险相关
是否委托学校购买留学生医疗与旅行保险？ 是        否

如果您自行购买了保险，请提供保单信息

保险公司：           保险类型：

保险单号码：  

年         月         日  保单开始日期：      年 月       日  保单有效期：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微信公众号：新西兰直招网



时   间   学校名称    专   业    学   历    国   家

工作经历

教育经历

个人经历

年        月—     年    月

年       月—    年    月

年        月—    年    月

年        月—    年    月

年        月—    年    月

年        月—    年    月

年      月—    年    月

年        月—    年    月

年      月—    年    月

年       月—    年    月

注：请从初中开始填写教育经历

时   间  单位名称   部门名称 职务名称   国   家

年       月—    年    月

年      月—    年    月

年         月—    年    月

年        月—    年    月

年       月—    年    月

年        月—    年    月

年      月—    年    月

年       月—    年    月

年        月—    年    月

年       月—    年    月

业绩描述：请描述你工作经历中值得记录的业绩成就

（新西兰直招网专用)

微信公众号：新西兰直招网



个人陈述是申请文书中非常重要的文件，会影响整个申请。

个人陈述大概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思考写作，主要是让学校的教授了解你的背景以及对申请专业和学校的热

情和向往。

个人陈述

1、大学可读的专业那么多，请问您为什么独独对这个专业感兴趣呢（家庭因素，童年经历，学习过程等

激励因素）？这个领域有什么问题是你特别关注的？你想在这个领域做点什么？

2、你的学习，研究，工作经历中，你觉得自己有什么与众不同的事例吗？有什么值得跟我们分享的事情吗？

3、请谈谈你参与过涉及团队合作的例子，如组建社团，参与组织活动等。在这中间有让你印象特别深刻

的事情么？有遇到什么挫折，你们是怎么通力合作处理纠纷的？

（新西兰直招网专用)

微信公众号：新西兰直招网



4、这个专业要求你具有什么样的素质？你觉得你的性格为什么适合学这个专业？请问您对自己有什么要求？

5、未来的发展计划是怎样的：未来5年内，你希望大学/研究生怎么度过?为什么您相信大学/研究生教育能
帮助你达成目标？毕业后希望从事哪方面的工作？有特别感兴趣的行业或者公司吗？

6、招生委员非常希望了解您的成长经历，请说说您成长之中一些比较难忘的事例按时间顺序写给我们，

跟您申请专业相关的可以，没有任何关系也可以。

7、请问您还有任何愿意跟招生人员分享的事情吗?

8、你为什么选择这所大学？

微信公众号：新西兰直招网



其它材料清单自查表
（新西兰直招网专用)

普通高中应届生（或者读完高二）申请预科需要准备的材料

             3年完整成绩单 毕业证

             雅思成绩单（没有雅思成绩则需要配套语言课程） 高考成绩（达一本线）

               2年完整成绩单 在读证明 雅思成绩单（没有雅思成绩则需要配套语言课程）

以下材料均如果为中文，需要提供公证翻译件，如果是英文版，可以直接使用。

请根据本人情况，选择对应清单，并勾选已经到位的文件。

尚未准备好的材料请与直招君联系，协助您准备。

             3年或4年完整成绩单 毕业证

             雅思成绩单（没有雅思成绩则需要配套语言课程） 学位证

目前就读学校的成绩

高中毕业证

在读证明

雅思成绩单（没有雅思成绩则需要配套语言课程）

高中3年成绩单

白领申请大学需要准备的材料

所有学历官方成绩单（专升本学生需要提供大专和本科2份成绩单）

雅思成绩单（没有雅思成绩则需要配套语言课程）

学位证                                                                  工作证明

毕业证 

推荐信（个别专业需要）

成绩优秀的高中应届生申请大学需要准备的材料

全日制专科或者本科在读生申请预科需要准备的材料

全日制专科或者本科应届毕业生申请大学需要准备的材料

微信公众号：新西兰直招网



推荐信(白领版)

职位： 所在单位名称：

申请人加入单位具体时间、具体职位、主要工作职责列举、年收入情况等

申请人主要工作业绩

（新西兰直招网专用)

推荐人姓名：

单位简介（介绍单位成立时间、具体位置、单位主要业务和经营范围、单位规模大小、单位前景等）

申请人参与的主要工作/项目

如果申请人申请的为硕士及以上学历，需提供此推荐信！

微信公众号：新西兰直招网



申请人工作中展示出的主要优点细节和其个性特点细节等，具体实例越多越好

推荐人签字：

职          位:

部          门：

单位名称:

电话号码:

E-mail地址:

日          期: 年           月            日 

微信公众号：新西兰直招网



推荐信(应届生版)

职位： 所在大学及学院名称：

说明该学生在平时学习、实习或生活中某一方面或几方面的表现或品质，之后以实例和具体细节加以支持。

说明该学生在平时学习、实习或生活中某一方面或几方面的表现或品质，之后以实例和具体细节加以支持。

（提示：该段内容须与以上一段的侧重点有所差异）

（新西兰直招网专用)

推荐人姓名：

如何认识该学生的？对于该学生在校学习情况的概况说明，辅以一些平时课堂与学习表现的具体细节，

以支持概况说明。

如果申请人申请的为硕士及以上学历，需提供此推荐信！

微信公众号：新西兰直招网



从2-3个方面阐释该学生为什么适合读计划申请的学校和专业，比如该学生的学习、实习表现、个性特点等，

具体实例越多越好。

推荐人签字：

职          位:

系          部：

大学名称：

电话号码：

E-mail地址:

结束语。得知该学生计划出国学习，对该学生的期待与祝福。

日          期： 年           月            日 

微信公众号：新西兰直招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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