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生们钟爱纽西兰,因为这里有美丽的自然风景、友好的人民和一流

的教育系统。 由于纽西兰犯罪率很低,且没有危险的动物,所以通常位

居全球最安全的国家排名前两名或者前三名。 纽西兰的生活成本也

低于澳洲、英国、加拿大或美国,游客们总是对这里新鲜的空气、干

净的水源和广袤的空间赞不绝口。

纽西兰政府大力支持国际教育,并专门制订行业准则,用于规范留学生

生活辅导,其中列出学校必须遵守的诸多规则。 父母知道子女备受纽

西兰政府、学校和寄宿家庭的关照,自然就会感到安心。

学生可以住在寄宿家庭,与家长或指定的监护人(居住在纽西兰的家庭

朋友或亲戚)同住。 如果选择寄宿家庭,则有机会体验纽西兰的当地

文化,更能提高他们的英语水平。

我们的住宿协调员会对候选寄宿家庭进行仔细面试,挑选出靠近学

校、当地商店和美丽海滩的家庭。寄宿家庭会提供一日三餐(早餐、

午餐和晚餐)。纽西兰当地人通常吃西式食物,然而大多数人也会选择

多种口味的食物。纽西兰许多乡村地区主要用于发展农业,因此我们

可以享受优质的肉类和新鲜的水果蔬菜。亚洲食物在纽西兰也很受

欢迎,因此有需要的话,您也有机会尝到家乡口味。

在我们竭力为学生打造最佳学习经验的同时,多元化正是我校的优先考

虑。 也就是说我们必须对每一个国家的国际学生人数设限,才能确保

多种国籍的完美组合。 我们能接受的学生数量是有限的,然而申请入

学的人数总是大于所需的。 因此我们倾向选择多才多艺的学生,他们

的英语能力良好,热衷学习,并充满成功的动机。

在我们的高中学制中表现最佳的学生,往往都是那些已经有充裕的时间

增进了他们的英语能力,并且已经适应纽西兰的教育制度与生活方式的

学生。为此,我们特别为申请就读九年级的国际学生保留了名额,只要他

们能够在 Northcross Intermediate School 顺利地完成至少六个月

的课业, 并且有可接受的学习成绩和行为报告,就可升读我校。

Rangitoto College 坐落在纽西兰最大城市 - 奥克兰。 奥克兰 是

一座现代化城市,这里高楼林立,有一流的购物场所,还有种类繁多的

咖啡馆和餐馆可供选择。 Rangitoto College 位于 Mairangi Bay 

的北岸,距市中心大约 20 分 钟, 离海滩只有 5分钟。我们特别为申

请就读九年级的国际学生保留了名额,只要他们能够在 Northcross 

Intermediate School 顺利地完成至少六个月的课业, 并且有可接受

的学习成绩和行为报告,就可升读我校。

生活在纽西兰 住宿 

申请就读 Rangitoto College

地理位置

世界一流的教育体验 Rangitoto College 位于美丽的奥克兰北岸地区,招收年龄介于 13-19 岁的男女

学生。 Rangitoto College 在全国乃至全世界都享有盛誉,我们学生的学习成绩始终名列前茅。

 

高水平的教师素质、高质量的课程设置和一流的硬件设施,一起为学生打造一个具有支持性和启发性的学习环

境。Rangitoto College 秉承鼓励并奖励优异表现的学院文化,每年为纽西兰的各个大学输送的人才数量,居全纽

西兰中学之首。 近年来,Rangitoto 毕业生获得过纽西兰全部大学和多个国际著名学府的奖学金,包括哈佛大学、

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史丹福大学、剑桥大学、牛津大学、伦敦帝国理工学院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我在Rangitoto College的四年当中，这所高中把我变得更加完美。在学习方面，Rangitoto 

College督促着我在不断学习新知识的同时，挺高自己，而且把我的知识运用到生活中。我高中

生涯中的每一个老师，虽然教学风格和个性各有不同， 不过他们都给我建立了一个温馨的学习

空间。我非常感谢他们的劲头和努力，他们对学生的热爱已经把Rangitoto College变成了不仅

仅是在奥克兰，而是在新西兰都是数一数二的学校。在课外活动方面，Rangitoto College让我

去尝试和选择任何我想做的事情。通过各式各样的体育和音乐项目，我可以追求自己的喜好，培

养自己的才能。在生活方面，我交到许多多才多艺的朋友。从他们身上，我也学到了很多。在这

么大的一个学校里，每一个人都是多才多艺的，我每天都能从他们身上学到很多。为了让我的学

校生活十全十美，我真的希望我在这儿能多呆一点时间。Charlie (Zhicheng) Wang,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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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西蘭
奧克蘭

高中畢業後，我去澳洲悉尼大學

修讀，然後再回來奧克蘭大學攻

讀文物保護 (建築文物）碩士學

位，有幸成為第一個碩士畢業

生，我希望能夠用我所學回饋紐

西蘭，在文物保護工作中發揮作

長。 

我感謝我的父母，我的寄宿家庭

以及在Rangi和紐西蘭遇過的每

一個人，給予我機會，塑造了我

今天的我，令我的人生有著美好

和最甜蜜的回憶和體驗！

Sum Yee Ling, Hong Kong



纽西兰采用现代化教育体系,且极具创新精神,让学生做好准备,以适应

快节奏的全球经济生活。 教师鼓励学生积极参与课堂交流,学习独自

处理问题及团队协作能力。 我们采取一系列方式对学生进行评估(考

试、作业、实际动手能力评估、团队工作能力和演示报告),开发学生

不同类型的智力水平。

Rangitoto College 的强项是数学和科学科目,我们的学生经常在这

些科目上赢取全国奖项。 对于成绩特别优异的学生, 学校会安排他

们就读广博班,在这里他们可以更快地修读完成所有课程,并能更好地

为进入大学做好准备。 Rangitoto College 为学生提供安全安心并

充满关怀的学习场所,让学生能学到实用的知识和技能,帮助他们在大

学和之后的人生道路上获得成功。 Rangitoto 招收国际学生已经有

超过 15 年的历史,我们建立了许多系统来协助我们的学生尽快适应

纽西兰的生活。学校多位学院院长确保学生在学习上始终跟上进度,

而专业辅导员则会帮助学生规划他们的未来。

我們的一些科目是必修科目,学生也可以根据自己未来的人生目标选

择其他的相关选修科目。 如果学生对大学特定的学科感兴趣,例如医

科、商科或者工程科,我们也会帮助学生选择与之相关的推荐科目或

者必要科目,从而使他们更轻松地达成自己的目标。 Rangitoto 开

设受大学认可的以下科目：会计、生物学、商业研究、微积分、化

学、古典研究、计算机程序设计、舞蹈、戏剧、经济学、电子、英

语、食品科技、法语、地理、平面设计、健康、历史、艺术史、日

文、材料技术、多媒体技术、 媒体研究、音乐表演、绘画、摄影、

体育、运动科学、统计、毛利语和纺织品技术。

Rangitoto College 有一个颇具规模的国际部门,帮助学生在纽西兰

生活学习。 我们提供寄宿家庭、签证和保险的支持, 并随时准备回

答任何问题和提供援助。 我们的国际部门有一名华人工作人员,负责

与所有来自中国大陆、台湾和香港的学生沟通,了解他们在寄宿家庭

的生活情况和在学校的学习进展。 我们国际学生的学术辅导员会协

助学生选择科目,或者回答他们有关学习的问题。 学校还配备护士、

辅导员及物理治疗师,可以在必要的时候为学生提供协助。

当学生抵达纽西兰时,我们会在机场迎接他们,然后送往各自的寄宿家

庭。 在第一学期和第三学期开始的时候,国际部门会为新来的学生组

织一次为期两天的新生欢迎活动 (Orientation),帮助他们尽快适应学

校的生活。 活动包括传统的毛利人欢迎仪式、与当地学生一起的学

校导览,以及了解在学校里正在发生的所有事情。

我们致力于让学生在德、智、体、美、劳上获得全面发展。 

Rangitoto College 提供超过40种不同的体育和多种其他活动,如电

影俱乐部、辩论比赛、「随意的善举」、机器人、国际特赦组织、

象棋俱乐部、RFM 广播电台、科学俱乐部、美术比赛、多元文化

周、仿真联合国、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人与星球(生态工作)和卡帕

哈卡(毛利人艺术表演)。

Rangitoto College 同时也是一所纽西兰顶尖的艺术表演学校,我们

的学生有机会加入舞蹈团体(爵士、芭蕾、嘻哈、放克)、摇滚乐队、

爵士乐组合、乐团、合唱团、即兴竞技剧场、戏剧团体和室内音乐

组合。 大部分乐器我们都可以安排私人授课,当学生在场的时候也可

以租用乐器。

高水平的英语是在中学阶段获得成功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学生在低

年级阶段至少需要达到中级英语水平,而在高年级则需要中上级英语

水平以便应对高中的学习。

Rangitoto College 为那些在英语上需要额外帮助的学生提供 

ESOL 支持,不过,如果学生英语水平太差则无法胜任平时的课堂学

习。这些学生可能需要完成中学预备课程, 我们的伙伴语言学校 

Unique New Zealand 将会为此提供特别的英语强化课程。

国际学生将与纽西兰当地学生一起学习,帮助提升他们的英语水平,让

他们能运用自如,同时变得更有自信心。他们还将与来自30多个不同

国家的国际学生一起学习和生活,这使他们获得宝贵的学习经验,并确

保他们掌握应对将来全球化的工作技能。

Rangitoto College 坚信一流的设施才能成就一流的学习环境和一

流的课外活动。 我们的设施包括现代化教室、一间图书馆和配备了

高年级学习和阅读室的数据中心,还有面向所有学生的计算机和免费

无线网络、一个大礼堂、一个奥运会标准的全天候曲棍球草坪、三

个健身馆和一个举重室、一条全天候田径跑道、五个体育场、 一栋

专门用于物理、化学、生物和电子的实验大楼、一栋配备了电视机

和电影工作室及戏剧室的英语大楼、配备练习和表演场地的音乐大

楼、配备了空心地板的舞蹈工作室、一个大型现代游泳池和在学校

边界的运动场馆。

在 RANGITOTO COLLEGE 就读 支援 体育、音乐和文化活动

英语水平
多样化 

设施

Rangitoto College 引以为傲的一点:是不仅能提供纽西兰国定课程 

(NCEA) ,还能提供全球认可的国际文凭大学预科课程。 IB 是一个两

年制预科文凭,可用于替代 NCEA 第12年及第 13年学习。 IB 课程

需要高等级的英语书写和英语口语,因此, 学生一定要具备优等的英语

水平。 对于说中文的学生来说,IB 是一项绝佳的选择,因为我们可以

提供中文作为母语语言选项。

国际文凭大学预科课程 (IB)

至2016年从新加坡来到

Rangitoto College读书后我便

喜欢上了这里。这里的老师都非

常的友善和有耐心、所以让我更

想努力的去学习和参加更多的活

动。我尤其喜爱我的社会历史学

班、因为老师Mrs Grey是位非常

有耐心、也很关心我们学习的好

老师。她深深的影响我对历史上

的认识和兴趣。

Rowena (Yu-Bing) Goh, 

Singapore

我从9年级开始就进入了

Rangitoto College学习，所以

我可以毫不犹豫的说是这所学

校给予了我许多不同的未来道

路的选择。从12年级开始，我

选择了这所高中试运行的IB而

非常规的NCEA因为我觉得IB可

以使我走出自己的小圈子，去

尝试以前我所从未尝试过的事

情。虽然目前仍任重而道远，

但是我相信吃得苦中苦，方为

人上人。一分耕耘有时候并不

一定能换来一分收获，但若是

毫不努力，就更不可能学有所

成。所以总而言之，学习IB使我

成为了一个多元化发展的人。

Grace (YaXin) Guo, Chin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