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世界一流的教育體驗
Rangitoto College 位於美麗的奧克蘭北岸地區，招收年齡介於 13-19 歲的男女學生。Rangitoto College 在全國乃至
全世界都享有盛譽，我們學生的學習成績始終名列前茅。高水準的教師素質、高質量的課程設置和一流的硬體設
施，一起為學生打造一個具有支援性和啟發性的學習環境。 

Rangitoto College 秉承鼓勵并獎勵優異表現的學院文化，每年為紐西蘭的各個大學輸送的人才數量，居全紐西蘭
中學之首。近年來，Rangitoto 畢業生獲得過紐西蘭全部大學和多個國際著名學府的獎學金，包括哈佛大學、耶魯
大學、普林斯頓大學、史丹福大學、劍橋大學、牛津大學、倫敦帝國理工學院和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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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西蘭
奧克蘭

生活在紐西蘭

學生们鐘愛紐西蘭，因為這裡有美麗的自然風景、友好的人

民和一流的教育系統。由於紐西蘭犯罪率很低，且沒有危險

的動物，所以通常位居全球最安全的國家排名前兩名或者前

三名。紐西蘭的生活成本也低於澳洲、英國、加拿大或美

國，遊客們總是對這裡新鮮的空氣、乾淨的水源和廣袤的空

間讚不絕口。 

紐西蘭政府大力支持國際教育，並專門制訂行業準則，用於

規範留學生生活輔導，其中列出學校必須遵守的諸多規則。

父母知道子女備受紐西蘭政府、學校和寄宿家庭的關照，自

然就會感到安心。

申請就讀 Rangitoto College

在我們竭力為學生打造最佳學習經驗的同時，多元化正是我

校的優先考量。也就是說我們必須對每一個國家的國際學生

人數設限，才能確保多種國籍的完美組合。我們能接受的學

生數量是有限的，然而申請入學的人數總是大於所需的。因

此我們傾向選擇多才多藝的學生，他們的英語能力良好，熱

衷學習，並充滿成功的動機。

在我們的高中學制中表現最佳的學生，往往都是那些已經

有 充裕的時間增進了他們的英語能力，並且已經適應紐西蘭

的 教育制度與生活方式的學生。為此，我們特別為申請就讀

九 年級的國際學生保留了名額，只要他們能夠在 Northcross 

Intermediate School 順利地完成至少六個月的課業，就可升

讀我校。

住宿

學生可以住在寄宿家庭，與家長或指定的監護人（居住在紐

西蘭的家庭朋友或親戚）同住。如果選擇寄宿家庭，則有機

會體驗紐西蘭的當地文化，更能提高他們的英語水平。 

我們的住宿協調員會對候選寄宿家庭進行仔細面試，挑選出 

靠近學校、當地商店和美麗海灘的家庭。寄宿家庭會提供一 

日三餐（早餐、午餐和晚餐）。紐西蘭當地人通常吃西式食 

物，然而大多數人也會選擇多種口味的食物。紐西蘭許多鄉 

村地區主要用於發展農業，因此我們可以享受優質的肉類和 

新鮮的水果蔬菜。亞洲食物在紐西蘭也很受歡迎，因此有需 

要的話，您也有機會嚐到家鄉口味。

地理位置

Rangitoto College 坐落在紐西蘭最大城市 - 奧克蘭。 奧
克蘭 是一座現代化城市，這裡高樓林立，有一流的購物
場所，還 有種類繁多的咖啡館和餐館可供選擇。

Rangitoto College 位於 Mairangi Bay 的北岸，距市中心
大約 20 分 鐘， 離海灘只有 5 分鐘。 紐西蘭的學校採用
10分制等級 排名 體系（Decile System，按照社會經濟狀
況分為 1 到 10共 10 個等級。Rangitoto College 是一所等
級為 10 的學校，這裡的學生大多來自注重教育的家庭。



在 RANGITOTO COLLEGE 就讀

紐西蘭採用現代化教育體系，且極具創新精神，讓學生做好

準備，以適應快節奏的全球經濟生活。教師鼓勵學生積極參

與課堂交流，學習獨自處理問題及團隊協作能力。我們採取

一系列方式對學生進行評估（考試、作業、實際動手能力評

估、團隊工作能力和演示報告），開發學生不同類型的智力

水平。 

Rangitoto College 的強項是數學和科學科目，我們的學生經

常在這些科目上贏取全國獎項。對於成績特別優異的學生，

學校會安排他們就讀廣博班，在這裡他們可以更快地修讀完

成所有課程，並能更好地為進入大學做好準備。Rangitoto 

College 為學生提供安全安心並充滿關懷的學習場所，讓學生

能學到實用的知識和技能，幫助他們在大學和之後的人生道

路上獲得成功。Rangitoto 招收國際學生已經有超過 15 年的歷

史，我們建立了許多系統來協助我們的學生盡快適應紐西蘭

的生活。 

學校多位學院院長，確保學生在學習上始終跟上進度，而專

業輔導員則會幫助學生規劃他們的未來。 

我們的一些科目是必修科目，學生也可以根據自己未來的人

生目標選擇其他的相關選修科目。如果學生對大學特定的學

科感興趣，例如醫科、商科或者工程科，我們也會幫助學生

選擇與之相關的推薦科目或者必要科目，從而使他們更輕鬆

地達成自己的目標。Rangitoto 開設受大學認可的以下科目：

會計、生物學、商業研究、微積分、化學、古典研究、電腦

程式設計、舞蹈、戲劇、經濟學、電子、英語、食品科技、

法語、地理、平面設計、健康、歷史、藝術史、日文、材料

技術、多媒體技術、媒體研究、音樂表演、繪畫、攝影、體

育、運動科學、統計、毛利語和紡織品技術。

我从2013年进入Rangitoto College
学 习 ， 并 且 非 常 喜 欢 这 所 学
校。Rangitoto College 是非常多元
化的，它不仅包括了来自全世界各
个国家的学生，而且还涵盖了种类
繁多的课余活动。在以鼓励学生为
主的教育理念下，我的英语水平快
速提高，如今已能自如地与他人交
流。由于 Rangitoto College 提供了
大量可以选择的学科，所以我非常
幸运的发现了自己在设计方面的天
赋，这些都是我曾经没有机会尝试
的知识。Rangitoto College 的高中
生活给予了我一段非常精彩的出国
经历。

Tong Lu (CHINA)

我今年來到紐西蘭念高中，我在學
校與當地的學生以及 其他國際學
生一起學習。當地的學生他們很友
好，我有 問題他們總是很熱心的幫
助我解決。我經常嘗試的用英 文和
我的朋友交流因為這樣可以提高我
的英文。學校下 課後有很多活動，
我就經常和我朋友打球，在打球的
時 候我也嘗試用英文和我的隊友交
流。 我在這裡有一個很棒的經歷。

Hsi-Chien Chiang (TAIWAN)

國際文憑大學預科課程 (IB)

Rangitoto College 引以為傲的一點：是不僅能提供紐西蘭國

定課程 (NCEA) ，還能提供全球认可的國際文憑大學預科課

程。IB 是一個兩年制預科文憑，可用於替代 NCEA 第12年及第

13年學習。IB 課程需要高等級的英語書寫和英語口語，因此，

學生一定要具備優等的英語水準。對於說中文的學生來說，IB 

是一項絕佳的選擇，因為我們可以提供中文作為母語語言選

項。

支援

Rangitoto College 有一個頗具規模的國際部門，幫助學生在

紐西蘭生活學習。我們提供寄宿家庭、簽證和保險的支援，

并隨時準備回答任何問題和提供援助。我們的國際部門有一

名華人工作人員，負責與所有來自中國大陸、臺灣和香港的

學生溝通，了解他們在寄宿家庭的生活情況和在學校的學習

進展。我們國際學生的學術輔導員會協助學生選擇科目，或

者回答他們有關學習的問題。學校還配備護士、輔導員及物

理治療師，可以在必要的時候為學生提供協助。

當學生抵達紐西蘭時，我們會在機場迎接他們，然後送往

各自的寄宿家庭。在第一學期和第三學期開始的時候，國

際部門會為新來的學生組織一次為期兩天的新生歡迎活動

（Orientation），幫助他們盡快適應學校的生活。活動包括

傳統的毛利人歡迎儀式、與當地學生一起的學校導覽，以及

瞭解在學校裡正在發生的所有事情。 

多樣化

國際學生將與紐西蘭當地學生一起學習，幫助提升他們的英 

語水準，讓他們能運用自如，同時變得更有自信心。他們還

將與來自 30 多個不同國家的國際學生一起學習和生活，這使

他們獲得寶貴的學習經驗，並確保他們掌握應對將來全球化

的工作技能。 

設施

Rangitoto College 堅信一流的設施才能成就一流的學習環境和一流的

課外活動。我們的設施包括現代化教室、一間圖書館和配備了高年級學

習和閱讀室的資料中心，還有面向所有學生的電腦和免費無線網路、一

個大禮堂、一個奧運會標準的全天候曲棍球草坪、三個健身館和一個舉

重室、一條全天候田徑跑道、五個體育場、一棟專門用於物理、化學、

生物和電子的實驗大樓、一棟配備了電視機和電影工作室及戲劇室的英

語大樓、配備練習和表演場地的音樂大樓、配備了空心地板的舞蹈工作

室、一個大型現代游泳池和在學校邊界的運動場館。 

體育、音樂和文化活動

我們致力於讓學生在德、智、體、美、勞上獲得全面發展。Rangitoto 

College 提供超過 40 種不同的體育和多種其他活動，如電影俱樂部、辯

論比賽、「隨意的善舉」、機器人、國際特赦組織、象棋俱樂部、RFM 

廣播電臺、科學俱樂部、美術比賽、多元文化周、模擬聯合國、聯合國

兒童基金會、人與星球（生態工作）和卡帕哈卡（毛利人藝術表演）。

Rangitoto College 同時也是一所紐西蘭頂尖的藝術表演學校，我們的

學生有機會加入舞蹈團體（爵士、芭蕾、嘻哈、放克）、搖滾樂隊、爵

士樂組合、樂團、合唱團、即興競技劇場、戲劇團體和室內音樂組合。

大部分樂器我們都可以安排私人授課，當學生在場的時候也可以租用樂

器。

英語水準

高水準的英語是在中學階段獲得成功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學生在低年級

階段至少需要達到中級英語水準，而在高年級則需要中上級英語水準以

便應對高中的學習。 

Rangitoto College 為那些在英語上需要額外幫助的學生提供 ESOL 支

援，不過，如果學生英語水準太差則無法勝任平時的課堂學習。這些

學生可能需要完成中學預備課程，我們的夥伴語言學校 Unique New 

Zealand 將會為此提供特別的英語強化課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