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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托魯瓦是位於紐西蘭北島中央的城市。

這是一個蘊藏著豐富歷史、文化自然奇
觀的區域。羅托魯瓦是以其火山地熱特
色融合在眾多的湖泊、森林景緻而享負
盛名，當然少不了其熱情好客的特點，
本土毛利語形容為 “manaakitanga” 
(mar-nah-key-tongue-are)。

長期以來羅托魯瓦一直是受遊客愛戴的
目的地，所以你可預期這裡的生活方式
可與比之大一倍的都會媲美。換言之，
這裡設有大量的現代化設施以供日常高
質素生活享用，既有交通便利之餘也是
一個融洽健康的社區圈子。

羅托魯瓦提供各種層次的優質教育。國
際留學生於留學期間必會受益於本地的
熱情關懷和支持，並在區域內的健康戶
外生活方式中茁壯成長。

羅托魯瓦的中心地理位置令本市成為紐
西蘭交通最便利的城市之一。

從本國最大的城市奧克蘭出發，祇需30
分鐘機程或少於三小時車程即達。去海
灘也只不過是不到一個小時的車程，往
最近的滑雪場只需兩個半小時。

歡迎來羅托魯瓦感受一段能改變人生的
經歷，在這裡你會：

• 受益於世界上其中一個最好的教育體
制

• 提高你的英語聽說讀寫能力

• 建立自信心

• 提升你的就業前景

• 發展你的社交技巧

• 享受一種健康、積極的生活態度

• 體驗一種新的文化和生活方式; 以及

• 建立一份終身受用的友誼和whanau 
（家人）關係。

「如果你有親友來訪，
他們必然被這裡各式各
樣的體驗和悠閒的自然
環境打動。」 

歡迎來到羅托魯瓦
Kia ora 你好 

駕駛時間 
奧克蘭: 3 小時
漢密爾頓： 1.5 小時
陶朗加： 1小時
威靈頓： 5.5 小時

奧克蘭

基督城

皇后鎮

威靈頓

內皮爾

陶朗加漢密爾頓

羅托魯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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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巳提及這個城市擁有的便利、中心地理位置、美麗的天然環境和國
際化都會的生活方式。但依然有更多其他原因令人選擇住在羅托魯瓦。

負擔得來的日常生活
在羅托魯瓦生活相比紐西蘭其他較大
的城市更為負擔得來。我們有高質的 
住屋、優良的基建設施、全面的醫療 
系統、多元化的餐飲選擇和其他設施，
當然包括良好的教育選擇和整潔的 
環境。

這裡的停車場收費和汽油價格也比較
便宜。實際上，所有學校和市內很多地
方也有免費停車場。對於較年長而又 
獲得紐西蘭駕駛執照的學生而言，便 
宜的汽油意味著你無論在區內、到周 
邊城鎮或更遠的地方，也可以享受較 
經濟化算的旅程。

日常生活開支也相對較少，換言之， 
你的錢更好用！

氣候
在羅托魯瓦，你可以一年四季享受戶 
外環境。夏季平均氣溫可讓人穿著T 
裇舒適地閑逛；而冬季則需要添加外 
衣或外套，然而羅托魯瓦是不下雪的。
想看雪？只需前往附近的滑雪場便可。

熱情的居民 
羅托魯瓦有不斷增長的多元文化人口，
其中包括150多個不同的種族融入社 
區內。作為紐西蘭主要的國際遊客目 
的地之一，在這裡土生土長的居民也 
不斷增加對其他文化、傳統和信仰的 
認識及贊同。

這裡有很多機會讓人聚在一起，享受彼
此結伴的樂趣。我們每週四的夜市吸
引了遊客和本地居民來分享來自世界各
地的食物、音樂和互相交談。更有很多
專為文化和體育成就而舉辦的大型年
度慶祝活動，也深受本地人和遊客的歡
迎及參與。

現代化城市
由於羅托魯瓦擁有發達的旅遊業支撐，
所以我們發展了良好的基礎建設。無論
是為了學習或參與社交活動，你也可以
享用優質的社區設施，如政府公園，水
上活動中心，國際體育場，能源活動中
心和著名的美食街。我們也有一所大型
的現代化醫院提供各類醫療服務。

住宿
寄宿家庭和學生宿舍都可以在羅托魯
瓦找到，提供給較年輕或想體驗紐西
蘭家庭生活的學生選擇。較年長兼長
期逗留的學生會比較適合與其他學生
合租房子。大多數的教育機構能協助
你安排逗留期間的住宿。

好地方
宜居的

「當我第一次來到紐西
蘭，我感到非常興奮，
同時也有點擔心，因為
我很掛念我的家人加上
我的英語語言能力很有
限。況且聽英語對我來
說是件很困難的事情。
但朋友和老師們對我都
很友善。羅托魯瓦男子
高中（RBHS）是一個
學習英語和英式欖球的
好地方。我住宿舍而且
真的很享受宿舍生活。」 

坪內太一（Taichi Tsubouchi） - 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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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政府有完善法則制度，包括教育守則及統一的國內課程，所以無論
你選擇在紐西蘭任何地方升學，也會得到一貫高質素的教育。然而，羅
托魯瓦提供了許多其他方面的優點，可以支援學生的學習過程。

我們清楚知道你遠道而來背後的其中
一個主要原動力是學習並提升英語能
力，羅托魯瓦有一套完善的以英語為外
語 (ESOL)的教學課程，課程給學生創
造一個國際化的學習環境，方便學生
交流興趣、意見和思維。我們亦可以專
為取得駕駛執照所需的英語技巧、報
讀幼童教育或提升在職英語水平提供
協助。

然而我們不單單衹教你語言，我們要幫
助你充滿自信地說英語，在英語環境中
有工作、學習和生活的能力。

我們是毛利語與英語並行的發源地，
也是紐西蘭首個雙語城市。我們喜歡
將深厚的毛利文化與來自世界各地的
人分享。

教育途徑 
當你的英語程度達至流利的水平，我們
可以推薦你進入優秀的中學、私立培訓
機構、及紐西蘭或海外的理工學院和
大學。教育機構之間有簡單的升學途
徑，當你準備好，我們可以幫你邁向下
一階段。

就業途徑

如果你的簽證允許工作，我們可以幫 
你找兼職和全職職位。

有很多行業和工種能提供工作機會和
經驗。尤其是當羅托魯瓦作為重要的 
國際旅遊目的地，旅遊業和餐旅服務 
業的營運公司往往需要聘用懂得不同
語言的員工，這情況有利於提供容易 
投入的工作機會，同時你既可以將英 
語學以致用又可以誠意歡迎遊客來到
羅托魯瓦，兩全其美。

「生活在這裡的最大得
著絕對是有能力跟來自
世界各地、不同的文
化、不同語言、不同生
活背景的人溝通，多得
有一種共通語言和共同
目標。」

Aline Jeannot – 法屬 波利尼西亞

優質教育
羅托魯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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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西蘭有著名的健康戶外生活方式，而羅托魯瓦更是享受這些好處的 
最佳地點。

羅托魯瓦有着波光粼粼的湖泊、 
葱郁繁茂的森林和令人稱奇的 
地熱奇觀，無疑是大自然愛好者 
的理想環境。如果你正想找一個 
平衡的學習模式，羅托魯瓦能給 
予一個紐西蘭最多元化和便利 
的休閒活動選擇。市內學校與各 
類中心相距較近，你可隨意參與 
不同的文化和體育活動，方便得 
尤如就在鄰近一樣。

你可以跟大城市的繁忙交通說 
再見，因為羅托魯瓦是一個往 
來自如的城市。你幾乎可以在 
十分鐘的車程內到達市內任何 
地方，也不會有從大型道路系 
統所產生的污染。

我們有安全、方便、良好的單車 
徑，歡迎任何人士踏單車上學 
和上班。我們也有可靠和票價 
低亷的公共交通系統覆蓋市內 
大部分區域。

身心健康
我們明白來到不熟悉的國家 
會是一個富挑戰性的經歷， 
我們所有的教育機構很著重 
確保留學生的人生安全和得

到適當的照顧。所有羅托魯瓦的 
學校和教育機構簽署了「2016年 
教育〈國際學生關愛輔導〉行業 
守則」，為教育機構定下向留學 
生提出建議和給予關愛的準則。 
他們保證：

• 提供一個安全和良好的學習 
環境

• 由學院提供的住宿是安全和 
合適的

• 給予全面的迎新活動以支援 
學生的學習過程並概述學生 
的責任。

適宜培育的環境
健康、安全 和

「在羅托魯瓦學習是最
好的體驗。教師和教學
人員都非常體貼、友善
和樂於助人。此外，能
遇到從世界各地而來的
其他學生真的令人感到
很興奮。我學習了八
個月的英語，並學會
如何與其他同學相處。
在紐西蘭其中一所最
好的語言學校學習，我
從不覺得有壓力。我現
在Toi Ohomai理工學
院就讀餐旅管理課程，
並在諾富特集團旗下
的 Novotel Lakeside 
Rotorua 出任高級餐飲
待應生。」

來自日本的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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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經濟
• 國民生產總值為28億紐元（Infometrics 2018年9月）

• 總人口72,500（紐西蘭統計局 2018年9月）

• 每年遊客超過三百萬人次（羅托魯瓦景點及活動 
監察報告，2018年10月）

• 主要行業：林木業、地質熱能業、旅遊業和農務企業 

環境
• 十八個湖泊，三條河流，無數溪澗、泉水和天然溫泉池 

• 原生和異國風貌的森林 

• 地熱奇觀 

• 羅托魯瓦地區總面積為261,906公頃。 

• 平均夏季氣溫為22-26°C 

• 平均冬季氣溫為10-16°C 

基建和服務 
• 從市內到羅托魯瓦機場祇需10分鐘車程 

• 優質的公立和私立醫院及醫療中心 

• 發展成熟的交通基建包括公共交通服務 

• 卓越成績的教育機構 ：由學前到專上教育 

悠然自得的生活 
• 多元文化人口包括超過150個不同種族

• 旅遊聖地，擁有超過100個景點和活動體驗

• 年度體育賽事的舉辦地，例如塔拉威拉(Tarawera)超級馬拉松 
和Crankworx登山單車賽

• 各種體育和休閒俱樂部，和活潑繽紛的社區活動和市集

羅托魯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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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Whenua
啟發自毛利神獸的牙齒（niho taniwha），圖案代表了
毛利人的神話和傳說。三角形 （tapatoru）象徵力量和
堅忍，也是我們山脈和森林的寫照。 

火/Ahi
kaokao圖案反映毛利戰士烈火般的情懷，強壯的 
手臂、團結地站立，就如他們在戰場上跳挑戰舞
（haka），一種力量和自豪的展現。

水/Wai
被稱為“萬物的生命之源”，這個符號代表水將能量 
給予正在展開的蕨樹。三重波紋聯繫到湖泊、河流 
和溫泉水，每種水源也有它們的生命原力(mauri)。

風/Hau
四個蕨樹(koru)的設計代表四種風（nga hau e wha），
傳說中祭師（tohunga）會控制風來幫 
助族人。象徵著將人團結起來。

尋找屬於你的元素。生命的元素：風、火、水、土。

世上沒有其他地方可以讓「風、火、水、土」以如此宏大的方式並存。 
羅托魯瓦就是集合這四種元素之地，將人和地方連結起來而創造出終極 
體驗。

其他相關資訊可瀏覽以下網頁：

RotoruaNZ.com/study 
studyinnewzealand.govt.nz 

naumainz.studyinnewzealand.govt.nz 
immigration.govt.nz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