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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托鲁瓦市坐落在新西兰北岛的中心地带。

这里拥有源远流长的文化和历史以及众

多自然奇观。罗托鲁瓦以不胜枚举的美丽

湖泊、森林和地热奇观闻名于世，更以热

情友好的待客之道著称，本地毛利语形容

为“manaakitanga”（玛纳奇唐加）。

长期以来，罗托鲁瓦都是备受喜爱的旅游	

目的地，当地的生活方式颇具都会风格，	

可与比它大一倍的城市相媲美。罗托鲁瓦	

各种现代化设施，让人们可以享受高品质	

的生活方式，这里交通出行方便，社区联	

系非常紧密。

罗托鲁瓦为各级别人士提供一流的教育机

会。留学生在此会受到热忱的关怀和帮助，

可以享受当地健康的生活方式和各种户外

活动。

罗托鲁瓦地理上的中心位置，使它成为新	

西兰最便利的城市之一。

从新西兰最大的城市奥克兰出发，只需不	

到三小时车程或30分钟飞行即可抵达。罗	

托鲁瓦距离海滩只有不到一小时车程，前	

往最近的滑雪场只需两个半小时。

选择罗托鲁瓦，收获改变一生的难得体验，

你将：

•	 受益于世界一流的教育体系

•	 提高英语的听说读写水平

•	 树立自信心

•	 提升就业前景

•	 培养社交技巧

•	 享受积极健康的生活方式

•	 体验新的文化和生活方式；并

•	 收获终生益友和家人	(whanau)。

“来到罗托鲁瓦的游客
都会被当地丰富多彩的
活动体验和悠闲自得的
氛围所感染。”	

欢迎来到罗托鲁瓦
Kia Ora 你好 

驾车时长 

奥克兰：	 3小时

汉密尔顿：	 1.5小时

陶朗加：	 1小时

惠灵顿：	 5.5小时

奥克兰

基督城

皇后镇

惠灵顿

内皮尔

陶朗加汉密尔顿

罗托鲁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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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享受着城市中心的便利位置，优美的自然环境和都市化的生活
方式。选择留学罗托鲁瓦的原因其实还有许多。

可负担的生活方式

相比新西兰的大城市，罗托鲁瓦的	

生活更加可负担。我们有高品质的

住房、完善的基础设施、全面的医	

疗保健服务、各色餐馆和其他设施，

以及优良的教育资源和整洁的环

境。

这里停车和汽油费也更便宜。学校

都设有免费停车场，市内也有很多

停车位。如果你获得了新西兰驾

照，就可以轻松前往周边城镇或更

远的地方探索，便宜的汽油费让你

享受高性价比的出行体验。

日常生活开支也相对较少，更加经

济实惠！

气候

在罗托鲁瓦，你全年都可享受户外

活动。夏季的平均气温很舒适，大

家基本穿一件T恤即可出行。冬季则

需要额外的衣物和外套。罗托鲁瓦

是不下雪的，如果想看雪，只需前

往附近的滑雪场即可！

热情的人们	

罗托鲁瓦有着日益增加的多元文

化，超过150多个民族的居民生活

在这里。作为新西兰主要的国际游

客目的地之一，新西兰本地出生的

人们也不断增强对多元文化、传统

和信仰的理解和赞同。

大家经常有机会聚在一起，相互交

流。我们每周四的夜市吸引了游客

和当地人来此品尝各国美食，享受

音乐，互相交谈。很多文化和体育

领域的年度大型活动在此举办，深

受当地人和游客的欢迎。

现代化的城市

尽管城市人口规模不大，但由于旅

游业发达，罗托鲁瓦的基础设施非

常完善。你可以使用这些优质的社

区设施进行学习和社会活动，如政

府花园、水上运动中心、国际体育

场、能源活动中心和美食街等。我

们还有一家大型的现代化医院，提

供各项医疗服务。

住宿

罗托鲁瓦提供寄宿家庭和学生宿舍

的住宿方式，适合年龄较小以及想

体验新西兰家庭生活的学生。与其

他学生合租房子会更适合年龄较大

的长期留学生。大部分教育机构会

帮你安排在罗托鲁瓦期间的住宿。

宜居城市
美好的

“第一次来到新西兰时，
我非常兴奋又有点紧张，
因为我想念我的家人，	
而且不太会说英语。对	
我来说，英语听力真的	
很难。但我的朋友和老
师都非常亲切。罗托鲁	
瓦男子高中	(RBHS)	是	
一个学习英语和英式橄
榄球的好地方。我住宿
舍，而且真的很享受宿	
舍生活。” 

Taichi Tsubouchi - 来自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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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西兰政府制定统一的国家课程大纲和实践守则，从而保证在各地
学习的学生都能享受到高质量的教学课程。罗托鲁瓦还提供多项支
持帮助提升留学生的学习体验。

我们知道，提高英语水平是留学的一
项重要目标。罗托鲁瓦为英语非母语
人士提供优质英语课程	(ESOL)	和国
际化的学习环境，让学生们能够充分
交流观点和意见，分享兴趣爱好。我
们还可以在考取驾照、接触学前教育
机构或理解职场英语方面为你提供
语言技巧的相关帮助	。

我们教的不只是英语语言——还要
帮助你更自信地说英语，提升能力，
轻松应对英语环境中的工作、学习
和生活。

我们最先提倡英语和毛利语的共同
使用，罗托鲁瓦也是新西兰第一个双
语城市。我们希望将深厚的毛利文化
与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分享。

教育通道	

当你的英语达到流利程度后，我们会

支持你申请进入优秀的中学、私立

培训机构，以及新西兰或海外的理

工学院和大学。机构之间申请程序

并不复杂，当你做好准备，我们就可

以帮助你进入下一阶段的学习。

良好的就业前景

如果你的签证允许，我们可以帮你

找兼职和全职工作。

这里各个行业和领域都有机会让你

获得工作机会和经验。尤其罗托鲁

瓦作为重要的国际旅游目的地，旅

游与服务业运营商经常需要懂得不

同语言的员工。这样你即可以练习

英语，又能帮助接待来到罗托鲁瓦

的游客。

“生活在这里最好的一
点是能够与来自世界各
地的人们交流，不同的
文化、不同语言、不同
生活背景的人相互沟
通，因为我们有共同的
语言和相同的目标。”

Aline Jeannot – 法属波利尼西亚

优质教育
罗托鲁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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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西兰以崇尚健康的生活方式和户外活动而闻名，罗托鲁瓦更是享受
这些优势的最佳地点。

罗托鲁瓦有着波光粼粼的湖泊、	

葱郁繁茂的森林和令人称赞的	

地热奇观，无疑是大自然爱好	

者的理想目的地。想要追求一	

种平衡的学习生活，罗托鲁瓦	

赋予你新西兰最丰富、最便利	

的休闲活动选择。罗托鲁瓦市	

的学校邻近各类中心，学生有	

机会在住所附近参与多种文化	

和体育的活动。

告别大城市的通勤压力——罗	

托鲁瓦出行非常方便。市内大	

部分地方都在10分钟的车程以	

内，也没有大城市的交通污染。

我们的自行车道设施完善，骑车	

上学和上班很安全。优惠可靠的	

公交系统可以带你前往城市的大	

部分地区。

健康和幸福

我们知道来到一个全新的国	

度学习和生活是很有挑战的，	

我们所有的教育机构都注重	

确保留学生的安全并得到妥	

善的照顾。罗托鲁瓦的学校和	

教育机构都签署了《2016年教	

育（国际学生关爱辅导）行业规	

则》，规定了教育机构向留学生	

提供建议和看护的标准。他们	

保证：

•	 创造安全和有助于学习的	

环境

•	 安排安全且适宜的住宿

•	 举办综合迎新活动，帮助你	

了解学习任务和学生义务。

培育型环境
健康、安全和

“在罗托鲁瓦留学是最
棒的体验。导师和工作
人员都非常友好，乐于	
助人且关心学生。在这
里还能遇到来自世界各
地的学生，着实令人兴
奋。我学英语已经八个
月，也学会了如何与其
他同学相处。在新西兰
最好的一所语言学校学
习，我感觉没有压力。现
在，我在Toi	Ohomai理
工学院学习接待管理专
业，并在诺富特罗托鲁瓦
湖酒店担任高级餐饮服
务人员。”

来自日本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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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
•	 国内生产总值为$28亿（Infometrics，2018年9月）

•	 总人口72,	500（新西兰统计局，2018年6月）

•	 每年游客超过三百万人次（根据2018年10月景点和	

活动监测数据）

•	 主要产业	——林业、地热产业、旅游业和农业 

环境
•	 18个湖泊、三条河流、无数溪流、泉水和	

天然温泉池	

•	 原生和异国风貌的森林	

•	 地热奇观	

•	 罗托鲁瓦地区总面积为261,906公顷

•	 夏季平均气温22-26°C	

•	 冬季平均气温10-16°C	

基础设施和服务	
• 罗托鲁瓦机场距离市区只有10分钟车程	

•	 一流的公立、私立医院和医疗中心	

•	 完善的交通基础设施，包括公共公交服务	

•	 高水平的教育机构——从学前教育到高等教育	

生活和休闲 
• 多元人口构成，超过150个民族

•	 旅游圣地，拥有100多个景点和活动体验

•	 年度国际体育赛事的知名举办地，如塔拉威拉	

超级马拉松和Crankworx罗托鲁瓦山地自行车节

•	 各种体育和娱乐俱乐部，以及充满活力的社区	

活动和集市

罗托鲁瓦......
信息概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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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Whenua

这个图案的灵感来自于塔尼法的牙齿 (niho taniwha)，

代表着毛利人的神话传说。塔帕托洛（三角形）象征 

力量和坚韧，是我们高山和森林的写照。 

火/Ahi

该kaokao图案反映出毛利勇士激情燃烧的 

情怀——强壮的手臂，团结地站立——就如 

同他们跳起哈卡战舞，展示着自豪与力量。

水/Wai

被称为“万物的生命之源”，这个图案代表水 

将能量赋予正在展开的初露。三重波纹代表 

湖泊、河流和地热水，每个都有自己的生命原 

力 (mauri)。

风/Hau

四叶初露 (koru) 设计代表着四种风， 

传说中图昂伽（毛利牧师）控制风 

来帮助自己的部落。这个图案标志 

着人们团结一致。

寻找属于你的元素。土、风、火和水是 
生命的元素。

世界上没有任何地方，土、风、火和水有如此大 
的影响力。罗托鲁瓦集合全部这些元素，连通人 
与地域，带来终极体验。

了解更多实用信息，请访问：

RotoruaNZ.com/study 
studyinnewzealand.govt.nz 

naumainz.studyinnewzealand.govt.nz 

immigration.govt.nz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