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自己的将来
做明智的选择 

学在塔拉纳基



新西兰最颇负盛名的地区  
——塔拉纳基
体验新西兰最美的风土人情，享受亲密友好的 
社区氛围，塔拉纳基地区是您求学新西兰的不二
之选。本地院校和高等教育机构鼓励创新思考，
注重特长培养，发展个性化的学习方案，在此求
学的学子茁壮成长。塔拉纳基地区的基建质量上
乘，生活设施完备，交通高效而便利。无论您想
投身学术还是想在体育和文化方面有所发展，这
都是一个求学的好地方。

•  对于有幸能够在塔拉纳基地区生活，
工作和学习过的人来说，这里无疑是
一个非常棒的地方。塔拉纳基还被 
《孤独星球》评选为2017年度全球最
佳旅行地区的第二名。是时候来塔拉
纳基体验一下了。

•  我们的当代艺术博物馆雷恩•莱艺术 
中心(Len Lye Centre)自2015年7月 
开馆以来获得了多个奖项——作为 
新西兰最佳创新地区获得新西兰地方
政府卓越奖，获得最佳品牌识别设计
金奖，入围世界建筑节大奖决赛。

以下是塔拉纳基地区的几例获奖情况：



•  南塔拉纳基的塔赫提博物馆 
(Tawhiti Museum)已猫途鹰
(TripAdvisor)用户评为新西兰最佳
博物馆第三名，仅次于蒂帕帕国家
博物馆(Te Papa)和奥克兰博物馆。
任何参观过的人都会觉得这个博物
馆果然名不虚传！

•  同年，时事杂志《北与南》(North 
& South)杂志将新普利茅斯评选为
新西兰最佳居住地。

•  该地区顶级橄榄球场亚罗体育场
(Yarrow Stadium)被评为橄榄球
最佳观赛场馆第三名，紧随卡迪夫
的千禧体育场和布里斯班的圣考布
体育场——引自2009年的《新西
兰橄榄球世界》(Zealand Rugby 
World)杂志。

•  2008年，新普利茅斯获由联合国 
颁发的宜居城市奖项。评委评定新普
利茅斯为全球最宜居的小城市。它的
沿海步道大大地改善了当地居民的生
活，是全球最好的社区项目。



新普利茅斯
位于新西兰  
北岛正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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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灵顿

基督城

但尼丁

奥克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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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来到塔拉纳基
Kia Ora! 欢迎来到新西兰北岛西海岸的塔拉纳基
你是否希望：
• 获得国际认可的学历
• 了解真正的新西兰和新西兰文化？

这一切都可以在塔拉纳基实现！

 
学在塔拉纳基，
为自己的将来做明智的选择！ 



请与我们交谈：
我们是本地区国际教育的中心。 

塔拉纳基教育发展中心(Study Taranaki)致力于促进 
新西兰塔拉纳基地区的教育发展。在塔拉纳基， 

无论在课堂上还是课外生活中，国际学生都会获得绝佳的体验。
如果您正在寻找求学的理想之地，请与我们交谈：

欢迎浏览 www.study.taranaki.info 获取更多信息

邮件: study@venture.org.nz
电话: +64 6759 6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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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塔拉纳基学习的六大优势
让我们的校友来告诉您他们为什么选择了塔拉纳基：

友善的人民，休闲放松的生活方式 

这个地区规模适中，人民友善，社区设施上乘。在这里， 
你可以轻松尽享新西兰特色的生活方式。

这里有备受瞩目塔拉纳基山和美丽的海岸线。 
众多国际学生在此享受远足和冲浪等活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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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喜欢去海边散步，从我的寄宿
家庭走到海滩只要五分钟，每天
晚餐后我和我的寄宿家庭都会去
海边走走。在此之前我生活在 
中国中部，看不到海。看海真是
一件惬意的事。“

Gloria, 18岁, 中国

“这里有一座山，离海边只有几公里的
距离，山上有许多林间步道。 
海边还有一些绝佳的冲浪点和钓鱼点。
市区临近农田和丛林，方便我们去 
探索，去打猎……这里真好！” 

Jonas, 15岁, 德国



本地就业机会集中于石油和天然
气、农业、食品技术、护理、工程、
农业技术和旅游业。在这里工作可
以享受安全的生活环境、适中的生
活成本和充满乐趣的生活方式。不
在本地就业的学生则凭着国际认可
的学历走遍世界。

“我很喜欢新西兰这个国家，尤其是
新普利茅斯这个宜居城市。工程师
这个职业在新西兰有着众多的就业
机会，这一点也吸引了我......这是

一个求学的好地方。我在2014年取
得了文凭。我不是很喜欢大城市，
因此我希望继续留在新普利茅斯。
目前，我在Fitzroy Engineering
担任项目工程师。”

Arun Raju, 印度喀拉拉邦 

 

“在这里求学是一段非常精彩的经
历......这段经历虽然充满挑战， 
但同时也令我收获颇丰。

为了补充在项目管理方面的技能，
我加入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我不
仅学到了理论知识，还获取了实践
经验。这段学习经历是我在新西兰
的第一份工作的敲门砖和奠基石。“

Mariana Horigome Tatsumi, 巴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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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途径

2. 



迅速提高你的 
英语水平！

“在学生旅社和课堂上都有机会 
学习英语，这对我的英语进步帮
助很大。我还学习了语法和写作。
在学生旅社里，我和其他女生 
同住一个房间，我们互相交谈。” 

Stella 19岁, 韩国

从水上运动的激情，到近水楼台的
深入了解毛利战舞(Kapa Haka) 
的机会，我们的学校令我们真切地
体验了新西兰本文化。学校每次只
招收少量国际学生，以确保你能够
全方位地融入到校园生活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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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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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标准的教育机构

多年来，我们地区中学生的国家考试
通过率持续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职业
专科生也找到了理想的就业岗位。学
生自主选择学习课程，并专注于他们
擅长和喜欢的科目。你也有机会在课
外活动中培养个人特长。

“抓住机会，你不会知道这机会将把
你带向何方。在参加科学博览会之
前，我害怕尝试新事物，但我的老
师们支持我参加。这次获奖增加了
我的信心，也让我意识到留学新西
兰给我带来了丰厚的机会。”  

Alton, 18岁, 马来西亚婆罗洲

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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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精心挑选寄宿家庭。 
寄宿家庭会确保寄宿学生能够融入 
社区，与当地居民密切来往并定期 
参加与其他国际学生的聚会。

“这里的师生关系很特别，只有切身
体验过才能了解。绝大多数老师都
十分信任他们的学生，所以师生 
关系更加温暖。” 

Jonas, 15岁, 德国

“我到达时已是深夜。但一名本地同
学Kurtis还在那里等着我们的巴士，
等着迎接我们。” 

Anne, 18岁, 德国。

融洽友爱的 
社区氛围

5. 



6. 

物有所值—— 低廉的生活成本
同中心城市相比，塔拉纳基能够提供相同的课程，  
教育质量也毫不逊色。
 

每年的平均生活成本（新西兰元）：

奥克兰 惠灵顿 塔拉纳基
$24,861 $24,366 $21,669

每周的平均房屋租金价格（新西兰元）：

奥克兰 惠灵顿 塔拉纳基
$512 $408 $360

您可以选择学生旅社和寄宿家庭。每周花费约250新西兰元，您就可以
得到高质量的住宿，价格包括膳食和水电杂费。您也可以选择自行租
房，每周花费约100-150新西兰元的房租，水电杂费和食物费用另算。

塔拉纳基教育发展中心  I  13

6. 



想了解更多信息？ 
参考更多学生的求学体验，请参阅：
http://study.taranaki.info/Study/Agents/Upload-case-studies.aspx

获取有关塔拉纳基国际教育的消息，请参阅：
http://study.taranaki.info/Study/News.aspx

了解塔拉纳基地区的休闲活动，请参阅：
http://visit.taranaki.in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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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指南：
新西兰三大城市都有直飞新普利茅斯的航班。 
由新西兰航空和捷星航空承运，每周的班次和航程时间如下：

奥克兰 (47次航班 – 45分钟航程),

惠灵顿 (32次航班 – 50分钟航程),

基督城 (5次航班 – 1小时25分钟航程)



STUDY TARANAKI  I   18 STUDY TARANAKI  I   19

气候
塔拉纳基气候温和，十分适宜进行户外活
动。冬季的平均气温在6°C至14°C之间。
夏季气温也十分舒适，一般在13°C至
24°C之间，最高温度记录为30°C。

我们的文化和传统 

塔拉纳基地区人民的历史多姿多彩。毛利民族迄今已在塔拉纳基地区生活了约
700年。十九世纪20年代，第一批欧洲人到达这个地区。当地毛利人依然自豪
地保留着他们的文化习俗以及他们对土地的热爱。许多学校将都将参观毛利会堂
(marae)和学习毛利文化作为学生体验的一部分。

这里遍布着弘扬我们文化和遗产的博物馆和美术馆，欢迎您在求学期间参观。

16  I  塔拉纳基教育发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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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庆活动
塔拉纳基节庆繁多。从艺术文化到 
体育赛事，总有一款适合您。学生们
也喜欢去看电影、参加体育竞赛、 
购物、游泳、跳舞、滑冰、唱歌和演
奏音乐。本地区遍布着优质的设施和 
俱乐部，以满足人们广泛的爱好。

闲逛与游览
凭借良好的自行车和步行系统以及管理
良好的国家公路，使得周游塔拉纳基
地区成为相对容易的事。没有私人交通
工具也不要紧——塔拉纳基市议会安
排的公共交通线路可以让你畅通无阻，
其中包括市区线路(City Link)、学校线路
(School Link)和南部线路(South Link)等
三条公交线路，以及每日运营的城际 
巴士服务(Intercity)。

外出就餐
如果您喜欢外出用餐，那么在这里您
一定能找合乎胃口的美食。这里有 
美式奶昔和美式汉堡，也有欧洲、 
亚洲和墨西哥的美食。还有很多令人
难以忘怀的咖啡馆。您可以品尝到 
屡获殊荣的咖啡、超级美味的蛋糕、
糕点、糖果和冰淇淋。

塔拉纳基教育发展中心  I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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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
初中只是为了满足7年级和8年级的
需求（年龄段为11岁和12岁）。 
初中是介于小学和高中阶段学习的
一个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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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蓝兹初中
类型：男女合校初中 
网址：www.highlands.school.nz
邮箱：office@highlands.school.nz
电话：+64 6 758 4162
住宿：寄宿家庭

埃蓝兹初中是一所毗邻新普利茅斯市中心的大型中学。其占地面积广阔， 
有很多的树木、花园和大型运动场。

埃蓝兹初中确保同学们全身心地投入到校园生活中。我们鼓励学生们积极 
参与体育活动、音乐表演、露营体验，从而融入并结交新朋友。我们欢迎 
国际学生加入到友好的学习氛围中来，长久以来我们接纳了众多的国际学生
和他们的家人。本地学生来自于不同的文化背景，这样也使得国际学生易于
结交新朋友。

我们对于所有的学生寄予厚望，希望他们能有所建树。在课程设置上，我们
为国际生提供了额外的辅助，帮助他们提高英语水平，让他们更好地了解 
新西兰的文化。不论国际学生将来是继续留在新西兰还是回到他们的祖国，
埃蓝兹初中都为他们日后升学做好了充足的准备。

SPECTEM U R AGENDO



高中涵盖9到13年级

弗朗西斯•道格拉斯纪念中学

哈维拉高中

新普利茅斯女子高中

圣心女子中学

斯波茨伍徳中学

塔拉纳基教区女子中学

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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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朗西斯•道格拉斯纪念中学
类型：天主教综合男子高中 
网址：www.fdmc.school.nz 
邮箱：office@fdmc.school.nz 
电话：+64 6 753 6149 
住宿：校内住宿和寄宿家庭

弗朗西斯•道格拉斯纪念中学提供以学术表现为核心的个性化教学。我们的
全国教育成绩证书(NCEA)通过率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打造高学术水准是我校的宗旨。我们全力确保在学术、课堂教育、课外 
活动、学校社区声誉、学生宿舍和寄宿家庭均能有杰出的表现。我们对所有
的学生都报有很高的期望。我们通过小班教学，有效地监察学生们的学习 
情况。除去正常上课时间，所有的寄宿生每晚都有两小时的自习时间，并有
老师提供指导。我们每年会向家长提供四次学习反馈报告。

我们竭诚欢迎国际学生加入我们的大家庭。我们将努力为他们提供友好关爱
的环境。国际学生的加入，能为我校增添色彩，我们很珍视这样的文化多元
性。学生将有机会参加各种课外活动，包括音乐、体育、戏剧及众多精彩 
纷呈的户外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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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维拉高中
类型：男女合校高中 
网址：www.hawerahs.school.nz 
住宿：寄宿家庭

哈维拉高中自1919年起就为南塔拉纳基地区的居民提供高品质的教育。 
我校为学生提供一系列的学术、职业、文化和体育机会。学生在这里享受 
安全和支持的学习环境，有广泛的课程可供选择，并有大量的机会取得杰出
的学术成就。

哈维拉高中为750多位在读学生量身打造合适的学习方案。我们有特殊的 
专业人才项目，与企业有密切的联系，还聘请了国际知名的运动教练为学生
指导。

哈维拉高中为学生设立了很高的标准。我们的校训——诚实、成就、健康、 
卓越、尊重和态度——引领学生学习和成长。这些价值观鼓励他们对自己
的行为和意识自我反省、体谅他人和保护环境，并致力成为终生的学习者。

我们欢迎国际学生及其家人和教育中介前来咨询。我们可以为团体和个人量
身打造适合各自需求的学习项目。

我们开设国家教育成绩证书(NCEA)相关的考试科目，包括文科、社会科学、
数学、英语、商科、体育、科学、工作转换能力、毛利语和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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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普利茅斯女子高中
类型：女子高中 
网址：www.npghs.school.nz 
邮箱：reception@npghs.school.nz

电话：+64 6 757 3899 
住宿：宿舍是现代化的旅馆式公寓楼，能容纳150人，为9到13年级的学生 
提供温暖安全的住宿环境。

新普利茅斯女子高中是新西兰最古老、最久负盛名的公立女校之一。

我们的学校之大，能为学生带来许多机会；我们的学校之小，能保证每一位
学生得到应有的关注和施展个性的发展空间。

我们的传统价值观鼓励大家：

•	 尊重(Whakamana)

•	 责任(Haepapa)，以及：

•	 积极的人际关系(Whanaungatanga)

我们的校园风景优美迷人，提供优质的校内学生宿舍和完善的寄宿家庭 
设施。我们是塔拉纳基地区最大、国际学生最多的学校，开设的学科也是 
范围最广的。国际学生始终如一地得到高标准的教牧关怀，同时也有机会与
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学生进行互动。

我们旨在塑造非凡自信的年轻女性，我们的学生在国家考试中始终取得优异
的成绩。通过学术课程和广泛的体育文化活动作为辅助，每位学生都有机会
获得二十一世纪必备的知识和技能。



STUDY TARANAKI  I   31

26  I  塔拉纳基教育发展中心

圣心女子学院
类型：天主教综合女子高中 
网址：www.shgcnp.school.nz 
邮箱：admin@shgcnp.school.nz  
电话：+64 6 758 5023 
住宿：寄宿家庭

新普利茅斯圣心女子学院关心每位学生的成长。

我们拥有高质量的教职工团队。我校的垂直式互动体系(高年级学生照顾
和指导低年级学生)将不同年龄段的学生紧密联系到一起。该互动体系对
学生们在学术、体育和精神方面的成长均大有益处。

让我们引以为傲的不仅仅是我们出色的学术成绩，还有我校女生在参与
各种运动项目时的出彩表现以及整个学院如家庭般的氛围。我们的校园
美丽空旷，校内建筑有专人定期维护。自建校以来，我们的格言“Age 
Quod Agis”(拉丁语，意为尽全力做到最好)是我们持之以恒的目标。



STUDY TARANAKI  I   31

斯波茨伍德高中
类型：男女合校高中 
网址：www.spotswoodcollege.school.nz 
邮箱：admin@spotswoodcollege.school.nz 
电话：+64 6 751 2416 
住宿：寄宿家庭

“我们是一所多元化、包容和充满关爱的男女合校。学习是我们的教育 
核心。”

斯波茨伍德高中是新普利茅斯的唯一一所男女合校高中，距离市中心仅 
4公里，乘坐公交车可达。我们为学生提供最好的关爱辅导，有20年经验的
国际学生团队随时待命，以确保学生的安全和健康。我们有母语为西班牙
语、法语和日语的教师为国际学生提供支持。我校还荣获了新西兰教育局 
颁发的“国际学生支持卓越奖”。

学生的教学科目和课程表按照他们的个人需求量身定制。艺术是我校的强
项，这方面我们取得了骄人的成绩。最近，九名同学获得了奖学金，其中 
四名在新西兰的顶尖学生排名中位列前1%。

除了课堂上的学习，国际学生也能参课外活动。这包括个人和团体体育 
项目、管弦乐队和爵士乐队、毛利战舞(Kapa	Haka)表演、戏剧、冲浪课程
以及徙步旅行。学校设施有游泳馆、沙滩排球场、运动场、图书馆和带录音
房的音乐工作室。

我们期望您选择在斯波茨伍德高中学习，前来体验纯正的新西兰……我们 
期待您的到来！

塔拉纳基教育发展中心  I  27



28  I  拉纳基教育发展中心

塔拉纳基教区女子中学
类型：塔拉纳基教区高中
网址：www.taranakidio.school.nz 
邮箱：office@taranakidio.school.nz
电话：+64 6 765 5333
住宿：精品宿舍，提供单人房，独立卫生间，含餐食。周末和假期可选
择寄宿家庭。

成立于1914年，塔拉纳基教区女子中学是一所精品女校。我们提供小班
教学和现代化的单人间住宿。我校安全友好，有家庭般的学习氛围。 
我校坐落于艾格蒙特国家公园(Mount	Egmont	National	Park)附近，
距新普利茅斯仅30分钟车程。

塔拉纳基教区女子中学的学术强项是表演、视觉艺术和科学。我们的 
学生在国家考试中成绩优异，能成功地进入到她们梦寐以求的大学。 
我们的年轻企业家商业研究课程和毛利表演艺术课程荣获了地区性的 
冠军。我们鼓励每一位学生最大限度地挖掘她的潜能。课外活动有文化
表演、体育运动、露营、户外教育、义工和国际委员会。

我们的国际学生能充分体验求学生活。在校住宿能让她们收获终身的 
友谊，具备优秀的英语能力，同时领导能力也得到了锻炼的机会。每位
国际学生都会有一位学习伙伴迎接他们的到来。国际部主任也会针对 
学生的个人情况来安排英文课程，为国际学生提供支持。



高等教育
太平洋国际酒店管理学院

塔拉纳基西方理工学院 (WI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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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国际酒店管理学院
类型：私立培训院校

网址：www.pihms.ac.nz 
邮箱：marketing@pihms.ac.nz 

电话：+64 6 968 1421

住宿：学生宿舍为Qualmark质量评鉴协会评定的四星级酒店。语言学校的
学生可选择寄宿家庭住宿。

太平洋国际酒店管理学院提供新西兰学历认证局(NZQA)认可的从专科到 
硕士的酒店与旅游管理课程。授课方式包括教师课堂授课以及实地训练， 
学生将会参与酒店各个部门的运营，其中包括餐饮部、客房部和管理部。

太平洋国际酒店管理学院的课程还包含在新西兰首屈一指的各大酒店内进行
的全日制带薪实习（至少六个月）。该实习项目为我校97%毕业生的就业 
保驾护航。

太平洋国际酒店管理学院是“全球顶尖酒店管理学院联盟”的成员，与诸多 
海外的学院和业内资源都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我们一起开发质量基准系统、
共享信息和资源、研究调查、发布并召开行业会议，并为我校学生就业和 
教育之路提供更广泛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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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拉纳基西方理工学院 
(WITT)
类型：高等教育	

网址：www.witt.ac.nz 

邮箱：info@witt.ac.nz  

电话：+64	6	757	3100

住宿：寄宿家庭和校内学生宿舍

新西兰塔拉纳基西方理工学院是一所高质量的公立高等教育机构。

西方理工学院是唯一一所在塔拉纳基境内提供大量从专科到本科课程的 
国立高等教育学府，课程设置包括商科、护理、酒店管理、毛利文化、 
人文学科、媒体、艺术、电学、工程、自动化、焊接、木工、建筑、 
计算机、健康教育、理发、美容、化妆、幼教、社会科学和农学。 
西方理工学院还专门为国际留学生提供专业的英语教学和预科课程。

我校校园内设施齐全，拥有咖啡厅、艺术楼、电脑教室、工程车间、酒店 
管理设施(包括一个实践训练用的餐厅和咖啡厅)，以及两栋现代化且经济 
实惠的学生宿舍楼。

西方理工学院的课程设置专注于职业技术方面的成就，并力求为毕业生能够 
成功踏入工作岗位提供保障，或为他们未来的职业发展提供进一步的教育及 
培训。

我们优质的师资力量致力于帮助我们的学生取得更好的学习成果。我校颁发
的学历在整个地区乃至全国范围内都是被高度认可的。

西方理工学院与新西兰的各个产业都有着密切的联系，以确保我校学生在 
课堂内学到的专业技术与知识符合雇主们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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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以下方式了解更多地区详情
网址：www.taranaki.info 
邮箱：study@venture.org.nz 
电话：+64 6759 5150

我方承诺尽最大可能确保本手册发行时手册中所有的信息的准确性，出版方对
本手册提供的信息或任何遗漏不承担任何责任。我方默认认为所有由学校提供
的图片均是在获得所有必要权限及许可的情况下制作完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