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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UCATION NEW ZEALAND’S LOCATIONS

What ENZ Do

• Leadership
• Marketing and 

promotion
• Scholarships 
• Industry development

ENZ’s Role

ENZ is New Zealand’s 
government agency for 
building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We promote 
New Zealand as a study 
destination and support 
the delivery of education 
services offshore.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IN NEW ZEALAND

China and India 
dominate

Over half of NZ’s 
international 

students come from 
China and In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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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西蘭主要由南島和北島組成

➢總人口：500萬人 (at 31 March 2020)

奧克蘭有150萬人；惠靈頓約40萬人

➢面積：27萬平方公里

➢氣候：新西蘭位於南半球，四季與北半球相反。

夏季幹燥，氣溫在18-28度之間；冬季濕潤溫和，

氣溫在5-15度之間。

➢新西蘭是一個發達國家，生活水平高、失業率低

及穩定的政治經濟環境

➢新西蘭是母語為英語的國家。毛利語也是其官方

語言

ABOUT NEW ZEALAND

關 於 新 西 蘭 11
小時



NZ EDUCATION SYSTEM

新 西 蘭 教 育 體 系

Primary School
小 學（6年）

Age 5 - 10

Intermediate School
初 中（2年）

Age 11 - 12

Secondary School
高 中（5年）

Age 13 - 17

Tertiary
高等教育

Age 18+

Year0 – Year6
(0-6年級)

Year7 & Year8
(7-8年級)

Year9
Year10
Year11 – NCEA1/IGCSE*
Year12 – NCEA2/AS/IB
Year13 – NCEA3/A2/IB

English Language 
Schools

語 言 學 校

Private Training 
Establishments (PTE)
私立高等培訓機構

NZ Institute of Skills 
and Technology (NZIST)
公立理工學院 (原ITP)

Universities
8 所 大 學

Foundation Year
大 學 預 科

WHY NZ EDUCATION | JAN 2021* 部分學校開始逐步取消IGCSE課程

小學階段留學需
家長陪讀

（可兼職工作）



NZ QUALIFICATIONS FRAMEWORK

私立高等院校

大 學

毛利大學

院
校

類
別

學
歷

博士

碩士

研究生

學士

大專及本科文憑

證書、預科及語言課程

學士學位：3-6年
碩士學位

授課型：1-1.5年
研究型：2年

博士學位：3-5年

新 西 蘭 高 等 教 育 體 系

New Zealand Institute of Skills & Technology  國立理工學院



HK/MACAU VS NZ EDUCATION SYSTEM 香 港/澳門 – 新 西 蘭 學 制 對 比 圖

香 港/澳門 年龄 NZQA Level New Zealand

博士學位

16+

10 Doctorate

碩士學位
9

Master
8 Postgraduate Diploma/Taught Master

大四
大學

高級文憑或副學
士

7

Bachelor

Graduate Diploma

大三 6 Diploma

大二 4-5 Certificate / Diploma

大一 17-18 NCEA LEVEL 3

High School / 
College 

Year 13 Foundation / A Level / IB

中六(高中三)

高中

16-17 NCEA LEVEL 2 Year 12 AS Level / IB Diploma

中五 (高中二) 15-16 NCEA LEVEL 1 Year 11 IGCSE

中四 (高中一) 14-15 Year 10

中三 (初中三)

初中

13-14 Year 9

中二 (初中二) 12-13
Intermediate

Year 8

中一 (初中一) 11-12 Year 7
小六

小學

10-11

Primary School

Year 6
小五 9-10 Year 5
小四 8-9 Year 4
小三 7-8 Year 3
小二 6-7 Year 2
小一 5-6 Year 1

幼 稚 園 2-5 Kindergarten



UNIVERSITIES 新 西 蘭 的 大 學

AUT University 
奧克蘭理工大學
www.aut.ac.nz

The University of Auckland
奧克蘭大學
www.auckland.ac.nz

Massey University 
梅西大學
www.massey.ac.nz

Lincoln University
林肯大學
www.lincoln.ac.nz

The University of Canterbury
坎特伯雷大學
www.canterbury.ac.nz

The University of Otago

奧塔哥大學
www.otago.ac.nz

Victoria University of 
Wellington

惠靈頓維多利亞大學
www.wgtn.ac.nz

The University of Waikato

懷卡托大學
www.waikato.ac.nz Auckland

Hamilton

Wellington

Palmerston 
North

Christchurch

Dunedin

* 2021 QS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s

(QS: #81)

(QS: #184)

(QS: #223)

(QS: #270)

(QS: #375)

(QS: #272)

(QS: #387)

(QS: #437)



UNIVERSITIES

新 西 蘭 的 大 學

所有新西蘭大學
名列全球排名前3% *

* QS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s

奧克蘭大學
The University of Auckland

世界排名前100的國寶級
大學

奧克蘭理工大學
AUT University

就業導向，小班教學的
實用研究型大學

梅西大學
Massey University 

擁有三個校區的唯壹全
國性大學。開設新西蘭
唯一的獸醫及航空專業
的大學

懷卡托大學
The University of Waikato

一年可三次開學。有著
被譽為“南半球的哈佛”
的“三皇冠”懷卡托管理
學院

惠靈頓維多利亞大學
Victoria University of Wellington

依托首都優勢，政治、公共
關系及法律等人文學科強悍，
人工智能研發全球前五

坎特伯雷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Canterbury

新西蘭第一位諾獎畢業
的大學。新西蘭歷史最
悠久的工程學院

林肯大學
Lincoln University

“小而精”：小規模大學全球
排名前18位
“術業有專攻”：土地資源、
農業及食品、生態系統及景
觀設計專業全球領先

奧塔哥大學
The University of Otago

新西蘭全國排名第二，
歷史最悠久的大學。全
球16大最美校園之一。
擁有新西蘭唯二的醫學
院

WHY NZ EDUCATION | 新西蘭教育國際推廣局



2020 NZ UNIVERSITIES RANK IN THE WORLD’S TOP 50

新西蘭的大學世界排名前50的學科

考古學: 奧克蘭大學（25） 古代經典歷史: 奧塔哥大學（47）

英國文學: 奧克蘭大學（39） 表演藝術: 奧克蘭大學（32）

哲學: 奧克蘭大學（43）

農林學: 梅西大學（29） 解剖生理學: 奧塔哥大學（45）

牙醫: 奧塔哥大學（33） 護理學: 奧克蘭大學（44）

藥劑與藥理學: 奧克蘭大學（27）心理學: 奧克蘭大學（40）

地理學: 奧克蘭大學（30）

人類學: 奧克蘭大學（45）

教育學: 奧克蘭大學（27）

酒店及休閑管理: 奧克蘭理工大學（34）
惠靈頓維多利亞大學（50）

法學: 奧克蘭大學（27）

圖書管理學: 惠靈頓維多利亞大學（50）

體育類別: 奧塔哥大學（13）奧克蘭大學（29）
奧克蘭理工大學（35）

土木工程: 奧克蘭大學（39）坎特伯雷大學（Shanghai: 9）

藝術及人文

生命科學及藥學

自然科學

社會科學與管理

工程與科技

WHY NZ EDUCATION | 新西蘭教育國際推廣局



千帆之都
全球最佳宜居城市

AUCKLAND

最大城市 – 奧克蘭

www.aucklandnz.com/study-work-and-live/study

第四大城市
新西蘭未來的貨運樞紐

HAMILTON

漢密爾頓

www.studywaikato.co.nz

WHY NZ EDUCATION|新西蘭教育國際推廣局



高級知識分子雲集
之最具蘇格蘭風格古城

DUNEDIN

但尼丁

大學城
農業食品創新研究中心

PALMERSTON 
NORTH
北帕默斯頓

www.dunedinnz.com/study www.manawatunz.co.nz/study

WHY NZ EDUCATION|新西蘭教育國際推廣局



創意及文化之都
南半球好萊塢

WELLINGTON

首 都 - 惠 靈 頓

www.wellingtonnz.com/study/

花園城市
城市重建人才需求大

CHRISTCHURCH

基 督 城

www.christchurchnz.com/study



NEW ZEALAND INSTITUTE OF SKILLS 
AND TECHNOLOGY (Te Pūkenga)

新 西 蘭 的 國 立 理 工 學 院 （應 用 型 大 學）

➢國立理工學院 職業技術專上院校。實為應用型大學。
➢國立理工學院 澳洲TAFE。我們提供從證書、本科、

研究生直至博士課程。
➢ 2020年4月1日起，16所國立理工學院合並為一（A single 

ITP for New Zealand）
➢新名稱：Te Pūkenga – New Zealand Institute of Skills and 

Technology

➢从Institutes of Technology / Polytechnics (ITP) 變為New 
Zealand Institute of Skills & Technology (NZIST)

➢ 16 所國立理工學院成為 16个NZIST 的校區
➢ 2022 年以前為過渡期，國際學生申請照舊，分別向16所

ITP申請

WHY NZ EDUCATION | 新西蘭教育國際推廣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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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tepukenga.ac.nz



課程實用

緊貼行業需求
職業培訓為主

專業度高

授課老師多為
行業專業人士

學制靈活

課程設計上允
許轉學轉專業

小班授課

互動程度高
師生關系融洽

就業率高

學以致用，學
歷就業雙豐收

NZIST (ITP) STRENGTHS

選擇國立理工學院的理由

WHY NZ EDUCATION|新西蘭教育國際推廣局
www.vocationaleducation.ac.nz

www.tepukenga.ac.nz



PRIVATE TRAINING ESTABLISHMENTS

私 立 高 等 院 校 (PTE)

新西蘭擁有700多所私立
院校，學校規模較小，且
課程選擇面小但專業度高

商業與科技

奧克蘭商學院 (AIS)
www.ais.ac.nz

幼兒教育

新西蘭高等教育學院 (NZTC)
www.nztertiarycollege.ac.nz

酒店及餐飲管理

新西蘭太平洋國際酒店
管理學院 (PIHMS)
www.pihms.ac.nz

新西蘭藍帶國際學院
www.lecordonbleu.co.nz

動漫及影視後期

新西蘭媒體設計學院 (MDS)
mediadesignschool.com

Yoobee 設計學院
www.yoobee.ac.nz

旅遊管理

皇后鎮旅遊學院 (QRC)
www.qrc.ac.nz

* 以上院校僅列作為範例說明用途，並不表明ENZ任何立場



新西蘭本、碩基本入學條件UNI ENTRY REQUIREMENTS

學術要求

Academic 
Background

語言

English 
Proficiency

* 有些專業可能會有額外條件要求，比如建築、音樂、影視等專業需交作品集；教育、醫學類需面試等

高中畢業: 高中成績70-75% 

（通过预科项目）

完成大一: 成績70-75%以上

大專1-2年: 成績75%以上

大學學士學位畢業: 成績70-75%以上

部分大學需提供推薦人+學習計劃

雅思（IELTS）: 6（單項5.5）

托福（TOEFL）: 79-80 iBT

（部分大學要求：寫作20-21）

學士類別 碩士類別

雅思（IELTS）: 6.5（單項6）

托福（TOEFL）: 90-100 

（部分大學要求：寫作20-21）



A-Level 

GCE:

任意3門學科至少一門達到C
以上

Cambridge:

數學 (AS) - Pass

英文 (AS) - E以上

任意3門學科 (AS/A2) – D以
上 且需滿足至少120分的入學
門檻（下圖）

IB Diploma

IB Diploma 最低不低於24分

部分大學對英文特別要求：

語言A 類：語言或文學的英
語課程中達到標準(Standard 
Level)以上

語言B類： 英語課程達到高
等水平 (Higher Level)

AP/SAT

AP: 

Admission: Canterbury, VUW

Credit/Placement: Lincoln

English Proficiency: Waikato

SAT: 

Admission:

Lincoln, Massey, Auckland, 
Otago, Waikato

English Proficiency: Lincoln

Australia/Canada/others

Australia: 澳洲12年級證書，
以及不低於69分。

Canada：高中畢業，以及均
分不低於 – Quebec: 60%;
Ontario: 65%

Hong Kong: 香港文憑試(DSE)
成績15分，五科達到第3級，
或三科達到第4級(英文+2科
選修)

Others: Case-by-case basis

ADMISSION QUALIFICATIONS FOR NZ UNIVERSITIES

新西蘭大學（學士）最低入學要求 – 國際文憑證書

• 以上要求僅為入學最低要求，並不代表滿足新西蘭所有大學的入學標準。請以各所大學官網入學要求為準。
• E.g. The University of Auckland: Bachelor of Commerce (GCE A-Level: BCC; IB: 28); Bachelor of Architectural Studies 

(GCE A-Level: BBB; IB: 31); 

* Data source: www.collegeboard.org



STUDENT APPLICATION PROCESS

新西蘭院校入學及簽證申請簡單流程及開學時間

獲得錄取通知書
Offer of Place

申請學生簽證

校方網站或通過

中介申請

獲得原則批準
（AIP）

支付學費 獲得學生簽證

學期
Semester

開學時間
Commencement

第一學期 3月

第二學期 7月

註冊課程

學期
Terms

開學時間
Commencement

第一學期 2月

第二學期 5月

第三學期 7月

第四學期 10月

高等院校

中小學

WHY NZ EDUCATION | 新西蘭教育國際推廣局



ACCOMMODATION OPTIONS

住 宿 選 擇

HALLS OF RESIDENCE (OR 
HOSTELS)
學生宿舍

有一人間房間或與人合住。在公
共餐廳就餐。房間衛生有人打掃，
但要保持整潔。通常在校園附近。

A HOMESTAY
(OR PRIVATE BOARD)

家庭寄宿

學生與本地人的家庭一起生活，成為
他們家庭的一員，要幫助他們做點家
務，并遵守主人家制定的一些生活規
則，如就寢時間等等。大家一起進餐。

FLATTING/INDEPENDENT 
ACCOMMODATION/

APARTMENT
租房

你個人承租或與他們合租的房子或公
寓。大部分公寓出租時不含家具。房
租按區域價錢不同。公寓多位於CBD。



課 程
Programme

每 年 學 費（新 西 蘭 元）
Annual Tuition Fee (in NZD)

語言課程 English Language $320 - $430/week

中小學 Primary & Secondary School $10,000 - $23,000 (Private school: $25,000 - $39,000)

職業教育與培訓證書及文憑
Certificate & Diploma

$7,000 - $20,000

本科學士學位課程
Undergraduate / Bachelor Degree

$16,000 - $31,000

研究生碩士學位課程
Postgraduate / Master Degree

$24,000 - $40,000

博士學位課程
PhD

$6,000 - $7,000

NOTE: This is not an official statement of fees. It is indicative only. This does not include high value 
programmes such as health sciences and aviation.

TUITION FEE

學 費



GREAT PACKAGE FOR PHDS

性價比最高的博士 (PhD) 課程
學 費 / 年
NZ$7,000 

新西蘭本地學

生相同的費用

子女可讀當

地中小學

全職工作 三年畢業生

工作簽證

配偶申請開

放工簽

留學生在新西蘭就讀博士課程

可以享受：

了解更多關於在學習期間和畢業之後的工作信息，請瀏覽

www.studyinnewzealand.govt.nz/cn/study-options/phd-package



博士 (PhD) 申請流程及條件PHD ENTRY REQUIREMENTS

學 術 要 求

研究型碩士畢業
成績平均75%以上

語 言

雅思6.5 (單項6)
* 部分專業要求7分

官網遞交申請

* 部分有申請日
期要求 (Waikato)

匹配導師

* 部分大學允許
遞交申請前匹配

(Otago/VUW)

額外要求

個人簡歷（CV）
簡要研究方向（Research 

Intent / Expression of 
Interest）

提交簡要研究
方向 (2000字)

拿到Offer
博士第一年

（Provisional）

完成Research 
Proposal

(1 萬字以內)



MASTER DEGREES

碩士課程學生政策

具體解釋權歸新西蘭移民局：www.immigration.govt.nz 

申請三年畢業生

工作簽證

配偶可以申請

開放工簽 子女可以入讀

當地中小學



SCHOLARSHIPS

獎 學 金 的 申 請

https://www.studyinnewzealand.govt.nz/how-to-apply/scholarships/



STUDENT VISA REQUIREMENTS
學 生 簽 證 要 求

詳情請參見新西蘭移民局網站：

www.immigration.govt.nz 



IMMIGRATION POLICY UPDATE

移 民 局 學 生 簽 證 政 策

• 報讀14周以上語言課程者，可兼職工作（20小時/周）。

• 報讀一年以上專上教育課程的學生，可在假期全職工作。

• 完成新西蘭學士學位課程以上的學生，畢業后可獲得3年的開放性工作簽證
（Post-Work Visa）。

• 完成新西蘭2年以下專上教育課程（學士學位以下）的學生，在奧克蘭地區
學習的，畢業後可獲得一年的開放性工作簽證；非奧克蘭地區的，畢業後可
獲得兩年的開放性工作簽證。

詳情請參見新西蘭移民局網站：

www.immigration.govt.nz

http://www.immigration.govt.nz/


SKILLED MIGRANT CATEGORY

新 西 蘭 技 能 移 民

申請人打分達到160分

以上，才有望獲得新

西蘭技能移民的邀請

160分

新西蘭是世界上唯一
簽發真正意義上的
Permanent Resident 

Visa的國家

永久居留權

20-39 歲加分最多 (30 points)

年齡

學歷越高加分越多
本地額外加分

(學士學位: 50分 + NZ學歷10分)

學歷

新西蘭Job Offer (50分)

經驗 (2年: 10分+NZ經驗10分)

工作

就業地區：非奧克蘭地區加30分

配偶: 學歷和英語

收入：高薪職業獲額外加分

具體解釋權歸新西蘭移民局：
www.immigration.govt.nz/documents/forms-and-guides/inz1003.pdf



全力保障在新西蘭境內
國際學生的權益

COVID-19 新型冠狀病毒疫情信息更新

國際學生是新西蘭社區
裏重要的組成部分，學
生的身心健康是我們的
重中之重 。

 有關新西蘭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的
最新政府信息請參見：
covid19.govt.nz

 新西蘭目前處於1級 (低風險)預警
狀況，更詳細信息可關註為國際
學生所提供的官方網址(NauMai
NZ ):

naumainz.studyinnewzealand.govt.nz

WHY NZ EDUCATION | 新西蘭教育國際推廣局



簽證信息
在海外的學生簽證持有人
因為新西蘭的邊境關閉，學生簽
證持有人現在不能進入新西蘭。

在新西蘭的學生簽證持有人
如果您剛完成學業或即將完成學
習，但由於國際旅行限制而無法
離 開 新 西 蘭 ， 您 可 以 申 請
COVID-19短期訪客簽證。此新
簽證有效期為兩個月，可多次申
請這個簽證。

學生所就讀的學校對
國際學生負有重要責
任，來確保學生在疫
情期間得到充分的信
息、安全保障和適當

的照顧

身心健康與關懷

新西蘭政府正在為受影響
的企業發放工資補貼，這
些補貼將會由雇主轉發給
員工。

如果國際學生的工作受到
新冠病毒疫情的影響，學
生應該去查一下是否有資
格獲得工資補貼。

學校：幫扶基金中獲得
緊急款項或者食物包

民防應急管理小組：服
務旨在幫助那些完全無
依無靠的人。

大使館：您可以聯系您
國家駐新西蘭的大使館

食品銀行：免費食品包

當地團體：社區、宗教
和文化社群

學生應向保險提供商確認保
險政策的變更。

學生可以使用免費的新型冠
狀病毒檢測服務和公共醫療
服務。健康熱線：0800 358 
5453

財務困境

學生醫療資格

住宿

如果學生沒有合適的住宿，
請先聯系校方，他們有義務
為學生提供幫助。

離開新西蘭回國

請確認的離開新西蘭的有效
國際機票。

除非學生已經成功預定了機
票，否則請不要離開寄宿家
庭/住處。

兼職工作補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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