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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来到罗克汉普顿。您在此将发现全国顶尖的寄宿学校、卓越的
教育设施和丰富多样的产业，为您的理想职业提供支持。  

罗克汉普顿因其富有深度且丰富多样的教学、研究、职业教育和培
训活动而备受好评。 

我们拥有昆士兰州唯一一所双层次大学，即提供技工培训和高等教
育培训的大学。我们目前所熟知的澳大利亚中央昆士兰大学（CQU）
正是由乡村技术和继续教育学院（TAFE）以及澳大利亚进步最快的
年轻乡村大学之一合并而来。CQU为所有学生提供一个安全而友好
的环境。 

罗克汉普顿将乡村生活的精华和城市生活相结合，并且一年中有300
天阳光明媚的天气。本地区从内陆延伸至海洋。您难道不想用最美
妙的求学时光探索罗克汉普顿地区吗？

在我们的经济行动计划中，国际合作处于最前沿位置，发展罗克汉
普顿（Advance Rockhampton）团队一直在努力为留学罗克汉普顿
（Study Rockhampton）计划奠定基础，这一计划正在推动着这个机
会。 

我们邀请国际学生前来罗克汉普顿社区，在此融入我们地道的澳大
利亚文化，享受卓越的教育机会。

玛格丽特•斯特雷洛（Margaret Strelow） 
罗克汉普顿地区 市长 

市长的欢迎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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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大的教育和培训产业推动创新，建立更强大的经济，创造更多的
就业岗位。«2016-2026发展昆士兰的国际教育和培训战略»致力于创
建强大并且可持续的国际教育和培训（IET）产业，从而促进国际参
与，为昆士兰州培养终身大使，成为促进昆士兰州知识经济增长的
关键催化剂。

昆士兰州拥有12万名国际学生，超过三分之一的学生选择在偏远地
区学习。2016年，菲茨罗伊—罗克汉普顿（Fitzory-Rockhampton）
地区吸引了240名国际学生前来就读，国际教育培训部门聘用了67
名当地居民，预计为当地经济贡献了900万澳元（德勤经济研究所
[Deloitte Access Economics]）。

地区学习集群在促进当地应对措施上发挥着关键作用，以此支持学
生，并联系社区和企业。通过集群方法，我们齐心协力，为学生提
供最佳学习体验。我祝贺罗克汉普顿地区开展留学罗克汉普顿计
划。

欢迎加入我们的地区网络，期待与您在留学昆士兰（Study 
Queensland）品牌计划中一起合作。

 
丽贝卡•霍尔（Rebecca Hall） 
昆士兰州贸易投资局

国际教育及培训署

执行主任 

昆士兰中部的经济繁忙且充满活力，还有着许多特色，使其成为生
活、工作和娱乐的好地方。 

作为大型的地区中心，我们这里有着一系列支持西部矿业的辅助企
业。罗克汉普顿是澳大利亚有名的牛肉之都，我们三年一次的牛肉
博览会吸引着近10万名游客。上届牛肉博览会在2018年5月6日至12
日举行。让来自本地、其他州及外国的访客都沉浸在所有与牛相关
的活动中。

我们位于大堡礁南端，这里的海岸线堪称游客圣地。无论是希望只
留一晚的游客，或者是希望待久一点的游客，我们都可以提供丰富
的住宿选择，包括离岸仅16公里的绝美的大克佩尔岛（Great Keppel 
Island）海岛度假胜地，到罗克汉普顿及其海边的诸多豪华住宿。

作为零售中心，我们拥有160多家零售商铺进驻的斯托克兰
（Stockland）购物中心，囊括了国内外品牌零售店和本地零售商
铺。如果您是美食和咖啡爱好者，一系列顶级餐馆和僻静巷弄间的
咖啡店正等着您去发掘和品尝。 

罗克汉普顿是昆士兰中部的门户，您可以把它作为旅程的大本营，
游览西部，体验真正的内陆动人风光。我们这片地区可以满足您一
切的向往！ 

彼得•弗雷泽（Peter Fraser） 
卡普里科恩商会会长

贸易投      
资局的欢迎辞 

卡普里
科恩商会
的欢迎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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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
和关键
产业信息

“我们的目标是让这
个地区成为昆士兰中
部的经济中心”

政府拥有的 

机场 
供澳洲国防
军使用

每年300天
晴朗天气

260,000 
昆士兰中
部人口

86,000 
罗克汉普
顿人口

600,000+ 
年乘客人次 
进出机场

直飞
布里斯班、黄金海岸、
汤斯维尔和麦凯

发展
2016 年国家经济
发展卓越奖（数
字企业家）

服务中心 
昆士兰中部（CQ）
贸易、采矿和
投资

澳大利亚的

牛肉之都

200+ 
每周客运航班
安排

1小时 
从布里斯班
出发的飞行
时间

卫生保健
优秀的卫生保
健和医疗服务业

举世闻名
的牛肉博
览会  

教育
强大的教育和培
训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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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实现这个目标，

发展罗克汉普顿团队

正努力在以下方面

取得成果

农业企业
我们利用丰富的农业资源，强
化我们作为澳大利亚牛肉之都
的根基，同时也为其他产品创
造商机。 

国际关系
采用战略及专注方式迎接国际
参与和贸易机会。

教育和培训
我们积极寻求并且以教育和培
训方面的机会为基础来支持我
们的现有世界一流机构。

交通和物流
我们位处中心，地理位置极其
适合发展，可完善我们作为交
通及物流中心的角色。

资源
我们正努力成为针对加利里盆
地地区发展的东海岸联络点。

中央商务区
发展
我们意识到我们富有历史意义
的中央商务区的传承，并将把
握机会加强它的作用。

保健和健康
我们意识到我们富有历史意义
的中央商务区的传承，并将把
握机会加强它的作用。 

国防 
基于我们和浅水湾训练区的联
系，我们在国防上发挥着重要
作用。

智能区域中心 
我们利用现代科技支持现有和
新兴业务，把我们定位为一座
未来城市。

旅游和活动 
我们通过审慎投资来提升我们
的旅游和活动承办能力，以及
关键策略的交付能力。  
 

罗克汉普顿的地区生产总值为51亿澳元，其中卫生保健
和社会援助是产值最高的行业，在2015-2016年度创造了
5.32亿澳元的产值。 

2015-2016年度出口额（国内和国际）为6.41亿澳元，前
十大产业包括： 

(来源：Economy. ID)

产业 百万澳元
该产业对当地     
经济的贡献率 

该产业对昆士兰       
经济的贡献率 

供电、供气、供水以及废物处理 641.4 20.5 3.6

制造 617.5 19.8 16.9

交通、邮政和仓储 476.4 15.3 9.6

矿业 22.9 7.1 28.6

卫生保健和社会援助 214.8 6.9 3.6

教育和培训 194.7 6.2 2.4

餐饮及酒店业 188.1 6.0 4.2

其它服务 145.4 4.7 1.1

公共管理和安全 132.0 4.2 5.8

批发贸易 126.2 4.0 3.0

 / 以上表现强劲的产业创造了就业机会，并可
被视为国际学生在罗克汉普顿地区的潜在学
习领域。  

 / 根据澳大利亚乡村研究所（Regional Australia 
Institute）预测，罗克汉普顿在2013至2031年间的复
合年均增长率将达2.9%，高于2.7%的全国平均增长
率。在2001至2013年间，罗克汉普顿的增长率为2.9%
，与全国平均增长率持平。罗克汉普顿是仅有的13个
增长率超过全国平均水平的乡村城市之一。 

关键产业
数据

澳大利亚乡村研究所

根据人口规模和增长预测划分的小城
市地图—罗克汉普顿在未来10年的增
长率为1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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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及
求职市场
信息

罗克汉普顿地区政府辖区的
主要就业领域包括：卫生保
健、零售贸易、教育和制造
业。 
罗克汉普顿地区内的主要医疗保健机构有罗克汉普顿
医院（Rockhampton Hospital）、摩根山医院（Mount 
Morgan Hospital）、马特·米瑟里科迪亚医院罗克汉普
顿分院（Mater Misericordiae Hospital Rockhampton）
和希尔克雷斯特·罗克汉普顿私立医院（Hillcrest 
Rockhampton Private Hospital）以及众多养老机构。主要
的零售中心位于罗克汉普顿中央商务区（包含市中心广
场[City Centre Plaza]和东街购物中心[East Street Mall]），
其他的大型零售中心分布在艾伦斯顿广场（Allenstown 
Square）、格雷斯米尔购物世界（Gracemere 
Shoppingworld）、格雷斯米尔广场（Gracemere  Plaza）
、北区广场（Northside Plaza）、斯托克兰·罗克汉普
顿购物中心和红山家居购物中心（Red Hill Homemaker 
Centre）。

2015年至2016年，罗克汉普顿地区就业岗位与
居民数量的比值为1.07，这意味着岗位数量大
于居民劳动人口数量。 

 / 教育与培训产业的比值最高（1.24），其次为农
业、林业和渔业、公共管理、卫生保健和社会援

助、专业服务、科技服务及金融和保险服务。 

2015-16当地就业情况

卫生保健和社会援助产业 6249

零售贸易 4568

教育与培训 4402

建筑业 3401

公共管理 3294

制造业 3163

餐饮及酒店业 2946 

 / 工资：在罗克汉普顿，68.8%家庭的每周收入超过
650澳元，其中近45%家庭的每周收入在1000澳元至
3000澳元之间。 

关键就业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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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惠的住房价格

地区特色 

智能中心 
智能中心（Smart Hub）是供小企业和初创企业聚集

在一起共事的经济型共享办公空间，可促进企业间

交流、合作和建立社交关系，从而形成一个初创体

系。罗克汉普顿体系由一个活力社区构成，其中包

括现有的初创者、导师、志愿者、合作伙伴、CQU
及天使投资人所组成的强大团体，拥有支持性、积

极性和合作性的文化。该中心运行的结构化加速器

项目为企业家提供进一步支持，协助开启和发展他

们的商业思路。免费快速的无线网络连接提供了连

通国内外的便捷渠道。

智能中心也在推进一个青年企业家项目，该项目旨

在通过互动式和体验式学习，教授基本的创业技

能。该项目面向本地15至24岁青年，鼓励他们留在

罗克汉普顿地区，通过探索企业家精神成就职业发

展之路。

智能中心坐落在斥资上百万澳元打造的河滨文化创

新区的核心地带。智能中心的所在地是一座美丽

的文物建筑，其设施提供了舒适的工作环境，其中

空间的现代化装修完美融合古今，激发出创造力和

生产力。研究还表明，自然景观和接触自然有利于

增强洞察力和创造力，这有可能带来成果改善与创

新。智能中心不仅有美妙的河景，也提供了通往山

丘、植物园和大海的便捷途径。

 

Source: Australian Bureau of Statistics, Census of Population and 
Housing, 2016 (Usual residence data). Compiled and presented in 
pro�le.id by .id, the population expe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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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从左至右阅读此表

2017年6月的住房成本

 罗克汉普顿    昆士兰州

独立式住宅中位价 267,370澳元 459,353澳元

公寓式住宅中位价 232,292澳元 353,056澳元

2017年6月住房租赁（每周）

 罗克汉普顿    昆士兰州

独立式住宅中位价 280澳元 385澳元

公寓式住宅中位价 220澳元 345澳元

住房价格通常因预期资本增长和房产定制能力，而将房
屋所有权溢价计算在内；但租房成本可更加直接地衡量
在该地居住的直接经济价值。租金的增长通常与就业和
住房需求之间存在更直接的关系。 

罗克汉普顿地区
2016年，近10%的罗克汉普顿居民出生于海外，24%的居
民在2016年前的五年内移居澳大利亚。2011年至2016年
间，从海外移居罗克汉普顿地区的人数增加了24.1%。主
要群体所使用的语言如下：

 / 菲律宾语/塔加拉族语

 / 越南语

 / 葡萄牙语

 / 汉语（普通话）

 / 泰米尔语

 / 南非语

 / 旁遮普语

 / 波斯语/达里语

 / 印地语

 / 马拉雅拉姆语 

多样性发展得到了三家主要机

构的支持：

 / 澳大利亚多元文化发展组织（ MDA）
 / 中央昆士兰多元文化协会（ CQ 

    Multicultural  Association）
 / 罗克汉普顿华人俱乐部

  （ Rockhampton Chinese Cl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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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家托儿所和早教中心

 /18所私立学校

 /22所公立小学

 /4所公立中学

 / CQU(昆士兰州唯一的   
双层次大学)

 /昆士兰大学的乡村临床  
学院

 /詹姆斯·库克大学(JAMES 
COOK UNIVERSITY)的全
科医疗培训课程

作为昆士兰中部的服务中心，罗克汉普顿拥有世界

级的教育设施和建制完善的寄宿学校，并且在提供

深度教学、研究、职业和高等教育及培训活动方面

享有声誉。

这些教育机构都不同程度地参与了国际交流，并且

通常独立进行交流拓展工作。若干产业和企业已经

参与职场培训，并为国际学生提供实习。

教育
和培训
产业

该地区
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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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教育概览
表1：2016年IET分部门入学人数与收益

IET分部门 入学人数 收益（百万澳元）

合计 240 7

五大生源市场占该地区国际学生入学总数46%，分别
是中国、德国、印度、日本和美国。最大生源国为
中国，与本州的排名相符。但是，与昆士兰总体情
况相比，菲茨罗伊-罗克汉普顿更受德国、日本和美
国学生的欢迎。 

除了通过学生签证前来的国际学生，一些持非学生
签证的国际学生也选择前来本地区学习。来自中
国、日本、韩国、巴比亚新几内亚和若干其它国家
的游学团都会定期访问本地区。 

罗克汉普顿的优势
 / 提供纯正的澳式体验

 / 提供清洁、绿色和安全的环境；

 / 提供深度沉浸澳大利亚文化和语言的机会；

 / 汇聚大量寄宿强校；

 / 发展良好的私立和公立教育体系；

 / 澳大利亚CQU—1967年建于罗克汉普顿，该校总
部仍位于市区，两大校区提供全面的职业和高等
教育学历资格课程，从一级证书到博士学位，涵
盖一系列广泛学科； 

 / 昆士兰大学的乡村临床学院提供全面的医疗培训
课程，包括所有关键学科领域的机会和体验，以
及许多亚专业学科，如放射学、耳鼻喉、泌尿学
和眼科学；

 / 詹姆斯·库克大学医学与牙医学院向有意成为专
业全科医生的医学毕业生提供全科医学研究生培
训课程； 

 / 提供中小学、职业教育培训（VET）和大学的升
学途径

 / 可提供专业培训和工作经验（实习）的关键地区
产业；

 / 提供本地区的毕业后就业机会；

 / 针对技术移民的偏远地区优势；

 / 地处南大堡礁和内陆腹地，提供潜在的教育旅游
机会；

 / 及与一些关键亚洲市场的现有连接。

2016年，IET产业对罗克汉普
顿地区的经济贡献为900万澳
元，雇佣员工数量为66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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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QU
（高等教育）

海茨学院

罗克汉普顿    
女子文法学校 

罗克汉普顿 
文法学校 

中央昆士兰大学   
职业教育—

TAEF职业技术学院

大教堂学院
 

罗克汉普顿的

教育机构
菲
茨
罗
伊
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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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QU英语中心 
位于罗克汉普顿北部的CQU英语语言中心坐落在为

其专门建造的建筑内，也是该地区唯一的国际英语

语言测试系统（IELTS雅思）考试中心。该语言中

心自1989年起运行，是澳大利亚最早的语言学校之

一。它是CQU国际部的一部分，也是罗克汉普顿社

区的组成部分。罗克汉普顿的CQU英语中心是昆士

兰中部唯一经联邦政府招收海外学生院校及课程注

册登记系统（CRICOS）注册的英语语言机构。除了

ELICOS，CQU英语中心也专门提供一系列针对个人

的定制教育游学团服务，以满足我们客户的需求。

在罗克汉普顿南部的CQU英语语言中心学习有诸多

益处，包括：

 / 全国英语语言教学认证计划署（NEAS）质量认

可。NEAS向罗克汉普顿CQU英语中心授予了25年

质量保证荣誉。

 / 高品质课程和游学团

 / 获得CQU学位的途径

 / 实惠的学费

 / 雅思考试中心

 / 低生活成本

 / 位于CQU校区，便于使用校内设施

 / 小型友好中心

 / 关注个体

 / 经验丰富、关爱学生的优质教师

 / 安全的环境

 / 热带气候和绝佳的生活方式

 / 校内学生住宿

 / CQU英语中心运营的优质寄宿家庭网络

 / 定期举办活动

 / 24小时内快速回复申请

布朗斯英语学校
布朗斯英语语言学校（BROWNS English Language 
School）从最初的小学校发展到如今昆士兰州最

大的私立英语语言学校。该校由充满活力的兄妹

组合理查德和尼尔莎·布朗（Richard and Niesha 
Brown）于2003年创立，至今已在昆士兰州东南

部的5个校区迎来6000多名国际学生。该校获得过

多项荣誉，包括澳大利亚政府出口奖（Australian 
Government’s Export Award）和STM旅行杂志授予的  

“南半球最佳英语语言学校”称号。

布朗斯小学(BROWNS Primary School)预备班和中

学预备课程经过认定，学生可进入40多所昆士兰州

公立中小学和20多所昆士兰州独立中小学。该校目

前与罗克汉普顿文法学校（Rockhampton Grammar 
School）进行合作招生。 

目前罗克汉普顿有两所本地学校与布朗斯学校建立

了合作关系，分别是：

 / 罗克汉普顿文法学校

 / 罗克汉普顿女子文法学校(Rockhampton Girls 
Grammar School)

获取更多信息：https://brownsjuniors.edu.au/schools 

ELICOS                                                            
海外学生英语语言强化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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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ICOS
联邦政府招收海外学生院
校及课程注册登记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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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茨学院
海茨学院（Heights College）追求提供独特的基督
教教育，以圣经价值观为基础，促成积极而富有参
与性的学习环境。我们相信教育的核心就是对心灵
的教育。因此，我们倡导开启敬虔品格和领导力的
教育，我们努力引领学生走出一条以价值观为基础
的体验之路，我们将此称为“海茨之路”。  

海茨学院孕育卓越，在信赖、合作和慈爱的文化
中，每个孩子都能发挥最大的学习潜能。我们赞扬
学生和教职工取得的诸多成就，因为他们在学术、
体育、音乐、艺术和戏剧以及精神修养方面，都努
力追求卓越。

就读我校的三大理由
 / 充满关爱的家庭氛围，以圣经价值观为基础的 
教育。

 / 占地8公顷的宽阔绿化校区，俯瞰市区，配备设
施完善的现代化教室。 

 / 学院所有活动都为品格发展提供支持，包括我们
的露营课程和教牧关怀课程。

特色项目
 / 学前班/1年级及11和12年级学生的伙伴项目

 / 6年级至12年级的年度露营项目

 / 职涯辅导和高等教育的其它入学途径

 / 个别乐器授课辅导机会

 / 各类音乐、艺术和戏剧课程

 / 海外和国内传教机会

 / 体育、艺术和学术评奖活动

 / （外）祖父母日

 / 展示活动（邀请公众）

课外活动
 / 校际体育项目，包括篮球、无挡板篮球、室内足
球、足球、橄榄球、板球、曲棍球、触身式橄榄
球和排球。

 / 社区表演竞赛，如诗歌音乐比赛会、合唱比赛、
戏剧艺术比赛、汉语竞赛和科学竞赛。

 / 在罗克汉普顿的主要剧院表演音乐剧。

 / 游泳与体育嘉年华

 / 特殊兴趣俱乐部，包括辩论、国际象棋和机器人

学校设施
 / 装有空调的教室

 / 教室内配有交互式白板

 / 两个户外运动场地

 / 适龄的游戏器材

 / 招待和时尚中心 

 / 图书馆，包含辅导和学习区域

 / 工业技术工坊 

 / 艺术工坊

 / 四间科学实验室

 / 计算机室

 / 健身房 

 / 器乐室

 / 戏剧剧场

 / 室内和带顶棚的运动区域

 / 有遮荫的户外午餐及休闲区 

高校入学途径
 / 有—就读澳大利亚大学和TAFE职业技术学院

可学习的第二语言
汉语（普通话） 

国际学生信息
学院内已有若干名国际学生，他们与亲戚同住。 

从2018年起，我们迎来更多的全日制学生，他们居
住在精选的寄宿家庭中。寄宿家庭的住宿方式针对7
至12年级的国际学生。 

国际学生应当参加所有课程。根据入学时评定的英
语水平，使用澳大利亚教育研究委员会（ACER）制
定的数学和英语适龄测试，10年级以内的学生通过
沉浸在课堂和各学科的英语语言环境 增强英语能
力。希望就读11和12年级的学生在入学前的雅思成
绩需至少达到5.0或同等程度。

海茨学院不提供单独的ELICOS或英语语言支持，但
我们与昆士兰州的专业英语语言学校有密切合作。

国际学生体验
Jiali (Lili) Song 女士（9年级）

“我来自中国北方的河南地区。我喜欢游泳，我是
在澳大利亚学会游泳的，我也喜欢读英文小说，因
为那些文字优美。

我的阿姨和叔叔住在罗克汉普顿，所以我选择来这
里学习。我计划在海茨学院上到12年级毕业，然后
去澳大利亚的大学读医。我想成为一名医生。

罗克汉普顿拥有绝佳的健康环境。我喜爱蓝天。在
我就读的学校里，大家都十分友好。这里的教育与
河南相比，真的是富含高科技。这里有很多活动可
以参加，可以参加体育运动，也可以参观有趣的地
方。”

年级 幼儿园至12年级

学生人数 816

寄宿设施 无

电话： +61 07 4936 1076

传真 +61 07 4936 3952

WWW www.heights.qld.edu.au

主要联络人  注册主任黛比·沃尔哈特
（Debbie Wolhuter）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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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克汉普
顿女子文
法学校
在女子文法学校，您的女儿不只是人群中的一个普
通面孔。她将成为整个学校社区的一分子。她会在
这里受到认识和重视，还将有机会展现自我。 

我们的寄宿生将在一个提供支持的安全环境中生
活，处于独特优势，开启他们独立之旅。她将学习
的一项最重要的内容是如何平衡各方面的日常需
求，拥有多年寄宿女校经验的教职工将为她提供指
导。 

我们的目标是培养出聪颖、自信和关系紧密的年轻
女性。我们知道，在一个支持性的环境中，那里的
每个人都知道您的女儿及她的需求、兴趣和目标，
那么她将拥有一个目标明确的人生。当您无法在她
身边时，我们会在她身边。 

“在女子文法学校，您的女
儿不会在人群中迷失。”

就读我校的三大理由
 / 女生教育是我们的专长。我们的女生要有智慧。
通过使用具有研究支持的最佳教学方法，就可以
实现这一点。我们的广泛课程会让她们探索所有
的可能，为她们敞开通向未来的大门。我们的出
色技术和资源将为她们的学习提供支持。我们的
工作以追求学术卓越为中心。我们关注每个女生
的进步，而不只是每年检查两次！帮助您的女儿
进入她的首选大学课程或职业是我们的核心任
务。 

 / 我们的女生要有自信。女生有机会培养她们的领
导力、公共演讲技能、体育实力、竞争力和团队
合作，这是我们为您女儿的教育所增添的价值。
对于我们西方国家的许多人而言，这是我们所渴
望的机会。参加体育和文化活动让您的女儿有机
会学习终生技能，她可以将这些技能带入大学和
职场。在女子文法学校，她可以按自己的意愿做
她想做的事。 

 / 我们的女生要有紧密的关系。在女子文法学校，
我们有很强的家庭感和社区感。女校友协会是一
个内涵丰富的女子团体，她们一直都在为学校提
供支持，并努力改善昆士兰中部的女性教育。您
的女儿将成为这个大家庭中的一员，也将获得本
地区、本州、本国乃至全球往届毕业生的优质人
际网络。这些关系将可能有助于她未来的发展，
她也可能帮助文法学院未来的女生。

特色项目
 / 最早开始教授哈佛柯林斯写作课程（Collins 

Writing Program） 

 / 享誉国际的阅读学习课程（Read to Learn 
Program）教学法

 / 与昆士兰矿物能源学院（Queensland Minerals 
and Energy Academy）合作的唯一女校

 / CQU“现在开始上大学（Start University 
Now）”课程合作方

 / 为忙碌的家长提供寄宿等选择

课外活动
不论学生的能力与兴趣何在，我们的辅助活动项目
都能让她们参与其中。我们的女生和年轻女性可以
在文化、精神、社交、公民和体育方面发展她们的
潜能。一切都是为了她的未来！

女子文法学校的项目核心是教牧关怀。这一项目旨
在帮助您的女儿成长，并与他人保持关系。从姐妹
项目，到俱乐部，再到委员会工作，您的女儿将有
机会学习与他人合作，培养她的沟通技能。女子文
法学校的每一个女生都会参与某个委员会或项目，
这也是小型校园环境的优势。

校园设施
女子文法学校坐落在安特尔斯坦山脉（Athelstane 
Range）顶部，可俯瞰整个罗克汉普顿的景色，并
且靠近所有城市设施；附近的机场、铁路和道路交
通方便家庭往来，提供了一个安全的全女生环境。
在我们125年的历史中，女子文法学校一直都以融合
丰富传统和当代思维为特色。我们致力于不断改善
我们的设施。

设施包括：

 / 帕特森大楼文物房屋区（Paterson House Heritage 
Precinct）— 帕特森大楼建于1892年，是我校的原始

教学建筑。

 / 25米泳池和带顶棚的运动区域

 / 网球场和无挡板篮球场

 / 音乐中心和乐器辅导室

 / 先进的科学实验室

 / 早教区

 / 热带公园和露天广场，学生可在此工作、学习或放松

 / 图书馆资源中心

 / 装有空调的教室 

 / 校内及餐饮服务教学厨房

 / 艺术工作室 

 / 健身房和舞蹈室

 / 露天圆形剧场 

 / 覆盖校区的无线网络和尖端的IT设施 

 / 现代寄宿宿舍

 / 现代式餐厅

 / 校园巴士

 / 健康中心

 / 经翻修的麦基格大厅（McKeague Hall）和立托顿广场

（Littleton Plaza）

 / 农业园 

 / 六公顷场地

 / 带顶棚和遮荫的游戏区 

 / 学校文物博物馆

高校入学途径
一直以来，女子文法学校的绝大多数学生都将进入
高校作为毕业后的第一选择。2017年延续这一传
统，我校大学申请者录取率达100%。高中阶段选修
数学和科学科目的人数较高，因此65%的学生都选择
进入高校修读医学和健康科学、工程、信息技术或
自然和物理科学。

可学习的第二语言
 / 西班牙语和日语

国际学生信息
 / CRICOS 机构代码：00508E
 / 每个年级多少名学生？1x 8,1x10,4x11,1x12
 / 可提供的协助/支持：辅导、教牧关怀、学业进步监
督和指导。

 / 哪些年级招收国际学生？8、9和10年级

 / 国际学生的学习形式—全日制学习 

国际学生体验
Nathalye Kaputin

“我有东新不列颠省、马努斯、莫雷贝和英格兰的混合
血统。我热爱学习各种不同文化，探索不同的地方，也
喜欢在力所能及时帮助他人。我希望在矿业领域工作或
成为一名律师。

我选择来罗克汉普顿，特别是罗克汉普顿女子文法学校
（RGGS）上中学，是因为我的父母看到了RGGS的无限机
遇，以及学校对女生实现其人生终极事业的重视程度。
来到这里是我的荣幸与福分。

作为今年的新生，我在罗克汉普顿的学习出乎意料的美
好。不论在什么情况下，这里的老师都致力于帮助学生
实现目标。此外，这里的人十分热情，这对于像我一样
的国际学生而言，真的是太好了。”

 Tanya Kulu – 12年级

“我来自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新几内亚岛（NGI）地区的
马努斯、东西新不列颠省。我和家人住在莫尔斯比港首
都区。我对很多事情感兴趣，例如探险和学习，但大部
分时间我还是跟家人一起度过。毕业后我想在医学领域
发展事业，我希望有一天能够成为医生，为我的祖国服
务。

我的母亲努尼（Nuni）以及我的阿姨丽莎（Lisa）和瑞秋
（Rachel）都曾就读这所学校，她们看重的不仅是校内勤
奋友好的环境，更主要的是校外及广阔的社区环境。我
也有同感，而且十分感恩能来到这里。

这里有许多可爱的人，她们来自乡村背景，有着与我十
分不同的经历，也正因为如此，我每天都学到新的事
物。我觉得在社会期望方面，这里的同伴压力似乎也不
像大城市的那么大。这也是在罗克汉普顿学习的最大优
点之一，因为学校里几乎没有让人分心的事情。”

年级 幼儿园至12年级

学生人数 300

寄宿设施 有，寄宿针对6年级以上学生

电话： +61 07 4930 0900

传真 +61 07 4922 4809

WWW www.rggs.qld.edu.au

主要联络人  校长-克里斯汀·希尔斯
（Christine Hi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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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克汉    
普顿文法  
学校
罗克汉普顿文法学校（RGS）是澳大利亚顶尖的乡

村学校之一，欢迎世界各地的学校团体前来短期参

观（5天至10周）。我们提供课程，帮助学生提高英

语、融入澳大利亚文化和考验他们在性格及学识上

的成长。作为昆士兰州最大的寄宿学校，罗克汉普

顿文法学校提供丰富的住宿体验，本地学生将与来

访的学生分享他们位于校园中心的住宿。 

罗克汉普顿文法学校也提供约150门学术课程及实践

学习，囊括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STEM）等科

目，配有实地工程/行业设计及技术工作坊和工作

室、食品科学和餐饮及酒店设施、海洋生物实验室

以及学校示范农场等。

就读我校的三大理由
罗克汉普顿文法学校对于国际学生而言是一个很好

的选择，因为它提供优质的学术教育（它是澳大利

亚顶尖的乡村学校之一）和优异的自然及学校资源

（包括40多项运动及其它活动，以及一所海滨教育

中心），并且拥有值得信赖并能提供支持的寄宿环

境（昆士兰州最大的寄宿学校）。

特色项目
位于阳光充沛的昆士兰中部和南回归线上，学生们

可以直接从学校前往大堡礁和澳大利亚丛林，并且

还可以选择精选的专业课程，包括一系列的体育课

程，例如划艇、橄榄球、足球（英式）、网球、游

泳和包括冲浪、皮划艇和帆船在内的水上运动，此

外还有特色音乐（从古典到爵士）、戏剧、舞蹈、

艺术、健康和健身，以及农业等课程。 

尽享各种校园设施，包括一个奥运会规格大小的游

泳池、一个设备齐全且装有空调的体育馆、两个椭

圆形运动场、一个室内运动中心，以及一座最先进

的剧院和三间舞蹈室。

课外活动

田径、篮球、板球、越野、足球、无挡板篮球、划

艇、联合会式橄榄球、联盟式橄榄球、游泳、网

球、触身式橄榄球、水球、军训活动、国际象棋、

爱丁堡公爵奖励计划、健身、餐饮招待、音乐、音

乐剧、Opti-Minds挑战赛、公共演讲、水肺潜水、

牛只参展队、澳式足球、沙滩排球、马术、室内足

球、高尔夫球、运动健美操、跆拳道、铁人三项运

动、美术社、数学团队挑战赛、模拟法庭比赛、摄

影、机器人和合唱团。

校园设施
 / 示范农场；

 / 海滨露天教育设施；

 / 划艇俱乐部；

 / 先进的舞蹈室；

 / 奥运会规格的游泳池

高校入学途径
RGS毕业生为昆士兰州表现最佳的学生群体之一，

可入读澳大利亚顶级的大学（澳大利亚八校联  

盟），高年级生在全国各地的大学就读学术课程。

三分之一的合格的RGS年级的学生可达到整体排名

（Overall Position）的顶级（OP“等级”内的1-5

级。）

可学习的第二语言
 / 日语

国际学生信息
RGS欢迎来自海外的学生参加短期游学、交换项目

以及入读长期全日制课程。始建于1881年，RGS已
迎接并培育了数代的国际学生。本校与日本有着40

年的交换历史，也是圆方组织（Round Square）的

国际会员，为学生提供机会，体验海外的生活。

国际学生体验
Brian Wu – 11年级

“在到达学校后的第一个月里，我非常担忧，压力
很大。我必须用英语表达自己。对于老师讲的内
容，我很多都不懂。课后，老师耐心地跟我讲解我
在课堂上无法理解的内容，直到我听懂为止。当我
回到宿舍时，宿舍的同学也帮了我很多。老师们非
常好。当你不明白的时候，他们会跟你解惑，直到
你理解为止。”

年级 学前班到12年级。早教中心可
接收6周至幼儿园年龄的儿童。

学生人数 1350+204 (语言中心[ELC])

寄宿设施 有

电话： +61 07 4936 0600

传真 +61 07 4936 0665

WWW www.rgs.qld.edu.au

主要联络人 迈克尔·唐纳休（Michael 
Donahue）先生



  ADVANCEROCKHAMPTON.COM.AU    留学罗克汉普顿 . . . 31  30. . . 留学罗克汉普顿    ADVANCEROCKHAMPTON.COM.AU 

大教堂   
学院
大教堂学院（The Cathedral College）位于澳大利
亚昆士兰州的罗克汉普顿地区，是一所天主教的男
女同校的寄宿制中学。学院的使命宣言是邀请学生
来“参与，活出丰盛的生命”。我们寻求在精神、
学术、体育和文化等方面来培育学生。 

在大教堂学院，我们为男生和女生提供不同的寄宿
设施。180名学生居住在我们两处精致的寄宿宿舍
内。我们追求并实现卓越的学业表现，但我们也提
供广泛的教育，所有的学生都能找到合适的途径实
现自身的目标。  

我们极为重视我们学生之间的同窗关系及师生关
系。尊重和礼貌是这些标准的基石。学生应恰当地
穿着校服。  

就读我校的三大理由
 / 大教堂学院欢迎国际学生，让其感到亲切自在。
他们可以迅速地与我们来自多元文化背景的学生
建立友谊。在大教堂学院，我们拥护多样性，充
分预备学生面对校外生活。

 / 在大教堂学院，我们关爱我们的学生。学生保护
与健康对学院至关重要。学院设有相关流程，确
保每名学生都得到妥善的关怀。虽然寄宿生活不
可能替代家的温暖，但是大教堂学院会竭尽所能
创造一个安全、温暖、充满支持且舒适的环境。

 / 大教堂学院提供广泛教育，让每名学生都可发挥
他们的潜力，实现他们的目标。我们的学生可在
大学内见习、获得热门的学徒培训以及就业机
会。

课外活动
 / 文化项目：完善的器乐课程、公共演讲、校际音
乐剧/戏剧表演机会。

 / 体育项目：众多校际体育活动，包括联盟式/联
合会式橄榄球、无挡板篮球、篮球、水球、划
艇、足球、触身式橄榄球与澳式足球。

 / 青少年事工与管家职责：社区拓展与志愿者活
动。

校园设施
学院配有现代化、充满活力且精心维护的设施，包
括空调教室、人手一台的笔记本电脑、餐饮设施、
餐厅、椭圆形运动场、健身房以及篮球/无挡板篮
球/网球场。   

女生和男生分别居住于分隔的一流、现代化且舒适
宿舍。

高校入学途径
学生可获得接受高等教育的途径，参与大学提供的
不同学术课程，体验大学生活。学院也支持学生参
与中央昆士兰大学的“现在开始上大学”的课程。

可学习的第二语言
日语 

国际学生信息
2018年，两名国际学生在大教堂学院注册入学。我
们根据个人的不同满足学生的需求。

Heetae Lim来自韩国，是一名9年级的学生，目前

在学院就读已三年了。Heetae学业优秀，热爱运
动。Heetae首先得到了我们舍务主管助理的援助，
主管助理为其安排了英语语言辅助以及教牧支持。
其次，Heetae的老师与辅导人员也为其提供了援
助。

Miyu lijima来自日本，是一名12年级的学生，目前在
学院就读已五年了。Miyu的姐姐也曾在学院完成其
中学课程。大教堂学院的女子寄宿教职工与她的老
师一同为她提供援助。

学院定期接待泰国学校游学团以及中央昆士兰大学
组织的日本游学团。

国际学生体验
Heetae Lim – 9年级

“我来自韩国。我热爱足球、橄榄球和吉他。 

我的父亲想要我学英语，但是在韩国很难学好英
语，所以我的父亲就在寻找一个澳大利亚的寄宿制
学校。他有一个日本朋友，他们将小孩送去大教堂
学院就读，所以我的父亲也决定将我送来上学。

我听说这个学校非常好，教学质量高。我在这里必
须时刻讲英语，这样我可以轻松自然地学习英语。
因此，我在这里学习和使用英语交流要比在韩国更
快。

来到罗克汉普顿学习和住在寄宿制学校的体验真的
很棒。起初，我因为与父母分别而觉得伤感，但后
来，寄宿生活变得有趣起来。学校的人很友好，不
会给我与人交谈的很大压力。学院的学习、寄宿生
活以及活动都十分有趣。我很喜欢运动，我的澳式
足球教练教我如何打球。参加之前从来没有参加过
的运动非常有趣，我觉得这是我喜欢住在罗克汉普

顿的主要原因。”

Miyi Lijima – 12年级

“我来自日本东京，5年前，我来到罗克汉普顿的大
教堂女子寄宿学校寄宿。日本是一个很小的国家，
但是许多城市的人口很多。与罗克汉普顿相比，东
京很拥挤，但城市道路十分清洁，居民生活很繁
忙。如果他们看见有人需要帮忙，他们几乎总会停
下来互相帮助，不期待对方的回报。在东京，通勤
交通很便利，因为地区之间距离很近。

在东京，我喜欢大城市的购物体验、可以漫步景点
和与朋友见面。罗克汉普顿让我可以轻松前往海滩
或热带雨林，每栋房屋或街角都能发现新事物。

我目前在大教堂学院（TCC）上课，我家人选择了这
所学校是因为它能给我许多不同的体验，包括天主
教教育和寄宿设施。我的一个日本朋友也在TCC上
课，她对她的体验给予了非常高的评价。作为一名
寄宿生，我能够遇到在日本从未见过的人，并且每
天都能提高我的英语水平。我的经历促使我走出自
己的舒适区，并获得机会，使我的未来更加精彩。

我喜欢住在罗克汉普顿，因为住在这里的人非常友
好，即使他们是陌生人也愿意帮忙。此外，这里与
东京非常不同，周围环绕着许多休憩场所和绿地。
更安静的步调让每一天都能美好宁静地开始。

寄宿学校的起居作息以及固定的学习时间帮助我做
到最好。寄宿学校的管理员总是在我们需要时给我
们提供帮助。由于我们可以在更多教育机构就读课
程，如职业和继续教育学院（Tafe），我在学院上
学时也获得了餐饮及酒店专业的二级证书。这是我
在日本无法做的事。”

年级 7年级到11年级

学生人数 1200

寄宿设施 有

电话： +61 07 4999 1300

传真 +61 07 4927 8694

WWW www.tccr.com.au

主要联络人 校长罗博·亚历山大（Rob 
Alexander）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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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昆士兰
大学
就读我校的三大理由
 / 职业教育 

 / 高等教育 

 / 校内住宿

自从在2014年7月1日与中央昆士兰技术与继续教育
学院（CQ TAFE）合并后，CQU成为更具有综合性的
大学。因此，CQU现在提供300多个教育与培训选
项，包括短期课程、证书与文凭、本科学位、硕士
学位以及高等研究学位。

有两个校区可供选择，即CQU罗克汉普顿市中心校
区和CQU罗克汉普顿北部校区，学生以及周围社区
可使用校区内的众多设施，包括罗克汉普顿市中心
的威尔比培训餐厅（Willby’s Training Restaurant）

以及精华发廊（Hair Essence Hair Salon）以及罗克
汉普顿北部的新翻修图书馆、辅助医疗诊所（Allied 
Health Clinic）和社区体育中心（Community Sports 
Centre）。

1.职业教育 
与CQU TAFE合并后，CQU已开始教授众多TAFE课
程，包括会计和记账、老年护理、美容、商业、儿
童照护、社区服务、残障服务、教育支持、理发、
人力资源、信息技术、司法、管理、护理、急救科
学、项目管理、零售以及培训等等。此外，我们课
程可无缝衔接，您可以继续学习，获得高等教育学
历资格。

目前，国际学生可以就读：

 / 商务

 / 商业烹饪和餐饮及酒店服务 

 / 护理和老年护理课程（护理课程正申请获得澳大
利亚CRICOS认可）

2.高等教育 
CQU是澳大利亚最大的乡村大学。本校拥有25个校
区，主校区位于罗克汉普顿。作为澳大利亚最大的
乡村大学，本校提供本科学位、硕士学位、高等研
究学位并教授职业教育课程。CQU致力于参与概念
和进行社会创新，同时也注重将这些理念融入课程
当中，使毕业生可改变世界，让其更加美好。 

数年来，国际学生为CQU做出极大贡献。CQU欢迎

来自多元化背景、不同区域以及不同社会经济环境
的学生，在具有支持性的环境中，为其提供以成果
为导向的教育与强有力的国际学生支持服务。本校
注重行业参与度，在其最受欢迎的课程中融入实习
机会、临床实践和与工作相融合的学习，为学生的
理论知识添加实践经验。

为了支持在罗克汉普顿地区开始学习的国际学生，
所有在罗克汉普顿就读课程的国际学生都可申请偏
远地区国际学生奖学金：

 / 对于所有在CQU的昆士兰乡村校区就读本科和硕
士课程的国际新生而言，如学业成绩达标，均可
申请此奖学金。成功获得者可在其入学期间获得
20%的学费减免。 

3.校内住宿
CQU麦凯校区与CQU罗克汉普顿校区可提供校内住
宿。

罗克汉普顿学生宿舍提供充满社区关怀与支持的住
宿环境，可容纳320名男生和女生。学生可从此宿舍
步行至所有的设施，包括教学楼、图书馆、体育中
心、餐馆和商铺。

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https://www.cqu.edu.au/
student-life/services-and-facilities/student-residences 

学生也可以选择寄宿家庭或其它住宿方式。

游学
 / 学校会给学生指定学习伙伴

 / 训练有素且已获认证的协调员将为游学团队安排
所有事宜：参观当地景点的安排可经（学校与海
外游学团队组织者）双方讨论进一步制定。

 / 融合环节—游学学生可与当地学生一同参与学校
课堂学习或特殊活动

 / 每名学生将获得参与证书

 / 在指定学校举行欢迎和送别仪式

 / 协助寄宿家庭的宣传广告（根据中介要求）

 / 接待学校提供寄宿家庭服务

 / 若非寄宿学校，需为学生和老师安排住宿地点

 / 寄宿家庭将提供一日三餐以及往返学校的交通服
务

 / 请注意，学校无法保证一定提供单人或双人寄宿
机会

 / 临行前的游学预备包，如中介有所要求，可提供
手册与幻灯片讲义

 / 与学习伙伴一起享用早/下午茶

 / 由接待学校安排用餐及地点

 / 学习伙伴参与

 / 英语课程（1名教师）

 / 由注册教师教授英语对话课程

 / 每节课的时长由接待学校决定，但其平均时长应
为2至3小时

 / 课程次数与行程安排相符，但具体次数仍可协商 

 / 半日出游—当地景点

 / 旅游景点、乘坐大巴交通往返景点和期间的监督
均由中方游学协调员和一名校方协调员负责

 / 查阅行程安排，了解此类出游的次数—次数可协
商

 / 与学习伙伴一起享用送别早/下午茶

 / 由接待学校安排用餐及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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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QU的

示例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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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日
旅行/到达/寄宿家庭

在罗克汉普顿机场与寄宿家庭和CQU教职工见面。 
与寄宿家庭的自由活动时间

周一
入学介绍与参观库伯利公园

上午7.30-8.45 寄宿家庭将学员送至英语语言中心

上午9.00-11.45
欢迎、入学介绍和CQU校园参观。请

穿戴帽子、步行鞋和涂抹防晒霜

上午11.45-下午

12.15
午餐

下午12.15

从语言中心出发，前往库伯利公

园。在库伯利公园享受下午时光—

此公园为野生动物保护区，可以抱

树袋熊、喂袋鼠和欣赏其它澳大利

亚动物。

下午3.30 回到语言中心

下午4.15-5.00 寄宿家庭来语言中心接学员

周二
学校参观1

上午8.30-8.45
寄宿家庭将学员送到。需要帽子、

防晒霜和包脚鞋。自带午餐。

上午9.00-下午3.00
参与课堂，与一名学生“伙伴”共

度一日

下午3.00-3.30 回到语言中心

下午4.15-5.00 寄宿家庭来语言中心接回学员

示例2 
游学一周
青少年游学一周，                
包含学校沉浸式学习课程与出游 

周三
民俗文化村和梦幻时代

上午7.30-8.45 寄宿家庭将学员送至ELC

上午9.00-12.00 从ELC出发前往民俗文化村

下午12.00 回到ELC
下午12.15-12.45 午餐

下午1.00-3.00

梦幻时代。了解原住民文化。投掷

回旋镖。请穿戴帽子、步行鞋和涂

抹防晒霜

下午3.00-4.00 下午活动

下午4.30-5.00 寄宿家庭来语言中心接回学员

周四
大克佩尔岛

上午7.30
注意：出发较早！寄宿家庭将学员

送至ELC，需携带游泳和防晒用品

上午7.45

乘坐大巴从ELC出发，前往罗斯林湾

度假村，畅游大克佩尔岛。在船上

享用烧烤午餐、进行浮潜与在海滩

散步等。 

下午4.00 乘坐大巴，出发前往CQU语言中心

下午5.00 寄宿家庭来语言中心接学员

周五
学校参观2

上午8.30-8.45
寄宿家庭将学员送到。需要帽子、

防晒霜和包脚鞋。自带午餐。

上午9.00-下午3.00
参与课堂，与一名学生“伙伴”共

度一日

下午3.00-3.30 回到语言中心

下午4.15-5.00 寄宿家庭来语言中心接回学员

周六
旅行/出发

到达罗克汉普顿机场

离开罗克汉普顿

周日
旅行/到达/寄宿家庭

在罗克汉普顿机场与寄宿家庭和CQU教职工见面。      

与寄宿家庭的自由活动时间。

周一
入学介绍与参观库伯利公园
（COOBERRIE PARK）

上午7.30-8.45
寄宿家庭将学员送至英语语言中心

（ELC）

上午9.00-11.45
欢迎、入学介绍和CQU校园参观。

请穿戴帽子、步行鞋和涂抹防晒霜

上午11.45-下午12.15 午餐

下午12.15

从语言中心出发，前往库伯利公

园。在库伯利公园享受下午时光—

此公园为野生动物保护区，可以抱

树袋熊、喂袋鼠和欣赏其它澳大利

亚动物。

下午3.30 回到语言中心

下午4.15-5.00 寄宿家庭来语言中心接学员

示例1 
游学一周
青少年游学一周，               
包含大量出游体验 

周二
民俗文化村（HERITAGE VILL AGE）和梦
幻时代（DREAM TIME）

上午7.30-8.45 寄宿家庭将学员送至ELC

上午9.00-12.00 从ELC出发前往民俗文化村

下午12.00 回到ELC
下午12.15-12.45 午餐

下午1.00-3.00

梦幻时代。了解原住民文化。投掷

回旋镖。请穿戴帽子、步行鞋和涂

抹防晒霜

下午3.00-4.00 下午活动

下午4.30-5.00 寄宿家庭来语言中心接回学员

周三
摩羯洞穴（C APRICORN C AVES）和米拉
农场（MYELL A FARMSTAY）

上午7.30-8.45 寄宿家庭将学员送至ELC

上午9.00-下午12.15

出发前往摩羯洞穴。探索大教堂岩

洞（Cathedral Cave），了解昆士兰

中部的一些生态。

下午12.15-1.00 午餐

下午1.00

米拉。出发前往米拉农场并在此留

宿一晚。篝火晚餐、比利茶、骑

马、乘坐四驱车参观农场、挤奶

牛、游泳、寻找袋鼠以及打响鞭。

晚上，在篝火旁休憩，欣赏繁星点

缀的天空。

周四
继续探索米拉农场

下午1.00 从米拉农场出发

下午4.40-5.00
回到ELC

寄宿家庭来语言中心接回学员

周五
大克佩尔岛

上午7.30
注意：出发较早！寄宿家庭将学员

送至ELC；需携带游泳和防晒用品

上午7.45

乘坐大巴从ELC出发，前往罗斯林

湾度假村（Rosslyn Bay Marina），

畅游大克佩尔岛。在船上享用烧烤

午餐、进行浮潜与在海滩散步等。 

下午4.00 乘坐大巴，出发前往CQU语言中心

下午5.00 寄宿家庭来语言中心接学员

周六
旅行/出发

到达罗克汉普顿机场

离开罗克汉普顿 欲了解更多旅行的信息，请访问下列链接：
库伯利公园野生动物保护区
www.cooberiepark.com.au

民俗文化村
www.heritagevillage.com.au

克佩尔岛
www.freedomfastcats.com

梦幻时代原住民中心
www.dreamtimecentre.com.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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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日
旅行/到达/住宿

旅行/到达/住宿** 
在罗克汉普顿机场与CQU和CQU英语中心的教职员见面。 

到卡普里科恩学院（Capricorn College）登记入住

周一
入学介绍和英语课

上午7.30-8.45 寄宿家庭将学员送至ELC
上午9.00-下午12.15 欢迎、入学介绍以及分级考试

下午12.15-1.00 午餐

下午1.00-2.00 英语课

下午2.30-3.30
参观CQU。请戴帽子，穿舒适的

鞋子

周二
英语课*

上午9.00-10.30 英语课

上午10.30-10.45 休息

上午10.45-下午12.15 英语课

下午12.15-1.00 午餐

下午1.00-2.00 英语课

周三
VET

上午9.00-下午5.00
在中央昆士兰大学市中心校区接受

一级语言能力训练。

周日
自由活动

享受休闲的一天，去购物、探索罗克汉普顿周围的自然美

景，参加卡普里科恩学院的活动，或者与您的新朋友在住

所和CQU英语中心一起共度时光。

周一
VET

上午9.00-下午5.00
在中央昆士兰大学市中心校区接受

二级语言能力训练。

周二
英语课*

上午9.00-10.30 英语课

上午10.30-10.45 休息

上午10.45-下午12.15 英语课

下午12.15-1.00 午餐

下午1.00-2.00 英语课

周三
VE T

上午9.00-下午5.00
在中央昆士兰大学市中心校区接受

二级语言能力训练。

示例3 
游学两周
游学两周，让青少年在学校进行沉浸
式学习，上高尔夫球课、礼仪举止课
和出游。 

第一周

周四
英语课*

上午9.00-10.30 英语课

上午10.30-10.45 休息

上午10.45-下午12.15 英语课

下午12.15- 1.00 午餐

下午1.00-2.00 英语课

周五
VET

上午9.00-下午5.00
在中央昆士兰大学市中心校区接受

一级语言能力训练。

周六
自由活动

享受休闲的一天，去购物、探索罗克汉普顿周围的自然美

景，参加卡普里科恩学院的活动，或者与您的新朋友在住所

和CQU英语中心一起共度时光。

周四
英语课*和梦幻时代

上午9.00-10.30 英语课

上午10.30-10.45 休息

上午10.45-下午12.15 英语课

下午12.15- 1.00 午餐

下午1.00

步行至梦幻时代 

学习原住民文化和历史。学习如何

投掷回旋镖

下午3.30
步行回CQU。途中在卡普里科恩

学院停留

周五
VET

上午9.00-下午5.00
在中央昆士兰大学市中心校区接受

二级语言能力训练。

周六
大克佩尔岛

上午7.30
注意：出发较早！寄宿家庭将学员

送至ELC，需携带游泳和防晒用品

上午7.45

乘坐大巴从ELC出发，前往罗斯林

湾度假村，畅游大克佩尔岛。在船

上享用烧烤午餐、进行浮潜与在海

滩散步等。 

下午4.00 乘坐大巴，出发前往CQU语言中心

下午5.00 在卡普里科恩学院下车

第二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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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日
旅行/到达/住宿

旅行/到达/住宿** 
在罗克汉普顿机场与CQU和CQU英语中心的教职员见面。 

到卡普里科恩学院登记入住。

周一
VE T

上午9.00-下午5.00
在中央昆士兰大学市中心校区接受

三级语言能力训练。

周二
英语课*

上午9.00-10.30 英语课

上午10.30-10.45 休息

上午10.45-下午12.15 英语课

下午12.15-1.00 午餐

下午1.00-2.00 英语课

周三
VE T

上午9.00-下午5.00
在中央昆士兰大学市中心校区接受

三级语言能力训练。

周四
英语课*

上午9.00-10.30 英语课

上午10.30-10.45 休息

上午10.45-下午12.15 英语课

下午12.15-1.00 午餐

下午1.00-2.00 英语课

周五
VET

上午9.00-下午5.00
在中央昆士兰大学市中心校区接受

三级语言能力训练。

周六
库伯利公园

下午12.15-4.00

从堤道出发到库伯利公园。  在库

伯利公园享受休闲的下午—在野生

动物园区抱树袋熊，喂袋鼠，观赏

其它澳大利亚动物。请携带帽子和

步行鞋，并涂防晒霜。

下午4.40-5.00 返回ELC。寄宿家庭从ELC接回学员

周日
旅行/到达/住宿

旅行/到达/住宿** 
在罗克汉普顿机场与CQU和CQU英语中心的教职员见面。 

到卡普里科恩学院登记入住。

周一
VE T

上午9.00-下午5.00
在中央昆士兰大学市中心校区接受

三级语言能力训练。

周二
英语课*

上午9.00-10.30 英语课

上午10.30-10.45 休息

上午10.45-下午12.15 英语课

下午12.15-1.00 午餐

下午1.00-2.00 英语课

周三
VE T

上午9.00-下午5.00
在中央昆士兰大学市中心校区接受

三级语言能力训练。

周四
英语课*

上午9.00-10.30 英语课

上午10.30-10.45 休息

上午10.45-下午12.15 英语课

下午12.15-1.00 午餐

下午1.00-2.00 英语课

周五
VET

上午9.00-下午5.00
在中央昆士兰大学市中心校区接受

三级语言能力训练。

周六
库伯利公园

下午12.15-4.00

从堤道出发到库伯利公园。  在库

伯利公园享受休闲的下午—在野生

动物园区抱树袋熊，喂袋鼠，观赏

其它澳大利亚动物。请携带帽子和

步行鞋，并涂防晒霜。

下午4.40-5.00 返回ELC。寄宿家庭从ELC接回学员

示例4 
游学四周
游学四周（包括 VET）

第二周 第一周 

欲了解更多旅行的信息，请访问下列链接：
库伯利公园野生动物保护区
www.cooberiepark.com.au

民俗文化村
www.heritagevillage.com.au

克佩尔岛
www.freedomfastcats.com

梦幻时代原住民中心
www.dreamtimecentre.com.au



  ADVANCEROCKHAMPTON.COM.AU    留学罗克汉普顿 . . . 43  42. . . 留学罗克汉普顿    ADVANCEROCKHAMPTON.COM.AU 

欲了解更多旅行的信息，请访问下列链接：
库伯利公园野生动物保护区
www.cooberiepark.com.au

民俗文化村
www.heritagevillage.com.au

克佩尔岛
www.freedomfastcats.com

梦幻时代原住民中心
www.dreamtimecentre.com.au

周日
旅行/到达/住宿

旅行/到达/住宿** 
在罗克汉普顿机场与CQU和CQU英语中心的教职员见面。 

到卡普里科恩学院登记入住。

周一
VET

上午9.00-下午5.00
在中央昆士兰大学市中心校区接

受三级语言能力训练。

周二
英语课*

上午9.00-10.30 英语课

上午10.30-10.45 休息

上午10.45-下午12.15 英语课

下午12.15-1.00 午餐

下午1.00-2.00 英语课

周三
VET

上午9.00-下午5.00
在中央昆士兰大学市中心校区接

受三级语言能力训练。

周四
英语课*

上午9.00-10.30 英语课

上午10.30-10.45 休息

上午10.45-下午12.15 英语课

下午12.15-1.00 午餐

下午1.00-2.00 英语课

周五
VET

上午9.00-下午5.00
在中央昆士兰大学市中心校区接

受三级语言能力训练。

周六
库伯利公园

下午12.15-4.00

从堤道出发到库伯利公园。  在

库伯利公园享受休闲的下午—在

野生动物园区抱树袋熊，喂袋

鼠，观赏其它澳大利亚动物。请

携带帽子和步行鞋，并涂防晒

霜。

下午4.40-5.00
返回ELC。寄宿家庭从ELC接回

学员

周日
旅行/到达/住宿

旅行/到达/住宿** 
在罗克汉普顿机场与CQU和CQU英语中心的教职员见面。 

到卡普里科恩学院登记入住。

周一
VET

上午9.00-下午5.00
在中央昆士兰大学市中心校区接

受三级语言能力训练。

周二
英语课*

上午9.00-10.30 英语课

上午10.30-10.45 休息

上午10.45-下午12.15 英语课

下午12.15-1.00 午餐

下午1.00-2.00 英语课

周三
VET

上午9.00-下午5.00
在中央昆士兰大学市中心校区接

受三级语言能力训练。

周四
英语课*

上午9.00-10.30 英语课

上午10.30-10.45 休息

上午10.45-下午12.15 英语课

下午12.15-1.00 午餐

下午1.00-2.00 英语课

周五
VET

上午9.00-下午5.00
在中央昆士兰大学市中心校区接

受三级语言能力训练。

周六
旅行/出发

由CQU教职工送到罗克汉普顿机场

第三周 第四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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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介绍  
罗克汉普顿地区
职业教育和培训课程

罗克汉普顿地区可以

灵活地提供非传统培训

课程，以满足日益上升的

市场需求。 

 
1.  TEYS澳大利亚         

公司培训课程
由韩国政府资助的韩国学员于2018年1月来到罗克汉
普顿地区，在Teys 澳大利亚公司担任全职付薪工作
时考取二级肉类加工证书。Teys 澳大利亚公司是该
地区最大的肉类加工公司，也是澳大利亚第二大肉
类加工公司。

学员将在12个月内完成课程。

2.  罗克汉普顿赛马       
俱乐部课程      

2018年1月，韩国职业学校的高中生在罗克汉普顿赛
马俱乐部（Rockhampton Jockery Club）完成了为期
八周的赛马训练。由于学校满意学员的表现，计划
今年再派出一组。  

3. 中国烹饪协会
中国烹饪协会（Chinese Culinary Association）的  
成员来到罗克汉普顿参加CQU的澳大利亚烹饪培
训。 如上所述，餐饮及酒店业是该地区的强势产业
之一。 

4.  大学生英语           
和实习课程 

2018年1月，韩国学生成功完成了一项为期7周的英
语和实习项目。这些学生被安排在罗克汉普顿地区
政府（Rockhampton Regional Council）和CQU。此
次实习项目取得了圆满成功，学生的英语水平也有
很大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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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克汉普顿植物园
通过探索罗克汉普顿植物园的美景，享受昆士兰最
宜人的热带气候，这是澳大利亚偏远地区最好的植
物园之一。

100 Spencer Street, Rockhampton 
1300 22 55 77
www.rockhamptonregion.qld.gov.au/botanicgardens

罗克汉普顿动物园
探索来自澳大利亚各地的超过七十种物种以及来自
世界各地热带雨林和澳大利亚内陆地区展出的外来
动物。

100 Spencer Street, Rockhampton 
1300 22 55 77 
www.rockhamptonregion.qld.gov.au/zoo

阿彻山
从山上眺望罗克汉普顿，欣赏整个地区的景色。走
进丛林，骑自行车或开车上山欣赏美景。

www.explorerockhampton.com.au/nature

捕获盲槽鱼
罗克汉普顿地区很快成为著名的“盲槽之家”。快
来沿着菲茨罗伊河（Fitzroy River）和阿尔马港口
（Port Alma）的诸多热门地点享受垂钓吧！

www.explorerockhampton.com.au/fishing

中央商务区文物之旅
罗克汉普顿拥有众多典雅的建筑，即源自富商、航
海和淘金的古董建筑，其中大部分地带都被列入文
物。

www.explorerockhampton.com.au/heritage

15大
观光
景点 

地产考察之旅 罗克汉普顿城市观光 韦斯顿大酒店牛仔竞技 罗克汉普顿美术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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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根山
历史爱好者都应该参观摩根山镇（Mount Morgan 
Township）。通过景点、博物馆和游览，重现澳大
利亚的采金矿时的历史。

摩根山铁路博物馆和旅游信息中心
1 Railway Parade, Mount Morgan
(07) 4938 2312 
www.mountmorgan.org.au

摩羯热带区尖塔
记得在摩羯热带区尖塔（Tropic of Capricorn Spire）
旁的热带和温带分界之间来张自拍，我们的访客信
息中心也在这里。 

176 Gladstone Road, Rockhampton (07) 4936 8000
www.explorerockhampton.com.au/infocentre

罗克汉普顿民俗文化村
在这个友好的乡镇博物馆里重返旧日，博物馆里展
示了罗克汉普顿区在1850至1950年间的丰富多彩的
历史。

296 Boundary Road, North Rockhampton 
(07) 4936 8688 
www.heritagevillage.com.au

皮尔比姆剧院
皮尔比姆剧院（Pilbeam Theatre）是澳大利亚地区
最好的剧院之一，也是昆士兰州中部表演艺术的中
心。

Cnr Victoria Pde and Cambridge Street, Rockhampton 
(07) 4927 4111
www.seeitlive.com.au

罗克汉普顿美术馆
罗克汉普顿美术馆（Rockhampton Art Gallery）成立
于1967年，收藏了20世纪中期的澳大利亚昆士兰州
乡村的最佳艺术品。

62 Victoria Parade Rockhampton (07) 4936 8248
www.rockhamptonartgallery.com.au

阿彻山公园铁路博物馆
珍藏一辆经过修复的普瑞（Purrey）蒸汽电车，是
二十世纪初在罗克汉普顿使用的九辆电车之一，也
是同类车型中尚在使用的最后一辆。 

51-87 Denison Street Rockhampton 
(07) 4936 8191 or (07) 4922 2774
www.qldrailheritage.com/archerpark/

牛仔竞技
重返2000座竞技场，与其他观众一同欢呼和屏住呼
吸，看着牛仔能否紧握单绳8秒，见证史诗般的一
刻。 

39 Stanley Street, Rockhampton (07) 4922 3888
www.greatwesternhotel.com.au

中央昆士兰牲畜交易所
若没有参观牲畜交易所，那么就等于没有完全参观
牛肉之都。此处定期举行售卖，您一定会对所见
的“牛山牛海”感到惊讶！

16 Saleyard Road, Gracemere 
(07) 4933 7300
www.facebook.com/CQLXGracemere

梦幻时代文化中心
在梦幻时代文化中心深入了解原住民和托雷斯海峡
岛民的传统，见证我市多姿多彩的文化中心。

Bruce Highway, Rockhampton 
(07) 4936 1655 
www.dreamtimecentre.com.au

干草宝石山公园
这是古老的死火山的遗迹，最近一次爆发大约在1.2
亿年前，干草山（Mt Hay）为您提供了一个翻寻雷
公蛋石的机会。

3665 Capricorn Highway, Wycarbah 
(07) 4934 7183
www.aradon.com.au

摩根山 罗克汉普顿动物园阿彻山公园铁路博物馆 中央昆士兰牲畜交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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