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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克汉普顿文法学校  
Ritamada 户外教育中心。



全球化教育，世界级人才

尊敬的家长们，

感谢您关注澳大利亚最优秀的学校之一。

罗克汉普顿文法学校(简称 RGS)建于1881年， 是昆士兰州政府的法定机构， 直接向教育厅长汇报。

安全的生活环境、 出类拔萃的学术成绩、优秀的教学员工、 教育领导能力、 STEM教育模式（科学、  
技术、工程和数学）、 多种体育运动、 音乐、 舞蹈及表演等辅助课程， 令罗克汉普顿文法学校，成为昆士兰
州最大的寄宿学校和领先的教育机构。 罗克汉普顿文法学校， 还将是您儿女在澳学习生活的家。

学校位于干净、 阳光充沛的热带昆士兰地区， 以著名的大堡礁为邻， 绿树成荫的国家公园近在咫尺，  
以及近郊闻名全澳的农场， 令我们从澳大利亚其他学校中脱颖而出。

我们的教师、 毕业生、 学生以及学生家长， 组成了我们教育史的重要一部分。 我们共同努力， 尽力 
在每日的学习生活中， 为每一位男孩和女孩创造一切机会。

通过阅读本手册， 您将了解到，罗克汉普顿文法学校是一个真正的学习社区， 每一位学生在这里都 
能塑造个性， 造就学术。

正如您的孩子一样， 澳大利亚的孩子对待学习的态度同样严肃。 通过学术学习和体育运动、 辅助 
课程、 社区服务、个性培养以及社会活动的平衡结合， 学生们的学习不仅全面， 而且互动、 有趣。

把学习和个性发展平衡相结合， 我们的学生不仅能更好地认识世界， 而且懂得如何搭建国际化的人
力资源， 顺利适应不断发展的全球化。

除了给予学生关爱和帮助， 我们还挑战和提升学生的人生态度和行为认知， 学生通过学会包容， 富有
同情心和责任心， 树立公平态度以及尊重他人的权利， 从而全面提升自我。 我们培养出来的毕业生， 不仅
受过良好教育并极富口才， 自信又具备追逐梦想的能力， 自我意识强， 并时刻准备着在充满各种机遇的国
际环境下茁壮成长。

我们邀请您更多了解我们， 同时， 我们也期待认识您， 欢迎您参观来访。 再次谢谢您， 祝您有一个 
安全愉快的来澳之旅。

校长
菲利普 梅兹  
Phillip Moulds 

给父母的一封信
A LETTER TO PAR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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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人把悉尼比作是中国的上海， 墨尔本是
中国的北京。 那么罗克汉普顿， 以迷人的大自然风
光、 怡人的气候、 友善的居民、 安定的社区、 21世
纪现代化设施以及悠久的历史等， 可以比喻成， 中
国的秦皇岛。

怡人气候 
零距离接触大自然
NATURE & CLIMATE

厌倦了大都市的灰霾和尘嚣？  罗克汉普顿新
鲜的空气、 充沛的阳光、 四季温暖， 能让您的孩子， 
在阳光和无污染优质环境下， 健康成长。 

昆士兰州以令人惊叹的迷人自然风景著称， 罗
克汉普顿的自然风光， 让昆士兰名不虚传。 除了近
在咫尺的菲茨罗伊(Fitzroy)河、 碧海沙滩、 著名鸸
鹋公园、 罗克汉普顿植物园外， 东北部有饱览壮丽
城市风景的阿彻山国家公园， 近郊有罗克汉普顿动
物园。 您的孩子， 可以随时拥抱大自然， 开拓视野。

您也许到访或听说过，澳大利亚的悉尼、  墨尔本甚至是布里斯班。 罗克汉
普顿? 您可能从未听说过这个城市的名字。 但是， 想必您应该品尝或购买过鲜
嫩的澳洲牛肉， 熟知世界自然文化遗产大堡礁， 又或是具有亚热带自然风情的
昆士兰州。  所有这些， 都可以和罗克汉普顿联系起来。

多元文化 
友善安全的社区
MULTICULTURE & SAFE COMMUNITY

在2400万人口的澳大利亚， 昆士兰人的质朴
和友善， 家喻户晓， 而北昆士兰人更加友好和热
情。 走在街上， 罗克汉普顿的居民， 会给你一个阳
光般的微笑， 对你说一句 “G’day” （你好）。 不论
是去超市购物， 去邮局办事还是去郊外看风景， 遇
到任何困难， 当地人都会纷纷主动帮助。 

与澳大利亚一线城市一样， 罗克汉普顿同样具
有强烈的多元文化。  那里的居民除了英国和欧洲
的早期移民， 还有来自世界不同国家的居民， 如越
南、中国、 韩国、 印度、 菲律宾和斯里兰卡等。   各色
人种和睦相处， 社会安定。

百余年历史
HISTORY

被绮丽自然风光环绕的罗克汉普顿， 还有着悠
久的历史。

澳洲整个国家才建国200多年，1853年成立的
罗克汉普顿， 相比起来算是历史悠久了。  城镇中心
布满了众多殖民时期的历史建筑， 从精美的公共建
筑到五颜六色的私人房屋， 海关大楼、 老邮局、 大
教堂、 银行、 店铺和家宅等。  您的孩子在这里可以
体验和学习到 “第一手” 澳大利亚历史。

布里斯班中国 9小时 

为什么选择罗克汉普顿？
WHY CHOOSE ROCKHAMP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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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便利 
仅一⽇之遥
PROXIMITY 

罗克汉普顿机场， 离市中心仅几分钟车程。 早上离
开中国， 傍晚前就能抵达， 仅10小时之隔。

• 从中国直飞到澳洲布里斯班 － 9小时 

• 布里斯班转机到罗克汉普顿 － 50分钟

•  每⽇都有从中国上海和广州， 直飞布里斯班 
的航班， 行程约9小时。

告别大都市拥挤 
拥抱浓郁澳洲风情 
AUTHENTICALLY AUSSIE

与大都市很不同的是， 这里没有高耸的摩登楼宇，
也没有川流不息的车辆和人群。 宽阔的街道， 宽敞的城
市布局， 维多利亚式历史建筑， 友好安全的社区邻里，
随处可见的澳洲桉树， 近郊的牧场和国家公园等， 罗克
汉普顿拥有其他城市没有的: 地道澳洲风情。

尽管没有穿云的高楼， 罗克汉普顿却不乏配套齐
全的高科技公共设施。 在这里， 同样可以享受到与大都
市同等的现代服务。 艺术馆、 歌剧院、 图书馆、 博物馆、
现代购物商场等， 均位于市中心， 并全年向公众开放。

罗克汉普顿一览 
FAST FACTS
01 建⽴于 1853年

02 历史 134年

03 人口 约8.3万

04  交通 罗克汉普顿机场

05 医疗 一所州级医院， 两所私⽴医院

06 大学 中央昆士兰大学

07 艺术 罗克汉普顿艺术馆

08 剧院 皮尔缤(Pilbeam)剧院

09 博物馆 两间铁道博物馆

10 著名景点 罗克汉普顿植物园， 罗克汉普顿 
动物园， 阿彻尔山国家公园， 罗克 
汉普顿多元文化村

罗克汉普顿

布里斯班 50分钟

罗克汉普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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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Y CHOOSE THE ROCKHAMPTON GRAMMAR SCHOOL? 
为什么选择罗克汉普顿文法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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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和高中阶段， 是孩子成长的黄金时期。  挑选一所最适合的中学， 对孩子今后一生的发展有重要
影响， 同时也是每一位中国家长关心的 “ 重中之重”。

如果您希望您的孩子， 不仅能成为学习上的佼佼者， 同时还将成为一名充满自信、 生活思想独立的健
康少年， 那么选择罗克汉普顿文法中学(RGS)， 是您为您孩子一生， 做出的又一个好选择。

1881年成立的罗克汉普顿文法学校 (简称 
RGS) ， 是一间在全澳享负声誉的百年名校。 学校
的座右铭 “Macte Virtute Et Litteris” 为拉丁语， 
意思是 “塑造个性， 造就学术”。 个性化教育模式，
多姿多彩的课外活动和体育锻炼， 注重创新思维和
独立人格的培养， 令该校成为中央昆士兰地区最受
欢迎的学校。

为了给海外留学生一个良好的英语环境， 罗
克汉普顿文法学校， 和其他拥有众多中国留学生
的澳洲名校相比， 全日制留学生人数较低， 更多是
本地学生， 您的孩子，可以更快更好的提高英语语
言能力。

远离繁忙大都市的诱惑， 位于宁静、 自然环境
优越、 绿树环绕的昆士兰中部城市， 在罗克汉普顿
文法中学， 您的孩子可以安心学习、 培养各种兴趣
爱好、 充分利用学校各种资源， 与老师互动和当地
同学成为朋友。

初到一个陌生的国家， 陌生的学习环境， 学习
生活甚至是身心健康， 遇到困难怎么办？ 这是家长
在挑选学校时， 普遍关心的问题。  罗克汉普顿文法
学校， 比起其他私立学校， 另外一个优势就是， 学
校为每一位学生提供全方面的帮助。 课堂上有任何
难解不懂， 友善的老师会在课后耐心解答； 英语语
言上遇到障碍， 课外英语辅助老师， 会提供语言帮
助； 身体不适或有任何跌倒摔伤， 可以在相当于医
院级别的健康中心， 随时就诊疗伤； 遇到学习压力
或思乡等心理情绪问题， 学校里的全职心理医生， 
会提供专业心理咨询等等。

在随后的十几页， 从校园环境和教学设施、住
宿和校园生活、 拔萃出类的学术成绩、 丰富的课外
活动、 对学生的关爱和帮助、 以及个性发展六大 
方面， 为您详尽介绍罗克汉普顿文法学校的优势。

塑造个性
造就学术

MACTE VIRTUTE ET LITTER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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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克汉普顿文法学校优秀毕业生
RGS ALUMNI

• 上一届里约奥运会皮艇银奖获得者 
Alexander Belonogoff

• 澳洲国家橄榄球队队长 Stephen Moore

•   澳洲著名电影演员 Alex Russell

罗克汉普顿文法学校 “四个最”
RGS FOUR MOST 

1. 昆士兰最大的寄宿学校

2. 昆士兰最佳学校之一

3. 中央昆士兰地区最佳表现学校

4. 全澳最佳城镇学校之一

媒体看罗克汉普顿文法学校
RGS IN MEDIA

罗克汉普顿文法学校， 被《澳洲人报》列为， 
全澳前50间城镇学校， 昆士兰州前50名学校。 

“ 照顾处于青少年时期的学生责任重大，确保 

他们踏上正确的道路，面朝正确的方向，同时 

又不过度地教育他们，不影响青少年对快乐 

 的渴望，快乐是他们年轻的权利。”

       －－  亨利 · 凯洛(Henry Arthur Kellow)， 
罗克汉普顿文法学校校长(1912年至193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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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看罗克汉普顿文法学校
RGS IN NUMBERS

私⽴（男女生）
学校类型

1881年
建校时间  

211名 
全职员工  

7.5公顷
学校面积   

学前班、 
小学和中学
年级设置

全澳前50 
名城镇学校
学校排名

学前 － 六年级 
（小学）人数

481
七年级 － 十二年级 

（中学）人数

941
中学住宿学生人数

368
学校人数  

(截至2015年)

1422

256

488

187
225

453

173

744 678



2013年
31%

39%

19%

10%

1%

高中会考 
学生人数169

2014年
35%

33%

27%

5%

高中会考 
学生人数169

2015年
32%

36%

26%

6%

高中会考 
学生人数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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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ADEMIC PERFORMANCE
出类拔萃的学术成绩 

OP 综合排名是昆士兰州高中会考的称法， 分1 – 25个等级， 等级1是排名
2%的学生， 几乎可以被澳洲全部最优秀的大学的任何专业录取。

 澳洲每个州的高中会考， 称法均不一样。 新南威尔士州的高中会考， 称作 
是高中毕业证书， 即HSC， (High School Certificate 的缩写)， 而昆士兰州的高
中会考， 则称为 “综合排名”， 即OP （为 Overall Position 的缩写）。 尽管叫法不 
一样， 但反应的学生水平是相同的。 

罗克汉普顿文法学校的众多往届毕业生， 以出类拔萃的学术成绩， 顺利被
澳洲大学录取。 毕业生就读的大学例如：

1–5 6–10 11–15 16–20 21–25OP综合排名学生

罗克汉普顿文法学校的学生， 以优良的成绩， 几乎在每年的高中会考中， 
优于同地区所有其他学校。 超过三分之一的 12年级学生， 能获得等级 1-5的 
OP 综合排名， 相当于国内重点大学里的重点专业分数线， 譬如法学、 医学、  
药剂学、 健康科学等。

媒体报道 －  
昆士兰中部地区最佳高中会考
MEDIA COVERAGE – BEST OP SCORES

罗克汉普顿文法学校， 在2016年昆士兰OP高
中毕业会考， 170名学生中有35名学生取得 OP 1-5
优异成绩， 远远超过罗克汉普顿全市及地方区域全
部中学， 名列第一。  (参考:  www.themorningbul-
letin.com.au)

通往大学的桥梁
PATHWAYS TO UNIVERSITIES

作为昆士兰地区的百年名校， 罗克汉普顿文法
学校， 与澳洲顶尖大学有深切合作， 包括昆士兰 
大学， 中央昆士兰大学， 以及格里菲斯大学等。

优秀教学员工
HIGHLY QUALIFIED TEACHING STAFF

才华横溢的师资队伍， 是罗克汉普顿文法学校
一直不断创造出类拔萃会考成绩的重要贡献者。

罗克汉普顿文法中学， 是全澳唯一一间， 给每
位教师提供， 就读教育学硕士机会的中学。 

詹姆斯库克大学  
中央昆士兰大學
昆士兰大学
昆士兰科技大学

墨尔本大学

新英格兰大学
新南威尔士大学

悉尼大學
澳大利亚国⽴大学

罗克汉普顿文法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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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刚刚到学校的第一个月，我好怕啊，压力好大，全部都 

是要用英语对话，课堂上老师讲课，好多句子我都不明白。

课后，老师都很耐心的向我解释我在课堂上不懂的，解释 

到我明白为止。回到学生宿舍里，宿舍的同学也给我很多 

帮助。老师好好，不明白，会向你解释到你明白为止。”

       －－ 来自中国香港的11年级学生吴卓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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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很喜欢罗克汉普顿文法学校，其中之一就是 

学校的课外活动非常多，我的兴趣爱好很广泛，

在这所学校，可以满足我的所有兴趣需求。”     

       －－ 来自8年级学生CHELSEA WU



一流教学与运动设施
WORLD CLASS TEACHING AND SPORTS FACILITIES 

绿树成荫， 触目都是鸟语花香；

红墙白柱， 精致的雕纹和图案， 古色古香的建筑；

教学大楼、 现代图书馆和奥林匹克级别运动设施；

一尘不染的空气、 干净的校园小道， 空气中混杂的花草香味和 
学生的笑语欢声；

优美的罗克汉普顿文法学校校园， 可以和世界上任何一间历史 
名校媲美。

罗克汉普顿文法学校， 由三个校区组成 - 学前中心、 小学和
中学， 均位于主校区内。

座落于7.5公顷土地上， 学校充分利用每一寸土地， 设计和
规划出， 绿树环绕下各类现代设施场地齐全的校园。 从两个椭圆
形运动操场、 网球场、 50米奥林匹克标准泳池、 多功能健身房，
再到一座现代健康中心、 舞蹈室、 音乐厅、 专业剧院等， 足不出
校园， 便能享用几乎一个都市具备的设施。

罗克汉普顿文法中学部分设施
A LIST OF SELECTED FACILITIES 

Ritamada    这座独一无二的户外教育场所， 位于海边一座景
色迷人半岛上， 面朝绿宝石颜色的大海， 背靠著名的鸸鹋公园。 
学生来这里进行户外体育锻炼、 生物学和海洋学学习。  除了 
美不胜收的美景， 设施也齐全配套， 户外活动包括绳索挑战、  
冲浪、 潜水、 滑皮艇、 划独木舟、 露营等。

50米奥林匹克标准游泳池     1994年开放的50米奥林匹克标准
泳池， 深受师生们喜欢。  学生在这里上体育课， 或者是参加课外
游泳活动班。  不论哪个时间， 泳池都有救生员和老师在场， 确保
学生的安全。  另外， 泳池浅水区有一个大的遮荫帐篷， 在炎热的
夏天， 能减少阳光的照射。

RGS 皮艇俱乐部      奥林匹克标准皮艇俱乐部， 临靠菲茨罗伊
河， 几十支标准皮艇、 救生衣。 俱乐部二楼为一个可容纳200人
的多功能厅， 里面有一个标准厨房和宽敞的大厅， 学校平时会在
这里举行各类活动。

户外足球场     位于校园上坡的户外足球场， 主要用于学生上
户外体育课， 但同时供学生足球或手球队使用。           

户外澳式橄榄球/板球场     位于校园下坡的多功能澳式橄榄
球/板球草场， 不仅绿草茵茵， 而且可以眺望整个罗克汉普顿市。

沙滩排球场     标准沙滩排球场， 供学生上体育课以及学校沙
滩排球队使用。

板球场     3 个 Astro-Turf品牌人工草地板球场。

多功能无挡板/网球场     具有四个功能的无挡板 / 网球场， 用
于体育课和课外体育项目。 

多功能健身房     为了确保学生在罗克汉普顿文法学校， 不仅
学习好， 而且可以锻炼出健康的身体， 修建了这座设备精良的多
功能健身房， 供师生课上、 课下或周末使用。

RGS 户外农场     学校拥有一座展示型户外农场， 里面有羊、 
奶牛、 肉牛， 还有芒果树、 菠萝树、 咖啡豆树等， 用于农业课和
动物果树兴趣班， 学生们可以学习到， 第一手的农业和生活知识。

图书馆     罗克汉普顿文法学校有两座现代图书馆， 供学生课
外自习和阅读。

剧院     罗克汉普顿文法学校剧院， 和罗克汉普顿市级皮尔 
缤 (Pilbeam) 剧院相匹配， 现代化视听器材， 高质量表演地板， 
供学生彩排和表演使用。

舞蹈室     三间宽敞明亮的舞蹈室， 均采用顶级的哈利群 
(Harlequin)弹性舞蹈地板， 专业木制舞蹈把杆以及舞蹈墙面镜。

优质校园环境
CAMPUS ENVIRONMENT & TEACHING FACIL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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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质校园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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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吉尼国家森林  – 132公里  

布里斯班 – 615公里 (50 分钟飞程)

布兰克多恩国家公园 – 200公里

古德杜拉国家公园 – 135公里

摩根山 – 40公里

罗克汉普顿机场 – 2.6公里

RGS农业研究所 – 26公里

RGS 沙滩排球场

RGS 足球场      

RGS田径运动场

RGS 澳式橄榄球

罗克汉普顿医院

罗克汉普顿综合体育馆

中央昆士兰大學 – 16公里

RGS 皮艇俱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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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GS 办事处

罗克汉普植物园 / 动物园 / 高尔夫俱乐部 – 2公里

大克佩尔岛 / 摩羯海岸 – 50公里

RGS Ritamada – 45公里

RGS 户外农场 – 6公里

RGS 澳式橄榄球

RGS 板球场

RGS 剧院 / 舞蹈室

RGS 网球场

RGS 无挡板篮球场

RGS 多功能健身房

RGS 图书馆 

RGS 50米奥林匹克标准游泳池

罗克汉普顿市中心

RGS 体育馆 



ACCOMMODATION & CAMPUS LIFE 
优质住宿 健康校园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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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克汉普顿文法学校， 是昆士兰州最大的 
全日制寄宿学校。 高质量的住宿环境和优良管理， 
自1881年建立以来， 寄宿一直是令学校引以自豪
的传统。 百年来， 受到当地社区和学生家长的拥护 
和称赞。 和其他澳洲寄宿中学一样， 罗克汉普顿 
文法学校， 从7年级开始， 一直到12年级， 均可以
全日制。

男女生分别住在不同的大楼， 有专业清洁工人
每日打扫， 保持宿舍的整洁卫生。 男生宿舍，按照
不同年级， 分别位于宿舍楼的不同楼层。 为了让每
位学生不养成攀比的习惯， 每一位学生享有的住宿
设施， 均为一样的： 床、 书桌、 书柜和储物间。 除此
外， 每一楼层均设有， 宽敞的公共起居室， 放有沙
发、 休闲桌、 书柜、 娱乐区； 干净明亮的洗手间，  
洗衣房， 小厨房等。 根据房间不同的大小， 学生可
以选择住双人房间或四人房间。  高年级12年纪学
生， 年纪稍稍成熟， 需要有自己的隐私， 学校则为
每一位12年级学生， 安排独立房间。 通过这样的 
安排， 让学生从小培养集体沟通的能力和团体协作 
的意识。

宿舍楼位于校区内， 和其他教学及运动设施，
紧密穿插于校区内。  寄宿学生， 可以非常方便、 
使用无挡板篮球场、 游泳池 、 图书馆、 健身房等。  
寄宿楼的小厨房， 均随时放有新鲜水果， 供学生随
时食用。 

饮食
DINING

不少海外家长， 错误以为澳洲的饮食除了炸 
薯条， 就是汉堡包。       

然而， 罗克汉普顿文法学校的食堂， 每日都安
排各类各式的新鲜蔬果， 以及富含蛋白质的鸡蛋及
新鲜肉类。  而且， 每日的伙食都不一样。

譬如， 在罗克汉普顿文法学校， 一个典型的早
餐为自选式早餐， 冷食包括9种主要谷物、 小麦、  
坚果、 新鲜酸奶和浆果、 白面包、 全麦面包、 干果面
包、 新鲜水果、 牛油果； 花生酱、 草莓果酱、 蜂蜜、 
金糖浆； 饮品有全脂牛奶、 脱脂牛奶、 茶、 咖啡、 茶 
等； 热食有粥、 意大利面、 焗豆、 煮鸡蛋、 烤蘑菇、 
西红柿、 熏肉、 煎饼等。

友情
FRIENDSHIP 

学校的寄宿学生， 来自不同地区， 不同背景， 
有着不同的才华和经历。 和昆士兰以及澳洲人的友
善质朴一样， 本地的寄宿学生不仅十分友好， 并且
单纯， 他们非常渴望能和来自其他文化语言背景的
学生交朋友。  您的孩子， 在罗克汉普顿文法学校寄
宿生活， 有更多机会接触澳洲的同龄孩子， 与他们
成为朋友， 不仅能更快提高英语语言能力， 而且培
养和锻炼， 与人交往交际的礼节和能力。

“ 住在学校里，您的孩子每日 

可以学到真正的生活课。”

       －－ 来自一名学生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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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
TELECOMMUNICATIONS 

 校园和寄宿大楼覆盖良好的无线网络 (WIFI)， 学生可以使用即时通讯设备或软件， 和海外的家人通话视频。

寄宿活动
BOARDING ACTIVITIES

男生和女宿舍， 都设有不同的活动， 这些活动不包括在辅助课外活动内。 促进学生之间的友谊， 丰富学生课外
寄宿生活。

譬如， 2017年3月寄宿活动如下

周一  周二  周三   周四 周五 周六 周⽇

第六周 9年级晚餐
聚会

滚轮滑冰

第七周  7年级 
喜剧表演  

9 年级 
戏剧表演

10年级 
晚餐聚会

迪斯科派对 历史古迹
市集

第八周  中学考试
备考

第九周  公园写生 海滩郊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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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
LEARNING

罗克汉普顿文法学校每年的优秀高中会考成
绩， 和学校平时给学生提供大量的学习辅导， 是分
不开的。  所有老师不遗余力， 敬职敬业。 不论是哪
位学生在课堂上有不明白的地方， 老师都会在课堂
或课下， 辅助学生直到弄懂为止。  此外， 学生与学
生之间的帮助， 是罗克汉普顿文法学校的一个优良
传统。 高年级学生， 帮助低年级学生， 在功课上给
予指导。  同学与同学之间， 在独立思考写作业的同
时， 课上课下， 会讨论功课，互相帮助。  

英语语言
ENGLISH LANGUAGE

不仅是本地学生还是海外学生， 学校给学生提
供平等的英语语言辅导。 对于中国学生， 初到一个
全英语的环境， 听课和写作业， 相对会比本地学生
的语言困难多， 除了一般性的英语语言辅导， 学校
还设有额外的英语补习。 此外， 对于寄宿学生，  
寄宿负责老师， 也会给英语欠佳的学生提供辅导。

生活
LIVING

尽管学校尽力培养寄宿学生的独立生活能力，
但是， 也会在生活上提高一切需要的帮助。  譬如， 
每一栋宿舍每一层楼， 都有一位宿舍管理员， 负责
人住在学校， 给学生提供每周7天的帮助。

心理情绪
EMOTIONAL

罗克汉普顿文法学校， 有心理医生全职在学校
工作， 给师生提供各种心理咨询， 提高学生的心理
素质。  通过专业心理指导， 帮助学生保持积极、 乐
观的心境， 以及稳定的情绪状态。 

健康
HEALTH

学校的健康中心的设施， 相当于一间小型医
院， 除了全职的护士， 还有外聘的各类型医生。  
健康中心， 不仅解决学生的小病伤痛， 而且定期 
提供疫苗， 还有住院级别病床， 供有需求的学生 
或老师， 在健康中心康复。

SUPPORT
五星级关爱和帮助 

“  我很喜欢在这所学校学习，因为我结识 

了很多朋友， 老师和同学都非常友善。”

           －－ 来自9年级学生 RICKY HE



音乐
管弦乐队
交响乐队
合唱队

戏剧

公共演讲

国际象棋

体育
篮球
沙滩排球
板球
足球

手球
触网球
高尔夫球
网球

澳式橄榄 
球联盟
游泳
水球

潜水
冲浪
划艇
跆拳道

CO-CURRICULAR ACTIVITIES
多姿多彩的课程辅助活动 

罗克汉普顿文法学校， 以其传统的体育团队和各项运动竞赛的傲人成绩， 闻名昆士兰。  这和学校为学生安排的各类体育活动，  
并鼓励学生积极参与体育竞争， 是分不开的。 一流的校内运动设施， 以及多种户外水上运动场所， 学生可以在体育老师和专业教练 
指导下， 树立公平竞争精神， 享受团队合作竞争的乐趣。

为罗克汉普顿文法学校的核心课程辅助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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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
绘画
雕塑
摄影

“ 我们鼓励所有年级 

学生参与体育活动， 

塑造公平竞争精神。”

       －－ 来自一位体育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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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香港长大的吴卓谦， 于10年级入读罗克汉普顿文法学校。  吴的父
母20多年前在悉尼生活工作过， 对澳大利亚有一定的了解， 但从未到过
罗克汉普顿市。  为了提高儿子的英文水平，  并考入优秀的澳大利亚大学，
父母考虑送儿子回到澳洲读高中。  和其他父母一样， 选择一间合适的高
中对于孩子未来至关重要。  他们考虑了悉尼、布里斯班和黄金海岸众多
私立学校， 最后毫不犹豫的选择了罗克汉普顿文法学校。  母亲带着吴卓
谦， 在开学最后7日前访问学校，  参观和了解了学校后， 就读罗克汉普顿
文法学校的决定更加坚定了。

吴卓谦父母考虑该校的五个主要原因：

1）100%澳洲本地学生， 语言环境好；

2）可以直接接受吴卓谦在香港的英语成绩；

3）学费是其他同等私立学校的一半；

4）学校位于地方城市， 没有大都市的诱惑，能让小孩专心学习；

5）上几届的大学入学会考成绩很不错；

吴卓谦对学校教学的评价：

1） 学校的课程安排合理， 不仅注重必修课目的学习， 
并且提供各种不同的课程辅助活动; 

2) 同学和老师非常友好；

3）英语提高比较快； 

BRIAN WU (吴卓谦）
来自： 中国香港
年纪:  17岁 
学年:  11年级
兴趣：  去健身房、打篮球
志向：  考入好的大学读会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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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克汉普顿文法学校， 能培养出众多杰出人
才， 和其保证高质量学习的同时， 注重学生综合素
质发展， 是分不开的。

21世纪的优秀人才， 不仅是拥有智慧的专才，
同时也是能积极对待顺境和逆境的高情商、 高素质
的全才。

Ritamada 是罗克汉普顿文法学校， 拥有的一
个专门培养学生综合素质的户外教育基地。 面朝大
海， 背靠著名的鸸鹋公园， 占地共82公顷。 每位学
生都有机会参加， 在这里进行的个性锻炼户外运动 
项目。

通过一系列为学生 “量身定做” 的运动， 如挑
战、 冲浪、 潜水、 滑皮艇、划独木舟等， 充分培养学
生的团队合作精神， 领导才能，解决问题能力， 培
养心理抗逆能力。  适当的挫折教育和挑战， 不仅可
以锻炼学生的体质， 还可以锻炼学生的意志品质。

“ Ritamada 真是学校皇冠上 

的一颗宝石，我的孩子通过户 

外运动挑战，变得更加自信，

更加成熟懂事。” 
       －－ 来自一位学生家长

PERSONAL GROWTH
注重个性培养 促进综合素质发展 

团队合作精神 解决问题能力领导才能 心理抗逆能力

罗克汉普顿文法学校毕业的学生， 比其他学校学生， 更具有以下四项才能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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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TYPICAL WEEK OF BOARDING AND STUDY AT RGS 
RGS寄宿学生典型的一周

11年级寄宿， 周一至周四的每⽇安排

周五至周⽇的安排

食堂从
早上7时
开放

在早上8点
钟起床的学
生保持宿舍
安静

收拾整理 
房间， 保持
房间的整洁

参加课外活动 
或宿舍安排的 
活动， 又或自己
安排在宿舍里 
休息、 看书

午餐时间从中
午12时， 开放
至下午2时

下午茶时间 校车载去
Stockland 购
物商场， 从上
午9时一直到
下午1时

寄宿学生在课
外周末时间，
可以选择穿着
自己的衣服

7:00  

起床洗簌，
吃早餐

7:50  

早堂课
和晨聚

8:30 –  
10:10 

课堂  
(英语, 体育, 
数学, 地理）

10:10 –  
10:30 

早茶时间

10:30 – 
1:10 

课堂 
（健康教育,

数学,  生物,  
地理,  英语,  
体育, 人文）

1:10 –  
1:45 

食堂午餐 

3:10 –  
3:50 

下午课堂

3:10 –  
5:45 

回到宿舍放 
下书包； 

食堂下午茶； 

课外活动或其
他户外运动；

1:50 –  
3:10 

课堂 
（生物,  地理,  

健康教育）

7:00 8:00 5:0012:00 3:00

下午

早上

早上
白天

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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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五和周六 周⽇

晚餐时间 自由运动
休闲

学生在晚上
9时前应洗
完澡

公共起居室
的电视或
DVD放映， 一
直开放至晚
上10点

学生在10：30
前上床，晚上
11时前关灯

食堂晚餐
从5：15
开放

晚自习 收拾和整
理房间

8：30起，
和平时作
息时间
一样

5:45 –  
6:20 

自由时间； 
洗浴（如果有 
需要的话）

6:10 – 
6:30 

食堂晚餐

6:30 –  
6:45

回到宿舍准备
晚自习（手机
调到 “请勿打
扰” 模式，并放
置离书桌较远
的地方）

6:45 – 
8:15

在自己房间
做功课

8:15 –  
9:00

自由时间：  
晚餐后休息，
社交活动时
间，冲凉， 
准备明天需要 
的课本

9:00 –  
9:30

学生都应该洗
完澡， 准备第二
日需要的课本
和物品， 向其他
同学说“晚安”，
准备上床睡觉
或安静休息

9:30  

安静时间：
只允许开桌
面台灯， 在
床上看书或
睡觉

9:45  

手机调整到 
“请勿打扰”

模式； 关灯；
睡觉

5:00 5:15 9:00 10:00 10:30 5:15 7:00 – 
8:00

8:00 – 
8:30

8:30

晚上

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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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出发

家长们需要提前做好规划，让您的孩子顺利衔接我们的高中课程。

澳洲留学政策不允许， 海外学生直接入读12年级， 所以来自海外的学生， 
至少要从11年级读起。（涉及留学政策和签证的具体信息，请参考澳大利亚移
民局学生签证网站 www.border.gov.au/Trav/Stud）

澳洲的季节， 和中国的季节刚好相反。 澳洲的冬季， 刚好为中国的夏季。

如何申请
HOW TO APPLY 

第一步 仔细阅读  
http://www.rgs.qld.edu.au/international-students 

第二步 递交填写完成RGS入学申请书

第三步 学校审核入学申请书和证明学生学习成绩的书面材料， 
发录取通知书。 （因人而异， 学校可能会安排网上面试）

第四步 学生和家长接受录取通知书（签名并发回给学校）， 
支付学杂费用。

第五步 学生和家长会收到学校发来的文件，用于申请签证。 
（学校会尽力为学生和家长提供签证的相关信息， 

但是签证的具体事项，需要学生和家长亲力亲为。）

第六步 签证批准，准备行李来澳。 学校欢迎国际学生 
抵校，并安排几日熟悉校园和学习各项事宜。

注意：   根据澳大利亚政府学生签证的规定， 海外学生必须购买 
“海外学生医疗保险”(OSHC)

申请重要⽇期
IMPORTANT DATES

澳洲的学年制是 
1月到12月， 高中一年
分为两个学期， 四个小
学期。  年中会有大约三
周的寒假。

第一学期 1 月 至 6 月

1 月底开学

2 周假期

4 月初开学

* 该日期可能会因复活节 
假期有轻微变动。

第二学期 7 月 至 12 月

7 月底开学

2 周假期

10 月初开学

学年大概在11月底左右
结束。

READY TO GO

塑造个性， 造就学术！ 
从罗克汉普顿文法学校开始， 
您的孩子， 将成为一名充满自信、 能适应全球化发展的21世纪人才！

www.border.gov.au/Trav/Stud
http://www.rgs.qld.edu.au/international-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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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克汉普顿文法 
学校全体师生， 
欢迎来自中国的 
学生，加入大家庭。

联系方式
欲了解入学申请详情， 或安排参观学校等， 请联系

RGS中国部 ： china@rgs.qld.edu.au

电话： +61 07 4936 0700

地址：   The Rockhampton Grammar School,  
Archer Street, Rockhampton,  
QLD 4700, Australia

www.rgsaustralia.cn 
www.rgs.qld.edu.au

THE ROCKHAMPTON GRAMMAR SCHOOL
ABN  71 055 702 035

CRICOS Provider No. 00507F
CRICOS Course 004909M Secondary, Year 11-12
CRICOS Course 086204K Secondary, Years 7-10

微信 WECHAT 优酷 YOUKU

http://i.youku.com/rgs1881
www.rgsaustralia.cn

www.rgs.qld.edu.a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