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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与即將生活學習的城市有關信息

LOOKING FOR INFORMATION ABOUT THE CITY YOU WILL LIVE AND STUDY IN

動身之前，您應該通過各种渠道盡可能多地了解与前往生活的城市/鎮、就讀
的教育机构有關的信息，以及在新西蘭生活學習的注意事項。
除就讀學校/机构的网站外，還可瀏覽以下网站：
www.mynzed.com
www.immigration.govt.nz/livinginnewzealand
www.xtra.co.nz
www.newzealand.com
同時，网上還開設了有關新西蘭留學的中文网站和聊天室。

如果您佩戴眼鏡，應帶一副備份，并帶上鏡片或隱形眼鏡的驗光單。將這些
物品和常用藥放入背包中。許多藥品是禁止帶入新西蘭的。机場的海關人員
可能需要了解您隨身攜帶藥品的信息 ( 參見16頁‘報關’ ) 。藥品應放在貼有
標簽的原包裝中。帶藥品藥方及基因名稱的复印件。如果您怀疑攜帶的藥品
不符合新西蘭法律的規定，可向新西蘭駐中國大使館核實。還可以在手提行
李中攜帶以下物品：
換用衣服 ( 至少內衣 ) 、牙刷，以及發生托運行李延誤或丟失、
或航班延誤時所需的其他物品
新西蘭親戚朋友的電話號碼及電子郵件地址
新西蘭就讀學校或机构 ( 留學生辦公室 ) 和/或寄宿組織机构的
電話號碼及電子郵件地址
到達后住宿地的電話號碼 ( 包括寄宿家庭的詳細資料 )

攜帶物品

護照与机票

WHAT TO BRING

旅行支票、現金或銀行卡

攜帶的行李最好不要過重。航空公司對隨身攜帶的手提行李 ( 放置在机艙的行
李箱 ) 及托運的行李有嚴格規定。檢票時，航空公司工作人員會對您的行李進
行稱重。一般情況下，托運行李的重量不得超過20公斤，放入机艙行李箱中
的背包重量不得超過7公斤。如果您的行李超重，需要補交運費，或者只能留
下部分行李。物品打包之前，一定要先了解您所乘航班的航空公司對行李尺
寸、重量、禁帶物品及其他事項的有關規定。

個人的重要文件

此外，如果您需要乘坐新西蘭國內航班前往新西蘭最終目的地，可能有不同
的行李托運規定。請与航空公司代理确認或查看航空公司 ( 所有 ) 關于行李的
規定。違反重量規定 ( 無論新西蘭國內航空公司或國際航空公司 ) 會給您造成
經濟負擔! 回國時攜帶行李乘坐航班，同樣需要遵守有關的規定。

到新西蘭可帶以下物品：
 与您在新西蘭學習專業有關的漢語課本
 電子辭典
 錄音机 ( 用于課堂/教學錄音 )
 手机 ( 新西蘭的手机比中國貴。
將您
參見31頁‘聯系方式’)
地址 的姓
名、
 家庭親情的紀念物，如喜愛的音樂
碼寫 和電
話
在背
號
CD、家庭、朋友的照片等
內外 包的
 照相机
。
 自己喜好飯菜的菜譜
6

病歷及牙科檔案
備用護照相片
填寫旅行單證用的鉛筆
無論決定攜帶何种物品，您的行李都要接受旅行安檢。到達新西蘭時，您本
人及背包可能還要接受檢查。
背包一定要自己隨身攜帶，這樣可以把所需的常用物品帶在身邊。行李內外
要標記您的姓名及在新西蘭的地址 ( 即使是臨時地址 ) 。
國際航班偶爾會發生行李丟失。這种情況并不常見。一般來說，航空公司會在
一兩天后將找到的行李歸還失主。如果您的行李丟失，請与航空公司聯系。您
需要填寫一張表，說明攜帶的行李 ( 尺寸、顏色、材料、樣式及品牌 ) ，以及您
前往的地址。行李找到后，航空公司將按表中填寫的地址給您送去，通常是免
費運送的。

免帶物品

WHAT TO LEAVE BEHIND

禁攜物品

Prohibited items

新西蘭對帶入國內的物品有非常嚴格的管理規定，需接受無有害物及無疾病
檢查。您不得攜帶小動物或昆虫 ( 活的或死的 ) 、新鮮食品，包括肉類食品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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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包裝食品。對可以帶入的物品也有限制。如
果您帶有上述任何物品，到達后必須申報。如果您
受到怀疑，需在海關接受檢查。相關內容請登錄：
www.customs.govt.nz。欲了解可以帶入物品的更
多信息，可登錄：www.protectnz.org.nz。對于准
備給您寄物品的親屬或朋友，請告訴他們有關新西
蘭嚴格的法律規定。

違禁毒品

Illegal drugs

違禁毒品不得帶入新西蘭。帶入毒品將受到關押。他人要求您攜
帶看管行李時一定要提高警惕。
含有麻黃素和假麻黃鹼成份的產品，如Contac NT片，在新西蘭屬
于法律限制藥物。這就意味着，只有在具有個人正當使用理由的情況下，才
能將這些產品帶入新西蘭。
因為這些材料被廣泛用于生產屬于A類控制藥品的脫氧麻黃鹼，如果您与這類
被證實用于犯罪目的的原料有關系，將受到新西蘭法律的嚴厲處罰，最高可
判七年徒刑。

免帶物品

Unnecessary items

新西蘭通常七月份最冷，一月或二月最熱。夏季和冬季的溫差不大，盡管內陸
和東部山區有很明顯的差別 ( 可達14°C ) 。
夏季平均最高溫度

20-25°C

冬季平均最高溫度

10-15°C

新西蘭大部分下雪在山區。雖然南島東部和南部冬季有時降雪，但北島沿海地區
和南島西部很少下雪。新西蘭到處都是森林，通常夜晚比較涼，天空晴朗少風。
下表所示為奧克蘭、惠靈頓和基督城三個城市，夏季和冬季平均最高溫度和最
低溫度。
城市

溫度

奧克蘭

1月平均最高/最低溫度

23.8°C/ 16.4°C

奧克蘭

7月平均最高/最低溫度

14.7°C/ 8.0°C

惠靈頓

1月平均最高/最低溫度

20.3°C/ 13.4°C

惠靈頓

7月平均最高/最低溫度

22.5°C/ 12.2°C

基督城

1月平均最高/最低溫度

11.3°C/ 6.2°C

基督城

7月平均最高/最低溫度

11.3°C/ 1.7°C

您無需帶中國的食品 ( 如速食面、小食品等 ) ，因為大部分食品在新西蘭都可以
買到。許多城鎮都有亞洲食品店 ( 參見32頁‘食品’) 。
在新西蘭，您可以借到中文版CD、DVD和錄像帶，所以這些物品也是少帶為佳。
您不需要從中國帶電話卡，新西蘭到處都賣國際電話卡，价錢很便宜 ( 參見29頁
‘聯系’) 。

攜帶适合新西蘭气候的衣物是很重要的。首先要知道，新西蘭的季節与北半
球國家是相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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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季 九月至十一月

夏季 十二月至二月

秋季 三月至五月

冬季 六月至八月

這里的天气變化很快也很明顯。所以有人開玩笑說‘一天過了四季’。即使
早上天气看起來很好，也最好隨身帶一件外套或運動衫。相反，早晨很冷的
天，到了下午又可能熱得不得了。

重要文件要保存复印件，如護照的照片頁，頁面要保持清晰。這樣，發生遺失
時便于更換。同樣的道理，您應額外保留一套護照備用照片，便于到達新西蘭
后制作ID ( 身份 ) 卡。
護照照片頁、机票、准備隨身攜帶的駕駛執照和信用卡，以及其他個人資
料，如銀行和保險的單證等應制作兩份影印件。如果您有特殊病史，請帶
有關病史的英文記錄，列出您的旅行支票的序號(用過的支票從复印件中消
去號碼)。在家人朋友處留一份所有文件的复印件，其他的与隨身攜帶的貴
重物品分開放在安全的地方。
在机場購買的任何免稅物品要留好發票，以備到達机場時向海關出示。
獲得簽證前，您還需要知道到達新西蘭后准備住在何處，即便只是短暫居住。
未安排好住處的將無法獲得簽證。在這方面，您就讀的學校和机构可以幫助安
排。到達新西蘭后的各類居住地參見28頁‘居住地’。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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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往新西蘭時不要帶大量現金，這樣很不安全。攜帶大量現金時，最好使用
旅行支票。飯店、銀行和某些商店都收旅行支票。如果您在新西蘭開設了帳
戶，也可以由中國電子轉帳。
您要帶夠第一周使用的現金，最好是美元或英鎊。在新西蘭第一周的花費有
200美元就足夠了。在新西蘭，可在机場或城市中的銀行、外匯局 ( Bureau de
Change ) 兌換台換錢，十分方便。

如果到新西蘭之前，您与家人住在一起，并需要經過一段時間調整才能适應獨
立生活。离開中國之前，您要考慮一下在新西蘭開始新生活所需的一些技能，
動身前如何做好充分准備。您需要學會如何：

預算/
管理資金

安排自己
的時間

獨立學習

做飯，
收拾家務

与其他人
一起生活
(非家庭成員)

如果您帶有10,000新元以上現金，到達机場時需向海關申報 ( 參見16頁‘報
關’) 。在新西蘭，在住地存放或隨身攜帶大量現金很不安全。1000以上新
元即為大量現金。
大部分信用卡在新西蘭廣泛使用，如Visa ( 維薩卡 ) 、MasterCard ( 万事達卡 ) 、
Diners Club卡和American Express ( 美國万通卡 ) 等。警察局建議使用信用卡
而不是現金。

請記住，如果您在新西蘭的生活中遇到困難，可以隨時尋求幫助。請閱讀這本
手冊了解有哪些服務机构，以及与他們聯系的方法。

新西蘭大部分商店和銀行外面都設有ATM ( 自動柜員机 ) 。只要是四位數PIN
( 四位數密碼 ) 的國際信用卡及ATM卡都可以使用。動身之前您需要到銀行核實
一下，确認您的PIN在新西蘭可以使用。不要向任何人透露您的PIN 號碼。

英語掌握得越快，并能夠用英文思考問題，您在新西蘭生活得越自如。

到達新西蘭后，您應在銀行開設一個帳戶，因為這里是保存現金最安全的地
方。詳細說明參見39頁。

目前在新西蘭就讀的，以及在這里留過學的學生一致認為，熟練的英語是适應新西
蘭生活最重要的因素。在新西蘭留學，您需要掌握英語的听、說、讀、寫能力。

在新西蘭的留學生必須上醫療保險。您就讀的學校和机构可以幫助您投保。
有時，保險費是學費中的一部分。

知道要來新西蘭后，您應盡快盡可能多地練習英語，看英文電影，听電台
的英語節目，看英語電視節目并大量閱讀英文讀物。互聯网上也有各种新西
蘭報紙和雜志– ( 可登錄的网站有www.stuff.co.nz, www.nzherald.co.nz,
www.cuisine.co.nz, www.unlimited.co.nz ) 。也可以通過互聯网搜索引擎
搜索ESL查找并瀏覽英語練習。
有一本電子詞典很方便。您還需要備一本英語字典，如Collins Cobuild或
Longmans Language Activator，這類字典對英語單詞有很清楚的解釋。
在新西蘭，只要您使用英語就會很快掌握。不要怕用英語交談和提問! 多利用
當地圖書館對提高英語水平也很有幫助，這項服務有可能收費。
即使英語不是您學習課程的必修科目，您也需要補習，除非您已精通英語。英
語課教授英語的同時，還會讓您了解一些有關新西蘭的知識。
學習語言是困難的，往往讓人感到很吃力。但請您一定要記住，學習英語下的
功夫越大，在新西蘭生活得就越自如，因此這樣做是非常值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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