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



辅仁国际学校（Furen International School）建校于2000年，是在新加坡教育部下属机构 — 新加坡私立教育
理事会（Committee for Private Education）注册的私立国际中学。学校设有初中部（7-9年级）和高中部（10-
12年级），提供7至12年级的初高中教育。

校园位于Claymore   Hill，地处新加坡核心商圈，距离乌节路地铁站仅5分钟步行距离，交通十分便利。校园的 
设计体现了学术性和艺术性、现代化和人性化的完美融合。

为了满足家长和学生对生活环境、住宿服务以及安全性的全方位需求，学校统一安排学生入住指定的 
学生公寓（由隶属辅仁控股的UEG学生公寓公司提供管理和服务）。达尔维（男生）公寓位于新加坡黄金地段 
第10邮区的达尔维路，哲沃思（女生）公寓则位于靠近印尼、文莱、马来西亚大使馆的哲沃思路。

关于我们

多功能教室 学生餐厅 健身房

学生演播室

黑箱剧场 哲沃思（女生）公寓 达尔维（男生）公寓

开放式教室 教师咖啡厅



在辅仁，我们总说“⽅方向对了，速度不是问题” 

2 0 2 0 年 ， 9 5 % 的 辅 仁 毕 业 生 被 全 球 知 名 
大学录取，其中84%的毕业生获得了世界
排名前100的大学的录取通知书，70%的
毕业生被世界排名前50的顶尖大学录取。 
 
迄今为止，辅仁毕业生已遍布全球，无论
是英国G5的精英大学（牛津大学、剑桥 
大学、伦敦帝国理工学院、伦敦大学学院、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还是亚洲数一数二的
新加坡国立大学、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享誉全球的澳洲八大（澳大利亚国立大学、
悉尼大学、墨尔本大学、昆士兰大学、新南
威尔士大学、蒙纳士大学、西澳大学、阿德
莱德大学），以及香港大学、阿姆斯特丹 
大学、多伦多大学等世界顶尖名校都有辅仁
毕业生的身影。

“ 在中国，进入一间顶级大学
像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辅仁
却令我美梦成真。” 

Cui Jiachen-辅仁校友，目前已
从新加坡国立大学毕业

辅仁成功案例

王浩宸王浩宸

新加坡剑桥新加坡剑桥
A-Level
AAA

丁昱铮丁昱铮

新加坡剑桥新加坡剑桥
A-Level
AAA

李萌哲李萌哲

国际国际剑桥剑桥
A-Level
A*A*A*

梁舒怡梁舒怡

新加坡剑桥新加坡剑桥
A-Leve
AAA

李可璇李可璇

国际国际剑桥剑桥
A-Level

A*A*A*A*

王泽杨王泽杨

国际国际剑桥剑桥
A-Level

A*A*A*A*A*

牛津大学
 (2022 QS排名 #2)

剑桥大学
 (2022 QS排名 #3)

帝国理工大学
 (2022 QS排名 #7)

庄艺群庄艺群
新加坡国立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

李天泽李天泽
新加坡国立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

张英琦张英琦
南洋理工大学南洋理工大学

佘雨徽佘雨徽
南洋理工大学南洋理工大学

章鹏程章鹏程
伦敦大学学院伦敦大学学院

徐雅戈徐雅戈
伦敦大学学院伦敦大学学院

刘嘉嘉刘嘉嘉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伦敦政治经济学院

张伯淳张伯淳
爱丁堡大学爱丁堡大学

郑安暘郑安暘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伦敦政治经济学院

张尔攀张尔攀
爱丁堡大学爱丁堡大学

邵奕邵奕
墨尔本大学墨尔本大学

沈睿琦沈睿琦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澳大利亚国立大学

赵起赵起
墨尔本大学墨尔本大学

张雨晴张雨晴
昆士兰大学昆士兰大学

孙陈翼孙陈翼
悉尼大学悉尼大学

刘松萌刘松萌
昆士兰大学昆士兰大学

施晓婷施晓婷
香港中文大学香港中文大学

秦瑜秦瑜
阿姆斯特丹大学阿姆斯特丹大学

刘依诺刘依诺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澳大利亚国立大学

周雨轩周雨轩
悉尼大学悉尼大学

吴泽吴泽
香港科技大学香港科技大学

于思贝于思贝
香港城市大学香港城市大学

侯禧元侯禧元
香港大学香港大学

张英琦张英琦
香港大学香港大学



辅仁的办学优势
升学规划升学规划
经过多年的努力，辅仁已与79所世界知名高等学府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并为这些知名院校输送辅仁 
优秀毕业生。79所合作院校也为辅仁学生提供基于辅仁A水准毕业考试成绩的有条件录取， 且其中一些合作 
院校为辅仁学生提供提前录取的资格和奖学金。此外，辅仁拥有专业的校内升学规划指导团队，定期开设
升学规划指导讲座，为学生量身定制升学规划方案，力求帮助每一位学生进入理想的大学和专业。

英国杜伦大学
（2022 QS排名 #82）

英国格拉斯哥大学
（2022 QS排名 #73）

香港城市大学
（2022 QS排名 #53）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 
- 澳大利亚排名第一 -

昆士兰大学
- 商学院，全澳第一，

亚太第一 -

香港城市大学
- 电脑科学专业，全球第九；

商科，亚洲第二 -

奥克兰大学
- 新西兰“国宝级”大学 -

新南威尔士大学
- 工程学院，全澳规模最大 -

明尼苏达大学
- 信息管理系统专业，

全美排名第三 -

阿姆斯特丹大学
- 传播学及媒体研究

专业世界第一 -

格罗宁根大学
- 欧洲常春藤联盟高校之一 -

波士顿大学
- 世界顶尖私立大学之一 -

格拉斯哥大学
- 会计与金融、牙医、

教育学、医学，英国第一 -

丹麦科技大学
- 世界顶尖工程技术类大学之一，

工程专业，欧洲第九 -

阿尔伯塔大学
- 人工智能专业，世界第六 -

大学招生讲座 - 大学招生讲座 - 辅仁专场辅仁专场



辅仁的办学优势
考试中心考试中心
辅仁是多个国际化升学体系的考试中心，如雅思、剑桥系列考试IGCSE和剑桥国际A水准的授权考试中心， 
也是美国大学入学考试ACT、SAT以及牛津剑桥等名校遴选考试ATS的授权考试中心。同时，辅仁 
还是经英国全国大学统一申请机构UCAS授权的英国顶级高校申请中心。

班级导师班级导师
辅仁采用班级导师制的学生管理模式，为每位学生配备一名具有丰富学生工作经验的班级导师，在学业
及升学规划上为学生提供建议，在生活上关注他们的心理健康和长远发展，帮助学生尽快适应新环境、 
新生活，成为他们的人生导师。

家校沟通家校沟通
学生导师与家长保持密切的沟通，及时将学校的重要通告、学生在校情况通知家长。校长每年还会不定期 
亲自前往国内做家访，促进学校和家长间的沟通、理解与互信，并邀请部分家长来新加坡校本部参与 
管理。在疫情期间，也以腾讯会议的形式进行网上面谈和定期家长会。

丁昱铮家人
（丁昱铮 - 剑桥大学）

刘光宇及父母
（刘光宇 - 新加坡国立大学）

王浩宸母亲
（王浩宸 - 牛津大学）

李校长家访合影李校长家访合影



柬埔寨义工项目 徒步活动 慈善义卖活动

少年旅授勋仪式

攀岩活动 机器人编程课程

新加坡国立大学商学院合作项目

服装设计课程

辅仁的办学优势
学生活动学生活动
辅仁国际学校长期举办各类学生社团活动、国际学生领导力活动、社区义工活动及跨国公益活动，并与各
专业机构、俱乐部合作，积极拓展校园课外活动，丰富学生的课余生活，促进学生的个性化发展、多元化
发展。

国际竞赛成绩国际竞赛成绩
辅仁学子每年在各类全球竞赛及活动中都表现出色，如在英国奥林匹克物理竞赛、英国奥林匹克化学 
竞赛、新加坡数学奥林匹克竞赛、澳大利亚数学比赛、亚洲学生领导力峰会、亚洲国际艺术节等国际竞赛
和活动中均多次荣获金银铜奖项。两位辅仁学子还在国际剑桥A-Level数学统考中获得全球并列最高分。

2017年亚洲学生领导力峰会金奖 国际剑桥A-Level数学统考
全球最高分

英国奥林匹克数理化竞赛
金银铜牌20枚

亮眼的成绩亮眼的成绩

家政活动项目



课程内容课程内容
1.  必修科目：英文
辅仁高中部的英文课程为雅思课程，帮助同学们全面提高英文听、说、读、写的能力，为申请海外大学 
做好准备。

2.  主修科目：数学、物理、化学
理科为中国学生的优势科目，且在申请大学专业时有广泛的适用性和优势，因此辅仁将主修课程设定为 
数理化三科。

3.  选修科目： 高数、 生物、经济、华文、中华文学
为了帮助学生最大限度地发挥自身优势，并为未来报读理想专业做好准备，辅仁为学生提供一系列的 
选修课程。例如，未来想要报考商科类专业的同学，可以选修高数或者经济；未来想要报考医学类专业的 
同学，可以选修生物。

注：①选修科目额外收费，详情请见费用明细；
        ②华文科目仅适用于申请英国、澳洲或香港的部分大学；
        ③每门选修科目需满5人才开课；开课人数不足时，学校可为学生做1对1的课程安排。

4.  项目周：每学年共开设4次
a.  2次海外义工项目，前往日本、德国、文莱、中国香港等国家/地区参与义工活动；
b.  1次大学合作项目，如辅仁与新加坡国立大学商学院合作的领导力课程；
c.  1次雅思学习营项目，由资深的雅思教师团队带领同学们集训，短期内快速提升考试水平。

注：①海外义工项目额外收费，详情请见费用明细。

5.  升学规划服务
a.  大学升学规划、专业申请规划；
b.  大学申请文书指导、作品集准备指导；
c.  大学入学面试辅导。

高中文凭课程

背景介绍背景介绍
与中国的高中教育不同，英联邦体系的高中课程（国际剑桥A-Level课程）被定义为大学先修课程， 
旨在为学生升入世界名校做准备。

辅仁国际学校所提供的高中文凭课程正是基于国际剑桥A-Level的课程体系。它符合全球教育的 
标准，并受到全世界大学和雇主的认可。该课程具有灵活性、挑战性和启发性的特点，采用 
“螺旋式”教学大纲，帮助学生在学习上不断地进步，最终通过国际剑桥A-Level考试，进入世界
名校。



高中文凭课程
课程时间安排课程时间安排 
1.  学年安排

第一学期 年中假期 第二学期 年末假期

24周课程
升级考试周

项目周
2周（6月）

24周课程
升级考试周

项目周
2周（12月）

2.  时间安排
周一至周五早上8点至晚上8点，课程包括必修科目、主修科目、选修科目及辅导课（双语）。

3.  升级制度
每完成6个月的学习，学校会组织一次学期考试，来检验同学们的学习成果。在考试中获得优异成绩的 
同学，将有资格申请跳级。

4.  学分制标准
学生的成绩以等级来评估，每个等级对应一定的学分。

分数等级 A* A B C D E F

百分比 90-100 80-90 70-80 60-70 50-60 40-50 0-40

学分 6 5 4 3 2 1 0

5.  毕业标准
根据学生的学业成绩（总学分）、出勤率、项目周和品德操行等方面的综合表现进行评定。



皮划艇拓展运动

牛津大学游学之旅

为什么选择辅仁高中文凭课程：为什么选择辅仁高中文凭课程：

1. 圆满完成学业后，学生将被授予由新加坡教育部批准认可的高中
文凭。

2. 剑桥国际课程考试体系相当于国际“高考”，该成绩受全球排名 
前100大学的认可，近十年来我们已收到上千份世界百强名校的 
录取通知书。

3. 将雅思课程纳入必修课程，并成为学生升级考试的重要评估 
部分，在长期的学习过程中，夯实学生的英文基础，并有效提升 
英文水平。

4. 以问题为导向的教学方式，有效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创造性
思维，提高学生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团队沟通协作能力。

5. 辅仁的教师大部分都毕业于新加坡国立大学和新加坡南洋理工 
大学，且以荣誉学位毕业。全职教师的平均从教时间达10年以上。

6. 适当安排双语教师进入辅导环节，更好地帮助学生适应国际化的
课程体系和全新的学习环境。

7. 班主任和导师共同关注学生的身心健康与学业进展，并与家长 
保持密切的交流互动，及时反馈学生的在校动态。

8. 携手知名大学，开展合作项目。如与新加坡国立大学商学院合作 
设 立 整 合 式 课 程 - - 可 持 续 未 来 领 袖 课 程 。 迄 今 为 止 ， 辅 仁 是 
新加坡参与该项目的第一所也是唯一一所私立中学。

9. 与全球79所大学建立合作关系，并为毕业班学生提供专业的、 
个性化的升学规划和一站式的升学申请服务，帮助学生进入心仪的
大学和理想的专业。

10. 学校开设了美术、戏剧、舞蹈、义工、模拟联合国、双语传媒
社团等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招生讲座
-辅仁专场

年级 最低入学年龄 学术要求 英文成绩

10 13 完成中考或至少完成初中3年 相当于雅思成绩4.0

11 14 完成高一或达到相当于高一的学术水准 相当于雅思成绩4.5

12 15 完成高二或达到相当于高二的学术水准 相当于雅思成绩5.5

入学要求入学要求

注：①所有学生都需要通过入学测试、英文面试，以及学生和家长与校长的中文面试；
        ②未达到学术要求的学生需通过报读年级的入学考试并获得校长的特别许可。



年级  10年级 11年级 12年级

学费 S$33,300/年

学费保险 # 学费的1.35%

政府消费税 # 学费的7%

设备使用费及押金 S$500

其他：
1. 申请费： S$732
2. 华文和中华文学选修课：80课时/年，S$2200/年 **

3. 其他选修课：160课时/年，S$4400/年 **

4. 外部考试费：由新加坡考试评估委员会及剑桥大学国际考评部规定并
收取费用。

学生管理学生管理
辅仁采用班级导师的学生管理模式，为每位学生配备一名具有丰富学生工作经验的导师。导师从学生 
入学开始，全程陪伴指导至学生毕业，不仅在学业和升学规划方面为学生提供建议，还注重对学生的心理 
辅导，关注他们心理健康和长远发展，帮助学生尽快适应新环境、新生活，成为他们的人生导师。

授课语言授课语言
除华文和中华文学选修课外，其它科目均以英文授课。答疑辅导时间，将使用学生熟悉的语言。

开学季开学季
每年2个开学季，分别在1月和7月。开学季之后递交的入学申请，教学部将根据对申请者的学术水平和 
综合素质的评估，酌情安排插班。

考勤考勤
学生需要至少达到90%的出勤率（包括所有学术和项目安排）才能继续下一阶段的学习。病假必须提供 
医疗证明，即病假单（MC）。

费用明细费用明细

图书馆

会客室

开放式教室

#  税率如有调整，以新加坡政府部门官方公布为准。
**  未含政府消费税。



课程内容课程内容
1.  必修科目：英文
针对初中部的学生英文相对较弱的特点，初中部将英文定为必修科目，并采用情境教学法、任务 
教学法、活动教学法等多种方式激发学生对英文学习的兴趣，增强其英文的应用能力。

2.  主修科目：数学、综合科学、华文

辅仁初中课程

背景介绍背景介绍
初中阶段是学生能力培养、性格发展以及三观塑造的 
重要阶段，因此辅仁初中部的课程建立于国际剑桥中
学段课程体系（IGCSE）的基础之上，并通过一系列的 
优质增值课程，激发学生的学习欲和潜力，培养学生 
包括学术能力在内的各种力，以实现“快乐成长，全面 
发展”的培养目标。同时，辅仁初中部还针对低年龄段
学生的特色，制定了更严格的学生管理制度，提供更 
全面的学生关怀服务，帮助同学们树立正确的三观， 
塑造健全的人格。

3.  素质教育课程及活动
a. 运动类，如游泳、健身、瑜伽、徒步、球类运动等，旨在帮助学生强健体魄，同时培养意志力、增强
团队合作精神；
b. 视听艺术类，如戏剧、合唱、吉他俱乐部和美术课等，在激发学生潜能的同时，让同学们得到艺术的 
洗礼，获得心灵上的疗愈、净化与解放；
c.  公民教育讲座、家政课等，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开阔视野、培养和提升独立生活技能。



辅仁初中课程
课程安排课程安排 
1. 学年安排

第一学期 年中假期 第二学期 年末假期

1月 - 5月 4周（6月） 7月 - 11月 4周（12月）

2.  时间安排
周一至周五早上8点至晚上8点，课程包括必修科目、主修科目及辅导课（双语）。

注：①所有学生都需要通过入学测试、英文面试，以及学生和家长与校长的中文面试；
        ②未达到学术要求的学生需通过报读年级的入学考试并获得校长的特别许可。

年级 最低入学年龄 学术要求 英文

7 11 完成小学6年 小学六年级英文及格

8 12 完成初一 初一英文及格

9 13 完成初二 初二英文及格

入学要求入学要求

授课语言授课语言
除华文课外，其它科目均以英文授课。答疑辅导时间，将使用学生熟悉的语言。

开学季开学季
每年2个开学季，分别在1月和7月。开学季之后递交的入学申请，教学部将根据对申请者的学术水平和 
综合素质的评估，酌情安排插班。

考勤考勤
学生需要至少达到90%的出勤率（包括所有学术和项目安排）才能继续下一阶段的学习。病假必须提供 
医疗证明，即病假单（MC）。



#  税率如有调整，以新加坡政府部门官方公布为准。

年级  7年级 8年级 9年级

学费 S$33,300/年

学费保险 # 学费的1.35%

政府消费税 # 学费的7%

设备使用费及押金 S$500

其他：
1.  申请费： S$732

游泳课

美术课

为什么选择辅仁初中课程：为什么选择辅仁初中课程：

1. 严格的学生管理：初中阶段的学生年龄较小，自律能力相对较弱，
因此需要校方在给予学生充分的关怀与尊重的前提下，予以更严格的
监管。辅仁初中部有安排学生集中进行晚自习的惯例，并确保晚自习
期间有双语老师为学生提供学习辅导。

2. 活动式教学：以活动式教学为主，鼓励学生的自主学习，激发学生
的学习欲望和潜力。学习场所不局限于课堂，学生会跟随任课老师到
大自然、科学馆和博物馆等场所，从生活中发现问题，将理论与实践
相结合。

3. 注重英文学习：帮助学生扎实英文基础，并攻克学科专业英文的 
难关，为平稳过渡到高中的学习和备考做好准备。

4. 温暖的学生关怀服务：学生在学生公寓，在生活上有宿管老师的 
悉心照顾与监护，在学业上有班主任和导师的关怀与帮助，遇到
心理问题时，还有学生事务部的老师和专业心理辅导师提供心理 
辅导。

5. 快乐学习、健康成长：辅仁初中部注重培养良好的学习习惯、正确
的学习态度，以督促学生增进学识、增长能力为目标，而非单纯以 
考试为导向。

6. 学校与家长保持密切的互动，及时向家长汇报学生的在校动态和 
生活学习情况，并将学校的最新信息及时传达给家长。

* 家长为本地人或有本地长期居留身份可为学生申请与家长同住。

英文戏剧表演

费用明细：费用明细：

开斋节活动

生物画报制作



官方网站 微信 FIS Facebook微博

Furen International School
8 Claymore Hill , Singapore 229572
+65 6842 6001 
admissions@fis.edu.sg

联络方式

CPE Registration No.:  200103939W 
(28/07/2019 to 27/07/2023)

收到上千份世界名校录取通知书
高素质、有资质的教师队伍
以学生为本，温馨育人
注重学生的个性化发展与多元化发展
监护式的学生公寓管理

辅仁官方网站
www.fis.edu.s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