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创始人寄语 

这个世界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伴随着孩子们在这样一个令人兴奋、快节奏的环境中成

长，伊顿感到非常有必要引导孩子们在未知的未来里如

何获取成功。仅靠知识并不能确保我们的年轻人在成长

过程中有能力和技能来适应这种变化和征服未来。灵感、

创造力、同理心、批判性思维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很难培

养，但对未来却是至关重要。 

作为三个孩子的母亲，我理解父母所面临的挑战。

我记得我和孩子们所在学校曾发生争执，因为那里的教

育工作者按照世俗在培养所谓“听话”的孩子。孩子们

的思想是最纯洁、最有创造力和最令人敬畏的。我们为

什么要改变这些思想呢？恰恰相反，我们应该倾听他们，

尊重他们，培养他们。 

 孩子们的思想是最

纯洁、最有创造力、

最令人敬畏的。 

创造力应该在学校里被鼓励，而不是被扼杀。这是

我多年前创办伊顿时的梦想。这个梦想一直激励着我。

我经常遇到伊顿的毕业生，他们现在正在做最令人惊叹

的事业，无论是从事音乐、艺术、研究、金融还是其它

的行业。更令我感动的是他们都已成长为有礼貌的、快
乐的和自信的人。 

我要向所有过去、未来和现在的伊顿学生父母传达

的信息是赞叹童年的奇迹，培养创造力，并和孩子一起

参与鼓舞人心的学习之旅。 

胡锦珠女士 
新加坡伊顿国际教育集团 

创始人, 主席、董事长 

 

幼儿园 

（18个月至 6岁） 

一个综合的探索课程，培养您的

孩子成为终身学习者。 

- 伊顿的“探索、思考、学习”课程 

- 国际文凭小学课程（简称为“IB PYP”） 

- 良好的双语基础，让学生具备基本的中

文沟通能力 



 

概述 

小学 

 

培养您的孩子拥有自主学习的能力；

在早期的技能培养上，发展他们自己的思

想、观念和创造力。 

 

- 国际文凭小学课程（简称为“IB PYP”） 

- 实力强大的、地道的第二外语课程：中文、

印地语、日语。 

初中 

国际公认的课程，支持您的孩子们发展他们的技

能和知识来取得未来的成功。 

- 剑桥国际普通中等教育证书(IGCSE)课程 

- 实力强大的第二外语课程：中文、印地语、日语和西

班牙语 

高中 

22世纪的教育旨在培养适应能力强、有能力、自信的、善

于解决问题的人，懂得合作交流的人以及离开学校后仍具有领

导力的佼佼者。 

- 国际文凭大学预科课程（简称“IBDP”） 

- SMART课程，专注于科学、数学、艺术、研究和技术领域

的综合课程 

- 借鉴新加坡的数学和中文课程 



 

新加坡伊顿概述 

从学前教育到小学、初中和高中阶段，伊顿为您的孩子

提供了一个完整的教育路径。学习之旅从伊顿本地幼儿园或

国际幼儿园的学前课程开始，当他们完成幼儿园的课程后，

您可以让他们升入任何一个有小学、初中和高中课程的伊顿

学校就读。这将使得学生们在伊顿社区内从一个学习阶段与

下一个学习阶段之间无缝衔接。 

本地幼儿园 国际幼儿园 

托育服务                            

上午 7点到下午 7点 

学年 

1月份到 12月份 

新加坡公民享有政

府补贴 

学费包含校内假期课程 

学校于下午 3点放学，

没有课后托管服务 

8月到次年 6月是一个

学年，每个学期有学校

假期 

新加坡公民不享有政

府的补贴 

提供的假期课程是

需要额外付费的 
INCLUDED EXTRA 

以下学前课程框架被不同的校区所采用： 

伊顿的“探索、思考、学习”课程

与教育部 NEL（幼儿园课程框架）

相结合 

国际文凭小学阶段课程（简

称为“IB PYP”） 

小学 

小学课程 

初中 

剑桥大学国际考评部 

剑桥国际学校 

高中 

预科课程 



 

本地幼儿园 
纽顿路 

新加坡纽顿路 39号，邮编 307966 

电话：+65 6352 3322  邮箱：newton@etonhouse.edu.sg 

 

罗伯逊路 

新加坡罗伯逊步行广场团结街 11号#02-20，邮编 237995 

电话：+65 6221 1050  邮箱：robertsonwalk@etonhouse.edu.sg 

 

武吉知马上段 215号 

新加坡武吉知马路上段 215号，邮编：588184 

电话：+65 6762 3322  邮箱：215BT@etonhouse.edu.sg 

 

万达兰路 

新加坡万达兰路 1号，邮编 287771 

电话：+65 6468 7880  邮箱：vanda@etonhouse.edu.sg 

武吉知马 681号 
伊顿中华幼儿园（中文沉浸式） 

新加坡#01-03武吉知马路 681号，邮编 269782 

电话：+65 6467 3322  邮箱：hceh@etonhouse.edu.sg 

 

蒙巴登 223号 

新加坡蒙巴登路 223号#01-18，邮编 398008 

电话：+65 6440 5100  邮箱：m223@etonhouse.edu.sg 
 

蒙巴登 717号 

新加坡蒙巴登路 717号，邮编 437737 

电话：+65 6440 0777  邮箱：m717@etonhouse.edu.sg 

 

爱兰德幼儿园 

新加坡圣淘沙爱兰布鲁路 35号，邮编 099982 

电话：+65 6274 2211  邮箱：islander@etonhouse.com.sg 

 

国际幼儿园 

蒙巴登 718号 

新加坡蒙巴登路 718号，邮编 437738 

电话：+65 6846 3322  邮箱：m718@etonhouse.edu.sg 

克雷莫路 

新加坡克雷摩路 15号，邮编 229542 

电话：+65 6737 3322  邮箱：claymore@etonhouse.edu.sg 

幼儿园和小学 

普洛力路 

新加坡普洛力路 51号，邮编 439501 

电话：+65 6346 6922  邮箱：broadrick@etonhouse.edu.sg 

圣淘沙 

新加坡圣淘沙岛爱兰布鲁路 33号，邮编 099981 

电话：+65 6377 3322  邮箱：sentosa@etonhouse.edu.sg 

汤申 

新加坡汤申巷 8号，邮编 297743 

电话：+65 6252 3322  邮箱：thomson@etonhouse.edu.sg 

小学、初中和高中 

乌节路 

新加坡东陵路 10号，邮编 247908 

电话：+65 6513 1155  邮箱：orchard@etonhouse.edu.sg 

米德尔顿国际学校 

新加坡武吉知马路上段 215号，邮编：588184 

电话：+65 6875 0089  邮箱：215UBT@middleton.edu.sg 

 

新加坡淡滨尼 92街 2号,，邮编 528889 

电话：+65 6636 1155  邮箱：tampines@middleton.edu.sg 

 

20多年的成功经验 以探索为基础的

学习方法 

优秀毕业生档案

库 

专家工作室 综合性的户外学习课程 全球课堂

教学平台 

一流的语言课程 



 

智慧 

始于好奇。 
 

哲学家 苏格拉底 



 

幼儿园 

将每个孩子的独特性视为天赋和机会 

 

伊顿是一个信奉“孩子的形象”哲学理念的学习社区。我们认为每个孩子都是充满好

奇心、善于交流、有能力、有自信和备受尊重的个体。了解孩子的兴趣所在，就能找到适

合每个孩子的学习方式。因此，伊顿采用的“探索、思考、学习”课程是一种以探索为基

础的学习方法。 

结合国际最佳实践，我们的探究课程在培养孩子数学、科学和科技领域的技能中发挥

重要的作用。我们还专注于语言与文学课程，让您的孩子可以通过印刷、数码、视觉和其

他艺术平台展现自己的想法，与他人进行有效的沟通。通过我们的第二语言学习课程，您

的孩子将有各种机会轻松地用英语和中文交流。 



 

幼儿园课程 

以探索作为学习的前提 
优化孩子早期的大脑发育对终身学习至关重要。伊顿运

用探索学习的方法，鼓励孩子发挥想象、勇于创新、发明创

造，以及建立合作。 

在 21世纪要取得成功所具备的技能和性格，都可以通

过这种方法得到锻炼。在老师的协助下，您的孩子将有多方

面的机会扩展他们的知识，增强他们应对复杂事件的信心。 

孩子的 100种语言 
说话只是孩子们用来交流思想的众多方法之一。在伊顿

幼儿园，您的孩子可以将艺术语言作为其独特的沟通方式，

让他们可以自信而有创造性地表达自己。 

“学习邀请”是有意设计的，为了吸引他们的兴趣和好

奇心，发展他们的理解能力，提高他们的参与度。我们的专

家和主班教师以创新的方式讲授艺术课程，培养“孩子的

100种语言”。 



 

幼儿园 

户外学习，亲近大自然 
伊顿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让您的孩子接受世界一

流的教育。这意味着从小开始培养广泛的体育爱好，在自然环

境中学习的习惯。另一方面，我们的创新课程为孩子们的身心

健康成长奠定了基础。我们培养孩子对环境的尊重，并让他们

意识到自己在保护地球中可以发挥的作用。 

能激发学习兴趣的教学环境 
孩子会向家长、伙伴和老师来学习，也会通过与所处

的环境之间产生的互动进行学习。以伊顿的理念“孩子的

形象”为中心，为孩子创建一个充分尊重孩子的想法、文

化、兴趣、审美以及有秩序的环境是我们课程的核心。学

习空间是温馨的、多元的和自然的，激发您的孩子自主地

去探索他们所处的环境。我们对环境进行了精心地设计，

同时提供丰富的资源，这样将扩展和挑战孩子的思考能力，

以完成他们的学习目标。 



 

在创造力方面，

我们的任务是帮

助孩子们尽可能

攀登自己的

高峰。做到无人
能及！ 

洛里斯·马拉古齐，瑞吉欧·艾米利亚学校创始人 



 

小学 

挑战学生 
挖掘他们真正的潜能 
伊顿国际学校是获得世界文凭组织认证的“IB世界学校”，提供国际文凭小学课程（简

称为“IB PYP”）。IB PYP是一门综合的跨学科课程，注重儿童的全面发展，除了学术科

目外，还包括社会、体能、情绪管理和文化课程。 

我们通过采用以探索为基础的方法，让学生了解重要的概念并掌握基本的技能和知

识，培养特有的学习态度，同时学习主动承担社会责任。小学课程为孩子的早期发展打

下了坚实的基础，学生通过具有挑战性和实践性的学习体验来获得知识、技能和确立态

度。小学课程特别注重于 IB学习者培养目标的发展，致力于培养具有国际思维的学生。 



 

小学课程 

学校社区 
每一所伊顿学校都是一个独特又温暖的大家庭。老师熟悉所有的学生。这是一个能让

孩子不仅在课堂上而且在学校社区中都能感受到被关注的学习环境。根据每个学生独有的

兴趣、能力和学习方式来安排相应的教学。我们鼓励学生在一个安全的、有吸引力的、具

有挑战性的环境中进行自主地学习。 

值得信赖的课程 
在过去的 20年里，伊顿小学课程是国际教育领域中值得信赖的品牌。我们的成功在于

我们的课程为低年级学生提供了一个真实的、与所处的文化背景有关联的学习环境。 学生

在不断创新和多元文化氛围中的学习体验能磨练他们的社交、沟通、自我管理、研究和批

判性思维技能。 

坚实的第二语言基础 
作为第一批提供双语课程的国际学校之一，伊顿的第二外语课程和母语课程，即中文、

印地语、日语和英语课程，是我们显著的优势之一。通过对不同语言的文化探索，为学习

语言提供生动有趣的学习情境，激发学习兴趣，从而培养出具有国际视野的学生。 



 

小学 

多样化的专业课程 
针对学生在课堂中的学习需求，我们提供相关的专业课程进行辅助，以确保学生整体能力

和综合素质得到全面发展。 

艺术课 让学生通过一系列艺术相关的探索，包括传统的方法和现代的平台，采用更概
念化的方法来开拓学生创新和想象力的思维。 

音乐课 被融入到主流课程之中，促使学生勇于表达自己的想法、发挥聪明才智和创造
力。通过全面的音乐教育，学生将会接触到传统乐器和世界各地的乐器，在此过程中学生

的音乐素养得到提升，并能运用乐器进行音乐创作、使用科技应用制作音乐影片。 

戏剧课让学生有机会在舞台上表演，展示他们的特长。还能培养他们公开演讲的能力、
对高情商和同理心的培养也非常有帮助。除此之外，学生还将学习剧本编写、舞台制作、

灯光和音响等内容，这是制作一台成功的戏剧所具备的所有元素。 

体育课包括足球、篮球、射箭、田径、无挡板篮球、板球、游泳等。学生有机会参加各
种体育赛事，通过培养他们自信、韧性、优雅和谦虚的品质，让他们能够更好地与团队进

行合作并取得成功。 

信息技术课被融入到课程中，让您的孩子通过译码、编程、多媒体创作、动画、3D

游戏等方式提高沟通能力和表演技能。有了这些数码工具，您的孩子将能够有效地参与创

造和合作，并交流和分享他们的观点，而这些都是支持他（她）们的学业和未来职业生涯

的终身技能。



 

逻辑会带你从 A到 Z，

但想象力能带你去任何

地方。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理论物理学家 



 

初中 

为每个学生的成功奠定基础 

伊顿的学术非常严谨，并且为初中和高中学生提供个性化的关怀和帮助。我们将信

息技术应用和基于探究的学习方式融合在一起，应用到基本技能的教育之中。高中将提

供国际文凭大学预科课程（简称“IBDP”）。 

我们的课程符合剑桥大学批准的国际中等教育普通证书（简称“IGCSE”）的严格要求。

10年级和 11年级学生需要完成此部分课程。IGCSE由剑桥国际考试中心开发，是世界上最

受欢迎的 14至 16岁学生的国际资格证书（与新加坡剑桥 O水准考试具有同等效力）。 



 

初中课程 

以学生为中心的学习 

伊顿所致力于以学生为中心。学生们帮助构建了我们的课程。我们鼓励他们选择自己

喜欢的科目，因为这种方法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开创性思维和积极参与的态度。此外，我们

的班级师生比例较低，使您的孩子能够得到更个性化的学术和教育支持。 

跨学科教学 

伊顿致力于畅通的跨学科教育方法，精心设置的教学环境使一个科目的学习自然地融

入其他学科，巩固之前的学习，并让您的孩子通过体验这些跨学科的学习来建立个人化的、

有意义的联结。 

以技能为基础的培训 

从一开始，伊顿就带领您的孩子走上学术成功的道路。通过一年两次的评估，并通过

模拟考试、学习技能课程和学习指导，您的孩子可以在准备考试的过程中建立自信、巩固

知识。 

坚实的第二语言基础 

伊顿有一个非常成功的第二语言课程，几十年来一直在培养真正的双语学生。初中阶

段的语言水平是建立在幼儿园和小学阶段强大的第二语言基础上的。在 IGCSE阶段，您的

孩子可以选择学习其他亚洲和欧洲语言。 



 

初中 

全面的专业课程 

体育 

体育课程的重点是增强体质和耐力训练、竞技运动和健康教育。您的孩子有机会学习

不同的战术和技巧，并了解营养与心智的价值以及药物对运动的影响。除此之外，体育课

程还涵盖了户外活动，如皮划艇、攀岩、射箭和自我防卫等。 

视觉艺术 

视觉艺术包括使用不同媒介来研究宣传画、自画像等，理解从设计到创造的过程，用

粘土创作来充分展示对文艺复兴作品的理解，也能通过历史来探索从洞穴艺术到当代设计

的发展。 

ICT 

通过机器人技术和编程，您的孩子能够提高他们的逻辑思维、解决问题的能力和

工作管理风格。ICT涵盖了 3D设计、空间感知与智能和工程学，这样学生就可以打造出

自己的原型，通过建立好的数字模型，让大家了解自己如何一步步成为一位有责任感的世

界公民的成长轨迹。 

 

音乐和表演艺术 

学生有机会参与学校的活动，如年终演出、学校合唱团和其他活动。拜访艺术家和参

与比赛有助于测试学生的综合能力。他们还学习如何演奏不同的乐器和创作自己的作品。 



 

纸上谈兵，不如努力尝试、实验、重复、失败、

再试一次。                   

改变世界。 

西蒙·辛内克 



 

高中 

培养创新的思维模式 

在高中，学生的能动性推动着课程的开展。我们认为，学生是变革的主角，为了改变

世界，他们应该具备推动成长和创新的思维能力。在剑桥大学 IGCSE的严格基础上，高中

的学生不仅为大学生活做准备，而且也做好挑战世界的准备。 

在 12年级和 13年级，16到 18岁的学生学习国际文凭大学预科课程（简称“IBDP”），

这是一个国际认可、具有学术挑战性获资格认证的课程，在世界各地的大学里都得到了认可。 



 

高中课程 

学生能动性 
学校通过给予学生话语权，提升学生能动性，并鼓励他们自主学习。学生有空间去探

究、思考和学习，同时在老师的指导下，更能促进和帮助其完成学习目标。这个过程培养

了那些高度投入、认真学习的学生，他们被激励着挑战学习的极限。 

SMART项目 
受谷歌 20%自由时间项目的启发，学生们的任务是策划他们自己的 SMART项目，这

些项目以科学、数学、艺术、研究和技术为重点。不是由老师决定，而是由学生自己选择

并着手他们感兴趣的项目，从而促使他们采取行动并做出改变。 

升学咨询 
选择考取哪所大学以及学习什么专业，对学生们未来的职业生涯有终生的影响。学校

注重升学咨询和就业指导，为学生提供深入的有建设性的建议，导师们如桥梁般帮助学生

从一个人生阶段过渡到另一个人生阶段。 

关顾辅导 

伊顿注重对学生的关顾辅导，再加上特有的精品校园环境，形成了良好的校园风气。

在伊顿，教师和学生之间的有效互动构成了课程的基础，并以个性化的方法来培养学生，

帮助他们发挥最大的潜力。 



 

高中 

活跃度和挑战性 

严谨的学科组合 

通过强大的、具有学术挑战性的课程，高中为成功被大学录取和未来的职业发展奠定

了基础。学生可以有机会接触到有广度和深度的课程，使他们能够在未来所追求的专业上

取得成功。 

创意行动服务 

创意行动服务（Creativity Action Service，简称"CAS“）旨在加强和扩展学生在个人，

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学习，并让他们做出有意义的贡献，同时磨练他们的文化敏感性和对社

会所面临的复杂问题的同理心。它培养学生成为成熟的全球公民，将理论付诸行动，对他

们的学术研究进行了补充与巩固。 

知识理论 

知识理论（Theory of Knowledge简称“TOK”）要求学生反思知识的本质，并且反思

我们如何知道我们声称知道的东西。这个课程通过演讲和一篇 1600 字的文章来对学生进

行评估，这是参加国际文凭大学预科课程的必修课程之一。学生们被要求具有批判性思维

的技能，并将他们所学到的知识应用到现实生活中去。 

拓展论文 

每个学生必须亲自调研、写一篇 4000 字的文章。写文章的整个过程都是由学生自我

指导，是学生参加 IBDP课程的必修项目之一。通过该项目，学生们学习如何提出论点、

进行论证和交流思想，为他们的大学学习做好准备。 



 

知识的美妙

之处在于，

没有人能从

你身上拿走

它。 

雷利 . 班 . 金，蓝调之王  



 

 双语 

流畅有效的沟通 

通过我们对创新和最佳实践的承诺，我们的语言课程已经取得很大的成功。学生从学

前开始接受双语教育，在小学时可以继续选择就读双语班，伊顿的中文课程提供了语言学

习方面的文化浸染和学习体验。这就是为什么语言学习包括了历史元素、地理和时事、哲

学、文学和艺术、以及传统和生活方式。这些经历使您的孩子成为真正的双语学习者，并

尊重其他语言和文化。 

那些寻求早期强化中文教育的人应该考虑伊顿中华幼儿园。该幼儿园还提供英语第二

外语（“EAL”）课程的学习，其他语言课程包括日语、印地语和西班牙语。 

将多种语言融入伊顿社区，我们诚邀您参加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 



 

伊顿里程碑 

第一所伊顿学校在新加坡东海岸

的普洛力路开办 

伊顿普洛力路校区被认证为 IB世界

学校 

因为对社会的重大贡献，伊顿创始人兼

董事长胡锦珠女士被中国苏州市授予

“爱心使者”称号 

新加坡的两所伊顿幼儿园成为

第一批获得 IB世界学校认证

的私立幼儿园 

伊顿在日本和马来西亚开办分

校 

启动第一个正式代表亚洲瑞吉欧儿童的组

织，即 REACH（瑞吉欧亚洲儿童协会） 

 

伊顿创始人获得中国义乌市长颁发的“外

交事务积极参与者”称号 

 

新加坡第二所汉顿幼儿园启动，这是由已

故的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先生发起的项目 

开办伊顿在中国的第一所学校，即

苏州伊顿国际学校 

启动第一所与新加坡 PAP社区基金会

合作开办的私立幼儿园，即汉顿幼儿

园 

伊顿创始人成为第一位获得伦敦自由

奖的新加坡女性，以表彰她对国际教

育的贡献 

 

伊顿创始人获得“江苏友谊奖”，

这是中国江苏省人民政府授予外

国专家的最高奖项 

在柬埔寨和越南分别开办第

一所伊顿学校 

苏州伊顿国际学校排名中国 500所最佳

小学 



 

里程碑 

伊顿基金会成立，支助新加坡各行各

业的儿童和青年 

IGCSE中学课程在伊顿普洛力路校

区启动 

在巴林开办第一所伊顿学校 

迷尔顿国际学校在新加坡开办，以高性价比学费提

供国际教育 

开办伊顿中华幼儿园，该园成为新加坡第一家 100%

中文沉浸式儿童保育中心 

伊顿创始人胡锦珠女士获得安永年度

企业家奖（教育类） 

 伊顿社区基金会获得新加坡社会与家

庭发展部颁发的社区关怀奖 

在缅甸开办第一所伊顿学校 

伊顿被新加坡政府评定为学前教育的“主

要业者”（AOP），根据主要业者计划在

新加坡开办伊桥幼儿园，服务当地社区 

苏州伊顿国际学校获得了 IBDP认证 

位于马来西亚吉隆坡、中国成都和新加坡

蒙巴顿 718号的伊顿学校获得了 IB认证 

迷尔顿国际学校开设第二个校区 

在乌节路开办了涵盖从小学到高中

课程的伊顿国际学校 

佛山伊顿国际学校获得剑桥认证 
伊顿喜迎 25周年庆典 

 

伊顿乌节路校区被认证为 IB世界学

校，至此伊顿大家庭的 IB世界学校

已有 12所 

 

伊顿学院创立 



 

哈萨克斯坦 

中国 

巴林 

日本 

柬埔寨 

越南 

马来西亚 

新加坡 

印尼 

伊顿的全球足迹 

缅甸 

 



   

新加坡 

全球公司总部企业办公室, #06-00, Haw Par Glass Tower, 178 Clemenceau Avenue, Singapore 239926  

电话： +65 6746 3333     传真： +65 6746 0332     邮箱：enquiry@etonhouse.com.sg 

www.etonhouse.edu.sg 

教育点亮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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