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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87年以来，帕福斯国际学校一直提供高质量的教育服务。其
培育对象是从2岁半（幼儿园）一直到18岁（A级）的孩子。我们
的寄宿公寓接收11至18岁的男孩和女孩。除了塞浦路斯学生外，
我们还接受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

给我们幼苗，

我们会还你树！

帕福斯国际学校
男女生教育日及寄宿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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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有传统的价值观的国际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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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正门 2   地下室
        戏剧演播室

        学校商店

        多功能房

     二楼
        财务处

        教师休息室 / 会议室

        管理办公室

3  一楼
        幼儿园综合设施

     二楼
        职业办公室

        媒体室

        信息技术实验室

4  一楼
        小学

     三楼
        中学

5  一楼
        5个科学实验室

        艺术设施

        音乐设施

        录音室

学校校园



体育馆

上学路线

1

停车场

去寄宿公寓路线

8

9

   二楼
        现代外语 

        （希腊文/法文/德文）

        学院科目
        （俄文/中文/西班牙文）

     二楼
        图书馆

        强化中心

        英语部

6  最先进的剧院

     （未来发展）

7  主要运动场所

8  体育设施

        体育馆/

        表演中心

        篮球/排球/
         羽毛球/射箭/
         乒乓球/体操

        室内恒温游泳池

9  户外体育设施
        网球场

        蓝球

          排球场

        足球场

        跑道

10  寄宿公寓

10

寄宿公寓



'PAN METRON ARISTON’

我们的座右铭源自古希腊的智慧，

体现出我们致力于通过教育实现平衡、谦恭与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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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使命

我们学生的视野

立足个人发展——做出作为全球公民的奉献

推动
与家庭及社会各界携手合作，

推动全面发展教育

创造
创造一个鼓舞人心的环境，
在机会均等的情况下，
让学生能够取得最佳个人成绩

做到
使我们的学生具有批判性独立思维，

接受终身学习思想，

成为取得成就的全球公民



8 帕福斯国际学校 

该校也是获得塞浦路斯计算机学会和CEPIS（欧洲专业信息学会理事会）认可的

ECDL（欧洲计算机应用证书）及LAMDA（戏剧和公开演讲考试）中心。

帕福斯国际学校在国内和国际上都得到认口。它由塞浦路斯教育和文化部注册并定期
接受检查。它也是两个最大的英国考试委员会CAIE（剑桥国际考试局）和Edexell
（爱德思考试局）以及希腊塞萨洛尼基亚里士多德大学(Aristotelion University Of 
Thessaloniki)的Ellinomaviia考试(希腊语言能力)的认证中心。除了反映全球教育
水平的IGCSE（国际普通中等教育证书）、AS（高中第一年）和A Level（高中第二
年）资格证书外，学校的毕业生还获得了在塞浦路斯、英国和欧洲各地认可的毕业证
书(Apolytirion)。

国家和国际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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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级

IGCSE 证书

A 级

A* - A A* - B A* - C A* - D A* - E

36.2

27.6

45.6 68.8

44.0

59.4 76.0

61.0

88.4 95.4

75.2

89.4 93.2

86.2

98.0

我们的学生经常获得剑桥国际考试局（CAIE）荣誉奖，这反映出他们学业优异。我们

有两名学生最近获得“全球顶尖”奖，因为他们在AS级历史和IGCSE第一语言俄语考

试中取得了全球最高的分数。其他学生在IGCSE中取得了“塞浦路斯顶尖”的成绩，

在全部课程的许多科目中都达到AS 级或 A 级。

我们的职业部向中学生提供有关获得高等教育、专业培训和工作的建议。这包括申请

英国大学（通过UCAS），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美国（通过富布赖特委员会）和世界其

他地区的大学。

我们的职业顾问亦致力于促进学生的个人发展和提高他们的研究技能。

本校毕业生入读的著名大学主要在英国，如伦敦经济学院、剑桥大学、伦敦大学学

院、曼彻斯特、格拉斯哥，以及塞浦路斯、德国、荷兰、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

俄罗斯联邦、迪拜和瑞士的大学。

考试

成就

职业

除了校内进行的测试和评估外，我们处在关键阶段4和5的学生还参加以下公开

考试：IGCSE(国际普通中等教育证书)、AS级(Y12)和A级(Y13)。

我们学生五年的平均考试成绩显示了我们优异的成绩记录。

请注意，在AS级，最高分数是A，因为A*不存在。



我们鼓励积极的自我形象、

独立和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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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精心规划的课程，我们提供丰富的带

有挑战性的学习机会，激发和满足孩子们

的学习欲望和好奇心。我们鼓励积极的自

我形象、独立和自信。我们深知儿童的发

展有自己的步伐，鼓励每个儿童充分发挥

自己的潜力。

我们的课程在有组织的活动和自由玩乐之

间保持平衡。我们按照英语国家课程设置

基础阶段的早期学习目标来进行教学。

此外，我们遵循塞浦路斯教育和文化部以

及劳动和社会福利司所制定的目标，他们

会定期视察幼儿园。

从小学入学到6年级，我们为每个孩子的多方面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课程包括下列科目：英语、数学、科学、历史、地理、公民、体育、艺术、音乐、信

息和通信技术（ICF）和希腊语。

在我们经验丰富的教师和现代教学媒体的帮助下，我们引领学生取得优异的成绩。每

名学生获得自信和追求个人成功的动力。

幼儿园

小学（关键阶段1和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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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制定了七年制的学习计划，选择范围广泛，为学生的未来创造了大量的机会。一

直到9年级（包括9年级），我们都采用英语国家课程，这一课程因多元文化环境中的

希腊语学习计划而得到加强。这为我们的学生融入全球社会做好了准备。拥有

IGCSE证书、A级证书和被承认的毕业证书（Apolytirion），学生们将为入读大学和

未来的工作做好准备。

中学(关键阶段3、4和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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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学生致力于一个基础广泛和均衡的学习计划，这会使他们

能够为自己未来的教育作出明智的选择。除必修的英语和希腊语

外，学生还有机会学习法语或德语。其他教授科目有数学、科学

概论、信息和通信技术、地理、历史、公民、艺术、戏剧、音乐

和体育。在9年级，我们的学生会接触商业世界，为商业研究或学

习经济学做准备。

关键阶段 3

学生们继续学习为IGCSE考试做准备的课程。这些资格证书代表了

全球公认的中等教育标准。我们的学生通常学习IGCSE考试的八门

课程，其中英语、数学和一门理科科目(生物、化学或物理)是必

修课。对于塞浦路斯或希腊国民，希腊语也是必修的。通常提供

的其他考试科目包括英国文学、法语、德语、信息通信技术、地

理、历史、商业研究、经济学、音乐、旅行和旅游、艺术和设

计、戏剧和体育。公民教育和体育课也是必修的非考试科目。

关键阶段 4

我们的学生为他们的AS级和A级考试做准备，这对进入大学至关重

要。AS级课程为期一年，A级课程为期两年。这些资格证书在全世

界享有盛誉并被广泛接受。此外，帕福斯国际学校学生接受校内

考试以获取学校毕业证书（Apolytirion），该证书得到塞浦路斯

教育和文化部以及英国和其他欧洲大学的承认。

在帕福斯国际学校教授的考试科目包括数学、进阶数学、雅思

（英语水平考试）、法语、德语、现代希腊语、英语文学、生

物、化学、物理、信息技术、地理、历史、商业研究、经济学、

戏剧及艺术与设计。公民教育、体育和写作技能也是必修的非应

试科目。通过现代希腊语A级的学生可以上希腊文化课。

关键阶段 5

7
 至

 9
 年

级
1

0
 至

 1
1

 年
级

1
2

 至
 1

3
 年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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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指导部为全校提供学业和人文方面的支持。我们可以安排学习支持助

理（LSA）提供课堂教学支持和/或为个人或小组学生安排辅导。指导部工作

人员与学生、家长和教师共同努力，确保每位学生都能学习学校课程，享受

学业、个人和社会成功。

人文关怀小组在学校日常的顺利运作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其目的旨在满

足各年龄组的需要。小组成员包括人文关怀主任、关键阶段协调员、班主任

和学校辅导员。该小组与教学人员合作，营造一个友好的环境，教导所有学

生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自行思考，尊重他人的需要，养成和保持适当的行为

举止。我们还努力促进学生的精神、道德、社会和文化方面的发展，使他们

成为多才多艺和自信的年轻人。

指导 

人文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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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和中学的课外活动极大地增强了课程质量。每一学年都会根据不同的需

求加以变化，但体育、音乐和戏剧是一直不变的。中学生有机会参加模拟联

合国会议、国际青年奖励计划（以前称爱丁堡公爵奖）、欧洲青年议会方

案、欧洲议会大使学校方案的活动及其他活动。各种各样的实地研究和校外

访问为各个年龄段的学习者提供了令人兴奋的教育和文化体验。我们鼓励社

区服务，我们的学生会奉献时间发起和参加当地社区的慈善工作。

课外活动

16 帕福斯国际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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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学院为本校学生和当地社区的学生提供课外课

程，让他们有机会继续深造。教授的科目有：作为外语

的英语、希腊语、俄语、法语、西班牙语、德语和汉

语。根据需求，EAL（英语作为附加语言）和其他定制

课程也可以安排。此外，我们学院还提供欧洲计算机应

用证书(ECDL)课程。

帕福斯国际学校学院在塞浦路斯教育和文化部注册。

帕福斯国际学校为4至18岁的孩子提供暑期学校。我们的暑期学校能让孩子们

在一个有趣、令人兴奋和激发智力的环境中学习。

它的举办时间是从6月底到7月份，吸引了许多来自世界各地的儿童，在我们

设备齐全的设施中留下令人难忘的体验。它提供英语课以及体育和创造性活

动。

学院

暑期学校



只教育大脑不教育心灵就等于完全没有教育。

亚里士多德    公元前384——322年“

“
18 帕福斯国际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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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

我们现有的、最先进的设施是2006年专门建造的。 

专门建造的幼儿园综合体

明亮宽敞的教室，配有空调和中
央供暖、计算机、投影仪和交互
式白板

三个电脑房

五个科学实验室

多功能体育馆和表演中心（排
球、篮球……）

室内恒温游泳池，配有供观众使
用的设施

人工草坪足球场、跑道和田径设
施，配有供观众使用的设施

室外篮球、排球和网球场

设有内部画廊的宽敞艺术设施

我们的目标是提供一个舒
适、安全、方便和美观的
建筑，配有资源充足、专
业化的教学和娱乐的场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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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齐全的音乐室

供演讲和放映用的媒体室

戏剧演播室和剧场

供体育和创作活动用的多用途室

供所有年龄组使用的有顶开放的游乐场地

电梯与供轮椅通行的坡道

图书馆和书店

自助餐厅

医务室

最先进的剧场（不久将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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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幼儿园

所有入园儿童都是在与家长面谈的基础上被录取的，但要视名额的多少而
定。我们接收两周零六个月以上能独立自主使用厕所的儿童。

寄宿公寓

获录取进入中学是进入我们寄宿学校的先决条件。查询表格须填妥并递交。
招生小组的一名人员将与您联系，以确认您收到了查询表，并回答您可能有
的任何初步问题。

录取过程包括一份完整的申请表、寄宿学校参观、考试以及接受学校校长和
/或寄宿学校主任面试。

招生委员会将开会审议申请。该委员会将审查学生成绩报告单、推荐信和考
试结果。我们来说至关重要的是，帕福斯国际学校非常适合您的孩子和您的
家庭，因此，如果我们在此阶段有任何进一步的疑问，可能会与您联系以获
取更多信息。

接待与 KS1

1年级或2年级申请接待的儿童需要进行非正式评估。

儿童之前有在哪上过学，报告与作品样本是申请和选择程序的重点。

小学和中学

所有申请小学3至6年级及中学7至10年级的学生，均需参加英文及数学正式

考试。说希腊语的学生还要参加希腊语考试。 

AS和A级课程的申请者根据他们在IGCSE/GCSE或AS级的考试成绩予以录取。 

AS级学生只有正在从同一个考试委员会转学分时才能申请A级课程。 

没有IGCSE/GCSE资格证书的申请者要参加正式的入学考试。

录取
根据学生的年龄，入学过程分为不同阶段



完美的宾至如归的体验

帕福斯国际学校。

寄宿公寓



寄宿公寓坐落在校园内，处于安全、平静、安宁的环境中。它

位于帕福斯市郊，交通方便，距离帕福斯国际机场仅有10分钟的

路程。我们创造了完美的宾至如归的体验，鼓励学生树立积极

的自我形象、独立和自信。

热情、好客和关爱深深植根于帕福斯国际学校的校风之中，这

有助于使学生尽可能顺利地融入我们学校。





主要设施和特色

带家具的成套床/书房

（提供1、2和3间卧室可供选择）

宿管老师/辅导员

餐厅提供全套餐饮服务
私人庭院，带有户外活动空间供住校生使用
户外烧烤区
自助餐饮设备
公共客厅
自动售货机
电视室
配备计算机的图书馆
自修室和教室
洗衣设备
汽车和自行车的现场停车场
轮椅通行
配备齐全的医务室，
由辅导顾问和护士提供支助
与当地私人诊所和医生建立紧密联系

如家一般的住宿

我们现代化的校园寄宿公寓明亮、舒适、安全。

26 帕福斯国际学校 



寄宿公寓是一座环保楼宇，配有高端系统，按照国际标准设计，注重健康、安全和环
境。楼宇中央管理控制系统包括：

帕福斯国际学校 27

环保智能系统

出入控制系统
可寻址火灾探测系统
广播和音乐系统
所有浴室均有可寻址呼叫系统，配有辅助牵引绳、
复位开关、门上指示器和电热毛巾架。
自动/智能遮阳百叶窗系统(除采光和遮阳控制外，该

系统将控制与通过服务器管理的安全系统相连的空
调加热系统)

主要面向室外的闭路电视监控
结构化布线和高速Wi-Fi



SUPERVISOR

入口

休息区

学生房间

学生房间

学生房间

学生房间

安全出口

安
全
出
口

厨房

餐厅

行政办公室

医生办公室

教研室

安全出口

布置与卧室/自修室

帕福斯国际学校寄宿公寓为年龄在11至18岁的中学生提供住宿。我们为男孩和
女孩提供分布在独立两侧的住宿。

提供单人床、双人床和三人套间/书房等住宿选择。这对于那些可能更喜欢共享
空间的学生（比如兄弟姐妹），或者那些根据可用性和年龄而选择独处房间的
学生来说，尤其有帮助。



单人房

双人房

三人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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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房间都使用高质量的耐用装置和装饰。衣橱是一体化的，所有的房间都有一张带

有可上锁的橱柜和书架的书桌 。卧室的窗户很大，能给室内带来充足的光线和新鲜空

气。空调机组和集中供暖为生活和学习提供了适宜的温度。

隐私和舒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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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家长使用的餐饮/咖啡馆设施

学生集体自修大厅 医疗救助设施

为学生服务



入住寄宿公寓的福利

寄宿发展生活技能，培养韧性，有益于全面的情感健康和幸福。鼓励学生发展广泛
的技能，这将为他们的未来努力做好准备。帕福斯国际学校致力于支持学生“跳出
框框”思考，反思和挑战自己，提升人生理想，培养批判性思维技能。帕福斯国际
学校的寄宿提供了一种独一无二的学习和生活体验。寄宿生会学会宽容和理解他
人，成长为体谅他人的团队成员和同学；对自己、自己的学习、财务、环境及人际
关系负责，从而对自己的决策负责。这些都是学生在未来取得成功所需要的个人和
社交技能。

安全声明

保护和促进儿童的幸福是每个人的责任。在帕福斯国际学校，我们深知这一点。通
过我们强有力的措施、培训和监控制度，我们确保学生的安全和幸福是校园生活和
寄宿生活各个方面的根本。所有教职员工都深知，他们有责任保护学生的幸福，因
此，他们必须随时熟悉及遵守保护学生的政策和程序。

交流

父母离孩子的学校远，就很难监督他们的学习。与所有父母的交流是我们引以为豪
的事情。
作为父母，您将收到持续的报告，让您了解您的孩子的幸福与进步。

教职员工

寄宿公寓的员工擅长帮助帕福斯国际学校的寄宿学生顺利适应新生活，随时可以提
供帮助，给予安慰和建议，确保学生很快就能安顿下来并感到快乐。在学生遇到困
难时，宿管老师会迅速采取行动，在适当时直接干预或帮助学生自己解决小问题，
从而发展他们应对冲突或具有挑战性状况的技能。

事实告诉我们，在寄宿学校环境中培养的友谊往往是终身的。寄宿公寓在很大程度
上是个大家庭。寄宿小组包括宿管老师，住校导师和活动组长，均得到学校辅导员
和医护人员以及强大的管理团队、教师和行政人员的支持。在适当的时候，学生和
教职员工会共度闲暇时光，例如看电影、参加游戏之夜以及参加包括郊游在内的广
泛的课外活动。

      寄宿公寓的目的是：

促进共同和独立负责的精神
承认和提高个人的学术成就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提供滋养文化、身体和道德方面的教育
促进全球公民意识
树立韧性，促进良好的情绪健康和福祉
鼓励自信和适应能力
为接受高等教育和就业做好准备
提升人生理想抱负和实现人生理想
以合理的费用提供高质量的教育



我们的学生具有不同的文化、宗教和民族背景，有着不同的期望和文化规范。

有40多个国家的学生就读于我们学校。我们致力于确保一个没有偏见的开放和宽容的

学习环境，使每个人都能感到宾至如归，而不论其国籍或个人背景如何。

我们致力于满足所有学生的需求，尽可能地尊重并欢迎学生们的丰富的文化经历。

周一至周五的常规生活——早起，长时间在学校，家庭作业！

在帕福斯国际学校，寄宿生与走读生的在校时间一样：7点30分至14点10分。然而，我们认
识到学校也是他们的家，所以我们提供最先进的娱乐、文化和艺术发展设施、和平氛围与
个体发展的机会，无论夜晚、周末还是一些假期。
学生可使用图书馆、电脑、多用途体育馆和表演中心、室内恒温游泳池、人工草皮足球
场、跑道和田径设施，以及宽敞的艺术设施和带有录音设备的音乐室。

晚上和周末

寄宿公寓经过精心设计和建造，以最大限度地提高为学生服务的质量，营造出
一种完美的家的感觉。我们鼓励所有寄宿生参加，确保我们提供的多样性适合
每个人的需要。课外活动包括：体育比赛和俱乐部，爱丁堡公爵奖励计划活
动，音乐和戏剧，艺术和手工艺（即马赛克镶嵌，珠宝制作）和游戏之夜等。
定制计划可以根据个人兴趣和需要组织，因为在帕福斯，选择的范围很广，这
些包括网球、芭蕾、高尔夫球、武术、水上运动等诸多项目。

食品和营养

我们的目标是提供有营养的、多样化的和令人愉快的菜谱，使用当地的产品，
并根据学生和家长的反馈加以调整。
我们满足特殊的饮食需求，我们的招生团队将与家长合作，确保我们掌握有关
孩子们的需求的最新信息，以便能够有效地满足他们的需求。工作人员会考虑
如过敏等特殊的饮食要求，而且就像孩子们的父母那样，我们会小心考虑这些
方面。

在制定我们的方案时，我们考虑到了国际学生和本地学生的需要。现有的选
择为家庭提供了很大的灵活性，但如果您有特殊需要，希望讨论一个定制的
方案，我们将努力为您的孩子找到最佳解决方案。我们提供全面灵活的寄宿
方案供选择，如下所示： 

Ÿ 全寄宿（9月至次年6月，包括节假日、圣诞节和复活节假期）

Ÿ 学期寄宿（不包括圣诞节和复活节假期）

Ÿ 星期寄宿

如有要求，可商谈临时安排，而且如有可能，我们将尽力安排住宿。申请将
根据房间的可用性视具体情况而定。详情可向学校索取。

帕福斯国际学校一周的寄宿生活

寄宿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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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多样性



非洲

欧洲

塞浦路斯

帕福斯

联系我们

如欲了解更多信息、入学程序及参观学校，请联系我们：

地址：100 Aristotelous Savva Avenue, Anavargos, P.O. Box 62018, 8060 Paphos, Cyprus

电话：+357 26 821 700，传真：+357 26 942 541

电子邮件：info@isop-ed.org

自1987年起在塞浦路斯教育和文化部注册



亚洲

中东

塞浦路斯概况

帕福斯概况

塞浦路斯不仅仅是一个著名的度假胜地。这个独特的岛屿位于三大洲（亚洲、非洲和欧洲）
的十字路口，历史悠久，拥有丰富的文化遗产，是欧盟成员，以热情和好客著称。塞浦路斯
的气候是地中海式的，夏季长而干燥，冬季温和，秋冬两季相隔很短。
塞浦路斯人一向重视教育和学习，为自己的语言和文化而骄傲。英语的重要性在当今全球化
的市场中得到高度承认，并在塞岛上广泛使用。
塞浦路斯是英联邦成员国，教育和政府服务部门受英国的影响很深。
塞浦路斯是受教育的理想目的地，是欧盟最安全的国家，也是世界上第五大最安全的国家。

沿海城市帕福斯拥有迷人的温馨氛围和常年温暖的天气，再加上悠
闲的地中海生活方式，确保学生有机会在令人放松的环境中学习和
生活。
帕福斯城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文化和自然珍宝的官方
名单。它的考古公园是岛上最令人振奋和令人兴奋的地方。帕福斯
是古代奥林匹亚诸神与现代世界相遇的地方。爱的女神阿芙罗狄蒂
诞生在它的海岸边。
这个国际化的度假胜地拥有美丽的乡村、历史名胜和体育活动，在
一年中的任何时候都有适合每个人的东西；它是一个提供多种户外
活动的天堂，适合帕福斯国际学校的所有学生开展课外活动。
从现代购物中心、烹饪佳肴、大型戏剧和文化活动到上映最新电影
的娱乐中心，帕福斯对于任何酷爱攀岩、徒步旅行、高尔夫、足
球、帆船、潜水或只是躺在海滩上的人来说，都是一个运动和休闲
活动的天堂。
众所周知，日落会激发旅行，提高工作效率，带来希望和幸福。帕
福斯人能享受到最令人惊异的如田园诗般的日落。尽管近年来发展
迅速，帕福斯仍然保持其未被破坏的状态。城市交通便利，距帕福
斯国际机场仅10分钟车程，距拉纳卡国际机场不到90分钟车程。

www.paphosinternationalschool.com



本文件包所载信息是一般性的，只在公布时有效。在尽一切努力保持其最新公布状态
的同时，也应认识到，学校是一个动态的环境，变化可能不时会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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