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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新社团 

华新社团（Huasing Association）是在新加坡政府正式注册的华人留学生社团，其宗

旨是“为正在就读新加坡各大专学府或者在新加坡从事专业工作的中国同胞提供一个

交流的空间和服务的平台，并为这个群体在新加坡的个人和职业发展提供帮助”。华

新社团的前身是 2000 年正式成立的华新网。在随后的十年中，华新网和华新论坛在新

加坡华人学生的共同支持下不断发展，现已成为最受在新中国留学生喜爱的论坛之一。

与此同时，华新工作组也本着社团宗旨，积极组织各种活动，为在新的华人学生以及

工作人士提供交流经验、情感提供了平台。现在，华新社团已成长为在新加坡最有影

响力的中国留学生社团之一。 

《华新新生宝典》由华新社团工作组成员精心编写，并在每年 12 月 sm2，sm3 新生抵

达新加坡后免费发放。从 2000 年 11 月第一期出版至今，《新生宝典》已陪伴广大新

生们走过了十年的风风雨雨。 

今年，新生宝典首次推出《网络预览版》，目的是让广大的新生在抵达新加坡前就能

了解到关于新加坡和预科学习与生活的第一手资料。今年的新生手册也更新了大量信

息，旨在让新生们获得最及时与新鲜的资讯。 

如同往年一样，纸制版《2011 华新新生宝典》将会在 12 月发放给广大新生。宝典中

将收入更多新生们关心的问题，例如大学情况、专业选择和新加坡娱乐、生活资讯等。 

真心希望《2011 新生宝典网络预览版》能为大家答疑解惑；也敬请大家期待纸制版的

《2011 新生宝典》。 

更多信息请浏览华新网站和论坛： 

华新网：http://www.huasing.org  

华新论坛（求学狮城）：http://bbs.huasing.org/bbs.php?B=116 

也欢迎广大新生和家长加入华新新生 QQ 群进行提问： 

第七群：76186412 （ 新生群） 

第六群：108756718 （新生家长群） 

华新社团  

2010 年 10 月 20 日 

http://www.huasing.org/
http://bbs.huasing.org/bbs.php?B=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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岛国概况 

   

 

 

Basic Information  基本资料 

 

【国名】新加坡共和国  The Republic of Singapore 

【首都】新加坡市 Singapore City 

【国旗】由上红下白两个相等的横长方形组成。左上角有一弯白色新月和五颗白色五

角星。底色红色代表人类的平等，白色象征纯洁和美德；新月象征国家，五颗星代表

国家建立民主、和平、进步、正义和平等的思想。新月和五颗星的组合紧密而有序，

象征着新加坡人民的团结和互助的精神。 

（参考资料 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204/15/content_358770.htm） 

【国徽】由盾徽、狮子、老虎等图案组成。红色的盾面上镶有白色的新月和五角星，

其寓意与国旗相同。红盾左侧是一头狮子，这是新加坡的象征（新加坡在马来语中是

“狮子城”的意思）；右侧是一只老虎，象征新加坡与马来西亚之间历史上的联系。

红盾下方为金色的棕榈枝叶，底部的蓝色饰带上用马来文写着“前进吧，新加坡！” 

（参考资料 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204/15/content_358770.htm） 

【国歌】《前进吧，新加坡》 (马来语) 

【国花】胡姬花，象征新加坡人的气质和刻苦耐劳、果敢奋斗的精神。 

【国家政要】总统纳丹(S.R. Nathan)；总理李显龙(Lee Hsien Loong)；内阁资政李

光耀(Lee Kuan Yew)；国务资政吴作栋。  

【公共假日】 

  New Year Day    元旦节（又称华人新年）：1 月 1 日 

  Chinese New Year  春节：农历大年初一，初二 （2011 年 2 月 3,4 日） 

  Good Friday     受难日（基督教节日）：4月 22 日 

  Labour Day      劳动节：5 月 1 日 

  Vesak Day       卫塞节 (佛教节日)：5 月 17 日 

  National Day    国庆节：8 月 9 日（1965 年） 

  Hari Raya Puasa 开斋节（伊斯兰教节日）：8 月 3 日（此为 2011 年，每年有所不同） 

  Deepavali       屠妖节（印度节日）：10月 26 日（此为 2011 年，每年有所不同） 

  Hari Raya Haji  哈芝节 (伊斯兰教节日)：11 月 6 日（此为 2011 年，每年有所不同） 

  Christmas       圣诞节 （基督教节日）：12 月 25 日  

TELL ME 
ABOUT > 

SINGAPORE 

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204/15/content_358770.htm
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204/15/content_358770.htm
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2-04/16/content_360392.htm
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2-04/22/content_367797.htm
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2-04/16/content_360438.htm
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2-04/16/content_360438.htm
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4-01/29/content_129086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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岛国概况 

 

 

 

National Profile   国家档案  

 

【Name 姓名】  新加坡 共和国 

【“Home Address 家庭住址”】马来半岛南端，马六甲海峡东口 

（参考资料：《2009 华新新生宝典》） 

【“Temper 脾性”】热带海洋性气候，常年气温变化不大，空气湿度高, 雨量充足

（参考资料：《2009 华新新生宝典》

+http://www.51766.com/zhinan/11000/1100029483.html） 

【Date of Birth 出生日期】1965年 8月 9日 

TELL ME 
ABOUT > 

SINGAPORE 

新加坡地处热带，常年温差变化不大，空气湿度高。每年的 11 月到翌年正月是新加坡雨

水最多的时候，而 6 月到 8 月则相对干燥。新加坡气候温暖而潮湿，年平均温度在 23-

31℃之间，温差很小，是个“没有冬天的国度”。 

 

新加坡位于马来半岛南端，马六甲海峡东口，柔佛海峡把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半岛 

隔开，而隔着新加坡海峡便是印尼诸岛了。新加坡由50 多个岛屿组成，主岛新 

加坡岛占全国面积的90%以上。境内草茂花繁，整洁美丽，因此又被称作“花园 

城市”。  

新加坡古称淡马锡，8 世纪建国，当时称“Singapura”，1350 年遭印尼爪哇一王国侵略，18~19

世纪为马来亚柔佛王国。1819 年莱福士登陆，即成为英国殖民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新加

坡一度被日本军队占领。1945 年日本投降，英国再次占领，新加坡进入战后重建阶段。1959

年, 新加坡独立为英一自治邦, 1963 年参加马来亚联邦。1965 年 8 月 9 日新加坡独立，成立

新加坡共和国，李光耀为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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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http://wenwen.soso.com/z/q118053167.htm?sp=3133） 

【Nationality 国籍】 新加坡  

（参考资料：http://news.cyol.com/content/2010-09/01/content_3402482.htm） 

【Religion 宗教】多种宗教并存,和谐共处。 

(参考资料：http://www.chuguo51.com/travel/2006/8/10/23168.shtml） 

【Symbol 主要标志与象征】鱼尾狮塑像 

(参考资料：http://baike.baidu.com/view/38495.htm） 

 

 华新社团 普瑞尔 编辑整理 

更新于 2010 年 10 月 3 日 

新加坡是一个多种族的多元文化社会.截至2010年6月, 新加坡总人口达到508万，其中华人占

75%，马来族占13.9%，印度族占7.9%，其他种族占1.5%, 各族人民相处融洽。新加坡有四种官

方语言：马来语，华语，泰米尔语和英语。其中, 英语是商务和行政用语， 使用广泛。 在正

式场合, 英语几乎是唯一的沟通媒介, 因此相当重要。 

鱼尾狮作为新加坡旅游局 (STB) 标志的鱼尾狮首次亮相于 1964 年。这个矗立于浪尖的狮头鱼身

像很快就变成了新加坡的象征。 

鱼尾狮是由当时的 Van Kleef 水族馆馆长，Fraser Brunner 先生所设计的。鱼尾狮的狮头代表了

《马来纪年记》里所记载、于公园 11 世纪，三佛齐王国的圣尼罗乌达玛王子在这座小岛所看见

的一头神奇野兽，后来他才知道那是头狮子。就此，王子就将这座小岛命名为“Singapura”。

“Singapura”在梵文里的意思是狮子(Singa)城(pura)。鱼尾则象征了在王子发现小岛前的古城淡马

锡 (Temasek)，并代表新加坡是由一个小渔村发展起来的。     

多民族的新加坡的宗教信仰也十分复杂，世界上的主要宗教在这里都有信徒。按照传统习惯，中

国血统的人大都信奉佛教或道教，少数信天主教或基督教；马来血统和巴基斯坦血统的人基本上

信奉伊斯兰教，印度血统的人信奉印度教。 

http://wenwen.soso.com/z/q118053167.htm?sp=3133
http://news.cyol.com/content/2010-09/01/content_340248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849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994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54227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1830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9064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9064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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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Qs   

欢迎大家来到问答部分！在这一篇章中，华新社团综合了学姐学长和新生的意见，列

出了历年同学们比较关心的问题，并收集了最新资料进行解答。由于篇幅有限，有些

问题在这里我们只能做一个简要的回答，我们会把更多有用和重要的信息放在纸制版

的《2011 华新新生宝典》里，并在 sm2, sm3 同学来新后分发给大家。希望我们整理的

答案能够让即将来新加坡读书（尤其是 SM2、SM3 的同学），以及有计划来新加坡读

书的同学更多的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度，并对自己未来的生活做好规划。 

如果你有更多疑问，欢迎登陆华新网论坛(www.huasing.org) 咨询。 

 

狮城小览 

1. 新加坡的教育现状如何？ 
答：新加坡的教育体系比较完备，分为小学、初中、初级学院到大学四个阶段。学校

有政府直接设立、政府补助设立、自主学校和私立学校四种。新加坡的教育以多元化、

双语化闻名，同时具有竞争性和务实性的特点，是亚洲优秀的教育体系之一。 

（参考阅读：《新加坡教育的现状与启示》 张世善） 

 

2．新加坡的大学有哪些？ 

答：新加坡有三所公立大学，分别为新加坡国立大学（(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以下简称 NUS)，南洋理工大学（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以下简称 NTU）和

新加坡管理大学（Singapore Management University）。除此之外，还有很多私立学校

和理工专科学校。 

 

3. 新加坡的交通状况如何？ 
 

答：新加坡的交通可谓四通八达，可以从两方面概括。 

对外交通 

  在新加坡，飞机是出国的重要交通工具。新加坡樟宜机场（Changi Airport）是世界   

上最繁忙的航空港之一，为78家航空公司提供服务，连接世界上177个城市，包括中国

的北京，成都，重庆，福州，广州，杭州，香港，济南，高雄，昆明，澳门，南京，

上海，深圳，台北，西安和厦门，是进出东南亚的门户。很多家航空公司都提供去中

国的航班，比如新加坡航空，中国国际航空，中国南方航空，中国东方航空，香港国

http://www.huasing.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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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航空，泰国航空，马来西亚航空，印尼航空等等。机票价格从三百到一千新元不等。

有关更多购票回国的信息请参看《华新2011新生宝典》。 

市内交通： 

      对于新加坡民众来说，使用公共交通是外出最经济实惠的选择。新加坡的公共交通便

利快捷，主要包括出租车，地铁，巴士三种，下面分别做简要介绍： 

 出租车：新加坡的出租车多为丰田，现代和奔驰，可以在路边或出租车停靠点叫车，

也可以通过电话或短信订车。现有三家主要的出租车公司：Comfort，CityCab 和SMRT， 

它们的收费标准相对本地收入水平来说比较低廉。举例来说， Comfor/CityCab出租车： 

起价2.40新元（一公里一下）最初10公里每225米增加0.1新元，之后每200米增加0.1新

元。每30秒（Comfort）/25秒（CityCab）等候时间增加0.1新元。另外，根据不同时段

以及不同服务需求，各家公司又有不同收费规定。详情可参阅出租车公司网站： 
 

    Company Website 

  Comfort/CityCab 
（CityCab为Comfort旗下公司） 

h  http://www.cdgtaxi.com.sg/home.mvn 

SMRT  http://www.smrt.com.sg/taxis/taxis.asp 

 

 地铁：新加坡的地铁系统发达，由四条线路成：东西线（绿线），南北线（红线），      

东北线（紫线）和环线（黄线，一至三期已启用，预计2012年全线贯通）。地铁的营运  

时间为早6:00到晚11:00，车次间隔时间为3-5分钟。车资根据距离而定，最低为0.8新  

元，最高为1.8新元。使用易通卡（Ez-link）比较方便，进出地铁站可以直接刷卡，

在任何一个地铁站都可以为易通卡充值。同学们可在地铁站索要地铁交通图，以方便

出行。 

 

 巴士（公交）：新加坡的公交线路几乎覆盖全岛所有地方，按照功能不同可分为干线

（  Truck Services），短程线路（ Shortworking Trips），特快线路（ Express 

Services）以及夜间线路（SMRT 叫NightRider，NR，SBST 叫Nite Owl）等。其中，

短程线路是为了繁忙时间分流而特殊提供的线路，通常是在上下班高峰时段运行；有

些只走普通线路的一部分，以数字加字母A，B 或C 标明。特快线路大多连接距离比较

远的两个商贸或是居住中心，为节省时间，中间小站不经停，通常以e 结尾，比如10e，

97e。值得注意的是搭乘巴士需要在车站招手示意司机，否则司机不会停车。另外，新

加坡的公交车没有报站服务，所以需要乘客自己辨认目的地，在下车时要提前按铃通

知司机。有公交卡的同学千万不要忘记下车时需要打卡，否则将支付最高车资（一般

为2新币以下）。 
                                                                                             sm2 11th 贾晨晨 供稿 

华新社团编辑                                                           

 

4. 新加坡的饮食情况如何？ 
 

答：新加坡被称为美食天堂，中国、马来、印度、印尼、泰国、日韩以及西方国家的

菜肴应有尽有，同学们可在来新之后慢慢探索，也可以参阅华新宝典上的美食指南，

file:///C:/Users/Mengning/Documents/My%20doc/华新/Projects/Freshmen%20Bible/新生宝典2011/网络版/h%20%20http:/www.cdgtaxi.com.sg/home.mvn
http://www.smrt.com.sg/taxis/taxis.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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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到自己钟爱的风味。值得提醒的是，在新加坡民众的日常生活中，主食以米饭为主，

肉类以鸡肉最为普遍，食物口味多偏甜。因此，大多数中国学生，尤其是来自北方的

同学，可能需要一段时间适应这种饮食风格。 

 

5．新加坡的治安状况如何？ 

答：众所周知新加坡是一个比较安全的国家，犯罪率极低，法律体系完善、详尽，并

且执行严格。但这并不意味着大家可以忽略安全问题。比如在深夜还是应当尽量避免

去偏僻的地方；在夜生活比较丰富的地区（如酒吧区等）还是应多注意安全，保护好

自己。另外新加坡的报警电话为 999，大家在遇到突发状况时切莫忘记通过及时报警

来保障自己的利益。 

 

6 .在新加坡常见的法律法规有哪些？作为在新的中国留学生应该注意哪些法规？ 

答：前面已经提过，新加坡的法律法规详细、严格，所以大家要注意自己的行为。下

面列出一些在新加坡比较严重的刑罚以及跟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法规细节。另外，对

于新加坡的少数法律，部分同学还存在着误解，在这里也一并阐明。 

 重刑： 

A. 贩毒：这是最严重的刑罚，死刑。需要注意的是，在机场要看管好自己的行李，

不要帮不认识的人携带东西过海关，以免给自己招致不必要的麻烦。 

B. 擅自进入新加坡军营：新加坡有很多军营，分布在各个地方，外面有明显的标

志，用铁丝网隔开。提醒大家未经允许不得进入军营，否则可能会有生命危险。

另外，很多大使馆、政府机关也不允许我们随意进入，希望大家注意。 

C. 鞭刑：这恐怕是大家最缺乏了解也最为恐惧的新加坡刑罚之一，有传言甚至说

在新加坡一点小错就会遭到鞭刑。事实上不然。鞭刑在新加坡属于十分严重的

刑罚之一，实施鞭刑是有很多法律条文做依据的，例如强奸，抢劫，偷盗等案

件，因此大家对于鞭刑不必过于恐慌。 
 

 罚款以及特别注意条款： 

罚款是新加坡十分普遍的一种处罚措施。下面列举几项提醒大家注意： 

A． 网上非法下载：处罚金 S$500-S$5000 不等，同时也有可能被判监禁数月。这是

新加坡政府为保护知识产权采取的强制举措，可能与大家之前的认知有所不同，

希望能引起特别注意。 

B． 盗窃：以金额计算监禁时间以及罚款数额。这一项需要特别注意，新加坡对于

盗窃的处罚相对严格。 

C． 盗版光碟：一张 S$1000 

D． 随地吐痰：最高 S$500 

E． 乱扔垃圾：最高 S$1000 

F． 乱按地铁的警示铃或是紧急制动闸：最高 S$5000 

G．乱按防火警报：最高 S$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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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公共汽车逃票：补齐差额并处罚五倍车费 

 

由于篇幅所限，以上只是对部分常见法规十分简要的一个介绍。新加坡是一个

“Fine Country”一语双关，Fine 既有美好也有罚款之意，新加坡并没有将罚款作 

为发财之道，实际量刑时会复杂很多，所以对此不必惊慌，但还是提醒大家要注意 

自己的行为，不要引起不必要的麻烦。想做更多了解的同学可自行查阅相关书籍。 

 

7. 我们要注意的社交礼仪和生活习惯有哪些？ 

答：根据新加坡的社会生活情况以及学长学姐们的感受，总结为以下几点： 

A． 交谈禁忌：与许多国家一样，和新加坡人交谈时，最好不要涉及薪水问题和女性年

龄等。这些问题在新加坡人看来是隐私的，问到这些会被视为不礼貌。 

B． 说话方式：国内很多地方讲话要求字正腔圆，说话以听清楚为第一要义，因此很多

人都习惯了大声讲话。但在新加坡，人们认为大声说话是不礼貌的，影响到无关的

人更是对他人的不尊重。所以大家来到新加坡后，要注意在公共场合轻声讲话，以

示尊重。在地铁和公交车上打电话的时候，也不要音量太大， 尽量为别人提供安

静的环境。 

C． 宗教：从“初到狮城”我们可以了解到，在新加坡存在着多种宗教，这就要求我们

要秉持着尊重的态度对待每种宗教，不要随便发表评论，更不能因为好奇心而做出

不当举动。例如很多信奉伊斯兰教的马来女生会带头巾，把头发遮住。切记不要去

动别人的头巾，这是很严重的冒犯。另外，刚来新加坡的同学可能会遇到很多热心

的教徒，邀请大家参加教会活动，宣传某种宗教道义，甚至邀请大家入教。同学们

不必惊讶， 他们只是为了与更多的人分享他们的信仰，让更多人认识、了解他们

的宗教。有选择地参加教徒们组织的活动对大家融入新加坡社会是很有帮助的。但

是要区分好活动的性质和类别，不要因为一时疏忽而被其他非法组织所利用，要提

高安全意识，保护好自己。 

D． 节日习俗：在新加坡，大多数中国传统节日的气氛不太浓厚（这也需要大家逐渐习

惯），但是春节中秋节等还是会有一定的庆贺活动。值得一提的是，在新春去别人

家拜访时，要用红色的篮子或者纸盒装上桔子作为礼物，桔子的数目一定要是双数，

新加坡人视之为好彩头。 

E． 排队：新加坡的排队习惯可谓是世界闻名。无论什么场合，人们总是排队等待，很

少一拥而上， 也几乎没有人插队。尤其是在上下车的时候，无论等待上车的人群

多么拥挤，大家总是自觉分成两边，为下车的人让路，然后再一个一个有序上车。

这一点提醒同学们注意，不要为了一时着急而扰乱了秩序。 

F． 上课时的两点提醒：在大学中常见的不合礼仪的事项有两类：衣着和称呼。上课时

不必穿着正式，以舒适为标准即可，但是背心，脱鞋等是不合礼仪的。称呼方面，

称呼教授(professor)为 teacher 是非常不礼貌的。可以称呼某某教授（比如教授姓

Tan,称 Prof. Tan; 如果不清楚姓氏，可称其为 Prof. 或 sir）；获得博士学位的可以称呼

为 Doctor（例如 Dr. Tan）。如果同学们不知道老师的头衔，可以在先生/女士后面加

上他/她的姓氏，或者直接称呼 sir/madam。 

G． 其他细节：例如在公交车、地铁站内不可以进食、饮水，公交车下车时要提前按铃

通知司机等等，大家在来到新加坡以后可以慢慢总结、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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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新加坡物价如何？我们购物时应该注意什么？ 
 

答：在时尚方面，作为一个一直走在世界时尚的前沿国家，新加坡的购物场所遍布全

岛。这些商场服务设施齐全，装修精美，国际知名品牌云集，吸引了国内外的许多顾

客，其中最有名的便是乌节路。在生活方面，新加坡的超市十分普及，大小、档次均

不一，能够很好地满足社会各阶层民众的不同需求。 然而，新加坡的物价水平（跟中

国相比）是比较高的（但某些国际大品牌的商品会比较便宜）， 尤其是日常生活用品，

在与人民币 1:5 的汇率下，令很多中国学生一时间难以接受，因此大家还需要逐渐适

应。 

需要强调的是退税问题。在新加坡的商场购物大多是不能直接退税的，必须让销售方

开具退税单才能于出境时在机场退税。 然而，持有长期学生签证的我们不能出境退税，

只有持旅行签证，或在新加坡短暂停留并且不会在短期内再次入境的人才具备退税资

格。对于大多数学生来讲，父母来新探亲是退税的好时机。 需要注意的是，退税有效

期，即购物时间到出境时间最长为两个月，并且退税单上的购物方姓名必须为出境者

姓名。退税最低购物价格为100新币。如果不想经过退税手续，购物者可以直接到机场

或乌节路的免税店购买免税商品。 

更多有关购物场所的信息及其优势比较，请参见《华新 2011 新生宝典》。 

  

9. 新加坡的银行有哪些？ 

 
答：新加坡的外资银行主要有花旗银行（Citibank），渣打银行（Standard Chartered 

bank）。本土银行目前呈现三足鼎立的局面，星展银行(Development Bank of Singapore 

简称 DBS)、华侨银行(Oversea-Chinese Banking Corporation 简称 OCBC)和大华银行

(United Overseas Bank 简称 UOB) 各有优势。其中星展银行（中国）有限公司自 2007 年

起正式成立，在北京、上海、天津、苏州、深圳、广州、东莞设有多家支行。它也是

到目前为止三家银行中唯一在中国接受个人业务办理的银行。 

由于星展银行（DBS）在新加坡分布范围极广，有条件的同学可以去中国的星展银行办

理借记卡，以解决来新时现金携带的不便的问题。 

更多信息请查看星展银行中国主页：

http://www.dbs.com.sg/cn/chinese/Pages/default.aspx 

 

另外，同学们来新后，教育部统一办理的 POSB 卡便属于星展银行旗下。不敢保证教育

部每月的补贴够用，在带部分现金来新之前，建议在国内中国银行，或者中国工商银

行办理一张 VISA 卡或者银联卡，以备不时之需。在新加坡用 VISA 或银联刷卡消费没有

手续费，提现一般是有 3%的手续费。 

在新加坡也有中国银行及中国工商银行的分布，汇款等业务也十分方便。 

http://www.dbs.com.sg/cn/chinese/Pages/default.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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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新加坡手机业务由哪些公司负责？ 
 

答：新加坡主要有三家手机网络供应商，分别为 SingTel（新电信），M1（第一通信） 

以及 StarHub（星和）。SingTel 一直以来以通话质量好和信号覆盖率高取胜； M1 是新

加坡的民办电信公司， 通话质量和信号覆盖率都不错； StarHub 是三家公司中最年轻

的一个，有着全岛唯一的特色服务，按秒计费，对于精打细算的同学是个不错的选择。  

详情请参看三家公司网站： 

Company Website 
SingTel: http://info.singtel.com 
M1: http://m1.com.sg/M1/site/M1Corp 
StarHub: http://www.starhub.com 

 

 

11. 手机有哪些付费方式？分别适合什么样的消费群体？ 
 

答：通常使用手机有充值卡付费和包月付费（签手机计划）两种。 

 充值卡付费：SM 系列学生常用的充值卡为 m1 公司的 super130 和 18 Top-up ，

SingTel 的类似充值卡也比较普遍， 
 

下面以 m1 公司的充值卡为例对话费进行大致说明：Super 130 目前的市场价大

约为 S$28，包括 S$100 的新加坡本地话费和 S$30 的国际话费，有效期为 50

天。收费标准为：通话（双向收费）：工作日早八点到晚八点为 16 分/min，工

作日其他时间和周末全天为 8 分/min.  短信：新加坡本地短信 5 分/条，国际短

信 15 分/条。18Top-up 目前市场价为 S$16，内含 18 元话费，本地和国际均可

使用，有效期为 180 天。收费标准与 super130 相同。 

  

另外，三家通讯公司经常会做促销活动，来新后大家可时常留意。 

除此之外，新加坡市面上还有很多针对中国学生的通话卡，其功能是通过回拨

等方式将电话卡中的新加坡本地话费转为国际话费，常见的有北京卡，1818，

雅式卡等等，有需要的同学可以在来新后去各个售卡处咨询购买，十分方便。 

  充值卡付费的方式适合手机使用频率适中或者较少的同学。大家可以根据自己 

               的情况购买不同的充值卡，充值方式比较灵活，同时也省去每月付费的麻烦。  

  参考网址：    

http://www.m1.com.sg/M1/site/M1Corp/menuitem.bbba2e1e0cd45957f15a947b3f

2000a0/?vgnextoid=b1ed609933b72010VgnVCM100000275a160aRCRD&vgnextfmt=

pdate:1010150008 

 

 包月付费：俗称“签手机”，对常用手机并且电话短信较多的同学来说是比较

http://info.singtel.com/
http://m1.com.sg/M1/site/M1Corp
http://www.starhub.com/
http://www.m1.com.sg/M1/site/M1Corp/menuitem.bbba2e1e0cd45957f15a947b3f2000a0/?vgnextoid=b1ed609933b72010VgnVCM100000275a160aRCRD&vgnextfmt=pdate:1010150008
http://www.m1.com.sg/M1/site/M1Corp/menuitem.bbba2e1e0cd45957f15a947b3f2000a0/?vgnextoid=b1ed609933b72010VgnVCM100000275a160aRCRD&vgnextfmt=pdate:1010150008
http://www.m1.com.sg/M1/site/M1Corp/menuitem.bbba2e1e0cd45957f15a947b3f2000a0/?vgnextoid=b1ed609933b72010VgnVCM100000275a160aRCRD&vgnextfmt=pdate:1010150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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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适的选择。以M1 公司为例，手机计划有学生套餐S$25.00 的计划，免费拨

出通话时间200 分钟，无限免费接听，1000 条免费短信，校园区域免费电话。

其次，两年期的手机计划允许你以低于市场价格200 新币左右的价格购买时尚

的彩屏手机和3G 手机，甚至有一些品牌的手机干脆免费赠送，尤其对于没有

带手机来新的同学来说可以节约一笔不菲的开销。对于手机计划的套餐，三大

电信公司的计划略有不同，想具体了解的同学可以到三大公司的网站进行了解。 
 

No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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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新准备 

12. 需要带多少钱？ 

 
答：来新初期新加坡教育部会发放一次性安置费 S$200 以及第一批奖学金约 S$500, 需

要注意的是，在预科期间，教育部实际发放的生活补贴是 250 新币。另外的 250 新币

付给宿舍作为宿舍费及餐费，因此从国内带钱的数量可根据以上信息和个人情况而定。

但是，携带外币现金出国需遵守中国海关的规定，即个人出国携带现金不可超过 5000

美金；新加坡入境与移民局（Immigration & Checkpoints Authority of Singapore 简称 ICA）

规定，个人入境不得携带超过 3 万新币，超过该金额需申报。 

提醒计划来新加坡买电脑的同学可适当多带些钱。 

所在城市有星展银行的同学可以办理借记卡，只需家人在国内凭存折存入人民币，同

学就可以在新加坡的 DBS 或 POSB 取款机上凭卡取得新币。 

所在城市没有星展银行的同学可以选择携带中国银行的银联卡或者 VISA 卡。 

 

13. 是否需要提前兑换新币？ 在新加坡如何兑换新币？ 
 

答：可以适当换些新币，以便在初到新加坡，教育部未统一办理银行账户时使用（事

实上这段时间很短）。在新加坡有很多购物中心都存在兑换各国货币的地方

（Chinatown 较多），非常方便。另外，中国银行新加坡分行也提供人民币和其他货币

的兑换业务。新加坡币和人民币的汇率大约在 1:5 左右，但是由于具体兑换汇率实时

更新，请大家关注中国银行网站的最新汇率信息。 

 

14. SM2、SM3 预科阶段笔记本电脑的用途是什么？ 
 

答：在国内部分同学没有自己的笔记本电脑，因此也无法预见来新后笔记本电脑的用

途。在这里简要做些说明： 

A． 英语学习：由于课程对英语的要求提高，很多文章在老师给出评价后需要不断修改，

在电脑上直接修改整理要比纸质文件快捷方便。另外，新加坡学校重视培养学生团

队合作的能力，project 是常用的形式之一，不单单是预科，在进入大学后我们还

是会面临各种各样的 project。这些 project 需要我们查资料、拍视频，或者在网上

做调查等等。而且大学图书馆的很多资料都是电子版的，有自己的电脑会方便很多。 

B． 理科学习：在写实验报告，绘制电子表格方面，电脑是我们得力的助手，很多作业

也是要在网上做的。预科我们将会学习到有关计算机编程的基础知识，有自己的电

脑可以增加更多的练习机会。 

C． 保持信息交流：大学的网站是学校和学生交流的重要渠道之一，许多课程和活动通

知，甚至知识讨论，成绩发布，都是在网站上完成的，这需要我们经常关注网站动

http://www.ica.gov.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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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除此之外，在与国内亲友联系和休闲娱乐方面，有自己的电脑也会比较便捷。 

 

 

15. 应该在国内买电脑还是在新购买？买电脑时需要注意什么？ 
 

答：在中国还是新加坡买电脑是大多数同学感到困惑的一个问题，其实不必多虑，无

论是在国内还是在新加坡买电脑，都是有好处的。下面简要列出两种方案的优点，并

且提出注意事项，大家可根据此叙述选择出自己更倾向的一方。 

在国内购买的好处：首先，在国内购买低端或大品牌的低配置电脑产品比在新加坡便

宜，并且在现阶段，我们所做的大部分任务都不要求高端配置，因此从这一角度讲，

在国内买价格比较低；其次，在国内买电脑会安装中文操作系统，不存在语言适应问

题；另外，在国内购买电脑后就无需带大量现金或大额银行卡来新，也不需要再耗费

时间精力来考察新加坡的电脑市场，这对于新生来说无疑是减轻了不少负担。 

注意事项：要注意详细了解电脑的内置情况（比如无线网络功能，因为在两所大学中

无线网络是十分发达的，有时甚至比有线网络还要常用）；尽量买比较轻便的电脑，

便于携带；尺寸适中即可，不要为追求画质和多功能而选择较大尺寸的电脑；建议买

全球联保的电脑，以便在新加坡维修（例如国产电脑中大陆的联想 Lenovo、台湾的华

硕 ASUS 和宏基 Acer 就设有新加坡服务站）。 

在新加坡购买的好处：与上文对应， 新加坡的低端电脑产品虽然较贵，但是国际知名

品牌（如 IBM, Apple, Dell, Fujitsu, HP, Toshiba, Acer，Sony 等）的电脑价格较国内更便

宜，机型也更新，如果在购买时懂得些策略，还能得到许多赠品；还有很重要的一点

是，在新加坡买的电脑自然都是本地保修，这是许多在国内买电脑所不具备的服务

（全球联保除外）；同时，不从国内带电脑也减少了第一次来新的行李重量。 

注意事项：前三条同上文；建议在国内带些常用软件，例如杀毒软件（当然，有些同

学更偏向于使用国际品牌的杀毒软件，如诺顿或卡巴斯基，可到新后购买）；新加坡

与中国不同的是新加坡商家有 7%的购物税，在购买电脑方面是笔不算小的数目，因此

购买时要问清商家所报价格是否含购物税；问清赠品所包涵内容，有时在同一价位的

机器上会帮助大家选择；新加坡在一年中某些时段会有电子商品的打折活动（例如 IT 

show），大家可以关注这方面的信息，以便买到更物美价廉的产品。 

在新加坡购买电脑的去处：新加坡主要有两大电子商城，分别是 Funan Digital Life Mall 

和 Sim Lim Square，详情请参看两商城网站： 

Site  Website 

Funan http://www.funan.com.sg   

Sim Lim http://www.simlimsquare.com.sg 

 

 

http://www.funan.com.sg/
http://www.simlimsquare.com.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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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unan Digital Life Mall：                                                  Sim Lim Square:  

         

     （http://storageinsider.files.wordpress.com/2008/01/jan-27a-2008-009.jpg） 
( http://ww1.abex-engrg.com/raw/Sim%20Lim%20Square%20(%20TKL).JPG ) 

 
Sm2 11th 李东泽供稿 

华新社团编辑 

 

16．来新必带物品都有哪些？ 

答： 在本介绍的“行李清单”一章有详尽的需带物品列表，在这里只强调几个细节： 

照片：在新加坡照相、洗印照片价格比较昂贵（换算成人民币后）， 建议多带些证件

照片，或将电子版备份带来。 

眼镜: 新加坡配眼镜价格也较高（换算成人民币后），建议在国内多配一副备用。 

乐器：轻便的乐器建议携带，在许多集体场合和学校社团活动均有用处。 

Notes: 

 

 

 

 

 

 

 

http://storageinsider.files.wordpress.com/2008/01/jan-27a-2008-009.jpg
http://ww1.abex-engrg.com/raw/Sim%20Lim%20Square%20(%20TKL).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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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学习 （更多预科学习大学学习生活请参看《2011华新新生宝典》） 

17．SM 奖学金计划是什么？面向哪些人群？ 

答：SM 系列是新加坡与中国政府签订的奖学金计划。主要包含 SM1、SM2 和 SM3 三

个类别。 

SM1针对应届的初中毕业生，中考结束之后参加选拔考试及面试。在当年的10 月或11

月来新加坡，经历两个月左右的bridging course后进入中三中四，毕业参加英国剑桥O 

水准统考（GCE O Level Exam），并根据考试成绩进入各所初级学院（junior collage)学

习。初级学院是两年的课程，结业时参加英国剑桥A 水准考试（GCE A Level Exam），

并以该考试的成绩申请大学，申请的大学没有限制。 

SM2(Senior Middle 2)是针对中国高二理科毕业生的计划，在各省市的重点高中招生,进

入NUS或NTU就读理工或计算机(Engineering, Science or Computing)相关专业。与选拔当

年的12 月初来新。在来新初期还会有一个分流考试，通过考试的AP 的学生七个月的培

训即可进入大学，而其他人(RP)则需要进行20 个月的培训，晚一年入学。 

SM3 项目在国内重点大学的大一新生中选拔学生，每年12 月来新，参加8个月预科学

习，随后进入大学。与sm2相同，SM3的同学也只能选择工程、理科科学、计算机相关

的专业。 

相比之下，SM1 来新最早，尽管多花一些时间，但是自由度最高，进入大学后没有契

约 (bond)限制。SM2 和SM3较为相似，但SM2的同学不需经历国内的高三和高考。 

另外，还有一项助学奖学金得主被称为“SM2.5”（实际上与SM奖学金并不相同），

即在中国高考过后以高考成绩等为准申请、选拔来新，进入NUS、NTU或者SMU学习。

有兴趣的同学可另做了解。 

除此之外，每年自己申请奖学金到新加坡读硕读研的中国留学生也不在少数。 

 

18.  SM2、SM3 的同学是如何分配学校的？ 

答：这是一个大家普遍关心的问题，但是目前还没有准确的答案。 

 

19. 面试时填报的志愿与来新后的志愿填报有何关系？ 
 

答：基本没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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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我们该如何选择专业？ 
 

答：很多准备来新的同学都有这样的疑问。其实不必过早担心，因为两所大学很多专

业与国内的情况与国内并不完全相同，急于下结论可能会造成时间精力的浪费。另外，

来新后学校会做一系列的专业介绍讲座，同学们也可以自己多做了解，自然就会找到

适合自己的专业。对于这个问题，《华新 2011 新生宝典》也有颇为详尽的介绍，我们

采集了学校官方的最新数据，也综合了各位学长学姐的经验看法，希望对大家能够有

所帮助。 

 

21. SM2 的 AP 是指什么？ 

 

答：AP 是 Accelerated Program 的简称。来新后大概过一周时间，NUS 和 NTU 会分别  

组织 AP 的选拔考试，通过考核的同学（每所学校约 15 人左右）便进入 AP 班学习。与

RP(Regular Program)的二十个月预科不同，AP 只需要经历 7 个月的预科生活，也就是

说，AP 比同届 RP 提早一年进入大学。由于时间短，AP 的预科生活安排十分紧密，英

语理科同时开课，另有编程学习（但是每年学校可能会有不同安排，以当年学校安排

为准）。 

 

22. 如何准备 AP 考试？ 
 

答：AP 考试主要包括英语、数学和物理三门，均为全英文试卷。英语为新加坡 O-level

水准，分阅读写作两项。阅读多为简答题，其中占分值较多的为 summary，要求大家

对文章进行概括；作文多为议论文，500 字左右。数学物理为 A-level 水准，难点为英

文出题和作答，这使得部分同学看不懂题目或者不知如何叙述答案；另外物理可能涉

及中国高中课本中没有的知识。建议有意愿考 AP 的同学及早重视英语学习，包括理科

相关概念的对应英文翻译。有条件的同学可以参考新加坡 O-level 和 A-level 对应科目试

题。（以上经验为学长学姐根据当年考试情况总结，如有变动以学校的考试说明为准） 

 

23. 如何评价 AP 项目？ 
 

答：根据历年学姐学长的经验反馈，我们发现对于 AP 的评价不一。AP 的好处十分明

显，进入大学时间早，可以节省出一年的时间。但与此同时，很多 AP 反映与 SM2 其

他同学脱节，导致进入大学后比较孤单。总的来说，AP 项目比较适合学习和适应能力

都相对优秀的同学。因此，还希望大家能够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理性看待这一问题。 

Sm2 10th 陈茜供稿 

华新社团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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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SM2 的 RP 以及 SM3 的预科学习、放假时间是如何安排的？ 
 

答：以下为 12th、13th SM2（13th SM2 还未完成预科学习）和 18th SM3 课程安排，今

后如有变动以学校方面为准。 

 SM2 RP NUS： 
 phase 1 (13th)：英语。学生被分为 8 个班，每班 20 人左右。课程安排比较轻松，      

训练大家的阅读(reading comprehension)、写作(essay)和英语表达(presentation)能力，

另有两次 project，培养学生的 Teamwork. 

       放假时间(13th)：2010 年 6 月至 7 月，约三周。 

       Phase 2 (13th)：大学开学前：化学实验（计入 phase3 化学课总成绩），C 语言基础 

       (Basic C  Programming);  大学开学后：数学（Mathematical proof），大气化学（Our 

        atmosphere: A chemical perspective），英语，计算机（Application software, 

        Infocomm Technology,）。课程安排稍紧，其中数学和大气化学与 NUS 学生一起  

       上课，属于大学的课程，应当予以重视。 

 

       放假时间(13th)：2010 年 12 月至 2011 年 1 月，约三周。 

        Phase 3 (12th)：数学（Linear Algebra I），物理（Fundamentals of Physics II ），化 

        学（Principles of Modern Chemistry）,计算机（Advanced C Programming & computer      

        science），英语。课程比 phase2 更为紧张，期中数学，物理，化学为 NUS 大学 

        课程。 

 

       放假时间(12th)：2010 年 6 月至 2010 年 7 月，约一个月。 

       注意：以上提及的课程分别算入 6 个 checkpoint 中，不合格的同学会受到教育部的   

       警告信。Phase2 以及 phase3 的五门理科成绩可以带成绩及学分入大学，所以需要 

       重视。英语在进入大学之前有 QET 考试，通过的同学可以在进入大学后不再上英 

   语课。近几年 QET 考试的政策变动较大，在这里不细说，大家来新后可以有一年半 

   的时间做了解。 

 

 

 SM2 RP NTU： 
 
Phase 1(13th): 

英语: 在Phase 1的英语课程分为四种课程，采用小班教学方式，每班有大约22名学

生。学习科目包括： 

Academic English:重点在于学习英语语法、写作方法; 

Communicating in English:侧重于英语交流和听力; 

Social Studies:介绍新加坡的社会，历史与文化；  

Integrated Studies:科普知识与英语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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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科: 包括数学和物理。数学讲函数与极限，导数与微分，教材是老师的Notes。 

物理的教材是 International Student Edition的College Physics，会讲Mechanics和

Thermodynamics。理科都是一星期一次lecture,一次tutorial(习题课)。 
 

 化学实验：两周一次实验，需要写实验报告。 
 

 放假时间(13th)：2010年6月5日到26日。 
 

 Phase 2（13th）: 

 英语：Academic English和 Communicating in English基本跟phase 1没有很大 

 差别，只是学的东西会有强化。新课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Appreciation则是注 

 重英语文学的鉴赏。 
 

 理科：包括数学物理和化学。物理的内容主要是Vibrations and Waves, Electricity  

 and Magnetism。而数学主要内容则是积分。化学会和南大的CBC111一起上课，主 

 要讲微观粒子，教材是教授的notes。 
 

 物理实验：一学期两次，需要写正规的report。 
 

  放假时间(13th)：2010年12月22日到31日。不过学期中会有两个时长一周的recess. 
   

  Phase 3（12th）: 

  英语：Language and research主要是介绍如何写report；Current Affairs是讲社会时 

  事的，主要是看报纸看新闻。 
    

  数学物理化学：物理讲Light and Optics及Modern 

  Physics； 数学讲微分方程。 
 

  物理实验依然会有。 
 

  放假时间(12th)：2010年六月初到六月末。学期间有一周recess. 
  

 注意：除了以上所提到的课程，NTU sm2 预科课程还包括计算机课程。 

    计算机：主要内容包括，计算机介绍，C语言，C++简单介绍，HTML，JAVA。   

    每个领域都是浅尝辄止，并没有深入。上课时间每一届都会有变动。按照惯 

    例是在phase3结束之后上的，13Th是在Phase2开始的时候上的。 

                         华新社团  Sm2 13th 于思涵 供稿 

 

 

 SM3 NUS： 
  英语：大约 6 个月左右，围绕听说读写思想基本技能展开，有很多培养学生自我  

  研究学习的项目，比如 Oral Report, presentation, learning journey 等。 

 

  数学：主要是微积分，多数同学认为较国内理工科的数学更为基本，认真学习的 

  态度更为重要。 

 

  计算机（C 语言）：为大学的学习和应用打下基础，虽然是全新的概念，但是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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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可以充分利用 computer lab 多做训练，也可以到图书馆借来老师推荐的书籍阅 

  读， 从而加深了解。 

          经济学：比较浅显易懂，可以参考曼昆(N.Gregory Mankiw)的《经济学原理 》   

         (Principle of Economics). 

 

   放假时间：2010 年 7 月中旬（QET 考试结束后）至 8 月初，时间较短。注意：理 

   论上教育部并不允许 sm3 同学在预科阶段回国；并且学校会在这期间安排注册选 

   课等事宜，事情比较多。 
 

Sm3 13th  刘沛宇供稿 

华新社团编辑 

 
 

 SM3 NTU(18th): 
  

    英语和数学为需要考试的两门。 
  

英语学习可以参考 SM2 英语课程的介绍，其基本目的都是为了提高同学们用英 

           语交流和写作的能力。 

           数学主要为微积分和线性代数两部分，是相对比较重要的一科。 

   Physical Writing:专门教授如何写实验报告。所教知识在真正要写正规报告时 

   很有用。 

    

    经济和计算机没有考试，但都需要认真学习，为进入大学做准备。 

 

   放假时间：理论上预科期间没有假期（受青奥会影响，18th破例放假） 
 

Sm3 18th 王圣苗供稿 

华新社团编辑 

 
 
 

25．学习课程是否紧张？预科是否意味着不重要，或者是放松？ 

答：相比以后的大学课程，预科的课程安排比较轻松，自由支配时间较多，但这并不

意味着预科的学习不重要。预科的目的是为了帮助同学们更好地适应和接受新加坡的

高等教育体系，在这期间，我们会了解和初步经历大学将要面临的各种情况，可以说

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阶段。另外，在语言方面，进入大学之后，大家会发现英语是一切

学术交流和人际沟通的基础，而预科则是学习英语的好时机，应当被充分利用。 

No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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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生活 

26. SM2, 3的宿舍条件如何？ 
 

答：SM2 和SM3 的同学在预科阶段会被安排住在校外的宿舍。目前，这样的宿舍一共

有三处：Labrador Lodge, Parry Hall 和Eton Hall。下面简单介绍一下宿舍条件。 

  Parry Hall 

   

Parry Hall 外观 

    Parry Hall 位于新加坡东北部的Kovan 地区，四周被富人区所环绕，风景优美， 

环境宜人。由于处在居住区的中央，四周没有高层建筑，视野也十分开阔。 

交通：Parry Hall 周边的地铁和公交网络比较发达，步行十分钟即可到达NE13 Kovan

地铁站(MRT Station)；周边两个公交站台共有十七条线路经过，连接到了整个东部地

区。但相比另外两个宿舍而言，Parry Hall离学校比较远。正常上课期间有校车接送。 

宿舍条件与设施： 

整体布局：Parry Hall的占地面积比较大，由两块独立的部分组成。靠近大门的部分

进出需要刷卡，hall 里的main office坐落在这里。在12 届的sm2 同学里，只有少部分

的女生住在靠近大门的宿舍区里，其他同学都住在更靠里一边的两栋楼中。 

宿舍寝室：结构比较单一，基本上都是四人间。没有空调，但是一般情况下，室内

的温度不会太高，使用风扇可以满足需求。不过因为寝室的门是自动关的，所以要

记得时常开门通风。卫浴设施是一层楼的同学共用。 

其他设施：在两栋楼的中间是餐厅。在餐厅一侧的宿舍楼里有洗衣房，将要洗的衣

服送到这里，会有洗衣公司的人来收走，每周免费洗28件。也可以使用洗衣房里的

洗衣机，一次费用为1新币。每栋楼一层的尽头有学习室，为同学们学习提供安静的

环境。office 里有打印机复印机，需要办一张打印卡来付费。无线网络比较弱，但是

有电脑室可以用公共电脑上网。此外，Parry Hall还设有足球场，篮球场；旁边的小

白楼里有健身房，音乐室和电视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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伙食：每天晚上6点以及双休日的中午12点之后可排队打饭。米饭自己打，菜由宿舍

工作人员来为我们盛，一般是两个荤菜任选其一，还有两个素菜，另有甜汤或者水

果提供。吃完饭后要将餐盘里的食物倒掉，放到指定地点，不需要自己涮洗。早餐

每天早上六点开始提供。就菜色而言，早餐不尽相同，常见的有通心粉，热狗，糯

米饭等等。如果不太合胃口可以选择面包。午餐除周末或者节假日外都是在学校里

买饭，周末午餐比较简单，以蛋炒饭，意粉为主。 

生活提醒：像所有的热带地区一样，Parry Hall 里的虫子比较多，尤其是蚂蚁，注意

不要在宿舍放一些没有吃完的甜食，也可以去买一些除蚂蚁的药。苍蝇和蚊子较少。

不放心的同学可以带蚊帐。进出hall要记得打卡，每天也有门禁时间的规定。工作日

是晚上八点，节假日或者不用上课的话可以延迟到十点。如果有特殊情况要在门禁

之后回来的话可以申请一张晚归单。 

周边商业设施：在Kovan 地铁站对面是Heartland Mall，里面购物饮食一应俱全，日

常消费大部分会交代在这里。在Heartland Mall 的后面是Hawker Center，可以尝到很

多当地美食。从商场往右转有DBS的自动提款机，存取钱比较方便。再接着走下去可

以见到Fair Price，是一家在新加坡十分普遍的超市。总的来说消费比较方便。 

华新社团sm2  12th 樊孟皓供稿 

 Eton Hall 

   
      Eton Hall宿舍走廊                                         餐厅局部 

 Eton hall 座落于新加坡的Alexandra Road 一处闹中取静，环境优美的富人区之中，据   

 说曾经作为二战时的医院使用。 

 

     交通：Eton hall 位于新加坡中西部的Alexandra road 上，离公交车站很近，33，197， 

      51等线路基本可以贯穿全岛，因此交通比较方便，但缺点是离地铁站比较远。对      

     于学校来说，去NUS的车程大约20分钟，而去NTU则会较远，可能需要近1.5小时。 

     但同样的，学校也会派校车接送我们来去学校，因此去NTU的时间会缩短至30分钟。 

 

      宿舍条件与设施： 

   宿舍条件与设施： 

  寝室情况：有八人间，六人间，还有四人间三种。房间不大，上铺是床铺下面是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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桌和衣柜。有空调，但需要另付费用（每人每月20 新币），且限时使用，但是每个 

 寝室都有风扇。Eton hall 的一楼有 canteen，大概可以容纳300 人。卫浴设施方面， 

 除极个别的寝室有独立卫生间，其余均为淋浴隔间。宿舍还有专门的洗衣房，会有 

 人帮大家衣服洗干净。但是Eton Hall 的无线网络带宽非常的窄，不能满足所有人的 

 需要。大多同学都签了无线网卡，有的同学也选择去大学上网。Eton hall 还有一个  

 其他hostel 所没有的优势，就是体育设施较多：有一个标准篮球场，两个羽毛球场， 

 一个乒乓球桌和一个台球室。另外，周围的小山里也十分适合跑步。另外，Eton Hall  

还有一台钢琴，以及一台不一定可以正常工作的电视机。 

 

    饮食：相对于住的便利，Eton hall 的伙食不是很好了。先来介绍一下Eton hall 的伙食

规则：每个人有一个饭盒，上面写上自己的名字，寝室号，定点交到食堂的台子上，

然后到点了食堂会有人打好饭，把饭盒按照寝室放好，由同学自己去取。吃完饭后

自行清洁餐具，再放回台子上。菜式方面，早饭多为面包和酱，另外还会有一种蛋

糕或包子，同时会有一种饮料。午饭只有周末供应，大多数情况下为炒饭炒面。晚

饭菜式相对比较多，同时还会发水果和果汁还有汤。         

 

     周围环境：周边有医院和很多不错的购物地点，也靠近Queensway（商城）, IKEA

（家具城）, Anchor Point（商城），vivocity（综合购物娱乐场所，有新加坡较大的超 

 市giant）等等不错的购物场所。 

 

SM2 11th 汤馨 孙洁 

华新社团  SM2 13 th于思涵 供稿 

华新社团编辑 

 

 

 

 Labrador Lodge： 

      距离Eton Hall很近，约两三站路的距离。 

                                 

Labrador Lodge（拉布拉多宿舍）外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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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通：交通比较便利，附近有三处公交车站。乘坐大部分公交车都可以到达紫线地 

   铁的终点站。到学校的车程与Eton Hall 类似。 
 

       宿舍条件设施： 

        寝室情况：拉布拉多宿舍处于新加坡居民区中，共有两栋楼，男女生各居住一栋。  

        每一层有六户，内部由一个客厅、两间卧室、一个“厨房”、一个阳台和独立的浴室、 

       卫生间。客厅有桌椅和小型沙发，其他空间大多被同学们用来堆放杂物或者摆放衣 

       架晾晒衣服。两间卧室一大一小，大卧室住三人，小卧室住两人，有独立的床、桌 

       椅和衣橱（比较小）。没有空调，但由于靠近拉布拉多海边，所以比较凉快（下面 

   会详细介绍）。“厨房”有微波炉和洗衣机。没有网络，所以大多数人选择办理无线   

   网卡，但是用网高峰期网速很慢。 

 

  其他设施：Labrador Lodge 的餐厅在两栋楼中间。宿舍会统一分发餐具，与Parry 

Hall一样，自己盛饭，antie负责盛菜。不过用餐完毕后要自己清理干净餐具，自己

保存。 菜式方面，与Eton Hall 相比，拉布拉多一直被认为是比较好的。早餐多为易

携带的汉堡、三明治、炒面炒饭、包子等，另有果汁、美禄和豆奶供应。不习惯当

天早餐的同学也可以选择面包和果酱。午餐同样只在周末和假日供应，菜式与其他

两宿舍差不多。晚餐比较丰富，主食多为米饭，菜有蔬菜、肉类、蛋类等。肉类多

为鸡肉和鱼肉（与国内猪肉比较普遍的情况不同），另外还会有汤或者水果。 

 

  在餐厅旁边是antie（宿舍负责人员）的办公室，有打印机和复印机。与办公室相连  

  的有电脑房和自习室。 

 

  生活提醒：与Parry Hall相同，住在Labrador的同学也被要求打卡出入。周五周六和  

  节假日的门禁为晚上十点，其他时间为晚上八点。另外，Labrador的虫子和蚂蚁也 

  比较多，蚊子虽然较少，不习惯的同学还是可以带可支蚊帐。 

 

  周围环境：从Labrador Lodge出发步行十分钟即可到达Labrador Park和拉布拉多海， 

  是新加坡人节假日常去的度假场所之一，所以环境不错。很多同学都选择在放学后 

  去海边跑步锻炼。生活购物方面，乘车十分钟便可以到VivoCity，即在Eton Hall的介 

  绍中提起过的综合购物城，其中设有超市、电影院、服装店、档次不等的饭店等等； 

  旁边的HarbourFront有DBS银行和地铁站。这些基本可以满足同学们日常生活的需求。 

华新社团 SM2 13th 黄妍 供稿 

 

 

 

27. 奖学金如何发放？是否够用？ 
 

答：依据目前的规定，SM2\SM3 的奖学金在本科期间是 500 新币/月，预科期间为 250

新币/月，教育部会依季度将钱打到每个同学的银行账户上。对于是否够用的问题，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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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因人而定。历届奖学金得主中都有相当一部分同学可以用奖学金来支付日常生活开

销，但也有同学需要家里提供经济支持，多少不一。 

28. 课余时间有哪些娱乐活动？  
答： 新加坡的休闲娱乐活动多种多样，配套设施也十分齐全。 喜欢自然风光的同学可

以着重游览新加坡的圣淘沙（Sentosa）,飞禽园（BirdPark）、夜间动物园（Night Safari）

等景点；喜欢新加坡夜景的同学可以登上摩天轮尽情观赏； 另外，许多知名的购物中

心、影院、体育休闲中心和游乐场（例如环球影城 Universal Studio）遍布全岛，可以

为在新民众和游客提供多方位的休闲娱乐享受。  

《华新 2011 新生宝典》专门为此编写了详细的旅游指南，敬请参阅。 

 

 

感谢大家浏览 FAQs， 希望我们提供的内容能对你有所帮助！ 

 

 华新社团 SM2 13th 黄妍 编辑整理 

华新社团 SM2 12th  王昊  修正校对 

更新于 2010 年 10 月 17 日 

 

 

 

 

 

 

 

 

 

 

 

 

 

 



2011 华新新生宝典  【启程前夕】                                             

 

华新网  http://www.huasing.org  

华新论坛（求学狮城）http://bbs.huasing.org/bbs.php?B=116 

28 

 

走，去新加坡啦！ 

        ——初次赴新小贴士 

 

亲爱的同学，祝贺你拥有在新加坡开始大学生涯的机会！接下来四年美好的时光即将

开始，那么，初次前往这个陌生的国度，需要准备什么，路上又要注意什么呢？ 

 

启程前夕之行李准备 

 

一． 个人证件 

 
赴新需要的证件有：护照，新加坡政府签证，机票（如是电子客票，则需将行程单打

印，以备不时之需），协议书，推荐书，成绩证明，证件照（一寸 16 张，两寸 8 张）。 

 

请提前准备好上述证件，放入专门的牛皮纸袋当中，在出入海关时随身携带。 

 

二．衣物 

 

日常着装：因为新加坡地处热带，全年气候炎热，所以穿着比较简单，以舒适休闲，

轻松透气为主。短衣短裤，T 恤，牛仔裤皆可，需要多带几套作为换洗之用。 

 

外套：新加坡室外气温较高，所以空调在这里很受欢迎，一般室内温度只有二十度左

右，准备一两件薄外套还是很有必要的。另一方面，在寒假回国的时候国内会比较冷，

这个时候如果有外套的话还是很不错的，尤其是对于北方的同学来说。 

 

鞋子：走在大街上，可以随处看见新加坡的“国鞋”——拖鞋，平常在住处可以穿，

上课的时候如果老师没有特别要求也不会介意。可以选择自带，也可以在这边买。其

他的鞋根据个人喜好进行选择。除此之外，别忘了正装所需的皮鞋，这个在下文有详

细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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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装：在这边平常上课做演讲以及参加典礼，宴会等正式活动时，要求着正装。男生

需要准备白衬衫一件，西装一套，领带一条，皮带一条，黑色皮鞋一双。如果条件允

许的话，还可再准备有颜色的衬衫一件用来搭配西裤单独穿。女生需要准备白衬衫一

件，西装一套（下身可以选择西裤或者西装裙），领带一条，黑色皮鞋（有跟）一双。

同样，允许的话晚礼服也请备置一套。 

 

其他：喜爱游泳的同学可以带上泳衣，游泳眼镜，泳帽等等。 

 

三．药品 

 

出门在外，难免会受疾病困扰，新加坡教育部为我们购买了医疗保险，所以一般不用

担心。如果是伤风感冒的话，靠咱们自己的药就能解决了。 

 

感冒发烧：板蓝根冲剂，维 C 银翘片。 

上火/中暑：牛黄解毒片，藿香正气水，十滴水，人丹。 

 

痢疾/肠胃炎：黄连素。 

 

跌打损伤：云南白药，创可贴，红花油。 

 

其他：防蚊水，花露水，眼药水。根据个人体质不同，女生可以准备生理周期调养用

药。 

 

四．生活用品 

 

为了快速适应这边的生活，基本的生活用品还是有必要准备的。当然，如果有所遗漏

也不用担心，在住处附近的商场即可购置齐全。不过价钱与国内相比会贵一些，但尚

在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在这里笔者认为有必要自带的将用正体字表示，可以抵新后

再买的用斜体字表示。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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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漱用品：牙刷，牙膏，漱口杯，毛巾，浴巾，梳子，镜子，香皂，洗面奶，洗发水，

沐浴露，护发素。 

 

清洁用品：鞋刷，衣架，肥皂，洗衣粉/洗衣液，柔顺剂。 

 

个人用品：指甲钳，指甲刀，挖耳勺，皮筋，发卡，多用刀，耳塞，眼罩，水杯，餐

具（包括刀叉，筷子，勺子，饭盒），水果刀，防晒霜，眼镜，墨镜，雨伞，阳伞，

干燥剂。女生可酌情购备卫生巾。 

 

床上用品：床单，枕套，枕头，毛巾被，蚊帐，凉席。 

 

五．学习用品 

 

很多的文具和书籍在学校的商店都可以购买到，不过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贵。同

样，笔者觉得有必要的将用正体字表示，可抵新后购买的用斜体字表示。 

 

文具：笔袋，铅笔/自动铅笔，水笔，圆珠笔，笔芯，马克笔，改正液，橡皮擦，尺子，

固体胶，双面胶，文件夹，笔记本，订书机，台灯。 

 

书籍：学科用书（在学习时可以作为英文教材的补充，如《高等数学》，《基础物理

学》，《C 程序设计》等等），个人爱好之课外书籍，字典（比较重，不推荐）。 

 

其他：眼镜，电子词典，计算器（必须是无编程功能计算器，否则在考试时携带将自

动视为舞弊。） 

 

六．电子产品/电器 

总的来说新加坡的电子产品比国内要便宜，同时质量有保证，但仍有少数以次充好的

商家，所以是提前准备还是之后购买请小心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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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电子产品/电器有：手机，充电器，耳机，MP3，移动储存设备（USB，移动硬盘），

相机，手提电脑，鼠标，台灯，插座板，转换插头（新加坡用的是英式插座）。 

 

七．食品 

 

初到新加坡，饮食上可能不习惯，可以带些老干妈，豆腐乳。爱喝茶的同学可以带些

茶叶。如果行李箱中还有剩余空间，请自由发挥。另外，在新加坡的裕华国货有很多

国内的食品，所以各位爱吃鬼可以放心的大快朵颐啦！ 

 

八．其他 

 

现金（人民币/新币按个人需要准备），银行卡，乐器（对于有这方面爱好的同学）。 

 

 

打包行李注意事项 

 

收拾行李时，建议准备一到两个大行李箱，一个背包。将个人重要证件和贵重物品随

身携带，以防托运行李丢失（虽然这种情况很罕见，但是以防万一）。 

 

液体（超过一百毫升），易燃易爆物品，管制刀具等必须放入行李箱中托运。具体条

款请咨询各大航空公司。 

 

登机时，每位乘客限带两件手提行李（电脑包不算在内，乐器盒大小不受限制）。托

运行李根据机票的不同而有所差别，分别为二十公斤和三十公斤。请在收拾行李时严

格遵守重量限制，在托运时，超重每一公斤都将付出一大笔钱。 

 

可以在行李箱上标记自己的姓名与联系方式，这样在提取行李时易于区分，如果不慎

丢失也方便找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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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路上之旅程提醒 

 

一．到达中国机场 

 

国际航班在起飞前两小时开始办理登记手续，起飞前三十分钟停止办理，请提前到达

机场。在值机柜台，将自己的护照，签证，机票交给工作人员（如果是电子客票的话

只需告知航班号），办理登机牌。有需要的同学可以向工作人员提出将自己的座位安

排在靠窗/中间/靠走道。行李托运办理完毕后将行李票保管好，丢失行李时这是唯一

凭证。同时，切忌为陌生人托运行李，即使你的行李限额没有达到。如果该行李被发

现夹带毒品等违禁品，中国政府和新加坡政府都将给于严厉的惩罚。尤其是新加坡政

府，不管当事人是否知情，都将面临最高刑罚——绞刑。 

 

二．出中国海关 

 

在海关处，需要将护照，签证，出境卡，新加坡移民局学生准证批准信交给工作人员

审批。在此期间对方可能会问几个问题，不用紧张，照实回答就好。出关后请在登机

口处稍事休息，准备登机。 

 

三．抵达新加坡机场之入关 

 

下机后，前往海关处办理入关手续。同样，将之前提到的个人证件，以及在飞机上发

给并填写完整的入境卡（如果没有拿到或者遗失，在海关处可以重新填写）交给工作

人员即可。  

 

四．提取行李 

 

在提取行李时注意传送带上显示屏所显示的航班号。同时，再次重申，切忌为陌生人

保管行李或将行李带出机场。如果在新加坡被查出行李中夹带毒品的话，不管当事人

是否知情，面临的将是绞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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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寻求帮助 

 

在旅途中如果有任何疑问请向工作人员寻求帮助。抵新后有困难可以寻找能讲华语的

机场工作人员。或者使用樟宜机场入关前的公用电话，能够免费拨打新加坡当地电话。

除此之外，新加坡的报警电话是 999，在与接线员无法用英语交谈时，对方会安排能讲

华语的工作人员与你沟通。如果出机场后迷路，也可向警方求助，他们会送你回家。 

 

以上就是这个贴士的全部内容了，除此之外华新社团还精心为大家制作了一份《行李

清单》，如有需要可以下载并打印出来，作为行李准备的 checklist。希望我们的努力

能让你准备充分地来到新加坡，同时免去旅途上不必要的麻烦。祝你旅途愉快！ 

 

参考资料： 

1. 李谦。NTU sm2 12
th
。《关于男生的行李准备》。 

2. 佚名。《带东西清单女生版》。 

3. 佚名。《必备物品》。 

 

华新社团 SM2 12th 樊孟皓 编辑整理 

更新于 2010 年 10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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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李清单 

类别 物品 备注 准备 

完毕 
个 

  

人 

  

证 

  

件 
  

  

护照     

新加坡签证     

机票/行程单     

协议书与附录文件     

推荐书 正本    

成绩证明     

 

证件照 

 一寸照（12 张以上） 

 两寸照（6 张以上） 

 

  

      

   

      

  

  

 

 

衣 

  

  

  

  
物 

  

  

  
  

  

短袖上衣/T 恤     

短裤/牛仔裤     

 

外套 

 新加坡多数公共场合 

 空调气温低，因此外  

 套必不可少 

  

拖鞋/凉鞋     

白衬衫     

西装     

领带     

皮带（男生）     

皮鞋     

有色衬衫（男生）/晚礼服（女生）     

可选：泳衣，泳镜，泳帽     

      

   

      

 

 

药 

 

 

 

 

品 

板蓝根冲剂     

维 C 银翘片     

牛黄解毒片/藿香正气水/十滴水/人丹     

黄连素     

云南白药     

创可贴     

红花油     

防蚊水/花露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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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药水     

生理期用药（女生）     

      

    

    

  

洗 

  

漱 

  

用 

  

品 

  

牙刷     

牙膏     

漱口杯     

毛巾     

浴巾     

梳子     

镜子     

香皂     

可选：洗面奶，洗发水，沐浴露，护发

素 

推荐带小瓶装，以应

付初到的几天；两边

价格差距不大 

  

   

   

   

   

清 

洁 

用 

品 

 

鞋刷     

衣架     

 

肥皂 

在中国常见的洗衣肥

皂在新加坡很难买

到，如果习惯用肥皂

洗衣的同学要多带 

  

可选：洗衣粉，洗衣液，柔顺剂     

   

   

      

  

  

个 

  

  

  

人 

  

  

  
用 

  

  

  
品 

指甲钳/指甲刀     

挖耳勺     

皮筋     

发卡     

多用刀     

耳塞，眼罩     

水杯     

餐具（刀叉，筷子，勺子，饭盒）     

水果刀     

防晒霜     

眼镜 建议带两副，一副备

用。 

  

墨镜     

雨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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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伞     

可选：干燥剂     

卫生巾（女生）     

   

   
   

 

床 

上 

用 

品 

  
  

床单     

枕套     

可选：枕头  枕头宿舍都会提供   

毛巾被     

蚊帐  对于招蚊子的同学   

凉席  宿舍可能有空调也可  

 能没有 

  

   

      

  

  

  

文 

  

  

  

具 

  

  

  
  

笔袋     

铅笔（2B）/自动铅笔     

水笔     

圆珠笔     

笔芯     

马克笔     

改正液     

橡皮擦     

尺子     

固体胶/双面胶     

文件夹/笔记本/订书机/台灯 笔记本可少带，因为

新加坡大多用统一的

A4 打孔本；台灯宿舍

可能分发也可能没有 

  

   

      

书 

 

籍 

学科用书，课外读物     

      
      

  
电 

  

子 

  

产 

  

品 

手机     

移动储存设备     

相机     

手提电脑     

鼠标     

插座板  很有用   

转换插头  转英标   

电子词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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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器 

计算器切记是无编程

功能的，否则考试不

能使用；一旦使用视

为作弊。 

 

   

   

 

其 

他 

现金   

可选：VISA 卡，银联卡，Master Card 抵达新加坡后教育部

会统一为每位同学办

星展银行卡 

 

可选：乐器 根据自身爱好  

   

   

 

 

Not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