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热烈欢迎 我们的学校网讯以及
忙碌的 ISS 生活。期间，高中部
常年活动 “走出围墙”，我们参
考访了越南，柬埔寨及印尼的 
Lombok。在这些国家，我们的
学生完成了一系列的服务学习活
动；其中包括学生参与模拟考试
作为今年5月 IB 结业考试的准备。
我们的学生也在 DP 艺术展，PYP 

展览个人项目展上，展现了他们
的创意。

我校学生在 ISS 接受全方位的成
长培育，我们期望他们离校后，
在不同的风景线上，也能应对自
如。教育是不断改革的，每天都
有新的研究，出现新的教育方法，
我们都要吸收，以把学生的学习
生活变得更好。在这21世纪，比之
以前的年代，更要求学生学得各
种不同的技能，甚至，我们目前
要求学生学得的职场技能，目前
尚未存在，我们的老师们将如何
成功地为学生对未来做好准备？

幸运的是，我们与学生们互动，
听取他们有用的建议，认识到如
何培养他们在明天的世界，也能
取得成功；学生们也与我们分享
他们如何面对，应付今天社会的
种种挑战，以及每天面对的一周
七天，每天24小时的压力。在这
不停变动的世界里，我们的学生

Ms. Nicola Zulu, High School Principal

www.iss.edu.sg

3月2017年

必须学会解决问题，应用知识，
有效沟通，应用技能在团队工
作，自我时间管理及不停做研究
工作。

那么，我们的老师又如何与时并
进，在策略上及实际应用技能上
都有最好的实践？在 ISS，我们
定期为老师们举办培训，在科目
上及对总体知识的及时培训，以
应付21世纪的教育。我们为每一
位考师提供国际 IB 课程的培训工
作坊，为他们教导的科目精益求
精，与时俱进并采纳最新的教学
方法。我们也在校内举办专业发
展工作坊，邀请专家们主持，为
我们的 “教导与学习策略规划”，
进一步完善及应用而努力。

过去，我们也曾举办过工作坊，
研讨 IB 与教学方法（ALTs）以及
如何创造包容性的课堂教育。我
们也举办各种研讨工作坊，甚至
每个月都有在职培训，如科技结
合，差异化，评估及回馈，最近
的一次研讨会，我们的老师们研
讨热门话题 “情绪知识与关心” 在
教室内的情况。

专业发展（各方面）是我校重要
的元素，学生及老师们都必须与
时并进，应用最先进的方法，最
大化我们的教导。在 ISS，我们有
责任不间断地保持老师们最好状
态，以教导学生应付明日的世界。

您在我们的网讯上，可以看到我
校学生参与及体验的各种有意义
的活动。我希望您们对网讯报
导，阅读愉快！

Nicola Zulu 

高中部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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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孩子可以直接报读英语国际学校吗？
 有些刚到新加坡的非英语源流的家长，也许不知道，他们的孩子是可
以直接报读以英语为教学媒介的国际学校的。ISS 国际学校的专业  
“英语为第二语文” ESL 老师 Ms. Fiona (F) 及 Ms. Janienne (J)，在这里
为您解答，如何可以使有限英语程度的儿童可以成为流利英语者。

 问：直接报读英语国际学校而不是报读其他语文，对孩子有什么好处
或优势？ 

J 回答：这样做，可以使孩子更能掌握英语，因为在21世纪，英语是
重要的世界语言，孩子在成长为环球公民过程中更占优势。英语是商
业，科学研究，银行业等重要行业中最广泛使用的世界语言；当然语
文是个人的选择，但假如您要为孩子规划成功的前程，那很重要的是
为孩子发展英语能力，发挥它们最大的潜能。

问：假如一个孩子的第一语文不是英语，可以直接报读以英语教学的
国际学校吗？ 

F 回答：在新加坡，大多数的国际学校是以英语教学的，各校对此问
题都有自身的处理方法。在 ISS，我们特设一部门叫 ESL，即 “英语
第二语文”班，专为非英语源流学生支援及补习，使他们跟上英语程
度，事实上，在 ISS 有不少当初入学时英语程度有限，但后来成功地
追上英语程度，在班上及领导工作方面都有优秀的表现，其中最令人
兴奋的例子是，很多前 ESL 这类学生后来都考上以英语教学的各地大
学，如澳洲，加拿大，英国及美国；一个重要的见证是，2016年国际
IB 考试荣获我校最高分的是前 ESL 学生。

问：这些外国学生直接报读英语教学的国际学校，有可能跟不上主流
课程吗？ 

J 回答：不会，他们一开始就编班在主流课程，另加英语文的额外支
援及补习，直到他们可以获得相当的英语程度，能独立使用英语。我
们的支援及补习方法是为个别学生量身定做的，即使他们已完成并无
需补习班，我们仍旧在主流课程学习上，继续给予他们支持，直到他
们能完全自我掌握，充满信心为止。过程中，有些科目可能稍作修改
以协助他们更容易理解。我们深信，最好的方法是在主流课程班上学
习以及与同学互动，英语文程度则可以事半功倍，突飞猛进。

问：需要多长的时间，取得流利英语效果? 
J 回答：所有孩子都能学习英语，但进度却因人而异，一般来说，一
年至两年，可以掌握会话所需程度，五年至七年则可以达到与英语源
流同样的程度。

F 回答：没错，每位孩子都是不同的，教导方法最为重要。在 ISS 国
际学校，最为人称道的是小班制度，老师更能了解每一位学生所需，
因而教与学更有效率。ESL 部门经常讨论每一位学生的进度，检查他
们的学习过程，在每一阶段给予最有效果的支援。

问：假如我的孩子一直无法跟上英语文呢？ 

J 回答：根据我的经验，每位孩子都有能力跟上英语文学习，只要他
们得到正确的教导及支援。例如有些学生，我们提供较短的文章却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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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ng some writing

Learning science-related words using a fun 

jelly-making activity

Practising saying new words together

– Ms. Fiona

One of the biggest indicators 

of success for us is the 

sheer number of former 

‘ESL’ students who go on to 

study at English-speaking 

universities in Australia, 

Canada, the United Kingdom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 fact, our top scoring 

International Baccalaureate 

student in 2016 was once in 

our ESL programme!



3更深入了解 ISS

很多插图，这样有助他们学习英语；有些学生用背
诵新词语方式；有的学生则应用重复问答或温习的
方式；或用游戏及其他多样化及感官的学习方式，
即使有缺陷的孩童也能学习外语，只要采用多样化
及感官式的教导，加上个别的支援。

F 回答：一个有安全感的学习环境是成功的要素，
所有孩童来到这里之前都有自身一套知识文化认同
及过去的学习经验，强项及技能，所有这些都形成
一套基础，我们开始从这里教导，没有孩童是不可
以教导的，只要是在一个得到支援，鼓励及培育的
环境中学习，就会有成绩。

文章：《我的孩子可以直接报读英语国际学校吗？》

很高兴能有这个机会向 ISS 大家庭及读者介绍我 

自己。

我第一次与 ISS 结缘是在1994年，当时我受聘在ISS 

另一间学院即美国教育学院（CAE）担任招生部，
行销部及学生学术辅导工作。CAE是招收中学毕
业后准备上大学的学生。一直到2003年，我又获得 

Having fun practising our spelling by writing on the ground with water!

Karen 
Kaylor

ISS 一个黄金机会，受聘担任美国教育资讯中心主
任（US Education Information Centre, USEIC）. 
USEIC 提供有意到美国深造的学生及其家长美国各
大学的资讯，也包括为美国各大学在新加坡主持标
准型的集体入学测试，并且也可以安排个别的测试
以报名修读美国及加拿大各大学的远程教育课程。

2010年，我受邀出任新加坡 ISS 及北京 BISS 国际
学校的校董。这些年，我们作为校董的责任就是确
保学校的政策，雇员的受雇福利，得以正确无误地
执行，也化很多时间开会讨论学校管理层及其方
针，包括从采购，学术课程到给予学生的选项。

我和其他校董一样，这些年很努力地寻找一个 “永
久性的校园”，我们衷心地期待，这个梦想很快就会
实现，这一切都是为了 ISS 大家庭，学生及家长。
我期待在学校的活动上及家教协会聚会上，与大家
更多见面交流。

Getting to Know Our Board Member

问：还有什么方法能助我的孩子更快学习英文？ 

F 回答：让您的孩子阅读更多的英文刊物，我是说
以阅读愉快为宗旨，不一定要阅读小说，也可以翻
阅杂志，图画小说或博客，观赏英语电影能大大提
高聆听英语能力，也可鼓励孩子看完英语电影后，
阅读该电影的书本，孩子更能了解全部；此外，尽
量争取机会练习英语，用英语生活，用英语呼吸，
使英语成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J 回答：我要补充一点，尽量与说英语的朋友游
戏，社交及活动，这样能更快发展英语的沟通能
力，还有一个做法，您可鼓励孩子参加特别的英语
营或节目，例如参加 ISS 国际学校的春季及夏季学
校，那是为注重英语进步的活动。 

欲知春季学校 (20 – 31 March 2017) 详情，请上网 
issspring.edu.sg，或任何询问，可联络 ISS 春季学
校 springschool@iss.edu.sg或电 +65 9722 5340

有关夏季学校 (3 – 28 July 2017)，也可联系上述或
电邮 summerschool@iss.edu.sg

校董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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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MYP 学生个人项目作业展览会，在2月8日星期四举行。展出我
校第10年级学生广泛题材的项目作业，这是 MYP 最后一年级学生
必须完成的个人作业，宗旨是要鼓励学生实践及加强他们的学习能
力，巩固他们对特殊项目的认知，发展他们个别的爱好。这项展览
会，为学生的个人项目作业，提供了大好的机会，让学生展现真正
有个性及创意的作品。

学生们在老师无私的督导下，经过六个月的努力，取得具体的成
果，可以用 “令人惊艳的成功“ 来形容。他们在作业过程中所掌握的
ATL 技能，是无价之宝，足以使学生在 IB 文凭班第11及12年级考试
中取得佳绩。我们也感激第10年级的学生家长及监护人对学生的大
力支持。

这些个人项目作业，将由我校老师先行作内部评级，然后才送交国
际 IB 当局作评估，最后结果将在2017年8月初寄交回 ISS 公布。

Grade 9 students asking questions

Sharing his tutorial on ‘How to do batik’

Parents are invited to come and see the projects, 

too

Teachers ask Grade 10 students about their projects

Sharing their experiences and what they have learnt

MYP 学生个人项目作业
By Ms. She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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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rrie’s drawing of a rooster

庆祝华人新年 CNY

我们 ISS 国际大家庭，包括老师们，学生们为了庆祝鸡年，各年级学
生都喜气洋洋，各出奇招。

我校小学部学生，制作了纸料大爆竹，也用剪纸方式，剪出了 “春节
大运”，也有毛笔书写新春祝词以庆祝 CNY；年纪小的同学则制作帽
子，上面写了华人的十二生肖，并以此在台上表演。

中学部学生则以歌，舞表演庆祝，他们唱起传统的 “恭喜恭喜” 年
歌，并创作了庆新年艺术作品，您在这里可点击观赏。

“我们了解到，春节最重要的部分是家庭大团圆，吃大餐。大人给儿
童派 Hongbaos, 那是在红信封内放了钱，是一种祝福好运的兆头；
我们也了解华人的十二生肖信仰。”

“庆祝新年，人们燃放鞭炮烟花，表演舞狮；他们为家居披上红彤彤
的装潢；除夕夜有家庭团圆年饭；我们也学到不少华人新年祝福贺词
如：恭喜发财，身体健康，万事如意，“高中部学生画出各种大公鸡
形象，反映华人信念及其意义。

华人新年的庆祝多姿多彩，比如舞狮，同时， 

重要的意义还在家庭成员的团聚。我画了一只大
公鸡作品，在上面用中文写上 “公鸡”两个字，因
为我要大家一看就会联想到新年布置，文化与艺
术，我把这些元素都结合在这一作品。

华人新年对于我来
说是不能错过的，
它的庆祝是那么多
姿多彩的传统活
动，每年都有新花
样，服装，舞蹈，
美食，如黄梨挞，
蛋糕，红枣及各种
水果，蛋卷，年
糕，传统饼干等
等；有些令您一口
咬下去产生奇异的
感觉，假如您在那
里巧遇华人新年节
日，千万别错过这
个难得的机会，去
尽情体验一下吧。

– Dorrie, ISS 学生

– Alex, ISS 学生

Paper cutting of the word ‘Spring’!

Happy Chinese New Year!

Alex’s drawing of a roosterGrade 6 ‘Happy Roosters’

https://www.youtube.com/playlist?list=PLWMGuPEzZ9PF7CZL47ZbLe8hgF6SDQ4O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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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受初级成就公司竞赛的挑
战，是我们非常的体验，怎样
培养企业家精神是挑战的中心
思想，十二周的努力，脑力激
荡，撰写商业报告，在在令我
们深受激励。

无论如果，有耕耘就有收获，
我们荣获全新加坡竞赛的亚
军，也荣获本年度最佳商 

业奖。
这次最大的教训是 “要办好企
业，必须刻苦耐劳，精心策
划；当然有时不免在最后关头
再作冲刺，那时则需要全神贯
注，充满热情才能获益。”

第12级学生艺术展
By Ms. Larue

智慧大杯赢了

Mindful Mugs Win

Clarity by G. L.

Basic by L. B.The art was very impressive! Asking questions and learning more about the 

concept behind the art

我校第12级 IB 文凭班视觉艺术专业学生，过去两年努力提高他们
的创意，绘画技巧，研究各种作画材料及构思，同时也朝着美术
馆概念努力，终于有了成果，那就是举办美术展览会并命名为  
“梦之展”。

这些展出的作品，是他们结业考试的作业之一，也是他们两年努
力的高峰作品，从概念到完整作品到展出；尤有甚者，学生们也
发展了原创作品，美术写作及研究的能力，包括展览会的文宣及
美术理论，都在“梦之展”中展现。

所有参观过 “梦之展” 的家长，监护人，学生，老师及员工们， 
都对学生的能力留下深刻印象，并十分赞赏他们的作品。

You can watch their video which won 1st prize here!

– Sharaf, 智慧大杯协会会长

6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0BztmrkCmlRxnT3NpdkNJaUxqNzQ/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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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校友们

我校十分热切想知道，身处世界
各地的校友们，有些什么大小成
就或故事，或者在终身学习方面
有些什么心得，又你们得到 ISS

什么影响等等; 请上我们的脸书
Facebook, 把你们的种种经验与
大家分享。

www.facebook.com/groups/
isssgalumni/

校友介绍
我校校友遍布世界各地，
我们与校友一直保持密切
的联系，我们也请他们谈
谈当年怎样受 ISS 教育的
影响, 以及了解他们目前做
些什么？未来, 我校还计划
举办校友联欢会，专家演
讲会及对话会。

2011年，我在 ISS 国际学校毕业，然后我考进了德州科技大学并获得
管理学士文凭（企业精神专业），之后，我从事项目管理，为一家高
端网络发展公司管理大型网络项目，那是为微软公司及好几家广告公
司所管理的。

目前。我在德州达拉斯一家工艺媒体公司受聘为高级主任，我必须周
游美国各地会见潜在客户。

ISS教导我，要跳出框框思考，特别是商业项目。从课室的个案研究
作业的习性及文化轨道，到职场的项目研究可说是我的第二习性，从
不同的镜头看问题。我很自然地应用当年在ISS学到的技能，在职场
及社交上都很有效果；特别是在职场，我需要为现有的潜在客户提供
解决方案。

在ISS， 我遇到各种人群，不同种族及背景，小班制的以及每位老师
的尽心教导，都给我留下深刻的记忆。我不能想象，假如当年我就读
的学校，没有多元族群，多元文化，每个人都有相似的面貌，我今天
会变成怎样的一个人，生活在什么地方。我庆幸，我的中学最后两
年，是在一间多元性，丰富内容，好老师，好同学的学校度过，他们
都已成为我的好朋友。

ISS 教导我，要跳出框框
思考，特别是商业项目。

Jakeb Stunz and his wife

– Jakeb Stunz, ISS Alumnus 毕业生

在 ISS，我遇到
各种人群，不同种
族及背景，小班制
的以及每位老师
的尽心教导，都
给我留下深刻的
记忆。
– Jakeb Stunz, ISS 毕业生

www.facebook.com/groups/isssgalumni/
www.facebook.com/groups/isssgalum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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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高中部的项目 “打破围墙一周” Week Without Walls, 简称 
WWW，是充满行动的一周。老师及学生们负责四个不同的项目，全
部注重于增加学生的人生历练，终生受用

第9年级学生参与联合国组织 UNESCO 的世界文化遗产项目，参访了
越南的 Hoi An 镇。这个在海边的小镇，让学生有机会从事一系列的
研究活动，鼓励学生建立团队精神，迎接种种有挑战性及最新的体验。

我校第10年级学生，则在柬埔寨乡村地区，体验那里的日常生活。学
生们与当地人，住在一起，工作在一起并创建了一些长期可持续的项
目。师生们也尽情享受了一些乡野生活及风景，一路惊喜连连

第11年级学生旅行到印尼的 Lombok。在那里，他们配合 IB 四组科
学课程，进行了两日的科学调查，并为当地提供了两天的服务，最
后回到学校加以汇总，分析数据，并把研究成果呈交 IB 四组科学展
览。Lombok 之行，对学生是一种最广泛，最宝贵的研究及发现

我们新加坡的本地行程也丰富多样，包括烹饪，滑轮运动，甚至一场 
“清晨飘雪“；这种种活动，都传递一个重要的讯息：团队精神。让我
们给老师们及工作人员一个大大的感谢，是您们实现了这些旅程，我
们都深切的体会到，教室外的体验丰富了教室内的学习；这些独特的
历练，有助每个学生发挥他们最大的潜能及创造了与众不同，终身受用。

高中没有围墙的一周
By Ms. McCarthy

Lombok - Playing games with students of a local school

Lombok - We created a bio-rock for ISS, and 

perhaps future students may be able to snorkel 

above the ISS bio-rock on Gili T, and record the 

amount of coral growth present

Hoi An - Painting the home of a needy family

Discover Singapore - Cookyn Challenge

Hoi An - Playing games with kids from the local 

primary school

Discover Singapore - Willing Hearts Soup KitchenBeng Pae - Working on the sanitation project Beng Pae - Working on the sanitation project

活动项目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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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们参加工作坊后的反映：
中学部校长 Mr. Taylor 说 :
“这星期，老师们参加工作坊以提高能力，中学部老
师练习一种呼吸法，然后与学生们分享，教导学生
们在考试时 （ISAS）怎样应用这种呼吸法，在考试
前，考试中及考试后来放松自己，这种呼吸放松法
在我校已是一种普遍的做法及常态，学生们行之十
分有效，特别是智力活动，老师们十分拥戴这种智
力活动，认为是另一种能帮助学生们学习，取得更
大成绩，全面发展，使学生们成为环球公民。”

小学部校长 Ms. Skrtic 说：
“小学早年课程注重儿童全面发展，包括能力，态
度及个人成长。这次的专业发展工作坊，在情绪管
理及智力活动方面，我们的老师掌握了新的教导策
略，帮助学生，在当下如何集中注意力，用开放的
思想，好奇的心及接收态度来学习；这种方法，有
助我们的学生有充足的时间及空间，应对情绪并了
解如何在课室内及课时外恰当地处理。”

ISS 韩国老师 Ms. Lee 说：
“打坐也许是一种宁静活动，我从工作坊学到的是有
用的方法，帮助学生及我本人保持注意力集中，解
除压力，在课堂开始前内心一片平和，这也连带给
学生带来平静，精神集中上课。”

教学培训
ISS 学校辅导老师 Ms. Contreras 则说：
“作为学校辅导老师，我很高兴能与同事们一起参
加工作，学习智力活动及情绪管理。一般上，人们
在练习各种智慧技巧如呼吸，冥想，进食，身体触
感。在这次工作坊，我们学到智力活动，如何帮助
老师及学生们应付繁忙的日子，我们就好像把思
绪，感触及经验先”登记入住“，我认为这是一种工
具，能全面支援老师及学生的福利，学业上，情绪
上及身体上都是如此。”

ISS 老师 Ms. Chin 说：
“今天的年轻人，因为数码及电子工具发达，而鲜少
应用语言来表达情感，反而流行情绪的发泄。作为
老师，我们应该教导学生足够技巧及语言，充分表
达他们的情绪，这就是所谓的情绪知识库。我们作
为专业老师的角色，就是要在课堂上示范稳定的情
绪，而且情绪的模式也要有一致性及后果，才能令
人信任。”

ISS 老师 Ms. Cass 说：
“参加工作坊的情绪知识及智力活动的训练，大大
有助我更了解情绪带来的冲击以及抉择的能力，无
论是个人或专业的水平，发展我们的情绪知识，让
我能应对各种局面及情绪。工作坊的训练也使我更
了解自己，因而在与学生有情绪互动时，我心胸更
加宽容，当我授权我的学生发展自身得的情绪知识
时，我会协助他们认识自己及其他人的感受，我会
提供他们策略的应用以面对不同人的情绪，这对孩
子的身心平衡成长是十分重要的。

我作为老师的一个重要角色，是在 ISS 提供一种培
育性的，包容性的教育，并使学生掌握能了解自己
及自身的情绪，从而培养坚强的性格，能作明智的
决定，而不只是应对而已。“

ISS 老师 Ms. Punamiya 说：
“工作坊有助我们认识及管理我们身上的3000种情
绪，这让我们能对事物作出适当的反应，缓解我
们每天的挑战，也提高我们对他人的宽容。在幼稚
园，我们注重认识情绪的种类，练习智力活动，这
些都在问与答单元上进行，我们用一种情绪表来认
识我们自己的感受。我们也练习打坐，瑜伽；进一
步，我们练习智力阅读，写作，欢笑，步行，彩
绘，点算及很多其他方法，都能对老师及学生及社
群大有助益。”

总是保持超前一步 

现今的学生不易为，他们面对多种压力，既要在学业上
取得成绩，又要在社会上被接收，适应各种环境，超越
别人；因此，学生们的福利往往被忽视或摆在第二位。

但是 ISS 国际学校，我们认定，学生的福利是决定他们
成功的要素，加强照顾学生的福利，往往会导致他们提
高学业进步的能力，而且成为心理健康，平衡的个人。

为此目的，我们的老师们参加了一项为期两天的专业发
展工作坊，协助老师们学习掌握与时俱进，最新的教学
方法，转而更好地帮助学生们在面对压力时，保持愉快
及健康：身体的，心里的及情绪的。

活动项目内容



10

Our high school students performing 

“Lucky” by Britney Spears

每一年的元月，家教会的理事都会发动起来，为什么？因为 ISS 家教
会每年都会举办大规模的嘉年华会，需要作很多筹备工作，今年也不
例外。

每个人在 ISS 都会在这个大家庭的嘉年华会上扮演他的角色。小学部
及中学部每一年级学生，都会把脑袋碰在一起，商量如何摆设一个
与众不同的摊位；高中部学生同样商议在嘉年华会上摆设一个烧烤 
BBQ ，要确保我校社群都能饱赏美味；其他学生则将在大会上展现
他们的 CAS 才艺（创意，活力及服务）。学生及老师们都会负责不
同摊位的业务，慷慨的家长们也积极参与。

每年的嘉年华会，食物摊位总是最为抢手，一群群 “饥肠辘辘“ 的食
客，总是先光顾我们的拿手美味食物，没有任何人会饿着肚子离开。
我们的 Dunk tank 摊位也时常排长龙，我们的天才学生推出各种富于
娱乐性的游戏，以迎合不同兴趣的人群，从碰运气及技能游戏到奇怪
的拍照；甚至还有洗车服务，谁不喜欢别人为自己的车洗澡呢？

舞台上，中学部的才华学生，拿起麦克风为我们表演音乐剧 “走进森
林“，这音乐剧也会在今年内正式公演；不必担心冷场，我们的常驻
司仪 Mark，全场将不停地娱乐你。

当然，除了美食，嘉年华有更深的意义，那就是学生们每筹到一元，
家教会就会出一元；筹到的总数，将捐赠给慈善团体，由 ISS 学生选
择那些团体。

家教会对我们的社群巨大的支持，总是心存感激，无论是捐赠，志工
或对子女们的支持，家教会都深深感激。

家长教师协会常年嘉年华会 
By Vicki, Head of the PTA

Score a goal blindfolded and win a prize!

The dunk tank is a highlight every year!

We love the bouncy castle!

Our elementary students selling the beautiful photographs they took of Singapore

活动项目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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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活动汇报
2月–3月

小学 (Elementary School, ES) + 中学 (Middle School, MS) 文学周 

（2月6日–10日）
我校小学及中学部举办文学进修周，充满欢乐的活动，包括拜访作家，
中学部学生的母语朗读，在图书馆的讲故事，以及书籍巡展。

高中 (High School, HS) 及 Middle Years Programme (MYP) 学生个
人作业项目展览（2月9日）
我们的 MYP 学生都很努力把个人作业项目做好，老师及家长也很为
他们有趣味怏然的讲解而赞赏，并从中学得一些知识。

小学 + 中学书籍展（2月17日）
我们的书籍展总是提供了好机会给学生及其家居图书馆增购新书籍。

高中 G12 艺术展（2月20日–24日）
第12年级的艺术系学生所展出的作品令人惊喜，看到他们的作品及作品
背景的灵感，我们不禁给一个赞！

小学语言学习早餐咖啡座（2月21日）
小学 + 中学 Primary Years Programme (PYP) + MYP 早餐咖啡座

（2月28日）
高中 MYP + Diploma Programme (DP) 早餐咖啡座（3月2日）
家长们也参加了我们各种早餐咖啡座，更加了解孩子们在学校的学习
情形，在家里可以配合支持他们的学习。

高中 Diploma Concert（3月3日）
DP 文凭班音乐专业学生在滨海艺术中心图书馆有一场精彩的演出，
令人喝彩不已！ 他们出色的表演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感谢那些前来
支持的人们 。

High School Diploma Concert

ES + MS Book Fair

ES Book Character Parade

HS MYP Personal Project Exhibition

ES+MS Literacy Week - Mother Tongue  

Reading Sessions

ES+MS Literacy Week - Author Vis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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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活动预报
3月–4月

小学数学早餐咖啡座 （3月7日）
我们为家长们举办讲座，让家长们了解更多 IB 课程及 ISS 如何教导
各科目，也更了解自己的孩子在学校的上课情况。

中学体育精神周（3月13日至16日）
除了田径活动日提倡体育精神外，我校中学部学生将在精神周里参加
各种竞赛项目，以争取本周的积分及建立协作精神。

中学 + 高中田径周 （3月17日）
我校中学部及高中部学生将在田径周参加各种田径项目，记得支持 
他们。

ISS春季学期 (Spring School)（3月20 – 31日）
ISS 春季学期保证带给您多姿多彩又欢乐的学习旅程，例如我们学习怎
样维护我们现有的学校环境，舞着度过春季学期更为健壮，或发现更多
技巧增强学习英文的能力。

ISS 春季学期将使您充满活力，每天都有新鲜感。 
请点击：issspring.edu.sg

ISS资讯之夜（英语）（4月11日）
我们特别为有意报读 ISS 的家长们举办的资讯之夜，让他们更了解ISS

有什么与众不同，以及为什么 ISS 能做到。4月11日周二下午6时半至8
时半在我校 Paterson 校园举行，一言为定，欢迎参加！ 届时，我们也
会与您分享，ISS 怎样能让您的孩子得到与众不同的国际学校教育及他
们如何成长。欢迎您介绍及带领您的朋友前来共同分享这些 6CS 资讯；
可以在这里报名 。

小学 PYP 展（预定4月25日至26日举行）
家长们也参加了我们各种早餐咖啡座，更加了解孩子们在学校的学习
情形，在家里可以配合支持他们的学习。

高中 MYP 艺术展 （4月27日）
高中部 MYP 学生将展出他们的艺术作品，欢迎参观，给他们支持 。

校友团聚联欢会 （4月28日）
校友们将从各地回到 ISS 参加校友团聚联欢会。我们十分期待他们回
到母校，并聆听各人的故事，以及对 ISS 的美好回忆。校友们在联欢
会上肯定热衷于一叙别后 。

ES Math Coffee Morning

Elementary PYP Exhibition

MS + HS Track & Field Day

Alumni Reunion Gathering 

ISS Spring School

MS Spirit Week

https://goo.gl/forms/XB58sYrgvUIYGiFx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