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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格烈博士, 总校长

欢迎游览我校本学年的第一份网讯。网讯的目的是让大家及时知道 ISS
学校的最新动况，同时也庆祝我校为学生们提供与众不同的学习良机。

本学年第一季，我校各部门同事十分忙碌地准备迎接国际学校理事
（CIS）及西区院校联合会（WASC）的到来，对我校进行评估，以及国

际 IB 课程监委会，对我校小学 IB，中学 IB 及高中 IB 文凭实施评估。

我们十分欣慰向大家汇报，上述三个国际机构对 ISS 的办学给予肯定
和称赞：

 • 我校提供了关怀，大家庭式的办学方式，同时又产生了良好的学术成果
 • 我校的课程和运作甚具意义和发展水平
 • 我校上下对愿景与使命，十分清楚理解，也是我校课程及运作的焦点
 • 我校学生展现了国际思想
 • 我校给予学生非常高度的支援
 • 我校承诺办校的优质及包容环境
 • 我校学生及家长对学校的支持同样是大力的

让我们以期待的心情，迎接上述三机构将发来的正式报告，大约八周
时间即可收到。

另外，我校在第一季举办了常年国际日，一再展现了我校的多元文化，
该项目在10月14日星期五在 Paterson 校园举行。

此外，小学部也举办运动日，高中部学生也参加 New Age Hackathon 
App 比赛，及垂直攀登项目, 中学部学生则参加游泳赛 Swim Gala, 请
看图片中他们的神情。

我感谢大家的参与及努力。

总校长玛格烈博士
Margaret Alvarez (Dr.)

www.iss.edu.sg
11月2016年

http://www.iss.edu.sg
http://www.iss.edu.sg
http://www.iss.edu.sg


选择小型学校的五大理由
 小型国际学校也许并不适合每一个人，但是它的确能提供给·很多学
生一种培育的，包容的，以及鼓励自主的学习机会。就此课题，ISS
国际学校访问了学生，家长，听取他们的反馈。

一） 小班制度 Small Class Size

  在 ISS，最明显的是小班课堂。学生能与老师亲近互动。在 ISS，
学生/老师的比例是很低的。高中部8学生对一老师；中学部15学
生对一老师，小学部18学生对一老师。

  一位来自东南亚的学生 Ashmitha 这样说：“更加容易约见老师，
因为他们有更多时间给你，这种互动关系的发展，老师们会更加
关心你的学业进度，而且与你是人与人的关系。”  

  有了这种个人化的关心，学生们更不会迷失或被忽略，这是一般
大型国际学校所难免发生的。在 ISS，学生们被珍惜，爱护及培
育有性格的个人，因为他们都得到老师们的重视。

二） 量身定做读完学习旅程 Customised Learning Journeys 

  现代教育注重培育个性化。在 ISS 这种小型国际学校，就有可能
根据每一位学生的需求与兴趣，为他们规划整个学习过程。这是
ISS 国际学校的成功教与学模式 –真正的学生/老师亲近互动。
这种模式，能够完成学生的“需求导向”教育，最佳发挥学生潜
能，密切跟进及关注学生是否在规划的学习过程中节节进步，是
至关重要的；这包括观察学生的兴趣，强项，弱项，行动及行
为，并及时给予协助及互动；这种方式，也包括语言的支援，
为那些非英语源流的学生补习英语，使他们也能在学习上取得成
功，当然也包括学生其他的需求，一一得以解决。

  来自欧洲的学生 Camille 说出其经验：“我在两个国家，一共报读
过五家国际学校，我发觉 ISS 国际学校最不一样，它有很多种类
的课程及活动，以满足不同学习者的要求。老师很愿意在课后或
课与课之间给予协助；我从中学就结识了一位老师，她至今还给
我很多支持。”

三）  教学的热忱 Passion in Teaching

  在小型国际学校里的 “亲近学生/老师” 氛围下，不只有利学生的
学习及福利，也使老师对教学工作充满热忱及满足感，这使教与
学事半功倍。

  这种密切的校园人际关系，也延伸到老师群，包括资深老师群。
老师也有很多机会得到进一步的培训，提高水准；其中有一位老
师这样反映：“你觉得工作受到重视，认同，这进一步提高了我
的的教学热忱，这与我以前在别处的教学经验很不一样。”

  在 ISS 国际学校，老师的教学意愿和热情，很好地反映在他们在
教学方式上的创新，他们给予学生的支持，超出了他们的职责范
围，也与学生建立了长久的友谊。

  正如 Ashmitha 所观察的：“老师们对科目非常热忱，他们谨慎地
选择了一些与学校环境相符合的教材。是的，我看到了，也亲身
感受到老师们的热忱。坦白地说，我在大多数课程中获得真正的
乐趣，感激老师们给予的巨大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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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密切的校园
人际关系，也延伸
到老师群，包括
资深老师群。老师
也有很多机会得
到进一步的培训，
提高水准；其中
有一位老师这样反
映：“你觉得工作
受到重视，认同，
这进一步提高了
我的的教学热忱，
这与我以前在别
处的教学经验很
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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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学生–优良课程的灌输

小班制度，使老师/学生的真正而且亲切互动



认识我校校董

文章：《选择小型学校的五大理由》

Clarence 
Lim 

校董简介 

曾担任三家政府学校，共12年的教学工作，专事教
导英国文学，英语文及普通课程。离开教职后，参
加出版行业，主要工作是教育及学术课本的编辑。
随后他离开牛津大学出版（新加坡）公司的董事经
理一职，受邀在北京 BISS 国际学校出任专为北京电
视台(BTV)管理层及技术人员设计的英语培训课程的
主策人，在 BTV 教授英语文。

两年后，他回到新加坡，在国立大学的英语文及传
播中心为兼职英语文老师。目前，他每周在时报出
版社工作三天，作为编辑顾问。

Clarence Lim 于2013年退休，享受旅游，高尔夫， 
玩音乐及含饴弄孙的生活。

– Mr. Clarence Lim, 校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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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额外抽时间指导学生

四）  小池中的大鱼 Big Fish, Small Pond

  小型国际学校也有能力为学生提供一系列精彩
的课外活动项目，学生在这些活动中陪养了领
导能力，也发展他们各方面个性。最不同的
是，在小型学校，这种机会来得更多。

  一位来自美国的家长 Ai Hoon 这样说：“小型学
校的优点是：让学生有更多参与的机会，特别
是领导素质的培养；再者，他们有更多机会代
表学校，参与各种那个不同项目的挑战。”

  也有不少学生认为，在小型学校有更多机会参
加各种不同运动项目，初学者也有机会上手，
不必只能选择最喜欢的田径项目。

五） 紧密交织的校园社区 Close-Knit Community 
  小型学校另一优点是保证了一个安全学习环

境。在这里，老师们及员工们都可以叫出每一
位学生的名字，因此老师/员工们都能关注到
学生的福利，而且能够及时协助排解如霸凌或
情绪问题。

  在 ISS 国际学校，这种紧密交织的校园社区，当
然要包括家长们。让家长们参与学生进度是不
可或缺的部分。家长们会时常收到学校及时发
来的 “校讯”，也常见家长参与学校的各种活动。

   学生们很喜欢这种 “家庭式“的感觉，一位来自
欧洲的 Malin 曾说，这种令人感觉热情欢迎的
气氛，让她对 ISS 国际学校留下第一个美好的
印象。她这样说：“行政人员非常友善，他们
不惜花很长时间，回答我们所有的问题；他们
殷勤地为我们解决了所有的要求，这使我们感
觉深受欢迎，我肯定，我们的孩子，在这学校
里，会一如在家里的感觉。”

ISS 国际学校是新加坡第一家
国际学校，享誉甚高，创始
人陈志成主席，是建国一代
内阁成员，当年创办 ISS，是
应当年新加坡工业国际化的
需求，也是陈主席对教育事
业的热忱，ISS 一直秉承精致，
包容，小型的宗旨及差异化，
竖立新加坡，甚受爱戴。



午餐音乐会

学生的成就及贡献 4

学生 Seraphino 出版他的摄影专辑

您可上网  
bitly/Seraphino  
参阅他令人惊艳的
500幅杰作，也欢迎
网购：500px.com/
seranphinohuang

出版 “新加坡景物摄影” 专辑

–  Mr. Hoddinott, 我校教师

– Seraphino, 我校高中生

想要观看午餐音乐会的录像带，请按： 
http://bit.ly/ISSLunchMusic

我校高中第10年级学生 Seraphino 出版了一册 “新加坡影物摄影”  
专辑，让我们为他鼓掌喝彩！

年纪轻轻的 Seraphino 是怎样培养了这种艺术才能的呢？原来年前，
他父亲买了一个台牌 Nikon DSLR 照相机送给他，他对摄影的热忱顿
时飙得炽热。他一方面到处去摄影，一方面不停在网上进修摄影知
识及技巧。

作为一个国际学校 IB 课程学生，他必须选择一个项目主题的个案来
完成课程所需，于是，Seraphino 潜在的摄影艺术才华就彰显了， 
经过孜孜不倦的努力，这本专辑就面世了。

这些作品并不是人们从未见过的地点及景物，相反的，你可以在
有关新加坡旅游介绍册子里看到的图景，但是通过我的眼睛和镜
头，你会惊艳，它是如此的与众不同。
这些景物与周围环境的结合，选择的角度，透视，以及一天中时
间的选择，氛围，光线都让我费煞心机，丝毫不放过的，可以说
是我思维的结晶。
摄影大师 Elliot Erwitt 曾说过: “摄影是观察的艺术，那是在最平
凡的地方寻找最引人入胜的东西，不单是你表面看到的东西，重
要的是你内心怎样看待它们。”  
我就是这样看待新加坡的。

午餐音乐会: 让校
园充满音乐气氛，
既娱乐了观众，
又在与观众分享
音乐的乐趣的同
时，让表演同学，
一展他们的才华，
不断学习，提高
自己，将来成为
更好的音乐家。

http://bit.ly/ISSLunchMusic
http://bit.ly/ISSLunchMusic


兹卡病毒

– Sharaf, 我校高中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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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作为马来西亚的邻国，经常受到各种疾病，通过蚊子传开
的威胁。蚊子是传开病毒最好的媒介，如几个月前的霍乱，登革热，
如今是兹卡病毒。

兹卡病毒是通过一种 Aedes 伊蚊传开的，这种蚊子在新加坡常见。 
伊蚊危害健康，早已是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卫生机构所关注的。我们
都对新加坡的安全与美好深信不疑，而轻忽了这种小小的蚊子威胁，
它其实像一支注射了毒品的魔鬼，悄悄躲在我们的床下，在大家的
眼前。

有传言（那些缺少正当爱好的人最喜欢散播的谣言），我国奥运金
牌得主 Schooling 从美国德州带回来兹卡病毒；但谣言毕竟是谣言，
即使它是那么荒谬可笑，可是更可笑的是有些人很有天才，把言扩
大；其实新加坡的兹卡病毒的突然出现，原因未详。

第一宗有记录的个案，发生在阿裕尼区，当时病患有高烧，红眼及
其他兹卡的病征；随后越来越多人报告，有类似的病征出现，好像
涟漪一样，荡漾到周围的地区如巴耶礼峇及东北区（沿着地铁绿线，
目所能及）。

目前，引起紧张气氛的原因，主要是很困难确定你是否有兹卡。只
有五分之一的兹卡病患出现病征，而没有病征者，要等6-7天，验尿
验血之后才能确定是否带病毒，假如有带病毒，就会出现包括红眼，
莫明的红疹，肌肉酸痛，发热等等，而且会持续最多7日。虽然兹卡
可能不会对我们的健康造成重大影响，但它对我们的遗传结构构成
威胁，那将造成危险且隐形病毒的传播。 

首先，我们一开始说这是不会传染的，但是却可以通过性行为而传
染，这样一来问题就比较严重了。比如孕妇问题，虽然目前仍在有
限的 研究，兹卡孕妇已出现不正常现象，例如缩形胎儿的头部缩小
而脑部同时又会肿大，机率虽然只有十分之一，这将会造成更可怕
的社会现象，比如日后有更多的人流产，而且振振有词说，不但为
了家长，也为了孩童免受日后医疗缠身的一生。

兹卡病毒可以涟漪荡漾成海啸，因此同学们要主意保持安全，买一
些驱蚊剂及驱蚊贴来防身；这听起来有点无聊，有的傻，甚至不酷，
但却能救你一命以及新生儿一命。不再要有什么藉口，现在局势严
峻，虽然还没看到后果，但好像 UV 光一样，看不见却能造成伤害。

这是我校高中部的一位学生，在新加坡兹卡病毒爆发的
高峰时，写下的个人感言：

ZIKAby Sharaf

兹卡病毒可以涟
漪荡漾成海啸，
因此同学们要主
意保持安全，买
一些驱蚊剂及驱
蚊贴来防身。



我珍惜在 ISS 的每一分钟，即使
我准备 IB 文凭考试过程中遇到
的压力和担心。

Mhairie Claire’s 迷你校友联欢会

我校校友社群 6

– Mhairie Claire Alvarez-Miller, ISS Alumni, 毕业生

–   Mhairie Claire Alvarez-Miller, 
毕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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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姓名是 Mhairie Claire Alvarez Miller. 我是 ISS 2015年毕业生，现在
就读日本大阪大学 Osaka University, 我攻读的课程是 “日本环球30”， 
各科目都是用英文教学。我主修的是理学院内的化学–生物结合科，
简称 CBCMP, 是大阪大学 “环球30” 中两个重点科目之一。

我是从 ISS 的学前班开始的，一直读到考获 IB 文凭，不过有一年，我
随家长去了印度，在那儿读一年级。我很幸运有机会见识到来自世界
各国的同学，老师及行政团队，因此，我有机会学习到各种文化，使
我塑造了一种开明的思想。

正因为 ISS 是一间小型国际学校，我感觉到大家更相亲相爱在一起学
习，我也因此得到老师更多的支持及关爱。

我珍惜在 ISS 的每一分钟，即使我准备 IB 文凭考试过程中遇到的压力
和担心。如果没有见识到这么多国际性人们，我可能没有现在这样准
备充分，迎接我的大学课程及每日的独立生活。祝大家安好！

如果没有见识到
这么多国际性人
们，我可能没有
现在这样准备充
分，迎接我的大
学课程及每日的
独立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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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TA 即家长教师协会，家教会的宗旨是支援学校，促进家长及老师的
协作精神，总体造福及利于学校的教学与绩效。

家教会支持学校举办的各种活动，例如：国际日或小联合国日，中学
部的演出，小学及中学的艺术画展，小学部的书本交换等。

我校2016–17年度的家教协会，是由不同国籍的家长组成，而家教
会的理事是在2016年9月通过过投票选举而产生的。让我们欣然介绍 
2016–17年度理事会成员：

主席: Vicki；副主席: Trine；财政: Cliff；副财政: Neal；秘书: Sarah； 
秘书长: Carlos；日本社群代表: Kazue；小学部代表: Hiroko； 
中学部代表: Ma Aye；高中部代表: Paul

请听听本届家教会主席 Vicki 怎样说：

“我很兴奋能出任本届 PTA 主席，并深感荣幸能与全体 PTA 理事们共
同工作。ISS 鼓励提倡 “学生–学校大家庭” 精神，这能促进整体社群
的结合及感情，有助孩子们的学术成就，无论是在课室内或课室外。
PTA 十分珍惜 ISS 社群，我们将持续从去年的成就，进一步加强及建
设我们的 ISS 社群，我们会协调学校举办的各项活动，鼓励大家踊跃
参与，认识彼此，建立友谊。

我衷心欢迎大家提供宝贵的建议，谢谢!”

各位有心参与者，请电邮：pta@iss.edu.sg

家长会 PTA 的活动 7

家长会 PTA 理事会名单

家长们及职员们在家长会上联欢

家长会主席与我校副总校长对话

家长会 PTA 常年大会在今年9月举行， 
并选出新一届理事会成员，他们很兴奋
地表示会尽力为 ISS 社群服务

介绍家教协会 P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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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籍学生旗手队伍，等待入场

整装待发，参加游行

家长们贡献了好些美味佳肴小学部学生穿戴好并享用午餐

高中部学生打扮好了中学部学生打扮好了 中学部学生打扮好了

欣赏高中部学生的表演 中学部学生也整装代发

高中班学生表演菲律宾的传统竹竿舞

我校大孩子协助小孩子制作澳洲动物模式

国际日精彩成功举行
10月14日

我校一年一度的国际日，已在10月14日成功举行。当天，我校学生，
各自组成自身国家队伍，高举自己国家的旗帜，身穿民族服装，列队
游行，获得家长及来宾热烈的鼓掌；之后，来宾们还享受了来自各国
的美食，有些人还参加了一项各国文化讲座会。今次国际日，不但带
来既精彩，又欢乐，而且非常有意义的国际交流，这是 ISS 国际学校
办学的宗旨。

想当年，我校创办人陈志成主席，应内阁部长的建议，为新加坡的经
济发展，吸引外宾，而创办了 ISS 国际学校，以应外籍人士的子女，
在新加坡得到与国际教育接轨的教育而毅然成立，并且一路来深得外
籍家长及学生们的认同，令人欣慰。



新一代 Hackathon 2.0

咖啡茶聚

高中部开学的第一天

小学生运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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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活动汇报
8月–10月

新生报到 (八月)
新生们在八月份学期开学时，分别到两校园报到，参观校园，了解更多
学校环境，我校各团队人员，让新生感觉深受欢迎及融入学习生活。

高中部开学的第一天（八月11日）
高中部开学的第一天做什么呢？
当然是建立新友谊，巩固旧关系，在欢悦中学习一起工作。我们期望
在新的一学年里，团队精诚合作，取得优异成绩。

咖啡茶聚 (八月–九月)
我们·全年·都会安排晨早咖啡茶聚，至诚欢迎家长们参加。家长们在
聚会中，会了解更多关于孩童们学习另一种语言的种种情形，如 ESL
学生学习英语为第二语文，PYP，MYP 及 DP 学生及数学学习等情况。

新一代 Hackathon 2.0（八月二十七日）
我校第10年纪的学生，应用他们的 coding 技术来支持一项“各年龄层
精神状态”的创意措施，他们研究了利用 APP 来帮助那些有精神病症
的人们，这些学生在八月创造了24小时运作的新一代 Hackathon 2.0

小学生运动会 (九月十六日)
小学生运动会皆大欢喜，大家各尽所能参加比赛，大家为得奖者欢
呼，大家为每一位参赛者鼓掌，支持。活跃的身体带来活跃的脑筋，
成功的运动会。

中学部加油打气一周 MS Spirit Week （10月3日至7日）
所谓何事？ 那是为10月7日举办的游泳比赛 Swim Gala 的选手打气，
中学部的体育领头人发起了这个加油打气周，既能把团队更好组织起
来。又能为泳赛增加气氛。今年的泳赛有一系列活动，比如“水上空
瓶挑战”及“肢体”赛等有趣项目。

MYP Swim Gala (10月7日)
我们中学部学生，为今年得游泳赛事，进行了大量的训练，果然，他
们在游泳池表现出色，展现了良好的体育精神，也得到喝彩及掌声，
留下美好的体会和记忆。

慈善垂直马拉松攀上彩虹 Vertical Marathon (10月8日)
我们的高中部学生与竹脚妇幼医院 KK Hospital 的有病儿童，一起进
行了一项垂直马拉松攀上彩虹活动，为竹脚医院筹募善款。这真是一
举两得，又能为身体锻炼，又能为公益，赞!

MusicFest@SGH

我校一路来都培养学生的爱心。今年，我校中学部学生参加了中央医
院的音乐节 MusicFest@SGH, 并表演了音乐节目，供病人欣赏，其中
一项节目是 “森林怪兽”。

新生报到

MYP Swim Gala

MusicFest@SGH



是不是内容生动丰富？ 请转告您的亲朋戚友分享。

ISS International School

Elementary & Middle School Campus
25 Paterson Road, Singapore 238510
Tel: (+65) 6235 5844 | Fax: (+65) 6732 5701

High School Campus
21 Preston Road, Singapore 109355
Tel: (+65) 6475 4188 | Fax: (+65) 6273 7065

Educating To Make A Difference

Part of ISS Education Group

www.biss.com.cn
ISS is registered by the CPE
Reg. no: 201316975E
Reg. period: 16 June 2015 to 16 June 2019

我校网讯编委是：总裁陈贞爱，玛格列博士总校长，行销主任 Luanne Tan,  
行销助理 Faith Murrell

彩虹慈善 Rainbow Chairity

小学生会谈及书展

小学生冬至音乐会

高中部举办“灯光之夜音乐会”

IN Art 画展

 早安咖啡茶聚

打破围墙之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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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活动预报
11月–12月

高中部家长之夜 (11月3日)
讨论有关预定在2017年元月出发的 “高中学生打破围墙出游考察团” 的
各项事宜。 敬请家长们出席交流意见。

急步跑 (11月5日)
初中部学生将参加一项“急步跑” Urgent Run 活动，为那些没有干净厕
所的国家筹募义款。

早安咖啡茶聚 (11月8日)
如何在家里协助孩子学习另一种语言？诚邀家长们参加11月8日我们
举办的“早安咖啡茶聚”，您将学到更多有用的窍门。

打破围墙之周 (11月14日至18日)
初中部“打破围墙之周” Week without Wall，简称 WWW 每年我校的 MYP
学生都参于这项为期一周的出游参访活动，出访的国家如：柬埔寨，
印尼，泰国及越南等。通过这种 WWW 出游活动，我们让学生们通过
文化交流，一系列的有意义，实际及真实的体验，得到另一种教育。

IN Art画展 (11月16日至2017年元月12日)
我校学生将参加联同其他学校学生的 IN Art 画展，我校有不少甚有艺
术才华的学生将参加此画展，请拨冗参观，给他们鼓掌。

小学生会谈及书展 (11月16日)
诚邀家长们参加，看看您的孩子在学习方面的表现。您的孩子将成为
您的导游，带领您们参观他们的课室，学习环境，游戏等等。当日在
学校图书馆也举办书展，请来参观并选得好书。

高中部举办“灯光之夜音乐会” (11月30日)
高中部音乐班学生将在此音乐会有令人惊艳的表演，请勿错过。

彩虹慈善 Rainbow Chairity (12月1日至10日)
彩虹慈善中心的项目，主要是为癌症病人筹款。今年是彩虹中心第一
次为特殊需要孩童筹款。本校高中部学生义务为彩虹中心筹备这项义
卖会，他们将与该校中心学生一起装潢椅子以供义卖之用，以参加在  
 ION 购物中心举行，为癌症病人筹款的慈善展览会。此项活动由彩虹
中心主办。今年是第一次筹款为协助特殊需要的儿童。我校学生将与
彩虹中心的学生一起设计一种椅子，放在 ION 乌节购物中心展示及标
售筹款。敬请拨冗参加并标得心中喜爱的椅子。

小学生冬至音乐会 (12月9日)
我校小学部可爱的孩童，经过一学期的学习，将在12月9日举行一场
冬至音乐会，将有令人惊喜的表演，给他们喝彩！

https://www.youtube.com/user/ISSsingapore
https://www.facebook.com/ISSInternationalSchool
https://twitter.com/ISSsingapore
https://sg.linkedin.com/company/iss-international-school-of-singapore
http://www.biss.com.cn
http://www.iss.edu.sg/accredit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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