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祝福 ISS 大家庭新年快乐！

令人惊讶，2016/17学年已经飞快过了一半，这半学年特别忙碌，而看
起来，2017年也是一样令人兴奋的。

我校的使命，驱动我们提供一个多元文化的教育环境，让我们的学生
在这里取得学业成绩，个人成长，成为一个有社会责任感及活跃的环
球公民，享受终身学习。

我们对使命的实践，在2016年10月获得 CIS/WASC 国际权威机构的肯定
并颁发认证，再次肯定 ISS 大家庭的办学理念，一个有包容性的环境。

上半学年有好些精彩节目和活动值得回顾，包括游泳赛，田径赛，中
学部的 “没有围墙一周“，小学部的音乐会，高中部的灯光音乐节及国
际日游行，这些精彩及赏心悦目的项目活动，每一天都让我校学生充
满热情及学习经验。

下半学年预期一样忙碌及精彩，包括中学部的个人项目，小学部的展
览会，中学部的线上评估及文凭班的考试，是培养学生自主自动学习
的重要过程。此外，还有小学部的露营，Paterson 校区的艺术作品展览
会，高中部的艺术作品展览会，及中学部的戏剧 “走进森林”。

我深感荣幸，成为这个有包容性，授权性及培育性的大家庭一员。我
祝愿大家2017年美好的学习年。

教务/课程校长 
Derek Pinchbeck (博士)

Derek Pinchbeck 博士, 教务/课程校长

www.iss.edu.sg
1月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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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cked 魔女巫
�百老汇深受欢迎的音乐剧�Wicked�“魔女巫”，被�ISS 国际学校采用为戏
剧科的教材，不但借此学习戏剧，同时也检视现实生活，角色身份分
辨的综合教育。

 “魔女巫”风靡了世界数以万计的观众，它在新加坡的首演当晚，ISS 
的戏剧老师 Lebon 带了一群艺术/戏剧班的学生前往观赏。

这些是中学部学生，在老师李邦的导引下，首先是注意到舞台的实景，
大型乐队，乐谱，舞蹈及特别音效，接着是注意演员与角色的扮演，
导演及制作人的功能。

李邦对学生说：“我们教导戏剧，要超出剧场及表演艺术的理论传授”，
他又说: “从实践及实验，还有研究演出,一如《Wicked》一剧，更能了
解生活的理念。”

例如，在该音乐剧里有两个角色，是我们可以作为教学研究的对象，
一个是魔女巫 Glinda，另一个是善良的 Elphaba，在这两个对立的角色
中，不可能的友谊是怎样发生的？他们的冲突竞争又是怎样演绎？学
生们欣赏演出后，回到现实中的 ISS 校园，生活又如何付诸行动，如
何实践包容？如何缓解纷争? 以及如何建立友谊。

Lebon 老师这样形容：“ISS 国际学校超越传统教学，聚集于 IB 系统课
程的内容，我们结合价值观如包容性，开放思想，课程内沟通，IB 
课程最令人欣赏是，老师可以在教导概念时，创造及实践学生所需 
的课程。”

所有IB的内容都涵盖，而且两个学期的音乐与戏剧都是不同
的。Lebon 老师密切注意本地上演的戏剧并随机采用作为教课的材
料。Lebon 老师更会利用机会，把学生学习心得搬上舞台表演。

观赏过Wicked音乐剧后，戏剧班的同学必须呈献一出 “迷你型” 20分
钟音乐剧: Performing to Heal (为康复而表演)，在中央医院的音乐节上
演，也已在欧亚协会的圣诞晚宴上演出.

有的学生也旅行到柬埔寨金边，为慈善社团 Sok Sabay 表演筹款，并
且与该市学童们互动，传授戏剧表演方法，一起表演幽默小品及其他
小型演出，作为社区服务的一部分。

因此而取得两种学习成果：一，是 IB 系统所强调的社群活动及服务；
二，是加强学生理解观念如：“认定角色及其关系”的能力，学生都在
实验中体会到。

李邦解释说: “整个学习，结合了 IB 课程的精神及理念，目标是为实现
学生们的潜能，日后成为有建设性的环球公民群”。

李邦又说：“我非常了解每一位学生，因此能为他们打造个别的学习旅
程，这只有在 ISS 小班制度下才有可能。”

当学期结束后，学生在书写的日记中，有这样的反映：有的学生认为，
作为一个演员应该充满活力，能够调整自己与其他演员和谐互动；在
个人发展方面，有学生看到自己成长，也更会沟通，更能团队合作，
更会接受同班同学；其他同学则发觉自己的社交，自我管理的技能，
在学期结束时，大力提高。

更深入了解 ISS 2

充满感性的音乐剧“魔女巫”，看完了有什
么即时的感受？

我们去观赏了音乐剧 “魔女巫”

– Mr. Bruno Alen Lebon,  
我校教师

IB 课程最令人欣
赏是，老师可以在
教导概念时，创
造及实践学生所需
的课程。 整个学
习，结合了IB课程
的精神及理念，目
标是为实现学生们
的潜能，日后成为
有建设性的环球公
民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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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种多样的反映，说明了学生能导引自己走在一条
康庄大道，作为个人，他们必须在戏剧艺术学习中，
建立自己的理解能力，并结合其他科目，更清楚认
识自己周围的世界。其中有一位学生总结得很好： 
“通过戏剧及艺术的学习，让我深层地知道戏剧及艺
术带给人们的欢乐，它使我坚持学习表演艺术，以
及持续帮助他人。”

文章：《Wicked 魔女巫》

2016年10月在中央医院的音乐节上表演

认识我校校董

我校另一位董事是�Mrs. Julie Lee

她是法律专业出身，1977年毕业于新加坡大学法学
院，1978年获律师执照，她开始是从事企业的法律
顾问，后来进入教育界，她受邀为母校（一家本地
的女子学校）牵头进行重组，并成为该校的专职行
政主任及注册主任，共20年之久。Julie 有环球视
野，并对该校的课程改革十分重视，因而也为学校
引进不少外国教育专家。

2008年�Julie 受聘，担任�ISS 的行政总监，负责改善
学校的工作流程，及各类合同内容，她也协助学校
的总裁与相关政府部门的会谈，例如�Edutrust 认证
制度。�Julie 2010年从�ISS 退休，但受邀继续为�ISS
集团提供咨询服务。

Julie 深深认同�ISS 的办学理念，那就是培养学生的
包容性，及适应能力。学生们同中开发了自身及各
种多元的智慧，往往开花结果，美梦成真！ISS 历
届毕业班学生，离开学校时，都对前途充满乐观，
并自信能为世界作出贡献，使它明天会更好!

我深深认同 ISS 的办学
理念，那就是培养学
生的包容性，及适应
能力。学生们同中开发
了自身及各种多元的智
慧，往往开花结果，美
梦成真！ISS 历届毕业
班学生，离开学校时，
都对前途充满乐观，并
自信能为世界作出贡
献，使它明天会更好!
– Mrs. Julie Lee, 校董

Julie  
L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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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思想大杯”? 
“思想大杯“是一家成立于2016年的
公司。它的创立是”新加坡青少年
进取竞争“的一部分，这家公司提
供产品与服务，通过不同颜色及
创意设计图案，印在大杯上，希
望这个大杯产品能照亮每一天，
而且充满喜悦及动力。另一个重
要特色是它的 QR 条码，你扫描一
下，就带你进入我们的网站，你
可以浏览到这家公司众多资讯，
我们的价值是什么？每周提供的
励志影片，语录，照片，小故事
等等；这些多半是我们团队成员
的原装创作，是我们努力提供的
服务。

什么是问题？ 什么是解决方案？
推销一个大杯固然是一件好事，
但我们有更大的理想：我们要创
造差异化的与众不同，即使每次
只走一小步。我们认识到自己是
青少年，在成长中的心理健康，
往往会被压力，体验等等而轻易
受影响。有很多人，每天都在挣
扎，甚至连早上起床也困难，那
是因为他们的忧郁，焦虑成为生
活中的重大部分。有调查显示，

那些有这些挣扎困难的人，鲜少
寻求他人的协助，因为认为这是
很丢人的事，这其实就是一种精
神或心理病症，这是社会缺少关
怀，而且时常有意躲避，没有提
供解决方案。

愿景
通过强大的心理健康，创造一个
最有社会满足感的世界

使命
用我们的 “思想大杯”，为那些需
要面对心理问题的人们解渴，开悟。

我们是谁？
我们的 “思想大杯“团队有来自 ISS
国际学校的16位同学，他们各具
有广泛及不同的背景，我们每一
位目前都在 IB 文凭班（DP）最后

一年级，虽然我们正在紧锣密鼓地
撰写学业功课，我们不愿失去这
个黄金机会，参与创办这个 ”思想
大杯“ 公司。我们当中，大部分是
修读商业与管理专业的，其他同
学虽然不同专业，却也非常热衷
于这家公司。

一如这位 Sharaf 所解说的，这个世界对心理条件来说，不是一个完美
的地方，因为我们我们不停地遭受各种打击，各种挑战与困境，有的
人可能成功度过这些挑战，很多人可能不那么幸运，因而对他们的核
心健康有重要的冲击。这就造就了一家公司，不但推出产品，而且更
重要的是推出了重大的讯息。我们面谈了各团队里各成员，掌握了更
透彻的幕后情况。 

分享好点子，建立我们的品牌

我们的 “智慧大杯”

Kinari’s TEDx 演讲“脑袋的战争”，如有兴趣听讲，请点击 bit.ly/KinariTEDx

欲知公司及成员更多详情， 
请上网：mindfulmugs.co.vu!

这不是一个黑与白的世
界。不是每一个人都有
健康的头脑，也不可以
要求每个人要独自面对
及解决问题，心理健康
是重要的，但有些人有
困难自我保持心里的健
康，我们应拥抱不同理
想里的不同颜色，并且
一起为一个健康心理而
努力，达到一个健康
的，而不只是黑与白的
前景。
– Sharaf Momen�(第12级)� 
“思想的大杯”�会长

思想的大杯 
By Kinari, ISS 学生

http://bit.ly/KinariTEDx
http://mindfulmugs.co.v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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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S 学生荣获照片竞赛得奖作品

这张圣淘沙相
片，突显了圣
淘沙的大自然,
平静又充满乐
趣的特色。

– Kaya, ISS 学生

中学部研究自然生态以学习他
们的绘画技巧及理解美术的五
大要素：线条，价值，形式，
形状及纹理。

学生们用传统及非传统的绘画
工具及媒介来试验他们的刊物，
他们拍摄自然形状作为参考。

他们检讨过一些设计原理之后，
结合他们的知识及技巧，把构
图画出来，最后应用自然生态，
发展成自身的杰作。

今学年的8月份，第1–5年级
学生被邀请参加一项 “月历
设计比赛”,由 Allied Pickfords

公司赞助。参加的学生必须
呈交一张自己拍摄自认最喜
欢的新加坡地点。学生 Kaya

拍摄的圣淘沙荣获入选，祝
贺 Kaya 得奖! Kaya 的圣淘沙
作品已收录在 Pickfords 月历
2017年的七月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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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rab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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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感觉宾至
如归，在 ISS
的大家庭受教
育，ISS 提供给了
我各种学习机会，
学术上的及非学
术上都一样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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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 ISS 读了6年书，最近我毕业了。现在，我正在等待前往 
University of Warwick 上大学，我可以很有信心地说，我大部分的学
识及我的性格形塑，是从 ISS 得来的。

当年，我从印度过来，国际学校的一切，对我来说是巨大的，又新奇
的冲击；但是我进入 ISS 第7年级的第一天，我就感觉宾至如归，在
ISS 的大家庭受教育，ISS提供给了我各种学习机会，学术上的及非学
术上都一样重要。在 ISS，我可以选一些科目，为我上大学而准备。
课余，我被选为学生理事会副会长，我也有机会为校园社区，发挥
我的服务热情。在 ISS，老师们的教导，超越了 IB 课程的各种教育要
求，也注重培养每一位学生的价值观。ISS 不但在 CAS（社区，活动
及服务）不断指导我，同时也不忘肯定我的工作与学习。他们提名我
为荣誉的“戴安娜国际奖”，International Diana Award。

回顾我在 ISS 的学习旅程，我可以毫无疑问地说：“我对 ISS 及同学们
的记忆，永远亲切。ISS 给予我的学习体验，我永怀心中！

回顾我在 ISS 的学习旅
程，我可以毫无疑问地
说，我对 ISS 及同学们
的记忆，永远亲切。 
ISS 给予我的学习体验，
我永怀心中！

Surabhi 在 ISS 2016毕业典礼上

– Surabhi, 毕业生

www.facebook.com/groups/isssgalumni/
www.facebook.com/groups/isssgalum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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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课室，到外面远足或旅游，这是 ISS 教与学系统里的一环，每年
有组织  “没有围墙” 的一周，每一次行程都对学生的个人发展，逐渐
成为活跃的地球村公民，都有学习及体验的作用。

WWW 的宗旨，就是让学习超越学业范围，创造成绩，在体格上，社
会上及情绪上的心智成长都证明十分有助益。在 WWW 过程中，学
生会增加健康的，正面的人际体验，与他人更密切相处。

每一次的 WWW， 就是提供机会：学习，付出，无论对当地的，还
是对区域性的，我们敢言，是一次历险记。

没有围墙的一周 (简称WWW)

在婆罗洲 – 准备混凝土，建造巴士亭

在婆罗洲 – 建造花箱子围墙

Telunas –与孩童们一起绘画涂色Telunas – 正在绘画一道美丽的墙

Sok Sabay – 在家里为孩子准备活动Sok Sabay – 在家里与孩子们玩游戏

活动项目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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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S 新标志启动了

‘4，3，2，1， 
我爱ISS，因为……… ’ 
我校的新标志广告欢乐地启动了。新标志宣传，不但有欢庆又幽默
的语言，也有纪念品赠送，还有一项学生竞赛: 调查为什么我们喜欢
这间学校 ？

新标志宣传活动，除了欢乐及各种活动项目，也代表了，标志了我
校的核心价值。ISS 的重要做法，是对个别学生的关注，这些都表
现在我校的师资。我校提供的许多机会及平台，让我们的学生能在
考验中，把本身的潜能发挥尽致。学生们都在备受推崇的课程系统
中，取得学业成绩及培养坚强的心智；这些活动包括 CAS，即创意
（Creativity），活动（Activity）及服务（Service），以及 ECA，即
课外活动。这些措施及设施之所以能实现，都是因为 ISS 校方坚决
的承诺，采取小班制，确保每一位学生都能得到关注和协助。

我校一位学生汤美 Tommy，对新标志的宣传活动总结了一些看
法：“ISS 就像一个大家庭，所有老师都与自己的学生有密切互动，
这激励了学生更努力，这使得学习变得更享受和舒服。据我所知，
别的学校没有，而 ISS 学生则有这些好处。”

汤美还制作了一份个人见证录像以支持他的说法。

在这里观看 Tommy’s 的录像：youtu.be/8hXF9fDpvHM

http://youtu.be/8hXF9fDpvHM


幽默小品展现包容性

ISS 小学部表演艺术组，今年做了一些很为他们的常年演出，做了一
些特别的事。学生们自己编了一出戏剧，创作了一首歌曲。第4及第
5年级一部分学生组成的 “编剧与舞台演出”，小组负责最大部分的
创作工作，但全校的学生都参与帮忙服装设计及制作，布景，绘图，
舞蹈，戏剧，道具及配乐，这全然是学生为主动的演出；更值得一
提的是，从始至终，学生们都充满热情，享受过程，真是值得赞赏
的演出。

小学部学生音乐会

用小竹子指挥音乐 让观众看看我们的录音技巧

夏威夷舞蹈

美丽的扇舞

压轴好戏多么享受又感动

真是精彩的演出

9Event Fea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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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活动汇报
11月–12月

中学部万圣节（11月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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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学部急步走（11月5日)
中学部许多老师及学生参加急步走，为卫生间筹款，也为提醒卫生间
的重要性，更为那些地区没有卫生间可用的人们伸出援手。

音响咖啡室（11月9日）
我们享受了学生们负责表演的午餐音乐会，赞！

进入艺术世界展览（11月15日)
我校第12级学生，把他们的艺术作品，在澳洲大使馆举行的“进入艺术
世界”展出。这是新加坡几间国际学校的常年联合艺术作品展。

小学部书籍展（11月16日)
书展十分成功，很多学生趁机购买新书，充实家中的图书馆。

家教会PTA问答奖（11月25日）
老师，家长，监护人齐聚一堂，欢笑连连，又能测试一下自己的知识。

高中部灯光音乐节（11月30日)
灯光音乐节，以欢迎校董们开场，接着是音乐表演；也有两项艺术作
品展，一为第9级学生制作的彩虹艺术椅，二为视觉艺术班学生的作
品。一场形式及风格多样化的音乐表演，由第9及第12级学生呈献。

彩虹慈善在 ION（12月1日）
彩虹中心举办的慈善会，主旨是要为有能力障碍者筹善款，并激励他
们的奋斗意志。我校学生与彩虹中心儿童一起制作了美轮美奂的彩虹
椅子，供拍卖筹善款，展会从12月1日至10日在乌节湾的ION举行。

“走进森林“音乐剧面试演员（12月1日）
我们正忙着面试挑选 “走出深林“ 音乐剧演员，预定2017年5月演出。

欧亚协会的圣诞午宴上表演 （12月4日)
我校学生每年都在欧亚协会的圣诞晚宴上表演，为嘉宾带来欢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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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教会园游会

小学及中学图书展

小学部早上咖啡讲座

高中部第12级学生艺术作品展

高中部及中学部个人项目展

高中部 WWW

小学及中学知识周

11

未来活动预报
1月–3月

高中部 WWW（元月16日至20日）
高中部学生每年都 “走出围墙一周“，旅游到好些国家提供服务，如柬
埔寨，印尼，泰国及越南。通过 WWW，我们贯彻 ”不一样的教育“ 理
念，通过文化交流，互相学习，达到有意义，实际及真实的体验教育

小学及中学知识周（2月6日至10日）
一周内将举办各种活动及相关书本，阅读，书籍展等。

高中部及中学部个人项目展（2月9日）
学生们努力在限定时间内，做好个人项目作业并展出，家长及老师们
可参阅。

小学及中学图书展（2月10日）
在 Paterson 校区图书馆将举办图书展，书籍多种多样，任君选择。

高中部第12级学生艺术作品展（2月20日至24日）
第12级学生将在 Preston 校区展出许多风格各异的艺术作品，走进来
参观，表达您的支持。

家教会园游会（2月26日）
家教会每年举办园游会，届时请到 Paterson 校园与我们共享一整天的
欢乐。

小学部早上咖啡讲座 （2月21日） 
小学，中学早上咖啡讲座（2月28日） 
高中，中学/文凭班早上咖啡讲座（3月2日） 
小学 Math 咖啡讲座（3月7日）
这项讲座侧重讲解 IB 课程系统，家长们可边喝咖啡边听讲解。

是不是内容生动丰富？ 请转告您的亲朋戚友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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