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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ISS“雄狮呼唤”2017-2018学年度第一期校讯。校讯的宗旨是让
大家即时了解ISS的最新活动及事项。也庆祝所有为学生们提供的学习机
会。本期我们也回顾去年的事项，展望我们为大家策划的未来几个月的计
划。

本学年一开始就感觉非常良好正面，我们热烈欢迎新旧学生，老师再度回
到ISS大家庭。

我们放暑假前，收到一个可资庆祝的大好消息：我们Paterson校区的租
约已获政府延长至2022年。这样一来，我们就有更完整及更多机会发展
我们各校区，确保我们的培育性,授权性、包容性文化得以实施这对我们
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之前曾报告过，当我们Preston校区完长大规模翻新
后，我们有长远的发展机划。目前我们已向政府各当局申请批文。

我校本学年度的主题是“发展积级的环球人才”。我们大部份的课程也是
聚焦在此。再过数周，我们将迎来一年一度的国际日，欢迎大家参与及体
验各国文化及国际美食节。

我期待在新学年分享ISS的成功，老师们如何致力帮助每一位学生实现他
们的最大潜能。

总校长：玛格烈博士。

 

总校长：玛格烈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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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 包容性”？
它对ISS国际学校有甚么重要
意义 ？
教育专家说:“假如你只用一种尺码（教育制度）在所有人
身上，用同一种语言和他们勾通，期望每一个人都能做到同
样的事，却不考虑到每个人各自的需求，那将会有些人因为
这种教育方式而难以适应。” 
(source reference: www.plymouth.ac.uk/your-university/teaching-and-learning/
inclusivity/why-is-inclusivity-important).

这样的制度，会使一些人变得不会包容他人的困难，也让一些人在环
球经济更难生存。
 

ISS国际学校的传统及价值观
我校主席陈志成，是新加坡开国元勋之一。陈主席为国家长期服务，
曾担任国会议员，内阁高极政务次长。

当陈主席从政坛退下时，新加坡正发展到大力招商引资的阶段，在引
进外资的当儿，却缺少国际学校，对经济发展是严重阻力。陈主席当
机立断，高瞻远瞩，创办了一所具有国际城市观和包容性的国际学
校。命名：International School of Singapore , 也就是今天的 ISS 

国际学校。

我们今天延续了这份愿景，我们承诺让每一个孩子有机会达到自己的
最大潜能，ISS对学生，聚焦于包容性，培育性与授权自主性。

ISS 至今仍旧坚持
它的愿景，那就
是我们对学生的
承诺，让学生实
现他/她的最大潜
能，那是通过ISS
的包容性、培育
性、及授权性而
达致。

我们一起玩音楽

我们一起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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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们 的 学 术 哲 学
ISS的核心价值观，是有教无类，无论学生们拥有怎样的能力，都
能接受教育，通过教育而消除能力上的差别。ISS深信其包容性的
学习环境，对于那些有学习能力的学生，或是在学习上需要额外支
援的学生，都能受益。我们有受过特别培训的老师，应用特殊的教
学法，确保每一位学生在ISS的学习环境里得到适合他们程度的发
展。我们继承陈主席的理念及愿景，认为优秀的国际学校教育，不
单单保留给那些高能力、高英文水平的孩子，而是用实践证明了包
容性入学政策是正确的，有很好学习能力考到好成绩，需要额外帮
助的学生, 也能实现他们的潜能。无论是进入世界一流大学或作其
他选择，学生们都会发现到条条大路通罗马，人生的道路不只一
条。

ISS 深信包容性教育对学生受益方式如下：-
1，差异化的教导，让学生对学习更感兴趣。
2，额外学习支援，帮助每一位学生更好理解课程内容。
3，注中行为品格，为每位学生保持一个正面的学习环境。
4．对多元性尊重，創造了一个温馨的环境，促进环球公民精神。
5．建立自信期望，支持他们实现自己的潜能。

在ISS 的学习环境里，包容性是怎样蕴酿的 ？
我们的老师使用及共同策划关于包容性教育的资料，通过特别选择
的课程应用这些知識，我们的团队(老师、助教，及行政人员）也
必须接受培训，掌握跨文化的沟通能力，确保这些软技能有效的应
用在我们多元文化的环境里。

我们在一起学习

我们正在玩一个体育项目.

更深入了解 I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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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室及科目辅导老师，助教也接受培训，学习如何教导、协助那些
英文初学者，让他们更快能和其他同学接轨。

在课室里，我们的老师用不同教学方式，为每一个学生提供适合其
能力，学习方式及应对需求的教育。

老师们意识到因为文化及宗教的不同，互不包容所发生的不幸的
事件，我们有必要确保我们的学生了解和尊重其他文化及宗教信
仰，ISS的包容概念不止是接受不同国籍和协助学生各自取得学业
及个人的成功，也必须给学生灌输包容的意識与价值观。

Mr Jungo： IB文凭课程协调老师兼知識理论老师说：“ 我们给
学生提供不同的观点，鼓励他们畅所欲言。”

来自我们多元文化社群的心声
ISS 的学生群来自50几个国家。我们的老师也是多元文化的，来自
千里之外的地球各国，如美洲，大洋洲，亚洲，及非洲等等。

我校学生，从小学部，中学部到高中部，都很享受这种多元文化环
境及同学情谊。 同学们说：

 Alex ： “ 这间学校是我第二个家，至今8年了，还会有好些年。
学校里多姿多彩的文化，让我觉得有家的感觉。”

Claire：“在这里，我们相互尊重对方的文化、语言、及国籍。学
生们都很和善，互相关怀。我们在一起认识到不同的文化。”

在国际日一起庆祝我们的多元化。

用生动有趣的方法学习英文。

更深入了解 ISS



曾贵明先生是ISS的校董，他拥有南澳洲大学MBA学位，曾经从事新闻工作，担任过南洋
艺术学会（简称南艺）代理院长及远东机构主席特别助理，现任新加坡詞曲版权协会主席及
国家剧场俱乐部顾问。

曾先生兴趣广泛，包括音乐教育、市场行销、广告项目，也热爱写作，出版过好些著作，其
中之一是代写ISS主席陈志成先生的自传：“蓦然回首-陈志成的奋斗故事“。

虽然忙碌，曾先生还是心系ISS国际学校。他引用管理学大师名言：“竞争优势三大要素：
差异化、成本领先、及市场反应快速”。他期望ISS强化它在国际教育领域的领导地位，并
能与中国伙伴开创新事业。

校 董 简 介

认识我校校董

曾贵明先生

曾贵明先生 

Gabriel：“ 我喜欢多元文化的这个环境。”

Raphael：“我喜欢ISS这样的国际学校。学生们都
尊重别人的文化。”

McKayla：“ISS这间学校，学生来自很多国家。我
们大家都很欣赏对方”

ISS的家长会（PTA）是一面镜子，反映了我校的包
容性文化。家长会举办的各种活动，成为相互沟通
的平台。

家长会会长Vicki 分享其感受时说：“家长会和我都
为我们学校的多元及不同文化而深感自豪。这里既
尊重差异化，又认可共同性。校方採取包容性入学

政策，招收各种程度及背景学生，有教无类，家长
会也给于配合。我们支持家长会会员，主办各种活
动，尽可能照顾到每位家长的喜好，鼓励他们参加
我们的活动，建立和学校的归属感。”

今年家长会所主办的活动中，有些是有史以来第一
次。包括：智慧问答之夜，家长远足，参访新加坡
一些少为人去的地方。其他活动，也都确保不同国
籍家长能参于，是ISS 关系的紧密的一部分。

Mr Whitehead , CAS/ Service as Action，科学
与环境系统及社会学老师总结ISS的精神特资：“我
喜欢ISS，因为ISS相信及提供不同资质学生一个包
容的学习机会，这与我的信念相符合，也就是为甚
么ISS是我这 17年来的第二个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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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学生来自50个国家学习做月饼

更深入了解 ISS



学生的成就及贡献

8月18日是ISS.10年级学生的个人项目展。这是MYP证书规定的功课
项目，是让学生自我表现最好的一种方式，也学习到时间管理及组织能
力。他们升上文凭班后，这两项技能会让学生们受益匪浅。

个人项目的主题是让学生为自己有兴趣的产品或关心的课题做宣传，用
不同的媒介，如音乐短片，设计网站，或网上慈善筹款等。

个人项目展示当天，学生把研究与调查得到的概念呈现出来，接受同
学的回饋，有正面也有建设性的意见，从而找出更好的方式进一步改
善其项目。他们采用了SMART公式,  既: 特定目标（Specific), 可测量 
（Measurable)，可实现目标（Attainable)，务实（Realistic) 及有时
限 (Time-based)。学生们按照这公式进行其项目，得到了好的开端。

个人项目的總展示将在12月12日，地点是ISS Preston。希望家长和同
学们踊跃支持。

Mr. Hoddinott
项目协调老师

ISS小学部（ES）一年一度的游泳比赛，是学生，家长和老师们一起
庆祝完成了6周游泳培训，也展示他们所学到的游泳技巧和成绩，是充
满欢笑和开心的一天。 

所有家长都受邀也准时出席。游泳比赛也表现了学习其实不限定在课
室里，也可以在课室以外的大自然里得到启示，学习环境无处不在！

 第10 年级个人项目展

ES游泳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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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我队加油

我们在游游比赛总是乐趣无穷

嗚呼

享受怡人的气候及同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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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S中学部全体师生在学期结束前
用一种特别方式来庆祝，那就是
由Ballinger老师筹划“服务行动
日”。他带领中学部各年级的学生
和老师们启动了“与步同行”的步
行活动，为了让学生感受到在某些
国家的人民可能须要每天走一万
步，只为寻找清洁水源。

那 一 天 ， 学 生 跟 上 老 师 从
Paterson campus走到新加坡植
物园，边走边数自己的脚步，让他
们实实在在的感受到如果每天都要
这样走，是怎么样的挑战。 

到了植物园，老师带领学生们展开
各种活动，包括：摄影，观察野
鸟，健身，观赏植物，艺术手工等
等。度过了非常愉快又很有意义的
一天。

学年就要结束了，第8年级学生的心情最为为复杂，因为他们马
上就要从8年级毕业，升上9级，意味着他们的学习更上一层搂， 
也既将离开熟习的Paterson 校园。

临别前学生理事会主办了一场欢庆会，庆祝8年级学生们的努力
得到认可及回报，他们完成了IB各项科目的要求，从成绩里看出
了他们的付出，是值得开心的日子。

在庆祝会上，毕业的同学与老师，家长，和其他同学一起回顾他
们从第6、7 到8 年级的学习经历，看得出他们的成长与成熟。在
学校庆祝会后，学生们乐而忘返，结伴去喝下午茶， 继续他们欢
乐时光。

中学部的服务行动日 

8年级学生告别庆祝会

在公园里打坐

青春美少女

毕业了！

我们可爱的中学部老师们随意创作的艺术

第八年级毕业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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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舞蹈分享文化
Moe是ISS国际学校高中学生，对不同民族文化很
有性趣。

她说：“在日本和新加坡生活，让我体验和接触到
这两个国家的文化特色，对这两种不同的文化有更
深入的认识和欣赏。我也明白文化交流的重要性，
我希望可以通过舞蹈达到这目的。”

Moe喜爱舞蹈，曾在世界各地演出，包括在她的家
乡日本，美国夏威夷，印尼爪哇岛的浮罗婆屠寺，
也在新加坡参加了妆艺大游行。从她的各种体验，
她发觉舞蹈能打破语言的隔阂，推介其他文化。就
以妆艺大游行来说， 非日本籍的学生也可以从中了
解日本舞蹈与他们本国文化的不同处。

这理念就是她的推动力，Moe，单枪匹马从日本邀
请和安牌了15人的 Kirakira Hikaru 艺术舞蹈团，
在8月份前来新加坡作了为期一周的演出，Moe和
舞蹈团在几所学校及一间工艺学院表演和举办座谈
会，通过舞蹈向我国青年介绍日本文化，传统日本
舞蹈的姿势。ISS的学生，老师，家长，校友，校董
也有幸受邀出席Moe与舞蹈团在ISS礼堂的演出。

为了前来新加坡的多场表演，Moe一方面顶住学校
功课的很大压力，另一方面在12个月前就开始准
备。

Moe其实是在夏威夷演出时得到灵感，当时她看到
当地观众对日本舞蹈的欣赏及热烈反应，她也看到
主办方的表演，认识到夏威夷文化。因此Moe就

想把夏威夷的演出模式照搬来新加坡。她期望舞蹈
团的日本演员也因而在文化交流中，了解新加坡文
化，结果也正如愿。 

Moe在ISS的日子里，与不同国籍的同学在交流中
相互了解， 点燃起她对文化的热爱。她说：“ 就读
ISS，我通过舞蹈，与我的同学分享日本文化。”

Moe 在ISS成立了一个Taiko ( 大鼓）舞蹈团作为课
外活动，受到同学们的支持，老师们也经常到场看
他们的学习和排练。

图片4:  Moe总结说：“ 我从舞蹈的美感中得到最大
的灵感，也让我有机会作文化交流 。”

以舞蹈促进文化交流

Moe与kirakira Hikaru艺术舞蹈团在印度尼
西亚的婆罗浮屠佛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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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42欢呼！”，这是ISS在2017国际IB考试最高得分。这项成
就说明了ISS在实行有教无类，因才施教的教育方针来培育学生
们是正确的政策。这种学习方式让学生培养和发挥自主学习的能
力和性格，以激发他们潜能。

有些学校採取挑选入学方式，但ISS相信包容式教育。我们成功
地使每一位入学的学生都能取得成就。学生们是不是有报读世界
顶尖大学的实力或用自己的能力实现别的理想，是学生也是学校
最关注的，ISS有责任确保每一位学生都能取得个人的成功。我
校今年的IB成绩平均为32分，个别成绩丛25分以上到42分，是
直得安慰的表现。ISS总校长玛格烈说：“这麼大的差距反映了
ISS有教无类的入学政策，因为我们深信每个孩子都应得到教育
的机会，而我们会不时调整我们的制度和策划以达到这宗旨。事
实上我校的IB成绩是高过世界平均的29分，我和老师们都深受鼓
舞，对我们教育方向更有信心。”

RIN是ISS..IB成绩最好的学生，她在毕业礼上分享了自己的学习
經验。她严格规划每日的作业，坚持温习，作笔记和完成每天的
功课。她为自己制定学习计划，把项目分成小部的份， 按步就班
的进展，这是她成功的要诀。当然她也得到老师们不懈的关怀与
支持，在课余时间辅导她 ，她取得优异成绩都归功于自己的努力
和老师们的教导。

因为我校学生的IB成绩，
有好几位得到学生都得到
以下名校的录取：-

在英国及欧洲：
•	 Imperial College, London

•	 Kings College, UK

•	 University of Warwick

•	 Cardiff University

•	 Trinity Laban Conservartory

•	 Les Roches, Switzerland

•	 Leiden University, 

Netherlands

在北美洲及加拿大：
•	 Purdue University

•	 New York University

•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ombia

在澳洲及亚洲：
•	 University of Sydney

•	 University of Melbourne

•	 Savannah College of Art and 

Design, Hong Kong

2017国际IB考试成绩公布

我们毕业了！



我们的校友 

我在ISS上了两年多的课,在1995年毕
业。 我可以肯 定的说，那两年改变了我
的一生。

毕业后我在几家俄国商业与投资银行担
任过研究与分析部的工作。自2016年
起，我加入EXIAR, 这是一家俄国出口信
贷与保险公司，在公司里我担任研究部
主任。

经过了这些年，我现在是一个思维开
阔，适应能力强，更会为他人着想的
人。我把这些都归功于我在ISS的起蒙。

ISS不但让我有机会体验与俄国全然不
同的学习生活与教育制度，更令我难忘
的是在学习英文的过程中，我结交了许
多来自不同国家，不同文化背景的好朋
友。

我庆幸我在ISS所得到的宝贵体验，我也
珍惜在ISS所结交的朋友，和他们长存的
友谊。

Dmitri Fedotk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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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mitri Fedotkin 校友

“ 我成为一个更加大都会人及更加有用的人，
我把这些都归功于在ISS的教育”

“ 我非常感谢ISS造就了我广泛的体验。我珍惜
在ISS所结得的长久友谊”

我们的校友遍布世界各地 
他们成为ISS 社群重要的
部份。未来我们将邀请校
友们回来参与特别的集会
如专家演讲，校友常年大
团圆，交流会等。

Neque porro quisquam est 
qui dolorem ipsum quia

我们很想知道更多我们校友的终身学习历程，他们怎样在ISS受到影响，又如何在
环球社区扮演其独特的角色。请通过下列网址告诉我们你的种种：

www.facebook.com/groups/isssgalumni/

我们的校友

Dmitri Fedotkin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isssgalum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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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暑假班令我们的学生、家长及老师们得到兴奋的体验。暑
假班在7月3日至28日举行，共有近300名学生参加四周的的活
动，有上午、下午及全日的课目。

我们训练有素又经验丰富的老师们，在四方面指导学生：语言探
索，艺术探索（ 美术，工艺，戏剧，音乐）STEM 探索（科学，
科技，工程，数学）及冒险探索（运动）在语言探索方面，我们
的学生加强了他们第二语文的英语基础，又提高了他们的英语能
力。较年幼的学生创作自己的连环图，较长的学生创作自己的短
篇故事及诗歌。

我们今年的艺术探索特别强勁，学生们发现新人才，并一起表
演。每周五下午，家长及学生们聚在一起观看“Just..Play”团
表演的音乐节目而“ 戏剧探索” 学生演出戏剧。这些演出都很
成功，显示了在短短一周内，学生们可以完成的能力。创意与
视觉艺术学生採用新方法创作惊喜的工艺品。他们也学习艺术历
史。

STEM 探索学生们的活动如：挖掘化石，制作弹弓，创造火山，
组建风力车，这些都是未来科学家，考古学家的初型。较年长学
生（未来工程师）编写密码来创作音乐，设计自己的电脑游戏，
组建机器车，雷射等等。

体育探索学生享受集体运动，竞技，攀岩，射箭，台拳道，合气
道，高尔夫球，水上运动等等。

我们感谢老师们，学生们，家长们的参与，他们对暑假班2017
的投入，不单使暑假班成功，更重要的是，学生们带回家的宝贵
体验，新朋友，及很多兴奋的故事与父母分享。

在艺术班里，我们实验用不
同的材料和方法

我们发展新方法，创作我们
自己的弹弓杰作

在音乐课里，我们学习节奏，拍
子，因为我们尝试各种不同乐器

通过机器人，我们发展了解決
问题及分析技能。

2017 夏季探索

暑期班学生说：“我热爱各种学习，我唯一不快乐
是我不在学校时”

另一位学生说：“ 我很喜欢暑假班，我们可以探索
各种想像。老师们也很好。”

又一位暑假班学生说：“ 我最享受的课目是冒险体
育，我有机会体验各种我本来不熟悉的运动，我发
觉武术如台拳道及合气道非常有兴趣。”



ISS 家长会（PTA) 过了成功的一年，这要归功于全体会员，
家长，监护人及全体教职员，各位的合作，凝聚力及幽默
感，无论是会议或活动，都在轻松和开心的情况下完成。

在过去的12个月里，PTA举办了几项成功活动，有智力问答
比赛，嘉年华会，探索新加坡，当然，一年一度的ISS国际
日更值得一赞，学生们发挥的创意虽然重要，但老师，家长
和监护人的强力支持，是功不可没的。

PTA的宗旨之一是支持学校，让更多的学生及其家庭参于学
校的活动，嘉年华会就是好例子，办得很成功，学生与家长
的参于，令全场充满欢乐和热闹气纷。

PTA另一宗旨是为一些学生活动筹款，今年，酬得的款项分
别捐给三校的艺术与戏剧部，并协助学生理事会，和支持学
生的慈善项目。

上学年结束时，PTA举行了一个烧烤会，为了表达对全体教
职员的辛勤付出的感谢。

ISS PTA将继续加强与学校社区的紧密合作，协调学生及成
人的各项活动。ISS PTA欢迎每一位家长的参于及提供意
见，也期待大家涌越支持PTA主办的各种项目。

Vicki

ISS PTA 主席, 2016-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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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TA的宗旨之一是
支持学校，让更多
的学生及其家庭参
于学校的活动，嘉
年华会就是好例
子，办得很成功，
学生与家长的参
于，令全场充满欢
乐和热闹气纷。

PTA举办的游乐会

家长会周年汇报

PTA会员参与运动日

家长参与PTA所举办的活动 

活动项目内容



8月4日:-新学生入学说明会
我们热烈欢迎新学生并向他们介绍ISS校园环境，让他们认识
一些同班同学，熟悉及融入ISS。这对新学生大有帮助。

我校活动回顾 14

学校活动 - 8月至9月

新学生说明会

PTA 聚首开会

个人作业项目展示会

MYP母语学习说明会

午餐演唱会

在PYP 及MYP 展示教与学

8月18日:-第10年级学生个人项目討论会
第10年级学生展示各自的作业，大家一起脑力激荡，吸收灵
感，把个人作业项目做得更好。学生的个人作业反映了各自的
兴趣，也具备了环球观。

8月25日:-第12年级学生的午餐音乐会
当日第12年级学生在午餐休息时间演唱了好几首歌，Preston
校园充满音乐氛围，大家边吃午餐边欣赏音乐。其乐融融。

8月19日:-学府环保基金（SEF）演讲比赛讨论会
SEF当日举办讨论会，协助那些参加演讲比赛者做准备工作。

SEF是一个慈善基金会，是ISS在2001年成立，今年是20周
年庆祝年。SEF提供机会与国际学校及政府学校，共同为有意
义的环保课题而努力。

8月28日:-PTA 家教
新学年第一次开会，PTA是最好的场所让家长们互相认识，参
与工作，了解您的孩子在ISS的学习体验。家长们在长假后相
见欢。

8月29日:-中学部及高中部，MYP 母语学习资讯
之夜
在ISS学生是可以继续学习母语的。当晚家长们了解更多关于
母语教学的情况、因而更能帮助及支援孩子在ISS的学习体
验。

9月7日，29日:-教与学（PYP,MYP,及DP) 早晨咖
啡会
我们让家长们了解更多IB课程及各科目在ISS是怎样教学的。
感谢家长们出席。

8月15、22及23日:-会见老师之夜。小学部，中学
部及高中部。
让您及孩子认识科目及科目老师、教室及课程，



家教会PTA常年大会

小学部运动日

PTA家教会开 (9月13日)
PTA家教会开常年会员大会，选举新一届理事会成员。

未来活动预报 15

期待更多活动
- 9月至11月

MYP游泳比赛

国际日人参与者众多

中学部高中部“没有围墙的一周”

学府环保基金会SEF演讲比赛 (9月16日)
学府环保基金会SEF演讲比赛在Paterson校园举行。所有国
际学校及政府学校学生（SEF会员）都可以参加比赛,演讲内容
必须与环保有关 。

小学部运动日 (9月22日)
小学部运动日，学生选手及同学们热烈参与。

中学部提高士气周 (9月25至28日)
中学部在游泳比赛前先举办一周长的提高士气周，发动同学们
的积极性。同学们可以参加各种活动。

MYP 游泳比赛 (9月29日)
MYP 游泳比赛，每年都吸引大批同学参与。  

国际日 (10月6日)
国际日是我校每年的重头戏，今年也不例外，今年的主题
是；“欣赏差異，庆祝相同，提倡环球思维”国际日是非常好
的机会。让大家学习广泛，多元文化。当天还有工作坊，及各
国的美味佳肴。呼吁大家穿上民族服装参加队伍并当义工，共
同庆祝。

中学部与高中部“ 没有围墙的一周”  
(10月23日至27日)
我校中学部与高中部学生，每年都到各国提供“行动服务” 
如柬埔寨，印尼，马来西亚及越南等 。同学们从中学习及体
会到回报社会的宗旨。



小学部书籍展（11月1日）
阅读是最有效的方式，增加你的詞汇，练习你的英语。欢迎参
观我们的图书馆，增加你的个人图书馆书籍。

未来活动预报 16

新加坡活动预告

书展

中学部学生领导会

中学部学生领导会（11月1日）
这项大会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它让家长们了解自己的孩子的学
习生活，学生们当任导游，带领家长们参观学校各方面如各种
活，知识，及上课等。

新加坡活动预告 

这里推荐一些项目及活动，您可考虑带孩子们去参加：

CRACKITTS  教授的“ 灯光幻影”
帮教授寻找他在实验室失踪的鹦鹉Wattnot。在许多相同的走廊里寻找
你的出路，你会眼花撩乱。你也可以检查教授各种令人目眩的发明所呈现
的“光线与镜子”的万花筒。

这项展览，主要是告诉观众：光线，颜色，反射的物理现象。

科学馆 A 大厅。新加坡科学馆路15 号
每日10am - 6pm. 5-15pm 最后入场
+65 6425 2500

http://www.science.edu.sg/exhibitions/Pages/MirrorMaze.aspx

走进深林和原野
-一场虚拟大冒险之旅
你的虚拟冒险突然变成现实。你虚拟栽种一片东南亚雨树,钉上WWF牌
子，就等于号召印度尼西亚栽种真的雨林。

欲知其他项目，请点击：-
http://www.singaporeforkids.com/events-and-happenings/#MON

http://www.littledayout.com/events/2017-10-01/

ArtScience 博物馆：新加坡Bayfront Avenue 6 号
每日10am-7pm
+65 6688 8888

http://www.marinabaysands.com/museum/into-the-wild.html#71LM0m0viQtirUQy.97

http://www.science.edu.sg/exhibitions/Pages/MirrorMaze.aspx
http://www.singaporeforkids.com/events-and-happenings/#MON
http://www.littledayout.com/events/2017-10-01/
http://www.marinabaysands.com/museum/into-the-wild.html#71LM0m0viQtirUQy.9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