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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阅读我们的电子报刊，并结束了另
一个繁忙和成功的学期。我们已经看到
学生有机会通过学校内外的各种活动来
庆祝社区丰富多彩的文化。作为IB国际
文凭学校，我们鼓励学生探索‘全球公
民’，并在他们发展出批判评估、积极
参与、塑造和积极影响他们所生活的世
界手段时，超越自己的视野。

我们的学生有机会参与全球性问题的一
些例子是多种多样的。在韩国济州举行
的世界领先学校协会学生大会，重点讨
论了“人类状况”以及社交媒体和科技
对学生的影响，我们五位高中生和来自
世界各地的其他学生汇集到一起讨论全
球问题；一年一度的6-11年级的无国
界旅行（当您浏览此期刊的页面时，您
将会了解我们学生的心声以及旅行对他
们的积极影响）；我们的小学生参加的
学术环境基金辩论赛，围绕处理电子垃
圾和食物浪费的主题；最后，在整个学

校，我们还在8月和9月期间举办了一次
电子垃圾意识活动，让所有学生都成为
了全球公民。

我们的课程将“全球公民”纳入所有学
科，使学生能够将他们在数学、科学、
人文、语言、文学、艺术和体育方面的
学习与更广泛的全球公民概念以及他们
在当地个人所在地联系起来。因此，学
生学会成为成功地学习者，自信的个
人，负责任的公民和有效的贡献者。这
些都会突出显示在IB学生守则里，这些
学生守则会在我们学校大会上庆祝。我
们的高中生也积极准备在世界各地的大
学接受教育，这可以通过ISS每年举办的
大学信息夜、日本大学信息交流会，和
每个星期的大学访问来说明。
 
当你翻阅电子期刊时，我希望你能阅读
我们的学生必须成为“全球公民”所参
与的许多活动和机会。

Nicola Zulu女士  
高中部校长

Nicola Zulu女士
高中部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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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如何确保他们的心灵支持结构培
养未来有准备的孩子？ 
ISS国际学校的心理辅导员，Berna Sekhon 女士分享道：“正如老话所
说，一个村庄才能养育孩子，而且在ISS国际学校，在ISS国际学校，学术和
心理辅导团队在学校的战略支柱的指导下紧密合作，从而加强我们为学生设
定的目标，以取得最理想和最有效的成果。”

a)  学术和学习支持团队都以ISS的核心理念为指导，为每位学生制定 
     不同的学习方法。
学习支持小组就像在ISS国际学校的一个整体的学术团队，在很大程度上遵
循了ISS国际学校的核心理念，即充满爱心、赋予技能、和包容性，从而使
我们的学生做好成为强大的全球管理能力人员的准备。我们努力确保学生的
全面发展，帮助他们发挥最大的潜能。这就是为什么学术和心理辅导团队
有着及其密切地合作，得以保证我们能够在发现问题时作为一个团队开展工
作。学生可以主动找老师，或者老师可以在与学生的日常密切互动中，找出
一个持续存在的问题。根据问题，我们心理辅导组或者学习支持小组会坐在
教室里听课并和学生进行一对一的面谈，从而找出问题的根本原因。我们也
会根据实际情况，跟学生家长咨询。家长向我们提供关于孩子学习优势和困
难的信息，在这种额外反馈信息的帮助下，学术和心理辅导团队共同努力，
更好的了解孩子，并制定符合个人发展的学习计划，帮助他们发挥最大的潜
能。无论作出何种决定，我的心理辅导团队、学习着吃小组、大学顾问、监
护人和极速协调员，或是学校医务人员，都会和我与学科老师还有学术部门
的负责人一起合作来制定差异化的学习方案和支持计划，从而帮助学生解决
问题。就像Patricia Winpenny 女士，全校学习支持和健康主管所说的，
我们这样的做法从字面上讲，这是一种“全体船员在甲板上”的场景。我和
我的团队每周都会参加全年级的教职工会议，以确保我们跟踪学生的进展情
况，因为这样做有助于我们了解干预措施是否有效，同时也会在必要时和可
能的情况下，帮助我们理解如何修改这些措施。这就是ISS国际学校的魅力
所在！我们与所有学生及其家长紧密合作。我们花时间和精力去了解哪些动

学习支持小组就像在
ISS国际学校的一个整
体的学术团队，在很
大程度上遵循了ISS国
际学校的核心理念，
即充满爱心、赋予技
能、和包容性，从而
使我们的学生做好成
为强大的全球管理能
力人员的准备。

一个安全的课堂环境允许学生寻求舒适并谈论他们的情绪

深入了解 ISS



3

力鼓励学生与否。这种对每位学生的透彻了解使得我们能够在学术和心
理辅导方面制定个性化和差异化的学生策略，从而促进学生的心理健康
发展。这种框架结构对我们非常适用，我们有成功案例来展示我们努力
的成果。有的学生已经接受了挑战，但在我们的及时反馈和有目标的干
预措施，他们取得了可喜的IB分数，并继续在世界顶尖大学深造。

Sekhon 女士分享道：“我作为小学和中学的心理辅导员角色是旨在处
理在校学生个人、社交和学术需求。我的工作要求我实施一项全面的学
校辅导计划，以提高学生在各个领域的成就并促进学生的心理健康发
展。” 我平时的工作日常是学生约谈，这些约谈通常是20分钟到1个小
时，取决于现实需求。我们处理最多的问题是压力和焦虑存在于学生群
体、同伴、和与家长关系，冲突解决和时间管理。而且我和学生之间讨
论的都是私下进行和保密的。作为辅导员我的个人目标是与ISS国际学
校的战略价值观相符合，即坚信每位学生作为独立个体需要不同的学习
方法。没有两个学生是一样的，因此我为学生提供了一个安全的环境，
在那儿他们可以与一位信任的专业人士分享和讨论他们内心深处的困
境，而这位专业人士把学生的心理健康作为首要任务。通过真诚的支持
和引导，每位学生都能发挥出他们最大的潜能。”

b)  打造一个安全和舒适的环境
心理关怀不仅仅是ISS国际学校学习支持和心理辅导团队的责任，也是
学校所有老师共同促进发展的。

一年级老师Leah Wright 女士认为，在ISS国际学校，强调满足一个孩
子的整体需求是核心。“我创建一个安全的教室环境，学生可以轻松地
讨论他们的情感。谈论情绪有助于帮助低年级学生意识到他们的情绪如
何产生的从而更好地理解他们情绪背后的原因。当其他学生在倾听是，
他们会建立同理心、加强联系、增强彼此的关系并培养了解决问题的能
力。”

Leah Wright 女士继续分享道，如果两名学生或一小群学生之间发生
矛盾，她通常采取这样的方法。“我会问开放式的问题，并给每位学
生/小组一个机会说出问题之所在。每次，我确保鼓励其他学生/其他小
组会全神贯注地在倾听、没有打断，同时也会保证他们会有机会在讲完
之后回应。当两位学生/小组都完成后，我们会讨论可能采取的不同方
式，并尝试找到一个公平的解决方案。随着时间的推移，学生渐渐需要
较少的支持而且能够独立地进行交流，因为他们不仅能够更多地了解他
人，还能更加了解自己。我对在家里遇到问题的学生采取了相同的方
法，并请我帮助他们与他们的家长进行对话。通过使用这些方法，孩子
和家长能够更好地相互理解而且提出了适用于双方的解决方案。”

虽然这样的方法适用于低年级学生，但 Bruno Alen-LeBon 先生，
戏剧和法语老师，提醒道：“我们不会把学生单独列出来。为了感到
安全并愿意讲话，年龄大的学生希望感到他们是小组的一部分”。 
Christopher Hoddinott, 高中部10年级学术指导、个人项目协调员、
音乐老师，也同意这一点，并补充说，支持年龄大的学生最重要的是“
始终倾听学生的关注点，不管事无大小。重要的是学生在学校环境中感
觉安全和受欢迎的。至关重要的是，学生知道他们被倾听、他们的关注

我们学生知道他们被倾听，他们可以
向任何老师提出他们的想法。

父母在支持我们的学生方面发
挥着重要作用

心理辅导团队和家长之间的紧密合
作对于帮助我们学生满足他们的需
求并发挥他们的潜力至关重要

我们的老师也为学生在那儿发挥了
作用，倾听他们在学校、在家、和
在生活中可能遇到的问题。

深入了解 I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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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听到，并且他们有各种各样的解决他们的问题；不仅
是他们的心灵辅导老师，而且年级学术指导老师、心理
辅导老师，仅举几例。同样重要的是真心考虑学生的利
益而冷静处理问题”

c)  正念活动是帮助学生接触他们情绪的良好来源。
Leah Wright 女士分享道：“我经常提倡正念活动，因
为这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他们的感受，并制定他们
在感到不堪重负时可以使用的策略。我在课堂上使用各
种正念活动，例如有意识的着色、冥想、瑜伽、或进行
正念散步。”正念活动适用于所有年级，我们学生从中
受益。

来自2018年毕业班的 Mhairie Flor 分享分享道：“正
念活动在我关键的11年级和12年级确实起到了极大的
作用。正念活动有助于让那个一个人意识到他所处的状
况，并允许这个人适当地分析这种情况，而不是强调和
忘记心理健康的重要性。这有助于人们作出理性决定
并采取负责任的行动。我选修了因为我IB课程的学科之
一。作为考试要求的一部分，我必须在舞台上公开表演
而且表演是被评分的。在实际表演之前，我在排练时感
到特别紧张。由于我的紧张，我的声音颤的很厉害，没
法唱歌。在排练后，学校的心里辅导老师把我带到一
旁，我们练习了正念活动。那天晚上我呈现了一场最好
的表演。这些联系很有效，从那以后我依赖基于压力的
正念减少练习帮助我完成所有未来音乐表演以及我的学
术考试。” 

d)  心灵支持延伸到ISS国际学校的家庭里
在学校和家庭里必须持续无缝地执行个性化的学生支持
计划。这就是家长的参与和支持是关键。“由于家长在
孩子的心理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我们每两个月与来

自小学、中学、和高中的家长举行‘辅导员会谈’讨论
学生和家长日常最突出的问题。这些座谈会证明将家长
和课程、学校文化的连接非常有帮助，”Sekhon女士分
享道：“我很开心参加了这些座谈会，因为这些座谈会
帮助我意识到我不孤单，而且其他家长也与他们的孩子
面临相同的问题。这是一个很好的支持资源。”ISS家长
分享道。

我们家长教师协会在ISS国际学校发挥着核心作用。家
长教师协会的存在是为了支持学校，在家长和教室共同
努力的同时，为学校社区的利益培养合作精神和社区精
神。Savannah Fellows 家长教室协会主席分享道：“
因为ISS国际学校致力于招收一个包容性和多样性的学生
团体，我们作为一个委员会努力通过尽可能多多的包容
性活动来支持我们的家长社区。我们竭尽全力取保为每
一个人提供一些东西，以培养强烈的社区意识。除了定
期地月度会议，我们还举办了学多社交活动，例如备受
追捧的游园会、演讲嘉宾座谈会、相聚晚会等等。”
许多特定主题的咖啡早晨、为家长设定的IB课程的入学
培训课程、大学咨询会议， 小学项目、中学项目、和大
学预科项目之夜是我们每学期组织的活动，让家长有机
会向我们的学术团队直接提出问题，解决澄清迷惑并更
好地了解他们孩子的学习环境。这些活动为家长提供了
必要的理解使他们能够在ISS国际学校学习期间支持他们
的孩子，并促进学生和父母的身心健康全面发展。

身心健康-身体上的、心理上的、情感上的、学术上的-
是ISS国际学校的首要任务。我们全力支持，我们进行
参与，帮助每一位学生走上快乐、完美和成功的生活之
路，一路实现他们的潜能。我们的学生知道只一点，而
这一点对他们来说完全不同。 

学生身体、思想、情感、学术的健康发展-
是我们的首要任务。

深入了解 I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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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高中举办了一次大学信息交流夜，以帮助我们的高中生为他们从ISS国际
学校毕业后的未来做好准备。在大学信息交流夜，ISS国际学校的大学咨询办公
室通过总结申请流程，申请时间表以及在不同国家学习的费用，帮助我们的学
生了解信息。注册办公室也在场，详细说明申请所需证书的申请程序。甚至还
有来自世界各地不同大学（例如美国和日本）的演讲者，他们应邀前来与我们
的学生讨论他们在各自大学和国家的学习情况。确保我们全面培养面向未来有
准备的学生！

ISS学生Seraphino分享道：“大学信息交流夜对我来说绝对有用！我之前从未
考虑过去美国读大学，但在听了波士顿大学的麦卡锡先生的讲话之后，我对美
国大学的兴趣被激发了。会谈结束后，我有机会亲自与麦卡锡先生交谈。我告
诉他，我希望将来学习摄影和电影，麦卡锡先生非常热心地解释在波士顿大学
媒体和通信课程的要求，包括电影和新闻摄影。我现在有兴趣在美国探索更多
选择！”

我们很荣幸能够获得湖畔家庭中心的特别活动奖，以表达我们多年来给予他们
的支持。湖畔是一个非盈利自愿福利组织，成立于1993，致力于给不分种族或
宗教的社区有需求的人，提供优质服务。我们的学生在2010年开始在湖畔做义
工，自愿为社区中的孩子们“提供学费”。我们枞7名义工开始做起，从那以后
数字一直都在增长！

这是我们有幸从湖畔获得的第二个奖项-5年前，在他们的20年晚宴期间，我们
获得了奖励，以表彰我们为支持湖畔所筹集的资金。

谢谢你，湖畔，我们感到喜悦、荣幸和谦卑。祝贺Whitehead 先生，这个学生
志愿者项目的教师主管，以及在颁奖典礼上表演的舞蹈表演小组，还有多年来
支持湖畔家庭中心的所有其他学生！

高中大学信息交流夜

湖畔家庭中心

来自于世界各地的代表与我
们的学生交流

我们课外活动的舞蹈表演组在颁
奖典礼前获得礼物。

Whitehead 先生代表ISS国际学校获奖

我们希望这对您而言是一个
信息丰富的夜晚！

我们的学生在湖畔做义工！

学生的成就和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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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委员会
ISS国际学校家长委员会在9月12日举办了一年一度的新成员选举
大会。来自ISS国际学校的家长委员会的投票率很高并且成功地填
补了所有职位，其中包括文化代表职位。我们很荣幸介绍2018-
2019年家长委员会成员如下：

来自家长委员会主席的发言：

我感到谦卑和荣幸在第二年续任家长委员会主席一职。去年，学
习曲线是陡峭的，但我很高兴地说我可以预见今年的家长委员会
会通过不同方式实现不同凡响的一年。

今年，家长委员会致力于在学生、家长、和老师之间建立一个更
强的交流社区。我们计划提高委员会和家长之间的多语言交流，
并选出代表韩国、中国、还有日本在内的成员代表。我们还计划
和初中、高中学生委员会通过支持他们的活动而密切合作，并收
集关于家长委员会如何改善学校生活的反馈意见。虽然学生会在
一年之中的某些时候感到压力重重，但是家长委员会愿意向他们
我们对于他们辛勤工作的感激之情。

家长委员会还会对更大的社区和环境投入更大的热情。我们引以
为豪地支持鼓励文化意识和包容性的国际日，这是ISS国际学校的
核心理念。捐赠树和游园会促进为不同的慈善机构募集捐款（同
时享受其中的乐趣！），同时也加强了社区的给予精神。我们也
会通过清扫海滩的活动鼓励献爱心，ISS国际学校的另一个关注点
是：采取切实步骤支持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

我们将召开全体家长参加的大会，向他们提供反馈意见，了解他
们可以如何自愿献出他们的时间或者资源，并告知他们即将到来
的活动。 

每个人都能有所为，每一次努力都很重要。

感谢大家对接下来活动的支持，如果你有问题，请大家联系家长
委员会

Savannah Fellows（母亲-女儿分别就读二年级和幼儿园）

我们的家长委员会社区成员已经开始在
新加坡旅行了！这是他们在Bollywood 
Veggies参观。 

感谢大家来参加家长委员会的一年一
度大会

2018-2019年ISS国际学校家长委员代表

主席: Savannah Fellows

副主席: Paul McCubbin 

秘书: Vanessa Szeto

秘书长: Carlos Mari

会计: Etsuko Aso

助理会计: Neal Youngquist

协调员: Atsushi Watanabe

日本代表: Rina Mochizuki

中国代表: Annie Wenyan

韩国代表: Hyun Joo Choi

小学代表: Masako Yuge

中学代表: Reina Imamura

高中代表: Cliff Eng

教师代表: Ma Aye Ligot

普通会员: Toshikazu Masane

普通会员: Deepa 
Chandrasekaran

学生的成就和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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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泳大赛为学校社区提供了一个促进体育、
成功和庆祝活动的方式聚集在一起的机会。
同时游泳大赛也是让学生展示自己在游泳课
上努力学习的成果。这个特殊的活动也为学
生加速了许多个人利益。通过努力和专注，
一旦他们努力克服游泳可能带来的身体挑
战，他们就能够在身体上和精神上克服困难
并取得进步。

不论结果如何，能够激励和支持他人都有助
于支持和加强ISS国际学校的关怀和包容性
社区，所有学生都尊重和感激。

祝贺获胜组：Orchard 队! 

乘风破浪

潜入水中 

我们的幼儿园到一年级学生在嬉水池中玩得很开心

获胜组！Orchard 队长从ISS国际学校玛格丽特博士手里获得ISS的防护罩

他们游远了！

学生的成就和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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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年级电子垃圾评分
在2018年环境系统与社会（ESS）学生成功进入国家
自愿合作伙伴关系的新加坡国家环境局的基础上，我们
的2019年ESS学生班启动了电子垃圾意识周。这是为
了确保ISS国际学校的学生，老师和工作人员都充分意
识到不正确的电子垃圾处理可能对环境产生的影响以及
如何负责任地处理电子垃圾。

他们在学校开发了一个电子垃圾展示，以便教育学校
社区可以处理哪些类型的电子垃圾，海报和传单详细
说明不正当处理电子废物的问题可能导致的问题，以
及如何处理电子垃圾的提示负责任的电子废物和环境
保护被分发，以提高ISS国际学校的意识。还创建了一
个“kahoot”（在Kahoot上有多项选择题测验，一个
基于游戏的学习平台），以鼓励ISS同学更多地了解电
子垃圾。

Sam，我们的ESS学生之一，曾到帕特森校园向我们的
小学和中学部学生做了一个演讲，以确保他们理解信息
和负责任的电子垃圾处理的必要性。演讲结束后，Sam
说：“我认为我确实帮助将信息传播给ISS的低年级学
生，我希望他们从现在开始回收他们的电子垃圾。”

我们另一位ESS学生Lucinda，组织了一次“电子垃圾
竞赛”：为期一个月的Kampong(班指导)比赛。比赛
的目标是看看哪个Kampong会收集最多的电子垃圾，
以确定与不相同的电子垃圾处理量。Lucinda 是一个资
源丰富且环保意识强烈的，因为她甚至重复使用学校的
旧报纸作为18个Kampong中的每一个容器来放置电子
垃圾。据Lucinda 说，她期待可能在以后进行类似的比
赛。这一年，也可能在中学和小学部。（另一方面，祝
贺比赛的获胜者：Hussain 先生的Kampong）

我们12年级ESS学生也决定推动这个项目，创造一些超
越电子垃圾意识周的东西。 他们制作了关于电子垃圾是
什么，以及如何容易地在新加坡找到指定电子垃圾箱的
视频，而且这些视频将继续传播对电子垃圾的认识。 该
项目的目的是不仅在我们的ISS国际学校内，而且在更
广泛的全球社区中帮助传播意识。 如果您有兴趣，可以
在here.找到其中一个视频。

ISS国际学校的12年级ESS学生分享道：“你可以与你
的朋友、家人和邻居分享这些回收箱的位置，这样回收
箱里就会充满电子垃圾并适当地回收利用。”

我们12年级的ESS学生和他们的老师Whitehead 先生
是多么有原则、关怀全球公民的表现。我们当然感谢他
们的不懈努力！

向小学和中学生传播关于负责任地处理
电子垃圾的信息

Lucinda 统计了电子垃圾比赛的结果

电子垃圾展！

参加Kahoot 游戏！

学生的成就和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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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nako 
分享道：“在会安志愿者工作经历改变了我的观点，也使得我考虑未来的世
界。在村子里，我们种了树、给孩子们捐赠了雨衣、也修葺了厕所。植树教
会了我植树的不容易，我们应如何保护树木因为需要长时间生长。我很高兴
给孩子们送去了雨衣。这样使得我想做更多的使他们开心的事。然而，最使
我惊讶的是没有厕所！对我来说，在家里有一个干净的厕所是理所当然的，
但对村民来说这是不可能的，所以我很开心我们能够为他们修葺厕所。”

Panashe
分享道：“在这次旅行中，我面临的最大挑战是粉刷学校的墙壁。因为墙壁
很潮湿，墙上也有很多蜘蛛网。当我在刷漆前以确保表面光滑而刮墙时，掉
下的灰尘刺痛了我的眼睛。不过，总的来说，这次粉刷非常有趣！在这次旅
行中，我意识到我比我想象的更有决心，因为我奋起迎接我所面临的每一个
挑战，并期望在各种情况下完胜这些挑战。”

Jeewoo
分享道：“我们在会安植树了也修葺了厕所和自行车道，同时也进行了一些
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其中与其相关的是目标四：素质教育，目标6: 纯净水
和卫生设备，目标15: 陆地生命。对于陆地生命，我们给村庄的每三家种了
10棵棕榈树，因为这些数不仅生长食物和氧气，而且还可以为防沙漠化作斗
争。为了支持可持续发展目标6，我们为村民修建了厕所因为每一个人都需
要适当的卫生设施。我们孩子村里的孩子修造了自行车，因此他们可以在将
来更容易地去上学。我相信我们所做的确实对会安的环境和人民产生了积极
的影响。”

无国界旅行之学生反思

会安

粉刷学校墙壁

修建厕所

为村民们植树

每一个人都需要适当的卫生设施

我们高中学生今年的无国界旅行去了越南会安、马来西亚的赛迪利·贝塞尔、
和刁曼岛。在会安之旅，学生们筹集了资金购买了树苗种植在村庄里，也为村
民们买了雨衣。在赛迪利·贝塞尔，学生们在当地学校了解了罗辛亚难民的困
境。同时在刁曼岛也进行了一次海滩清扫活动。

学生的成就和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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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tona
分享道：“这次旅行中最有意义的经历就是到罗辛亚难
民学校的参观。这此参观使得我思考未来的世界，并更
好地理解了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必要性，特别
是目标1:没有贫穷，目标4: 素质教育，和目标10：减少
不平等。我们在罗辛亚难民学校遇到的孩子们已经逃离
他们的生活圈，但是他们仍然在难民营经历着这么多的
困难和歧视。无国界旅行让我有了与他们交流的机会。
我们来自于不同背景、说着不同语言，但是我们仍然可
以相互联系！从这次旅行中，我意识到我们必须改变我
们对待难民的方式。赛迪利·贝塞尔旅行之后，我扩大
了我的眼界和思想，并成为了一位更好的、具有善心的
交流者。”

Ewan
分享道：“在赛迪利·贝塞尔的无国界旅行教会了我识
别和思考选择和行动的理论。我认为让我思考对与错以
及选择和行动的道德准则的一件事是参观罗辛亚难民学
校并了解了他们的故事。这次参观让我不禁疑问为什么
人们不能和平相处、分享并达成一致。令人失望地了解
到，在公平的旗帜下掩盖了贪婪造成的大规模暴力。”

Taegyun
分享道：“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一天是第四天，因为我们有机会清理萨朗
海滩的垃圾。我们分成五个不同的小组来清理整个海滩，我们发现了不同
类型的垃圾。最令我惊讶的是我们发现了这么多烟蒂。我的小组发现了超
过80哥烟蒂，这还是在五个小组里最少的数字！总共我们发现了超过1000
跟烟蒂。我从未想过海里会有那么多烟蒂！”

Schezin
分享道：“在我们旅行的最后一天，我们能够以一种既具有教育性又能看
到直接影响的方式帮助社区。我们的任务是尽可能清除萨朗海滩的垃圾。
我被海滩上推积如山的垃圾数量和种类惊呆了。这次任务让我意识到我们
懒得处理垃圾的可拍后果。从罐头、烟头、塑料袋、金属管、玻璃瓶和洗
碗机肥皂瓶开始，我们从海滩上清理出来的垃圾是没有尽头的！我从未想
过这些物品最终会进入海洋，对生态系统造成如此可怕的危害。我可以肯
定地说，只要一到家，我就可以通过改变我的生活方式来产生小小的影响
（仅仅只是用一个可回收的购物包）而付出行动 。我非常感谢这次旅行，
因为如果我没有体验到生活习惯在现实生活的影响，我可能永远不会意识
到改变生活习惯的重要性。更深入地了解人类行为对海洋生态系统的影响
是我们这次旅行的完美收官。”

会安

我们到了赛迪利

准备好了去海边清扫垃圾！

建造珊瑚礁生态环境以对抗沙朗海
滩受污染的影响 

在罗辛亚难民学校

会安

学生的成就和贡献



我在2008年从ISS国际学校毕业。 

我肯定会说，我在ISS国际学校学到了最有价值的人生
课程，也交了许多珍贵的终身朋友。

在ISS国际学校，我学到了努力学习和奉献精神的价
值。当我第一次走进ISS国际学校校园时，我很难用英
文交流，我很难用英语学习几门学科。但是，学校的支
持和不断的努力最终促使我完成了IB高中文凭课程。

知道如何努力学习和奉献精神可以帮助人们发挥潜能，
我发现在学习中更容易克服挑战。我一直想在巴西工
作，因此我努力工作，在我第二年的工作中，我设法获
得了在那里工作两年的机会。

ISS国际学校的多元文化社区磨练了我的沟通技巧，有
很多机会与各界人士互动。我工作的公司在60多个国家
舍友分支机构，我发现我自己一直以来与来自不同文化
的人们轻松合作。事实上，尽管我们大多数人生活在不
同的国家，ISS也为我提供了许多终身朋友，我现在仍
然与他们保持联系！

我对ISS国际学校的最美好的回忆是必须在活动周参
加“Rinjani Eco Trekking”！在我们爬上Rinjani 山
时，我们不得不拿起所有的塑料垃圾，然后把它们带到
回收地点。我不仅了解了团队合作达到目标的重要性，
这次旅行也让我意识到世界各地的污染问题是如此严
重。“眼见为实”，我感谢有机会走出教室，到一些地
方，作为ISS国际学校的学生，去见证世界上正在发生
的事情，并作为一个活跃的全球公民发挥我的作用。

Maki Shio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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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lly (right) Maki 拜访ISS国际学校（中间），从
这张照片上 Pat 女士（左）和Sally （右）

行动中的全球公民！

我们的校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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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校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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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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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是我？”“为什么
是哈佛？” “为什么是今年
暑假？”
Gabby和June，我们12年级的学生有机会在美国常春藤联盟大学哈佛大
学“学习”。 这是在我们的高中设计老师Patricia Vlad女士的帮助下完成
的，她与新加坡领导与管理学院（LMI）保持联系，并督促ISS学生有机会参
加全部付费的7周课程。 在哈佛大学，追求自己选择的课程！

学生被要求提交一个关于他们自己的一分钟视频，并回答以下问题：“为什
么是我？，为什么是哈佛？，为什么是今年夏天？”进行审查。 在入围名单
上，考生参加了一个三小时的测试，以检查他们在数学、阅读和写作方面的
能力。经过一周的等待，好消息传来，Gabby和June都被选中了。 两人都
对这个消息欣喜若狂，都热切地期待着这个机会。

抵达波士顿后，两人的经历截然不同。June有点焦虑，因为这是她第一来到
美国。她喜欢那里的天气一直比较宜人，而且街道更开阔，便于她在不同的
地方滑板。起初，她被她遇到的人吓了一跳，因为她形容波士顿的人身材高
大，但她很快意识到，在与他们互动后，她了解了一些他们欢迎她的同龄人
和教授，她非常喜欢与他们进行深入的交谈。她对这段经历的最美好的回忆
之一是和她的教授们共进晚餐，其中一位 Bird教授正与她密切合作，在他们
的谈话中，激励她思考她的整个人生，并弄清楚她想要实现的目标。她从这
些谈话中得出结论，她希望更努力地工作，读更多地书来提升自己，拓宽自
己的视野，这样她就能在未来遇到更多志同道合的人。
 
另一方面，Gabby被哈佛大学和波士顿地区广阔而丰富的文化和历史所吸
引。 他说，他很喜欢了解英国的影响力及其对波士顿人当代文化的影响，并
钦佩当地人的和蔼可亲的性格。他获得了一个参观“未来主义”麻省理工学
院校园的机会，并发现它对新一代的吸引力。他最喜欢的时刻是有机会与一
位质疑他观点和想法的教授交谈。他声称，他在只是理论课上的经历帮助他
理解了不止一个观点，使他可以参考不止一个领域的知识，而不是偏袒于一
种意识形态。他甚至将他从IB业务管理层学到的工具PESTLE分析应用于他
的对话中，以分析对全球问题的看法。 这个关键时刻教会了他建设性对话的
重要性！
 
Gabby和June都签署了定量推理课程，作为他们为期7周的课程的一部分。
通过他们的分享经验，他们在理解哈佛独有的概念方面学到了宝贵的经验，
并且对他们在课程中的进展非常有帮助。例如，他们使用更实用的方法，通
过翻转硬币并参考骰子表来获取概率的帮助。June受这些技术的启发，并表
示她打算在完成数学内部评估的过程中，把所学到的大部分内容用来找出学
生的科目与平均成绩之间的关系。
 
总的来说，两人完完全全享受了他们一生难得的机会。他们访问着著名机构
和杰出学者的经历使他们反思了他们对大学和高等教育的未来计划。他们认
为，作为哈佛大学的学生并非易事，必须定期进行大量阅读和研究，才能在
任何领域坚持下去。尽管如此，他们还是指出，哈佛大学的学生与普通的年
轻成年人没有什么不同 - 听音乐和跟上流行文化。这促使他们为自己设定一
个高绩效标准，并通过这种难忘的经历而改变他们的职业道德。

享受在波士顿的时光

很兴奋来到哈佛大学
校园！

Bird教授感谢您的无私帮
助！

享受在波士顿的时光

活动项目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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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5年级学生参加了年度环境基金（SEF）辩论赛，介绍了具有全球意义的
议题，如适当管理电子垃圾和食物浪费。他们分组工作并写作使用他们的研究
技能来探究主题，并找到和评估相关的和真实的资料。然后，他们不得不穿梭
子在观众、评委、和其他竞争学校面前展示他们的研究成果。5年级做得漂亮！
你们一定帮助提高对全球意义问题的认识，并在此过程中发展成为更好的全球
公民！ 

环境基金辩论赛是由ISS国际学校的创始人陈志成夫妇于2001年创立，旨在庆
祝学校在新加坡成立20周年。 环境基金辩论赛的目标是为本地和国际学校学生
创造机会，共同探讨与新加坡相关的环境问题，同时加强他们的研究和演讲技
巧。 环境基金辩论赛认为，地球的未来属于年轻人，所以他们将告诉我们如何
珍惜和保护环境。

在这个暑假，我们高中部的五位学生，Helena, Alan, Ben, Yuki, 和 Moe 在
指导老师Whitehead先生的带领下，有了一个机会到韩国济州岛参加世界领
先学校协会学生会议，这个会议的主题是“人类状况”。这个小组里的大部人
没有去过韩国所以他们对于能够访问不同的国家而感到特别兴奋。他们一到那
儿，就被带到岛上到处游玩去探索风景迷人的济州岛（比如：Hyeopjae海滩, 
Manjanggul 洞穴， Gotjawal省公园， Seongsan 日出峰）。

在这次会议上，我们的学生有机会与来自世界各地不同文化的人交流，结交新
朋友，甚至他们至今仍与他们保持联系！由此，他们待会新的经验，这些让他
们感觉自己更像全球公民。此外，他们在会议期间还参加了关于全球问题的小
组讨论。Yuki分享道：“他们现在肯定更自信地讨论全球问题了！”其他人也
同意说到：在会议后，他们不再感到害羞让别人听到他们的声音了。

对于Alan来说，会议的重点之一是大学申请会议。他说到：“当大学选择学生
时，成绩和硬件技能并不是最重要的。他们也会考核多样性和软件技能，因此
我们所有人都需要以不同方式为社会做贡献，我们也需要建立我们的软件技能
和情商。”

我们的学生说，他们觉得自己更了解自己了并能够成长为全球公民。在他们同
学之间传播了这一信息，他们已经明确地展示了他们在会议上学到的知识而且
在ISS国际学校将其付诸实践。实际上，Helena 已经在学校展示会上向全体高
中生陈述了会议内容和小组团员所经历的旅程。向培养更多、更好的全球公民
而祝贺！

全球公民在工作中

世界领先学校协会学生会议

我们5年级学生与来自其他学校
的参与者

尽情享受济州岛的自然风光

结交新朋友！

难忘在世界领先学校协会学
生会议的时光

从玛格丽特博士手上喜获证书！

我们小学校长Loadwick女士和5年级学生在一

活动项目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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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贺我们在新加坡国际铁人三项赛参加各种活动的教师，学生和家长的紧密
联系。这项铁人三项赛是新加坡的先锋赛事，始于1984年，在上一学年结束
时由ISS国际学校的老师Dixon先生介绍给ISS学校，他倡导所有人的健康和
健身，还有学生，家长，老师等 。他向ISS社区提出这个活动，看看谁能够
应对挑战，展示他们在跑步，骑自行车和游泳方面的最大努力！签约的人可
以选择参加三人小组，每个成员被分配到铁人三项的一条腿，或者单独参加
连续三个阶段！

Dixon先生希望建立在ISS国际学校紧密联系的社区基础上，并展示参加铁人
三项赛所需的组织水平和奉献精神。这将反过来教学生宝贵的生活技能，他
们可以在未来的学术和工作中应用。果然，我们的一支队伍，包括两名ISS
的学生：Neo和Zen，以及ISS的家长 Hideki Mochizuki，在“小型范围”
项目（200米游泳，12公里自行车骑行和2公里跑步）中排名第一）作为他
们的决心和努力的证明！比赛结束后，Hideki有这样说：

以个人参与者签约的Dixon先生在“冲刺”项目中排名第二（游泳750
米，骑自行车18公里，跑步5公里）！同样的，我们12年级的学生之一
Lucinda决定自己挑战自己的界限并单独完成整个铁人三项赛。在训练过程
中，Lucinda学会了如何调整自己并安排时间，因此她能够定期平衡她的学
习和铁人三项训练。她了解到重要的是不要过度思考每一步，只是继续前
进，同时也要保持节约体能。在比赛当天，她感到紧张但自信。在她到达终
点后，她感到兴奋异常，用她自己的话说：“感觉很棒。老实说，我不能停
止笑嘻嘻。“
 
ISS团队你们太棒了！我们期待明年你们能再次参加比赛！

从我们紧密联系的社区中表现出
强烈的团队合作精神

祝贺所有ISS社区参与者

我们的老师都加入了！

我们ISS狮子是真正的蓝色冠军

Dixon先生到达终点的照片

为我们的获胜队而自豪！

“团队真的表现出速度和耐力，能够击败所有其他成
年队！我在比赛结束后与Zen和Neo进行了交谈，并且
可以看到他们从一场比赛中学到很多关于准备，获胜
的意愿，注册比赛的过程，在比赛前拿起围兜等。创
造新一代运动员真是太有趣了！”

活动项目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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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日本大学信息博览会

兴奋的学生来参加日本大学信息博
览会

个别大学也有机会发表演讲！ 

了解更多有关日本大学选择的信息

继去年成功之后，我们再次举办了日本大学信息博览会！在ISS国际学校，
我们相信每个人都应该得到适合他们需求、兴趣和未来计划的教育。一个包
容性的学术哲学，致力于为每个有不同需求和兴趣的学生提供差异化的学习
方法，构成了我们ISS国际学校的学习环境的基础。本次博览会是我们包容
性理念和文化的核心，因为它为学生和家长创造了探索各种选择的机会。

在教育、文化、体育、科学与科技（MEXT），日本高等教育部和日本全
球教育基金会（GEF）的支持下，我们加入了许多日本大学：早稻田大
学、冈山大学；名古屋工业大学、国际基督教大学、山梨学院大学国际文学
院、J.F.Oberlin大学、立命馆亚太大学和立命馆大学。感谢所有日本大学代
表的努力，参加博览会的学生表示，博览会对他们来说信息充足。其中一位
参加的学生告诉我们：

此外，在博览会，MEXT代表 Jun Takeda 女士 和 来自日本全球教育基金会
Tsuboya Ikuko 女士非别做了报告。报告以英语和日语进行，探讨了在日本
学校的原因，在日本申请程序以及在日本学习的内容。日本驻新加波大使馆
代表Gaku Mizota先生也参加了我们的日本大学信息博览会！

我们很高兴在此举办日本大学博览会，感谢我们所获得的所有支持，并期待
着明年的下一届日本大学博览会！

“所以，你想在日本留学吗？”

一位参加日本大学博览会的学生分享道：“日本在亚洲
也离家很近，所以她是我大学的最佳选择之一。这个博
览会肯定帮助我了解了更多我感兴趣的日本大学。”

“我一直对日本文化和日本留学感兴趣，因此这次博
览会对我了解日本的大学非常有帮助！”

活动项目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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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年级信息交流夜（11月22日）
我们会为家长组织讲座，让他们更多地了解在ISS国际学校提
供的IB高中文凭课程和不同学科的信息。加入我们，了解您的
孩子将会在高中文凭课程项目里学习内容。 让我们的学生为高中文凭项目做好准

备，也让他们的家长做好准备！

10年级个人项目展 （12月11日）
我们的10年级学生已经经历了一个令人兴奋的和有意义的计
划和研究他们的个人项目展。他们能够制定一个与他们个人兴
趣相关、而且也能从全球角度出发的项目。他们将会很快展示
在10年级个人项目展所做的所有作品。

中学服务行动日 （12月13日）
我们的中学生在每个学期的最后参加一个服务行动日。将服务
作为行动日是我们期望对环境产生积极影响而不是消极影响的
一个部分。

要了解8月至11月期间发生的学校活动的更多信息，请单击此处。

国际日 （12月7日）
国际日我们在ISS国际学校举办的包容性、多名族社区的庆祝
活动。会为每一个人进行很多很棒的活动，例如：表演、工作
坊、和品尝来自世界各地的美食！我们非常欢迎家长参加我们
的清除活动，鼓励每个人穿着他们的民族服装或具有民族色彩
的衣服。我们期待着在ISS国际日看到大家都是盛装出席！

灯光音乐节 （12月12日）
我们期待着来自我们所有学生表演者在这个活动的旋律和音
乐的夜晚！感谢Christopher Hoddinott 先生组织这次音乐
会，并感谢我们的学生为这一年一度的音乐盛宴付出的辛勤努

在国际日欣赏表演！

灯光音乐节庆典 

期待10年级个人项目展！

去年，作为服务行动日的第一天，中
学生们进行了海滩清理工作。今年他
们将会做什么？

接下来的活动  
11月到12月

将要举行的活动

http://www.iss.edu.sg/wp-content/uploads/2018/11/Past-Happenings-August-to-November-2018-Chinese.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