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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部校长 Ms. Sharyn Skrtic。

欢迎欢迎 本学年快要圆满结业

了，这是今学年最后一期的华文
网讯。这一年里学生们参加了
很多精彩的项目，包括第一次有
小学部及中学部学生们参加的
音乐剧“走进森林”；中学部学生
在“科学周”里展现了他们的科学
知识；第3，4，5级学生在新加
坡的三巴旺及圣淘沙的常年露
营活动；小学及中学部举办的
艺术展；MYP艺术节及Diploma
Programme文凭班在滨海艺术
中心的音乐会。 在这一系列的活
动中，学生们一再展现了创意和
热情。春季开学时举办的中学与
高中田径赛会也获得很大成功。
期间，我们热烈欢迎一位ISS先
驱老师（1981-1982）及一位校友
（1983-1988班）的到访。
作为International Baccalaureate
(IB)世界学校，ISS鼓励学生们在
学习上勇于实验，发挥创意及思
考技巧。Paterson校区的设计中
心Design Centre本学年成立，正
是学生们发挥创意梦想成真的好
去处。事实上学生们在这里展现
了更多元化的创意、如更具抗力
的材料与媒介，如木板，竹子，
塑料等等，成绩令人惊叹。而在
ISS的校图书馆外， 能看到一个
学生们幻想中的“宇宙Universe”
，一道經过工程设计及压力测试
过的桥， 和特别设计的风筝。

中学部校长 Mr. Michael Taylor。

四年级的学生在表演和音乐课室
里，尝试把旧乐器改良，竟然能
利用设计程序创造出不同的音
响，让同学们投选出一款最好听
的。选出来的风铃已经放在花园
里，还有花钟及太阳能板都各放
到两个游乐场。下回您来访，欢
迎参观。
在新学年里，学生们会看到新的
学习项目和不一样的课外活动，
如在Paterson 幼儿班K至G8可将
会用更有连接性的教学方式，而
Preston校区则继续在表演艺术
及社区服务范围领先于其他国际
学校，这些都反映在我们与时俱
进的办学理念。还有PYP的学生
行动领导团队、MYP的World of
Work世界工作和G6-11的“没有围
墙周” Week Without Walls的特
设活动，都提供学生最好的学习
机会。
希望同学们好好享受长假期，不
论到那里游玩，都会过得开心，
充实。我们期待你们回来，共同
迎接丰富及活跃的新学年。
Ms. Sharyn Skr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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踊跃参 服务：
一张椅子的故事

我校学生所創制的四张美丽的椅子。

与彩虹中心学生一起創制这椅子。

ISS国际学校的学生与彩虹中心合作，参与他们的彩虹慈善项目，为这
活动设计了一张独特的椅子，表达了一种对有行动障碍儿童的鼓励：关
怀、包容与授权。这只是ISS其中一种CAS（创意、行动、服务）学生可
选择参与的活动以展现他们的核心优势，又可支援社区活动。

ISS国际学校的学生与彩虹中心合

IB课程的必修活动。其中的理念

作，参与他们的彩虹慈善项目，为这
活动设计了一张独特的椅子，表达了
一种对有行动障碍儿童的鼓励：关
怀、包容与授权。这只是ISS其中一
种CAS（创意、行动、服务）学生可
选择参与的活动以展现他们的核心
优势，又可支援社区活动。

是：教育应该超出知识的学习，要包
括发展学生对社会的责任感、意识
和行动。

除了彩虹慈善项目，还有好些组织
受益于ISS的CAS项目。ISS学生曾
为印尼一家孤儿院建了一个篮球场，
为菲律宾学生建造渡河的小船让学
椅子活动是从设计四张古典路易十 生来往学校，教导柬埔寨儿童戏剧
表演艺术。ISS学生也给本地女佣
五皇座开始，经过约九个月的共同
上课及与动物保护团体合作。学生
努力，ISS学生们及彩虹中心受益
者，已把这些独特椅子转化为限量
们也到本地各医院为病人及老人表
版的艺术品，展现了残障者的创意。 演，带给他/她们欢乐。CAS把创
意与服务相结合，从本地开始，伸展
他们是社会不辛的一群。
到国外及环球，一再展现年轻人的
其中一张椅子设计有一双翅膀，代
与众不同，关心并参与世界事务。
表争脱残障展翅高飞。另一张椅子
转化成意想天开的丛林大地，有如 在ISS，学生从小学开始就参与广范
及有意义的项目以配合IB课程的学
孩子们等待开发的脑袋。
习宗旨从小就培养学生的社会及公
这四张独特的椅子如今与其他人的 民意識。中学时，这种服务学习又能
作品在ION购物中心展出，公众可以 有助他/她们个性及与人交往的正
捐助形式购买，资助彩虹中心扩建其 面发展。这些服务纪录大大有利于
Margaret Drive学校新面积，您的 他们日后报读大学的申请。
慈善资助能让更多有严重残障者的
特别需要得到照顾。如视障，体障， Schezin是一位亚洲女生，她说参
与彩虹慈善项目是她一种自我发现
听障等。
的旅程。她说 ：“这项目是我思想培
在ISS，这种CAS服务项目是国际
养的过程，在彩虹慈善项目中我们

我们一起来为椅子彩绘。

与孩子们的交流过程都自我发现自
己的态度不断改变并找到新办法和
孩子们沟通。”
Emellia, 另一位来自欧洲的学生

说：“和残障孩子共同合作，是我从
来没想过的机会，我学到一种信念，
任何事都是可能的。”
ISS的CAS除了提供各种有意义的

活动，也对一些学生有改变人生观
的作用。Mao，是ISS校友，她当年
参与教导学生游泳的服务体验，促
使她报读大学的教育专业她希望能
激励他人投身服务教育，协助他人
有不一样的人生。

我校一大队学生为“乳癌之行”打气。

我校小学部、中学部、高中部学生组成大队，参
加“紧急跑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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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脑神童的冒起

Tarish发展了有用的工艺技术。

机器人是他的爱好之一。

Tarish曾經是ISS IT部门的见习生。

Tarish 10年前报读ISS国际学校的时候，应该没想到有一天他会成为朋友
中常驻的电脑专家。

来到ISS国际学校那年，Tarish 是个才6岁的亚裔小孩，在ISS的培育性和因
才施教的学习环境里，激发了Tarish学习的兴趣， 也让他从接触的多项科
目中找到他的最爱 -- 电脑。
10年过去了，他回过头看，转捩点是当时他报读了Design and Technology
(DT)设计与科技班，16岁的他是个熱衷线上遊戏的年轻人，DT班的学习进

行到他可以设计电脑游戏，创造机人和编写电脑程序。
Tarish 说：“我们的老师Mr Taylor用最有趣的方法激励我们的思维，他提供

了各种材料及资讯给我们，然后鼓励我们自己去探索及创造。” 在班上老师
指导我们用不同方法去探讨，策划，创造及评估我们用Lego Mindstorms
EV3 Kit所创造的机器人，以及用程序指挥它的动作。
Tarish强调：“并不是填鸭式的灌输，而是让我们自己思考，我很高兴能与Mr
Taylor一起研究机器人 ，及不同的程序。”
Mr Taylor激发了Tarish的好奇心，使他对程序编写的热情被点燃起来，进

一步学到怎样编写程序语言。
“我对电脑慨念着迷了，它们好象有无现的可能，”Tarish说。“当我学到各种

各样程序模式时，我突然发现人的大脑其实就是一种生物程序模式，想到
这种连系，更让我对这课题有性趣，想学更多。”
在这种新发现的热情推动下，Tarish在班上做了一具更大的机器人，它

我坚信ISS的座右铭
-- 发挥潜能，我就是
ISS学校那种量身定
制所培育出来的学
生，让我发现更多自
己的潜能，把自己的
兴趣转化为终生的事
业，ISS也教会我很多
生活的技能，我将会
终生受用。
– Tarish, ISS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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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
《电脑神童的冒起》

能够做更快的设定动作，如把几个罐子及障碍物件推动。这个杰出的项
目使Tarish及他的同学们被推荐参加国家青年理事会主办的New Age
Hackathon 2.0, 为年长人士设计一种手机应用程序。暑假时，Tarish更受
顾于一家海事公司当IT支援助理。
Tarish再说：“电脑实在令我着迷，小小的一个程序，几个条码，竟能做大事

项，造福这么多人。电脑的能力是无限的，未来更加如此，许多程序其实是
上个世纪刚发展出来的。”
Tarish也不忘感谢ISS；“我坚信ISS的座右铭 -- 发挥潜能，我就是ISS学校

那种量身定制所培育出来的学生，让我发现更多自己的潜能，把自己的兴趣
转化为终生的事业，ISS也教会我很多生活的技能，我将会终生受用。”
除了电脑，Tarish也对商业有兴趣，想过将来可能建立一家科技公司，或到
创意科技公司如Valve, Blizzard Entertainment工作。但是如今，他会继
续做同学们及学校的 “迷你IT支援小子”。

Tarish 很享受科技工作。

认识我校校董

Dr. KH Chia医生说，他深感荣幸自2014年起被委任为ISS国际学校（
新加坡及北京校园）校董。Dr. Chia从事医生专业已31年，现在他是

私人执业外 科医生。目前他也是新加坡医药理事会的当选理事。
Dr. Chia 转为私人执业医生之前，是杨露龄医学院Yong Loo Lin的
副教授，教导本科生及研究生。
Dr. Chia充份了解：优秀的教育及持续学习是如何培育他掌握各种技

校董简介

Dr. KH Chia

能及知識，栽培他成为一位好医生。他希望自己的例子能激励及启
发年轻学子充实自己，掌握一身本领，充满信心因对人生路上不断
的挑战。
Dr. Chia 希望ISS能继续扮演重要的角色，为孩子们的一生做好基
础，发展他们的潜能。

学生的成就及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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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森林的孩子
做功课，与他们一起做运动如打
篮球等。

如何扮演一个角色，从
学生身份走出来，变成
一个骑士或一只狼，是
很有挑战性也很有娱
乐性的。
– Thykar, ISS 学生

我们G5-8级学生呈现了别出心裁
又富娱乐性的手法，演出了这出
场 “走进森林” 音乐剧。
这是根据Broadway百佬汇 演出
而改编的。书的原作者是James
Lapine，作曲作詞是著名音乐剧
大师Stephen Sondhei。
ISS的初级生版是特别改编以适合

这出音乐剧，故事内容是关于一
对想有孩子面包店夫妇，想去参
加国王的舞会的Cinderella和希望
母牛下奶的Jack，他们都因为巫
师的诅咒而有不同的问题，最终
他们勇敢走上征途，合力去打破
那诅咒，最后他们成功了。
“走进森林”一剧教导我们了解自
己所想要追求的，在征途中如何
面对困难和阻碍而最后得到胜
利。
我们的学生们在表演剧场里得到
专业技术人员的支持，站在观众
面前演出，让他们体验到真实剧
场表演的感觉。
“走进森林”对很多观众也是一种
新的剧场体验。

于年轻演员，同时也可给他/她们
一个机会体验专业剧场的演出。
我们也邀请唐氏综合症协会及
Lakeside Family Centre的儿童

“节日里和王子过得怎么样？”

“我喜欢音乐剧，因为它让我
有信心站在观众面前，每次
我表演时都把微笑挂在我的
脸上。”
– Thea, ISS学生

“我听说排练一出音乐剧有大
量新东西要学习，每一部份都
要重复排练很多次。”
– Karl, ISS学生

“我喜欢音乐剧，因为它是很
特殊的自我表达方式，它结合
了歌唱，舞蹈及戏剧，这是我
最喜爱的艺术形式。我要以不
一样的表演感动观众。”
– Olivia, ISS学生

们到来观赏音乐剧，他们都非常
兴奋，因为这是他们第一次看音
乐剧。我们高中部学生常年都与
这两个团体一起合作，教导他们
少儿版的“走进森林”获得肯定，成功了！

“我希望，我希望，那只母牛能给我们牛奶”

“长发公主，请留下来。。。”

“痛 !有如刀割的痛！”

小红帽去找祖母。

“我喜欢音乐剧的创作过程，
从无到有，还有他的团队精
神。”
– Yuvraj, ISS学生

“喂，小女孩，你的蓝子里放了甚么东西？”

学生的成就及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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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部科学周

这是其中之一个可持续的居屋。

静电是如何产生的。

座谈会后问与答。

科学周令人惊叹，学生们（及教职员) 从中得到很多不同的学习机
会。节目包括放播提醒大家为何要保护地球的影片；科学展览会及
科学问答比赛。
在科学展览会上，学生们呈现了多个科学项目。六年级学生创造了
可持续家居样品，也研究了如何应对不同自然环境里可能发生天
灾，如水灾及雪崩。七年级学生呈现了好些科学课题，如“静电是如
何操作的”。八年级学生则介绍了几位科学家，他们对科学作出的贡
献，又如何在研究过程中学习和得到领捂。

第8级学生与学弟们分享。

其中一个热点是访问Eurofragrance的一位提炼香熏的科学家。她
是一位商业化学师，她讲了在香水公司任职的故事，令学生们大开
眼界并受激励。在场的学生们都萌起一种对研发香水、香皂及沫浴
露的新的敬意。有些学生还说，会考虑将来要从事化学事业！
这间居屋将会在瑞士建起，可以防雪灾。

中学部文艺节目

“做梦的醒了 ，影子走过去了，我告诉你的故事是谎言，但我告诉
你，故事是假的但听我说，故事说的是真的、那是音乐之夜，欢
笑之夜,直到夜幕低垂于Preston校园。”

小红帽去祖母家。

2017年5月，中学部举办文艺表演说听会，开场是乐器合奏、然后
是戏剧表演，由Phillip Pullman創作的神话故事，探索一个学生的

提问所带出的真实。
戏剧的布景是第9级视觉艺术科的学生制作，学生们利用循环纸皮
作为材料， 衬托出熟悉的格林神话故事。
学生们与老师们的共同努力，实现了当晚成功的表演。

Hansel与Gretel与父母全家乐。

学生的成就及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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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部展览会

其中一位学生做的小火车。

小学部各年级课程展览会表现了令人惊叹的学习成绩，每位小
学部学生都很投入及努力，而且相互配合，深入研究探讨真实
生活中的课题或问题。有些学生以动物保护为题材，举出没有
在动物身上作产品试验的品牌。有些学生利用磁场及塑料制造
小火车。
参展的学生们同心合力，把课室里所学到的综合起来，与其他
同学,家长和老师们分享他们 的学习旅程 。
学生分享新产品，那是没有用动物试验过的。

这一组的创意之一“周三关荧幕”。

我校学生向同学，老师，家长及朋友展现他们的项目。

学生的成就及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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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部毕业典礼

我们毕业了！

又是ISS国际学校全体同仁一个值得回忆的年头。2017年5月19日
星期五，我校第12级学生齐聚在日本协会，举行毕业典礼。我们
再一次见证每一位学生正式成功完成所有科目而毕业。过去的4年
里，我校学生充分利用ISS所提供的各种机会，积极参与课室内外
的活动。
我们见证了我校学生、在没有成人监督下，主动参加各项服务学
习活动，如 曼谷微笑，即兴行善， 达卡重建等，也赞助孤儿院
及学校等项目。我校学生也把 “没有围墙的一周” 带到文莱，柬埔
寨及菲律宾。在那里，他们与当地社区，共同努力，为柬埔寨的
水霸建围墙, 文莱建房子，教导菲律宾学生煮饭等等。 我们为每
一位学生感到骄傲，他们表现了慈善心，作出与众不同的贡献。
我校12位学生也在最后一年参加了“新加坡青年成就奖” 参选活
动，荣获 “最佳商业视像奖” 第二名。
在学术上，我们的学生也表现不凡，他们获得世界各国著名大学
的入学通知，包括：
英国大学：

美国大学：

• Imperial College London
• King’s College London
(University of London)
• UCL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 Durham University
• University of Bath
• University of Warwick
• University of Manchester
• Cardiff University

• Purdue University - USA
• UC Davis
• New York University

Ms Jeryaram分享她的智慧。

与Ms Tsumura合照留影。

日本大学：
• Keio University
• Waseda University
ISS的校友们。

澳大利亚大学：
• The University of Sydney

学生们如今在ISS完成学业，我们会想念他们。当我们向他们挥手
告别时，我们很安尉的知到他们已經成长， 成为有知识有主见，
会关怀别人及心胸开阔的年青年人，能够应对未来的挑战。ISS的
毕业生都具备韧性，会利用机会取得与不一样的成就。
庆祝他们的高中的学习旅程。

我校校友社群

我在ISS最美好的回忆之一，是
与各国籍的老师和同学建立的友
谊。我也特别喜欢上經济学与英
文课，因为老师们都经验丰富，
也很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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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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Bennet Chang, ISS毕业生

感谢ISS的教导，让我
学会独立与信心，学
会与不同背景及文化
的人们互动，让我能
很快适应各种环境。
– Bennet Chang, ISS毕业生

校友 Bennet（极左) 参加校友联欢（2017年4月）。

我来自马来西亚吉隆坡。1983年报读ISS。1987年毕业后，我报读
Montreux酒店学院主修酒店管理专业，我开始在东南亚的酒店任
市场兼销售工作，最后提升到综合酒店管理岗位，现在，报告好消
息，我出任吉隆坡名品牌Oakwood Hotel & Residence的总经理。
我在ISS最美好的回忆之一，是与各国籍的老师和同学建立的友
谊。我也特别喜欢上經济学与英文课，因为老师们都经验丰富，也
很专业。
感谢ISS的教导，让我学会独立与信心，学会与不同背景及文化的
人们互动，让我能很快适应各种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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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动项目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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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S国际学校
春季成绩多、夏季探索多
无论是春季短休或夏季长假，对ISS来说都是不平凡及多姿多彩
的。2017年的ISS已为各年级学生们计画了一系列充满欢乐及益智的项
目：探讨、探索及学习。

通，及表达意见，或尝试写作，
角色互动及讲故事。当暑假结束
时 肯定你将成为更好的英语会话
者。
运动进取
把你的能量拿出来吧！发展你的
体育才能，运动项目很多，如射
箭，攀岩，水上运动，武术，都
有专人现场指导，运动就是体能,
敏捷，身躯控制，空间意识及乐
趣。

ISS国际学校春季假期班成绩多

ISS国际学校夏季假期班探索多

ISS春季短假从2017年3月开始。
期间，一个全新的英语强化班开
课了，它帮助那些K1至G10的学
生提高英语的能力。这些班课，
是在友善小组的环境中教导每一
位学生建立对学习文法，词语，
写作及会话的信心。我们經验丰
富的老师採取因才施教、量身定
制、个性化、学生中心的方式，
根据每一位学生的需求及水平来
编排其英语课程。

ISS夏季假期班，让年龄4-18岁
（K1-G12）的孩子们探讨语文
领域的方方面面，及艺术（美
术，工艺，戏剧，音乐），还有
STEM（ 科学，科技，工程，数
学）当然还有体育。

春季短休结业时、每一位学生都
打下了坚固的英语基础，他们具
备了阅读，聆听及会话（读听
讲）的能力，經过两周的强化補
习，他们对英语能力更有信心，
在会话及主题功课上都能应对。
学生RIKU谈ISS春假補习班：
“在春假補习班上我最开心是交了
新朋友，我也喜欢阅读，写作。
我享受能与我的老师用英语交
谈。”
学生RYO谈ISS春假補习班：
“ 補习班后，我的英语讲得更好，
更了解老师的教课，因为我学到
了更多詞汇，更了解詞语的意
思。”
学生MINCHAN说：“春假補习班
很有兴趣，我特喜欢在全班人面
前讲演。我的信心增加了因为我
的会话和阅读能力提高了。”

每一天的节目都为你的学习旅程
而设计，让你发现新点子 ，新体
验。早上是语言课，下午是亲自
动手来体验，如艺术的创作，运
动进取等。
科研探索
科研探索是科学、科技，工程、
数学的具体探索。你可以制作一
艘太空船而生活在里面；你可以
制造一个机器人或激光游戏；你
可以驾御一台迷你无人机；编写
密码来创作未来音乐Sonic Pi；你
更可以穿越时空回到侏咯时代去
看恐龙。
艺术探索
在艺术探索的项目里，初绽艺术
家可以磨练他们在音乐，美术及
戏剧的技巧。这是最好的机会来
表演，实验及探索你的潜在才
艺。你可以用Sonic Pi来创作自
己的乐谱，或变成一位摇滚乐明
星，更可以参加戏剧演出。
语言探索
语言探索项目里有令人兴奋的活
动，如英语作为第二语文来学
习，或探討新方法来阅读，沟

为期四周的暑假2017，学校提供
多种多样化的项目，进修的，活
动的，而且同一项目每周更换新
花样新挑战。同学们，每一天都
有新探索等待你去发现。

ISS暑假探索一览表:

日期：
• 第一周：2017年7月3-7日
• 第二周：2017年7月10-14日
• 第三周：2017年7月17-21日
• 第四周：2017年7月24-28
每日9时-4时。也有半日的项目。
年龄层：
• 少儿探索（ 4-6岁）
• 勇气探索（7-10岁）
• 勇敢探索（11-13岁）
• 勇者先锋（14-18岁）
探索项目：
• 语言探索
• 艺术探索
• STEM 探索（科学，科技，
工程，及数学）
• 进取探索
项目参加费及报名请联
www.isssummer.edu.sg

或电邮我们：
summerschool@iss.edu.sg

或电话：
+65 9722 5340

活动项目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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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驱老师Valerie McDonald的回校访问及回忆

这是1982年的ISS国际学校（当时的先驱老师Valerie 坐在第三行右边第10位）

ISS国际学校創办于1981年, 当时只有27名学生。 老师Valerie
McDonald是1981及1982年的先驱老师之一，当时她是Valerie
Staermose。

Valerie最近来新加坡度假时来
Preston校园探望我们，并回
忆了这段在ISS的往事。她回忆

ISS国际学校先驱老师Valerie McDonald。

学生们参观动物园！

我们来打篮球。

说： 那是充满挑战的年代，但
也是令人有满足感的年代，尽管
工作很辛苦，只有几位老师，必
须兼教几样科目。我是唯一的高
中部人文课程老师，教导全部人
文科目。其实开始我没想到会被
录取，当时我的丈夫被调来新加
坡工作，我刚到这里，带我的
孩子去报读ISS。谁知ISS的校长
George Hoffman正是我在开罗的
旧同事，他第一眼就认出我，也
聘请了我。
Valerie又说：当时虽然学生人数
很少 ，但第二年就增加到127名
多国籍学生，也增加了多位不同
国籍老师。学校环境很融恰，老
师们合力关怀及教导学生，这是
一个以学生福利为先的学校，我
在这里工作得非常愉快。校园当
时是在金文泰路，没什么设施。
但是Valerie回想当时 学生们都还
能参于各种体育及相关活动，如

足球，篮球等，全校运动会时就
借用附近学校的操场。我们也带
学生去动物园参观，用户外的资
源作为教学题才。
Valerie娓娓道出的陈年往事和回
忆证明了一件事，就是ISS一路来
都秉持信念， 作为一间具有包容
性的学校，提供国际水平的IB课
程，专业老师团队的培育，一切
以学生的学习与福利为优先，提
供学生们不同的机会，发挥他们
多方面的才能。这就是ISS的树人
工程，创办35年来，信念和基石
及价值观一路走来始终如一，也
将谨慎继续向前迈进。

我们来赛跑。

活动项目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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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的青春回顾

重逢的感觉真好。

我们的学生大使与学长们交谈。

“ 餐厅以前是在这里，有很多桌子，我们都在这里吃
午餐，现在变成了礼堂。”
“这是以前图书馆的原址吗？”
“这女生衣间好像没有从前80年代的大，哦，我的
天，我们都长大了，才感觉没从前之大。”
“ 哎哟，这梯阶怎么还是那样难走？” 这话引起其他
80年代校友哄堂。
这些只是部份从来自1980-1988年ISS毕业的校友的
评语。4月28日下午的校友联欢会当天，32位从世
界各地的校友浩浩荡荡的回到新加坡ISS，有些还把
家人带来，那天总共来了50几位，在Preston校园
欢聚一堂。
会上，好久没见的同学 ，问候，拥抱，兴奋，翻阅
毕业纪念簿，也从新建立联系。
我校第11级学生以大使身份负责带领校友们参观校
园，又是种种回忆涌上心头。
那天下午 我们很荣幸邀得我校陈贞爱总裁、总校长
玛格列博士及各位校长们出席联欢会，说明了ISS对
校友们的重视。
总校长玛格列博士总结说：“这项目活动很感人，老
友们的重逢给人带来激动和喜悦。”

好好参观一下自己的学校。

回到ISS勾起我许多美好的回忆。
我非常兴奋和30年未见的同学重
逢，虽然有些已經失去联系，今天
大家再次见面真令人感动，我们
日后可以用社交媒体继续保持联
系，也计划互相拜访，不论我们
在那个国家。”
– Bennet Chang, ISS毕业生

我校活动回顾

13

事项回顾
三月 - 六月
4月27日：第11级学生创作的“合子里的戏剧”

他们自编，自导，自演这出原创戏剧“合子里的戏剧” ，这出戏的内容
研讨政治理念，社会里的準則和成见。演出后，他们也邀请观众一起
讨论与互动。

第11级学生创作的“合子里的戏剧”。

5月3-5日：第4及5级学生露营

5月4-5日：第3级学生露营

每年小学部第3、4、5级的学生露营是学年结束前最好玩的活动，学
生们从游戏中表现了最好的团结精神。
5月5日：中学部学生舞会

第4级学生露营。

中学部怀旧学生舞会，同学们欢聚以庆祝完成了又一个学年。
5月19日：高中部毕业典礼

經过多年的学习努力, 第12级学生完成了学业， 我们为2017年度的毕
业生们感到骄傲！
5月26日：小学部与中学部联合艺术展

第5级学生露营。

小学与中学部联合艺术展。学生们展出各种艺术作品，他们应用各种
手法、表现出他们的灵感及内容。
5月26日：巴基斯坦老师Naila来访
Naila老师参加了为期一周的ISS小学与中学部的教学课程。我校学生
行动领导团队代表成员：Liem, Ayesha及Mia负责带领Naila老师进行

一周的参访学习。她到课堂看教学，参加老师会议，评估，包容概
念，设计和文学研讨会等。Naila老师也跟随Mr. Ballanger参访了七年
级学生们参观新加坡不同种族的礼拜场所。Naila老师 说，这一周在
ISS的学习体验是难得的机会，她将把所学的东西带回国与其他老师
分享。

第3级学生露营。

6月5日：小学部游泳赛

学生们参加各项水上活动，欢乐无比。

中学部学生舞会。

6月6日：中学部第8级学生毕业典礼

完成了又一个阶段，学生们庆祝来年他们将升上高中部。
6月7日：中学部的“服务行动日”

服务与行动，是我校重要的课程部份，中学部学生在学年结束前以行
动为新加坡社区服务。

小学部联合艺术展。

巴基斯坦老师Naila来访。

未来活动预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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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活动事项
七月 - 九月
8月4日：新生入学说明会

开学前我校为所有新学生举办“ 入学说明会”，让新生开学前熟悉校区
环境及会见老师们。
8月17日：第10级学生“个人项目日”

新生入学说明会。

第10级学生们将开始高中的一页，忙于准备他们个人项目的编写作
业，要求他们把个人兴趣与全球化的观点结合， 呈现在作业中。
8月25日：第12级学生午餐音乐会

一边吃午餐一边听音乐，真是优闲无比。音乐会将由第12级学表演音
乐歌唱，在Preston校园举行。

第10级学生“个人项目日”。

8月28日：PTA Meeting，家长老师会谈

这是新学年第一次家教会谈，呼吁家长们踊跃参加，相互认识，参与
和了解您的孩子在ISS的学习生活。
8月29日：中学，高中部MYP母语学习资讯说明会

在ISS学生能继续学习本身的母语的。欢迎当天前来说明会，了解更
多有关课题，对母语学习大有裨益。

第12级学生午餐音乐会。

9月7日：PYP及MYP的教与学说明会

这个说明会，能让家长们更了解IB课程及其他科目的教学模式。欢迎
家长们参加这早餐说明会，了解更多孩子在ISS的学习生活。
PTA Meeting，家长老师会谈。

中学，高中部MYP母语学习资讯说明会。

PYP及MYP的教与学说明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