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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加去年A水准会考的考生
及格率达93.3％，比前年高0.3
个百分点，是新的A水准课程自
2006年推出以来的最佳表现。
　　诺雅初级学院的首届毕业生
也交出漂亮成绩单，及格率比全
国比率高，达98.7%。
　　A水准会考昨天下午放榜，
去年共有1万3042名考生参加会
考，其中1万2170人考获至少三
科主修（H2），以及理解与写
作（General Paper）或知识探索
（Knowledge Inquiry）及格，占考
生总数的93.3％，是新课程推出
至今的最佳表现，高于先前2015
年93.1％的最高及格率。
　　自2006年起，新的A水准课
程让学生修读副修（H1）、主修
（H2）和深广主修（H3）科目。
学生必须修读至少三个H2水平和
一个H1水平的科目。学习能力强
的学生，可修多一门H2课程和额
外选修H3水平科目。
　　主要为公教中学、圣尼各拉
女校和新加坡女子中学直通车课
程而设的诺雅初院昨天欢送首届
529名毕业生，当中四分之一的学
生来自这三校以外的中学。全校
有98.7%考生考获至少三科主修
（H2），以及理解与写作或知识
探索及格，远高于全国比率。
　　校方昨天在礼堂分享这个消
息时，全场毕业生与在场支持学
长学姐的高二学生都鼓掌并高声
欢呼。诺雅初院校长张美馨受访
时表示很满意首届学生的表现。
她说：“无论是学业或整体发
展，首届学生的表现都带给我们

很大的满足感。”
　　一些开办直通车课程的学校
在本届会考也取得优异成绩。华
侨中学发文告指出，六成考生至少
三科主修考获特优。考生在13个
科目也取得更优异的表现，这包括
中国通识（华文）、华文与文学、
数学、英文与语言学、化学等。
　　莱佛士书院也发文告指出，
1 1 9 0 名 考 生 中 ， 有 5 3 6 人 （ 约
45%）考获至少六个特优。修读
四科主修的考生中有52％在所有
四个科目取得特优的成绩。
　　立化中学的379名考生中，
182人（约48%）在至少三科主修
考获特优。99人（约26％）考获
至少六个特优。
　　李显龙总理昨天在面簿贴文
对毕业生说，他们当中有许多
男生已开始入伍服役。有些将到
大学或理工学院升学，也有人决
定休息一段时间再开展下一步。
“当你们迈入人生下一个阶段，
花时间反思塑造你的朋友、教师
和事件。还有许多可期待的，所
以把握当下，努力不懈。”
　　教育部之前宣布，从今年
起，有意到理工学院升学的A水
准毕业生，可在同年报读理工
院，不必等下一年。符合条件的
学生能免修第一学期，从第二
学期的10月份开始上课。这么一
来，学生可提前一年毕业。
　　有兴趣的学生可在8月中向
理工学院提出申请，详情可查
阅各理工院网站。有意报读
本地大学的学生则可通过大
学网站申请。

　　从谱写校歌到设计校服，甚
至是校园内的绿化工作，诺雅初
级学院校长都邀请首届学生积极
参与。昨天领取A水准成绩的毕
业生欣然分享，两年下来，校园
从原本的灰色变成绿色，师生们
共同创造学校的专属特色。
　　曾担任学生领袖的陈仁杰
（19岁）说，校方这两年给予学
生不少自主权，学生会的成员因
此把握机会设立了新课外活动，
以及说服校方推动“便装星期
五”（dress-down Friday）。
　　陈仁杰说，想要设立新课外
活动的同学可向学生会建议，学
生会成员会向校方提出反馈，若
校方接受，学生就可设立新课外
活动。他举例说：“有学生发现
校园内的陈设以灰色为主，因此
建议设立种植花草的课外活动，
绿化校园。校方最后同意了，同

学们就在多处种植花草，校园因
此从灰色变成绿色了。”
　　另一名毕业生庄巧宜（18
岁）则分享，她与同学设立了双
文化课程学生会，为修读双文化
课程的学生举办竞赛等活动。她
说：“在学生会里，很多事得亲
力亲为。我和同学们因此变得更
独立。”庄巧宜在A水准考获七
个A的佳绩，她已接获北京大学
录取通知，打算赴中国求学。
　　昨天领取成绩的首届诺雅初
院毕业生表现优异，及格率高达
98.7%，比全国及格率高。校长
张美馨受访时强调，比起优异成
绩，她更看重学生的全面发展。
　　张美馨说，创校之始就有意
让学生们参与策划校园样貌。因
此，从谱写校歌到设计校服，学
生都有份参与。例如校歌的曲词
都是学生写的，校方之后在他们

作品基础上修改。“过程中，我
们看到学生的成长，他们也为学
校创造校园文化，以及建立归属

感。创校时，我们是没有历史的
学校，这两年透过师生的努力，
我们一起谱写了我们的校史。”

杨漾　报道
yangyang@sph.com.sg

　　本地伊蚊绝育试验计划进入
第三阶段，国家环境局从昨天开
始，每周两次在义顺东组屋区释
放新一批的不育雄性伊蚊。
　 　 环 境 局 从 去 年 4 月 至 今 年
1 月 期 间 ， 在 义 顺 东 一 带 的 组
屋 区 释 放 带 有 沃 尔 巴 克 氏 菌
（Wolbachia）的雄性伊蚊，10个
月后该区伊蚊数量骤减至两成。
　　这类带菌雄性伊蚊和雌性伊
蚊交配后产下的卵不会孵化。　
　　第三阶段的试验范围比上个
阶段大了两倍左右。参与的义顺
东组屋从之前的40座组屋增至84
座，地点大致分布在义顺2道、
义顺9道和义顺环路。　　
　　由于义顺东上一轮试验效果
显著，环境局因此希望继续在同
个地区开展深入研究，并释放较
少量的带菌雄蚊，以断定是否能
有效地长期维持减少后的伊蚊数
量。
　　在这之前，环境局释放的带
菌雄蚊和居民比例为六对一，第
三阶段则减为三对一。　　
　　负责实地研究的环境卫生学
院院长黄丽菁昨天指出，本地
高楼多，居民人口密集，周围地
区的普通伊蚊可以随意飞入测试
区，影响抑制伊蚊繁殖的效果。

研究长期效果 
第三阶段实验未设期限
　　她说：“试验必须考虑到周
边普通雄蚊飞到测试区的情况。
我们这次扩大了测试区，以此增
设‘缓冲带’，把测试中心点
‘保护’起来，让从别处飞来的
伊蚊在外围的缓冲带活动，便能
获取较精确的结果。”
　　除了义顺东，同样曾参与第
二阶段试验的淡滨尼西，也将在

下周四（28日）加入第三阶段试
验。淡滨尼西在上一轮试验中，
伊蚊卵存活率少了五成。不过，
当局此次并没有为第三阶段试验
设定测试期限，以便能更好地研
究长期效果。
　　环境局自2016年开始，在指
定组屋区释放带有沃尔巴克氏菌
的雄性伊蚊。
　　环境及水源部兼卫生部高级
政务部长许连碹博士昨天参与了
义顺东的伊蚊试验计划。她受访
时强调，本地骨痛热症疫情自去
年底以来呈上升趋势，使用创新
科技来消灭伊蚊固然重要，但社
区和居民的防蚊意识仍是关键。
　　许连碹说：“本地今年1月

的骨痛热症病例比去年12月多
了560起，邻国也面对相同的问
题，上个月的病例数量突然飙
升。我们通过创新科技抑制伊蚊
数量，预防骨痛热症和兹卡病毒
的传播，同时也很感谢居民的配
合和理解……但如今还有很多伊
蚊在社区住家中滋长，因此每个
人还是应该继续定时做好防蚊措
施。”
　　负责义顺东事务的义顺集选
区议员黄国光受询时说，随着试
验计划展开，基层不断加强宣导
工作，向居民解释这个计划。
　　他说：“的确有居民对释放
伊蚊的做法有顾虑，但更多人
能够理解这么做的原因。当我们

跟他们说雄蚊不会咬人，也不会
传播病毒，特别是上一轮的伊
蚊数量减少了80％，他们就更安
心。”
　　今年开年至今，本地共出现
1446起骨痛热症病例，其中两人
死亡。
　　勿洛蓄水池路仍旧是本地最
大的骨痛热症黑区，截至前天，
该区连同附近的惹兰达迈（Jalan 
Damai）和惹兰登南加（Jalan 
Tenaga），已出现174起骨痛热
症病例。
　　由于伊蚊绝育试验还在进行
中，确切成效未知，环境局并不
会直接在这些疫情黑区释放带菌
雄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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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顺东居民卓莲参与伊蚊绝育试验活动，亲自释放不育的带菌雄蚊。该区自从去年参与试验后，居民发现蚊
子减少了。（谢智扬摄）

计划进入第三阶段

环境局在义顺东释放“不育”雄性伊蚊

及格率达93.3％

A水准去年表现是推行新课程以来最佳

胡洁梅　余忠达　报道　zblocal@sph.com.sgA水准●放榜

去年共有1万3042名考生参加A水准会考，其中1万2170
人考获至少三科主修，以及理解与写作或知识探索及
格，占考生总数的93.3％，是新课程推出至今的最佳表
现。自2006年起，新的A水准课程让学生修读副修、主
修和深广主修科目。

　　18岁A水准毕业生蔡霈慈两
年来“舟车劳顿”，每天花多达
四小时往返白沙住家和裕廊初级
学院，为的就是修读华文语文特
选课程，接触华文文学。
　　蔡霈慈是裕廊初级学院（现
合并为裕廊先驱初级学院）最后
一届的毕业生，她昨天领取成绩
前，已得到北京大学录取通知，

决 定 到 北 大 修 读 中 文
系。

　　热爱华文文学的蔡
霈慈受访时坦言，原本想

要到离家较近的淡马锡初级学院
修读语特课程，可惜O水准成绩
不理想，只好作罢。她说：“我
中学时就想要念语特，后来发现
裕廊初院也有语特课程，就决定
到裕初学习了。”
　　由于学校离住家远，蔡霈慈
每天清晨5时就得出门，转搭两
趟巴士和一趟地铁才到学校，往
返得花四小时。她说：“上课时
间长的日子，晚上9点我才能到
家。”
　　蔡霈慈说，高中以前没接触

文言文，因此开始修读语特的H2
华文与文学课程时，觉得文言文
特别生涩难懂。她说：“第一次
文言文小考，满分25分我才考8
分，当时信心有点动摇，甚至怀
疑自己是不是做错决定。”
　　为了尽快进步，蔡霈慈有时
会 牺 牲睡眠。她的 母亲 左 艳卿
（56岁）说，女儿很多时候凌晨2
时就起床，争取时间温习。左艳
卿笑说：“我看她那么拼，反而叫
她尽力就好，别用功过了头。”
　　蔡霈慈的努力在两年后终于
有成果，她的H2华文与文学课程
考获A的佳绩。她说：“接下来
我希望到中国好好学华文，将来
可以的话，回来当华文教师。”

　　新加坡管理大学宣布增添两
个学士学位及多个第二主修，加
强本科课程的同时，积极响应行
业趋势和需求。
　　新的学士学位由信息系统学
院开设，分别是电脑科学学士学
位课程及电脑计算与法律学士学
位课程。其中，电脑科学学士学
位将于今年8月的新学年开始推
出，而电脑计算与法律学士学位
课程则从明年8月开设。
　　同时，学院与英国伦敦大学
学院巴特利特高级空间分析中心
达成合作，为智慧城市管理与科
技专业学生提供新大—伦敦大学
学院直通课程，四年内便可获得
新大的学士学位及伦敦大学学院
硕士学位。

　　另外，李光前商学院宣布提
供永续发展第二主修及海事业务
与运营专科。
　　将在今年8月新学年开设的永
续发展第二主修，为此类专业的
本地首例，开放给在2018／2019
学年及之后入读新大的所有学生
申请。
　　与此同时，针对本地目前就
海事类专业毕业生的强烈需求，
海事业务与运营专科开放给2017
／2018学年及以后入学学生，意
在培养具备行业运营专业知识的
本地人才。
　　经济学院则开设数据科学与
分析第二主修。预计首批学生会
是明年初入学的大一新生及大二
生。

陈昱嘉　报道
yujiatan@sph.com.sg

　　南洋理工大学在来临新学年
将增加计算机相关课程的名额，
因应业界需求，让学生为未来工
作做好准备。
　　南大日前发文告说，学校的
10个计算机相关课程全都会增加
学额，总数将达675个，比2015年
的名额多一半。
　　南大发言人也透露，其中最
热门的计算机工程和计算机科学
课程将添加最多学额。

推出两新双主修课程 
国际贸易升级为副修课程
　　同时，南大在文告中也宣布
新的数学与计算机科学双主修课
程，课程将包括金融技术、网络
安全和数据分析等内容。
　　学生在新课程中可专修理论
计算机科学、密码学和网络安
全、数据科学和财务计算这四个
领域。
　　南大在文告指出，课程的内

容涵盖职场目前需求最高的工作
领域，尤其最近在本地发生网络
袭击事件后，网络安全仍受市场
密切关注。
　　此外，南大也宣布在新学年
开办新的生物医学与生物企业双
主修课程。这也是本地首个结合
生物科学和商业的大学课程。
　　校方在文告说课程能填补市
场上的空缺，就读课程的学生不
仅能学习生物科学和科技，同时
也能在商业和制造工程方面受
训，通过两方面的知识满足市场
需求。
　　南大也宣布把原是选修课的
国际贸易课程升级为国际贸易副
修课程，迎合正在崛起的商品交
易领域。商品交易领域在2017年
创本地商业支出新高，聘请了超
过1万5000人。
　　另外，南大也将在新学年里
为计算科学，化学和生物化学科
系提供新的合作教育计划，选择
加入计划的学生有机会在学习期
间完成三个实习项目。

热爱华文文学的蔡霈慈为了修读语文特选课程，每天花上四小
时往返白沙住家和裕廊初级学院。她目前已获北京大学录取。

（裕廊先驱初级学院提供）

为修读华文文学　她每天花四小时往返住家学校

新大增设学士学位及第二主修课程

南大计算机课程学额增50％

陈仁杰（左）和庄巧宜是诺雅初级学院首届毕业生，两人也是学生领
袖，过去两年曾参与设立学生会和新的课外活动等。（陈来福摄）

诺雅初院首届毕业生　边读书边打造学校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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