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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編的話
Korrnell LZ International Program (KLIP) is an independent,
international program with structure, traditions, and style
inspired by embracing diversity and challeging minds. Our
curriculum and methodology are diverse and dynamic, and
our students have the highest aspirations in the future of their
education and personal livelihood. It is KLIP's mission to build
a vibrant learning community in which students strive to 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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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語小學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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麗喆校刊「LION」創刊號終於出爐了！心中的
感動是無法言語形容的。看著「LION」 從無到有，

從僅有期刊的企劃藍圖，到內容文章、照片一篇篇、
st

Ĳįġ21 century classroom and facilities
ĳįġLow teacher to student ratio
ĴįġComprehensive American curriculum
ĵįġFlexible and personalized learning approach
ĶįġStudents, independent self regulating learners
ķįġBrilliant activities and athletics program
ĸįġService learning: Contributing to society
ĹįġQualiied and experienced educators
ĺįġExcellent university counseling
ĲıįġTOEFL, IELTS, SAT, SAT II, AP, ACT Cour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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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張張的湧進編輯臺，再到期刊完稿送印，心中小

Creative Teaching For Kids

小的成就感早讓多日來的壓力、疲憊消失無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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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小一注音符號語數學闖關紀實
40 班級生活教育推動篇

選 用「LION」 作 為 本 刊 物 的 名 稱 主 要 是
MATCH 到學校的 LOGO 、創校理念，希望康乃薾
教育體系的孩子不論公獅、母獅或小獅子，將來都
是各行業領袖菁英人才。

雙語國中部

在此本「LION」的創刊號中，有最精采的萬聖
Junior High
節活動紀實報導，不僅僅是 Trick or Treat 活動，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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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表演和教師精心妝扮都是非常出色。當然，學校

Western Culture Activities

的教育團隊更是用心，在課務繁忙之餘仍不忘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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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學校各項活動、社團、品格教育制度及班級經
營等，和家長及讀者做最有意義的交流。另，因篇
幅實在太有限了，關於分享班級推動生活教育的紀

萬聖節晚會表演活動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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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報導，無法一一刊載，學校在未來的期刊中會繼
續報導相關資訊，敬請大家期待！

國際部
最後，希望家長能細細品味麗喆校區創刊號

International Program

的內容，相信透過「Lion」，可以讓您更了解康乃
薾教育體系台中麗喆校區的動態、更能了解孩子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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麗喆的生活。麗喆校刊的編輯群也先在此感謝家長
的熱情與支持，我們一定會持續用心，為您的孩子

⎞⇾ߡણዮᔎ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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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ldhood Never Comes Back
孩子的歲月不能重來
── 是家長及教育工作者
的最大公約數
千萬不要在微乎其微的小事上打轉，多一點點對新新人類服務的包容，
如果孩子要成為時代教育的最大贏家，那麼家長與學校辦學者的
"最大公約數" 應該就是 "孩子的歲月不能重來" 。謹共勉之 ～

兩極化的新竹家長在「認知與溝通」上
呈現了差距

文．顏月娟 執行長

一份對教育的執著與動力

因緣際會籌備康乃薾教育體系

甚至賭掉了孩子未來的競爭力，值得嗎？家
長在做決定時，是否應該想到"孩子的歲月是

然而，在新竹投入將近五年的教育工作
中，讓我感受到最大的不同是："新竹的家長"在

不能重來的"？如果又是「新校不如舊校」
時，又如何對得起孩子？

經常有人會問我或者好奇的想知道，

民國95年因家裡老二自美國大學畢業欲返

「認知與溝通」上呈現十分兩極化的差異。

到底是什麼樣的力量，會讓我堅持對教育投入

台工作，由於過去投身教育工作忙碌，無暇多

我一直還在摸索這個答案，為什麼這兩極化

多一份對新新人類的包容，多一份獲

的執著及總是保持無限的衝勁？我也會遲疑的

陪伴小時候的他，內心覺得愧疚，所以說服自

的家長會呈現如此大的”gaps”？而這四年多

得，我想，沒有任何學校或單位是完美無缺

想一想，到底是什麼力量或什麼樣的"啟示"會

己返回新竹，讓家人團聚。暫且告別了在台中

來，我實際在學校接觸的「第二極化」家長

的，重要的是主事者是否有做事的決心與改

讓我這麼的執著。其實跟一般人一樣，在不同

的輝煌辦學歲月，也揮別了共事十五年的董事

大多是這類 case 的：

變的毅力。當缺失發生時，可以溝通，可以

的階段中，也會使用新的"領悟"作為新年度的

長及培植多年的學校與同仁。

座右銘。但自始至終在教育二十幾年的道路
上，一直未曾改變內心深處的"座右銘"應該就
是~"孩子的歲月不能重來"。

堅持孩子的歲月不能重來

回到新竹，因緣際會的認識了黃院長，也

勉勵， 可以原諒 ，甚至可以提供更圓滿的解
一點小事不滿意，也不溝通，就帶走孩子。

決方法，讓學校與孩子雙贏，才是真正的贏

一點老師的疏忽，不能包容，就為孩子轉學

家。

因而有機會籌備康乃薾教育體系。從事教育工

一點小事服務不週，就到學校「破口大罵」。

作多年，很難得看到像黃院長這樣對「教育施

孩子因同學有小傷害時，就要求別人轉班
或自行到班級去教訓別人的孩子。

的，明理與包容，尊重專業，眼光深遠，為

不服學校的退費辦法，就揚言要告教育
處、消基會、通知記者。

會弱勢團體展現關懷的胸襟。

捨」與對「教育的一片心」，願意為下一代孩
子付出，他看到世界的急遽轉變，以台灣當局

其實大部分的家長還是屬於第一極類
孩子長遠的未來付出努力，寒冬送暖，對社

不論過去當小學老師的日子、在美國辦

的教育措施，是很難讓下一代孩子突破國際競

學階段及回台這十九年來推動ESL美語教育，

爭的重圍。他辦教育只希望能改變下一代孩子

"孩子的歲月不能重來"，一直深植在我決策的

的「腦袋」，培植下一代孩子的「競爭力」，

思慮中。也許受到師範教育的洗禮，從當小

讓孩子不必為追求未來而遠渡重洋當「小留學

學老師開始我就選擇做個"人師"而非"經師"。

生」。他希望給孩子最好的，希望把國外好的

孩子行為嚴重影響到他人的受教權時，
卻不配合就醫與用藥……

在二十七年的辦學過程中，不論是辦學的方

教育元素搬回來。這種肯為孩子花錢的理念十

向、管理上的具體條例、對老師要求的目標達

還有喜歡道聽塗說、不經求證就到處宣傳。

分讓我折服。想想「竹北」這個黃金城市，

成，甚至與家長溝通時的教育主題。在每一項

「康乃薾」這塊地價值多少？幾乎是所有台灣

這一極類的家長：好爭「理」，爭「感覺」，

老師不盡人意時，都是可以溝通與改善的。

決策、每一次會議、每一份支出，我經常反覆

私校地價最貴的，而學費又是全台灣雙語學校

爭「賠償」，結果掙到的是「帶走孩子」。

要看大方向，不要太在乎可以改善的微小細

的告訴自己，及提醒所有的工作同仁"孩子的

中收費最低廉的。如果是以營利為主，有利可

實在令人十分惋惜！

節，所以千萬不要因小失大。對於孩子學校

歲月是不能重來的"，不要抄捷徑、不要省時

圖，我想黃院長就不會被親朋好友戲稱為「愚

間、不要貪便宜，更不要把孩子當作物品般，

2

境。為了賭一口「氣」，為了爭一份「理」，

公」了！所以有機會就讀康乃薾的孩子，應該

而是把每一個孩子當作自己的孩子來對待、來

十分珍惜這所理念與眾不同的學校，也應該好

教育、來付出、來努力。

好的努力，讓自己有別於他人。

孩子在校受傷，不分青紅皂白，就要別
人道歉與賠償。

讓孩子成為時代教育的最大贏家
每位家長都期許孩子能成為未來的佼佼
者，千萬不要在微乎其微的小事上打轉，儘
管它多兩分鐘車程，儘管它多一點點制度，
儘管它多一點點要求，儘管它有服務不週或

的選擇，一定要審慎的評估打聽，辦學的理
其實事後冷靜想想，值得嗎？一時的情

念與口碑是否值得信任？如果孩子要成為時

緒會過去，但是孩子失去的，可能是一間自

代教育的最大贏家，那麼家長與學校辦學者

己當初評估不錯的學校，可能是一位不可多

的 "最大公約數" 應該就是 "孩子的歲月不能

得的老師，可能是一處優質的雙語學習環

重來" 。謹共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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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服務快訊~
家長服務快訊~

Where Students Come First
為孩子求最大的福祉

服務快訊

文／家服組

1. 家長專區服務

「人生在世的目的，
就是要成就他 / 她的偉大。」

「家長專區」已在本校網站規劃服務校內家長（含班級網頁），舉凡每週的notes、活動照
片、E-book(Science & Reading Wonders Online)使用及活動資訊…等方便家長下載及了解，開
文／總校長 張光銘 校長

教育是以「智慧啟發智慧，用生命感動生命」
的志業；孩子的心，宛如春天的種子，細心栽培，

品格教育獨立成課；榮譽制度，提供同儕典

都會開出璀璨的花朵。身為教育從業人員，永遠要

範學習；週會以多面向方式闡述品格，成就品格實

有「視學生如己出」的情懷；教育要為孩子點燈，

踐者；以多元智慧為軸心，推選班級「多元智能之

在孩子的需要上，看見自己的責任，才能打造出孩

星」、「每月品格楷模」並公開表揚。

子的學習樂園。

推動三品運動：做人有品格、做事有品質、生

教育信念

活有品味。讓學生學習付出、學會關懷、養成服務

■培養學生帶得走的能力

的習慣。

解決問題的能力、欣賞的能力、創造思考的能力。
■提升學生自我學習能力
自主學習、潛能開發、終身學習等有效能的學習
習慣。

■多元學習，增強知能
◎電腦軟體輔助教學：運用三套不同軟體，依個人

程度，可以在家英語自學。
◎提供展能舞台：週會結合品格活動、詩詞朗誦及

■培養學生有國際移動力
具國際視野、領導能力、語言能力及生命關懷。

各項學藝競賽表演。
◎延伸課堂教學：連結家庭聯絡簿及晨光時間，提

2. 晨間課程推動
104學年麗喆校區開始推動晨間課程，包括每週一/三的詩詞背誦（含弟子規、唐詩、範
文欣賞等），每週二/四的 ELLIS 美國情境教學會話軟體及每週五的大家說英語教學影
片，豐富孩子的晨間時光。

3. Weekly/Monthly ESL課程單字
新學期開始學校整理每週ESL課程單字含 Reading/ Science/ Math，學期初提供一份全學期
四週的單字內容，請家長協助督促孩子完成每週單字背誦。

5. 國小低年級寢室開放使用
國小一、二年級溫馨的寢室區已規劃完成，自104學年起，低年級小朋友就可以開始使
用寢室，讓中午有一個舒適的休息時間。

6. 學生餐廳及餐盤提供
104學年10月份起，學生餐廳已開始試辦供餐，擄獲大多數孩子的喜愛，因為水果變多
樣了，餐點菜色也較多元了，當然下午的點心也更貼心可口。另廚房特訂製的自動洗碗
機即將於12月份安裝完成，洗碗機具有洗淨、烘乾及消毒的功能，屆時，學生可以不必
每日再攜帶餐盒，直接使用學校提供的餐盤即可，但學校的制式餐具（湯匙和筷子），
請孩子一併自備使用，特此先預告。

供多重學習管道。

教學規劃
教學的規劃與設計，是學校的命脈，分以下幾項說

◎推動閱讀學習：結合圖書館，落實書籍導覽，公

佈借書排行榜並公開表揚。

明：
■培育英才，教學相長
◎ 四師共構：中外籍導師及中外籍專任教師－四

師共構，創造最佳學習成效。
◎同儕分享：落實教師專業能力，分享教學成果，

增強個人教學績效。
◎ 名師開講：邀請專家學者，對課程七大領域等

回饋與分享，提升學習認知能力。

4

■品德教育，普世價值

放家長服務專區，落實環保。

教育的目的就在開展孩子的無限潛能，為孩子
打開一扇窗，讓他們看得見廣大的世界。我們都是
孩子們生命中的貴人，隨時都在為孩子建構生命的
故事，讓孩子們學習的充實、豐富，快樂的成長。

7. 年度美語演講比賽
康乃薾教育體系一年一度的「美語演講比賽」，從初賽、複賽到決賽，分三梯次舉行，
學校十分重視培養孩子的膽識及台風，從小就訓練孩子勇敢的在大眾面前自然的演說，
希望家長盡量鼓勵孩子參加，並且不要給予太大的壓力，重視訓練過程的收穫應該大於
比賽結果的成績。
參加複賽者：每人提供參加紀念 Ribbon 一條及Token 一枚。
參加決賽者：未獲獎者每人均可獲得「參加之優異表現」獎狀乙紙。

8. 年度音樂社團成果發表預告
本校音樂社團的成果發表將暫定於下學期本校期末的「成果發表」時間，地點於本校禮
堂，請家長蒞臨指導！！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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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美麗在於
內涵的豐富與華麗

麗喆校園重整規劃設計理念
▲ 中小學部戶外遊具區

文／總務主任 李建霖

校園所有的建築與設施皆是境教的基礎，學校整體的教育理念與精神內涵由此開展。麗喆團隊要給
孩子們的校園環境不僅僅是優質的學習園地，更要是內涵充實豐富，真正創造無限生命成長價值的美麗
空間。校地寬闊、樹蔭濃綠如森林學園，「麗喆」校區清新雅麗，如同大自然蓊郁的懷抱，孩子寬闊的
視野與從容胸襟自此孕育。

▲ 200米綜合球場

▲ 戶外遊具區

教育理想的落實 -- 多元學習的戶外教學空間規劃
15,000 坪的校園誠屬不可多得，看看台中市的私立學
校，小者 2~3,000 坪，較大者同公立學校 5~6,000 坪，校
舍佔掉大部分的校地面積，僅剩有限的校地，實難規劃屬
於孩子的奢侈空間。為讓校內孩子享有更豐富的設施設備，

設校精神的開展 -- 既古典風雅也開朗自由

小學校僅能往下及往上發展，往地下挖三樓，再往上延伸，
孩子們在使用設備上十分辛苦，在地下室空調及光線都不

「康乃薾」團隊入駐，挹注校園重整規劃的創意與動能。

▲ 高爾夫果嶺區

如地面上的建築來的健康。

「康乃薾」設校之初對於美式傳統學院的校園風格有著堅持的
嚮往，就如同其名；顏執行長旅美多年且創始經營多所學校，

最明顯的例子台北市復興中學，校地僅 3,000 坪，從

對於空間經營的絕對美學與多元機能見解卓越、能於操作。此

幼稚園到高中，學生 3,000 餘人，僅有的小小操場，卻呈

雙向理想的堅持，成為麗喆校園重整規劃的設計理念與基石。

現了多功能用途，有小小跑道、有籃球場，路過行人與運
動者交織如一幅圖畫，很是熱鬧。

「康乃薾」團隊對於美式校園意象的憧憬正是一種設校品
質的理想與堅持。麗喆於校園重整之際，在教室建築物的規劃，

麗喆的孩子應該比別人幸運，可以在擁有 15,000 坪的

安排以湛藍色窗框與白牆，鑲嵌明亮大幅落地窗的細部處理，

校園裡奔馳，自由飛翔，享受大自然的綠地，躺佯在綠草

塑造出學校建築一致的、學風自由平等的表情，成功營造校園

觀看自然的落葉，很是自在與悠閒。

▲ 直排輪跑道

這一塊屬於孩子的天地，我們除了規劃孩子應該有的室

既古典風雅也開朗自由的整體氛圍。
▲ 美式大門

▼ 中小學部戶外遊具區

外遊具區外，我們還規劃有大、小足球場，為讓孩子有更多
元的體能課程，我們也規劃了高爾夫果嶺及練習場，提供親

美式學院的校園風格 -- 不只是外型的「像」

師生均可使用的場地，當然直排輪區也是孩子最愛的場地之

既古典風雅也開朗自由，不僅是風格，

一，此外，我們也規劃有果園區及開心農場，果園區種滿了

更是設校的精神內涵。美式校園風格 - 不只是

果樹，目前都有快收成的果實，

外型的「像」，而是全面的塑造。「麗喆」雖

讓孩子走進田園，認識生態。

是一所私立學校，然而以「學生」與「學生學

顏執行長最感興奮的是，此次

習」為中心思考的校園設計，顛覆市場以商業

的戶外遊具區，芬蘭及德國的

利益為考量的思考邏輯。「麗喆」的辦學理念

製造商，同意以空運的方式空

自然承繼自新竹「康乃薾」，當然延續自創辦

運來台，讓孩子在開學後，能

人對設校品質的理想與堅持，拋棄對自身利益

儘速使用。戶外遊具區尊重外

的追逐，將所有最好的資源全部分配到學生身

國廠商的專業，分為三區，分

上⋯⋯，這是以教育家精神辦學的典範。

▲ 多功能室內體能館

別為低年級區、中年級區及高

▲ 幼兒部戶外遊具區

年級區，讓孩子在遊戲當中更享受到安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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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麗喆」，
我們以給孩子最好的為榮

麗喆中小學

與

規劃
文／總務主任 李建霖

麗喆中小學原屬長春藤高中的設計團隊，有它原屬的風格存在，要翻轉成所謂康乃薾學校的「美
式」建築風格，基本上是不太可能的。康乃薾團隊僅能盡其所能，局部改變內外部的設計，讓麗喆中
小學的美式風格不是要型於外的「像」，而是「精神內涵」的塑造。「麗喆」是一所私立學校，難得
▲ 學生餐廳

的是：能以「學生的利益為優先考量」的教育宗旨，拋棄以市場逐利為考量思維，顛覆傳統認知。「麗
喆」的辦學理念承繼自新竹「康乃薾」，延續康乃薾團隊對設校品質的理想與堅持，以「學生」及「學

▲ 全新的遊具設備

生學習」為中心思考的設備與空間規劃，在最短的時間之內全數完成。

衛生設施

校園安全

由於康乃薾教育體系有著醫療專業的關係企業

「安全是給予學生良好學習環境最基本的後盾」-- 這是

背景，對於學生衛生及健康維護的要求更形注重。

康乃薾麗喆團隊對於校園設備與空間規劃基本的堅持。

我們設置易於控管的中央式廚房、RO 逆滲透飲水

上學、放學的流程動線

設備、大型全功能高溫殺菌洗碗機、大空間且新穎
的衛生消毒設備⋯⋯。

設置家長及校車「專用接送道」，規劃順暢安全的接送
動線及流程，讓孩子和家長都能在安全無虞的專區上下車，

空間規劃

▲ 理化實驗室

這是第二階段的規劃設計，目前尚未完成。第二階段的規劃
完成後，會設置「車道接送專區」，讓在車道等候接送的孩

「將所有最好的資源全部分配到學生身

子們在等候空檔時，可以進行「閱讀」、「書寫課後作業」

上 ⋯⋯」 這 是 康 乃 薾 創 校 的 教 育 宗 旨「Where

等候接送。在導護老師監督下，家長利用電話廣播系統，盡

students come ﬁrst」。在固定的大空間裡，我們既

速的接回自己的孩子。目前完成之第一階段僅能由大門口接

想要維持寬敞的學習空間，又不斷的想要增加最多

送，尚無法使用車子「專用接送道」，大門口接送也有設置

元的教學設備，每一個小細節都盡力要求完美、利

安全刷卡，記錄父母接送孩子的時間。

於學生安全有效的學習。

校園保全系統

新式的多功能空間設計

除老師和行政人員的照顧保護，另專聘保全人員於 24 小
時在警衛室值勤待命，無論是校區外圍或校園內部的任何角

整棟教學大樓一至五樓，主要空間配置除一般
▲ 新外貌之教學大樓

教室外，一樓有階梯教室、語言教室，二樓有圖書

▲ 禮儀教室

館、家政與烘培教室、西餐禮儀教室，三樓有電腦

落都規劃設置完善的監視系統，多重確保校園及學生的安全。

教室，四樓有實木地板打造的舞蹈韻律教室，五樓

▼ 圖書館閱覽區

規劃有自然實驗室、理化實驗室，從實驗設備到器
材完整新穎；另有音樂教室、樂器儲藏室、樂團演
奏室、個人琴房、美術教室及學生會議室⋯⋯等，
麗喆校園設備設施與康乃薾竹北校區大致相同，因
為康乃薾的多元教學都充分使用到這些設備，所以
在麗喆校區還是投入不少資金為孩子打造這些多元
的教學設備與設施，以利教學使用。

8

▲ 藏書豐富的圖書館

▲ 低年級寢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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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階梯教室

◎重建中的校園記錄
一般教室
▼ 語言教室

為讓孩子光線充足，教室明亮，整體教室是最大的
改造區，幾乎整面靠走道牆壁切割成半，安裝透明玻璃，
是改造的最大工程之一。學生桌椅也提供同康乃薾的桌椅
（來自日本廠商的學生課桌椅）。在教室硬體設備上，還
為班級孩子們設置有班級書架、學生個人置物櫃、教師置
物櫃，以及視訊、廣播教學設備、嵌入式的循環扇、中央
空調系統及防光窗簾等等。

色彩
麗喆於校園重整之際，在教室建築物的門窗規劃有
不同的使用功能，例如一般教室門框為暗桃紅色、資源教
學區（專科教室）門框及窗框規劃為藍綠色；行政區門框
及窗框規劃為淡藍色，以示區別功能教室的不同。另圖書
▲ 多功能室內體能館

館除門框及窗框為藍綠色設計外，內部規劃呈現新古典設
計，搭配國內外叢書，更顯得優雅樸實。

結語
「麗喆」的辦學理念自然承繼自新竹「康乃薾」，當
然延續康乃薾團隊對設校品質的理想與堅持，以及顏執行
長對教學多元功能積極拓展的主張與企圖，將所有最好的
資源全部分配到學生身上⋯⋯，在「麗喆」，我們以「給
▲ 室內游泳池

10

孩子最好的」為榮。

▲ 寬敞的舞蹈韻律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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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美國 ESL 課程

Building Up
A Competitive Edge

建構孩子的競爭力
英語力 ‧ 品格力 ‧ 創造力

自信力 ‧ 升學力 ‧ 國際觀…

文／外語教學組

孩子到美國本土或美語系國家念書，由於英文程

都用英語教學，當然英語也自然而然會成為孩子母語之

度不及當地學童，學校都會要求新學生必須利用課餘

外的第二語言，因為各科目包羅了所有生活課程。所以

時間加修「ESL課程」，什麼是「ESL課程」？ESL就是

真正的 ESL Program 絕對不是目前坊間雙語學校所規劃的

"English as a second language"的縮寫，也就是讓英文能

課程。比較可惜的是許多學校強調ESL課程，但在實質規

成為孩子的第二語言，如同母語般的流暢。更清楚的表

劃與教學上欠缺專業，例如：只安排 Reading美國語文課

達：如同台灣孩子使用中文般的流暢。因中文是台灣孩

程，Science美國科學課程僅以「每週實驗」方式教學或

子的第二語言（台灣孩子的母語通常為閩南語、客家話

挑選20%學期單元作為整學期的 Science 課程，也許這

或原住民語），中文是來自中華民國政府遷台後的官方

樣可以減輕孩子學習的負擔，也讓ESL成績單能更好看一

語言，為何台灣孩子可以很快很準確的學好中文，因為

些。所以如果孩子只強調美國語文的學習，那期待美語

每一種學科學校都用中文教學，包括國語、數學、自

能成為孩子母語之外的第二語言，還有一段漫長的路要

然、社會、藝能科目…等，所以中文自然而然成為孩子

走，要深根孩子英語力恐怕會更事倍功半，所以許多孩

的第二語言。就如同台灣的孩子到美國念書，全部科目

子雖然選讀 ESL Program，美語能力仍然不如預期之故。

ESL 課程教學特點

深根
英語力
ESL Program

ESL課程在教學上有以下特點，包括教材系統、

可以延伸運用。此外個人口語報告、小組團體活動、

教學美式、評量多元、中西文化、美語教學生活化及

美語演講以及主題研究(Research paper)及國際文化日

輔助教學電腦化。分別說明如下：

等活動都是很好的評量方式。

1. 教材系統化

4. 活動中西化

ESL課程選用美國本土學科教材含美國語文、美

在臺灣通常進行東方文化教學，如端午節、中秋

國自然學科、美國數學學科及美國社會學科，美國教

節…等等，為培養學生的國際觀，ESL Program加入了

材編輯12年一貫十分系統化，每一學年上下銜接，是

西方文化教學活動，讓東西方文化一併融入孩子的學

由美國專業課程編輯小組依國家規範編輯。採用美國

習。每年均舉辦頗具西方文化色彩的教學活動，如萬

教科書如同臺灣部頒教科書般，學習之教材自然系統

聖節的妝扮比賽、感恩節的感恩餐會以及聖誕節的活

化。美國語文除語文教科書外尚包括有自然發音、拼

動等。讓學生能真正體會西方文化的特色，除學習雙

字、文法及寫作等獨立教材，自然科學12冊，從小學

語言外，雙文化也是語言學習的重點。

到高中，上下連貫銜接。

5. 美語教學生活化

2. 教學美式化

一般學校的美語課程為會話的教學，並僅限於

ESL課程主學習之學科均安排由外籍教師教學，

一般英語會話課程。而ESL的課程則擴及美國語文、

教學自然美式化，會說英語的中籍人士當然可以教英

美國數學、美國科學…等，讓學生對於英語字彙的認

語，但因文化上的不盡相同，英語教學有可能會比較

識，不僅止於語文或生活會話課程，更能擴及數學、

偏離模式，所以正統的ESL Prodram應該安排正統的英

科學、社會等其他學科，讓美語教學朝向生活化。

語系國家教師教學，由其越高年級，語文除強調語文

6. 輔助教學電腦化

外，尚有許多關於文化、風俗之詮釋，非一般英語教
師所能教授。

家長分享篇 ( 康 )

404 Ray 家長

因緣際會下和孩子有在國外短
暫生活的經驗，很幸運地比別人多
了許多機會結交來自世界各地的朋
友。閒聊之際，對於其他國家的教
育制度有更深層的了解，跳脫僵化
的教育體制，建構孩子的競爭力，
刻不容緩。

其中一位來自芬蘭的朋友表示，芬蘭學生放假
多、上課時數少、沒有補習壓力，但卻可以多次在
的國際學生競爭力評比中，蟬連冠軍。世界第一的
閱讀率，絕對功不可沒，芬蘭的公共圖書館密度世
界第一，流動圖書館是像巴士一樣的圖書館，在社

提供與世界學童同步學習的契機，同時也推動黃金三

3. 評量多元化

區開來開去，小朋友隨時可以借到書。芬蘭人相信
閱讀不僅可增廣個人的見聞，透過閱讀文字，讓孩
子們產生愈來愈多的創新和好奇。

麗喆 ESL Program除了美國學科主教材外，仍引
進美國電腦教學輔助軟體 Compass Learning & Ellis，

美式教育拋棄以「筆試定終身」的觀念將評量的

角學習法的「Spelling的電腦軟體」，主要協助孩子單

範圍看成是一種學習的歷程，ESL Program評量方式十

字上的背誦及落實文法上的運用，具體奠定美語學習

分多元，擴及課堂上的參與及課堂外的成長。方式也

穩固的基礎，讓ESL課程輔助教學電腦化。

很慶幸孩子透過康乃薾每年校內舉行的國際文
化日，培養出的國際觀及語文能力，讓孩子在一次
的美國旅遊期間，有機會在短時間內，在黃石公園
當上小保育員並和園區管理單位的工作人員打成一
片，孩子們自信、流利的溝通能力，更顯平日基本
功養成的重要性。
唯有建構孩子的競爭力，造就孩子不平凡的高
度，開啟更大視野的國際觀，才能自信地迎向未來
的種種挑戰 !!
ESL 課程師訓

ESL 課程教學

電腦輔助教學軟體--Spelling

建構孩子的競爭力

ESL 課程教學三寶

在句型的學習上，讓孩子自然而然習慣標點符號及大小寫的運用，正
確而自然，但是很重要的就是一開始就必須訓練孩子正確指法位子並

Compass Learning
能在“國際化、全球化”高唱入雲的 e 世代，
可以說，誰能掌握英文和電腦，誰就掌握致勝先

達到不看鍵盤的境界，才能學得快又有效率，當然引進此套軟體的學
習是希望本校的孩子能像美國孩子一樣能將電腦運用於課程上。
學習，啟發孩子的思想、探索學習的樂趣、實現學

經過一學期多的訓練，35%的孩子進入標準狀況，已練習背有400餘

習的目標。

單字，45%的孩子還稍微會看鍵盤輸入，另15%的孩子較嚴重，完全

機。康乃薾斥資數百萬元，購買美國著名 WRC

Compass Learning 課程從幼稚園到高中系

Media 集團下的 Compass Learning 公司所開發

統化的設計，科目有 Reading 、 Mathematics 、

的 ESL 電腦輔助教學系統（ Computer - Assisted

Science 以及 Writing...等等，內容包括美國語文閱

1.Spelling 將教育部規定的1000個單字，配合研發例句練習。

Instruction, 簡稱 CAI），為孩子佈置出優質的學習

讀、自然發音、Story、Vocabulary、Study Skills

2.Spelling 智慧型成績管理，記錄孩子每日、每一階段的學習成績。

環境，以提升他們對英文的學習興趣與效能。該公

and Games...etc ，既完整又具延續性，老師容易

司的電腦輔助教學系統在研發專業度、師資教育訓

3.學習Spelling 最佳的附加價值是，英文打字能力必達專業水準。

教導，學生也容易學習。除了新生，麗喆的孩子使

練以及改善學生學習方法上已有30年以上的經驗，

用 Compass Learning 已有一個學期多，班級導師

在美國赫赫有名。目前全美有超過20,000所學校使

很清楚可以感覺到孩子的成長進步，孩子也特別喜

用該公司這套教學軟體系統。

歡上Compass Learning課程，因為除了生動活潑有

為給我們的孩子更好的學習環境，我們特別選
用美國 Compass Learning 電腦輔助教學系統，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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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的課程外，Compass Learning 有著另一份獨特

必須看鍵盤輸入，如果孩子持續朝標準的方向訓練，潛力將是無限。
PS.

美國教科書簡介 American Textbook

的魅力，讓孩子愛上它!

文／蔡宜軒 老師

由孩子自主式的互動練習方式，給予孩子適性化的

美國教育出版界一直是世界教育的領航者，在教材的編

Ellis

輯上早已是「十二年一貫」的特色。麗喆選用美國國內 No.1
的 McGraw-Hill 的教材，其專業值得信賴。

Ellis 電腦教學輔助軟體起源於美國政府為協助新移民的新生

麗喆的 ESL 課程教材，是直接空運來台的美國教科書，

代，早日能融入美國語言與文化，而特別製作與設計的電腦教學軟

訂購雖然相當的費時、費事，但在內容及設計上卻有“不可

體，幫助新移民的新生代在美國學校課程學習過程中能早日導入正

取代”的優勢，現簡述如下：

常課業的進度，不致於因語言文字的落差而影響當地學校美國孩子
的學習。
Ellis 公司是1990年由法蘭克奧圖博士創辦（30年致力於電腦輔
助教學軟體研發），榮獲政府2700萬補助金製作而成，在美國實驗
成績及教學成果有達到預期的效果，後來由美國 Pearson 書商承接
提供給目前正推動美語教學的國家使用。

1.美國教科書，圖文並重、色彩鮮明、印刷精美、內容豐
富，頁數為台灣教科書的2-3倍厚，在健康、社會、自然等
科目提共相當多參考資料，使學生能獲得更多知識。
2.單元的主題選擇：啟發性的思考重於說明式的主題敘述，
每本教材均配有練習作業本，當做作業及複習用。

Ellis 是透過影片主題式教學法，學生可以沉浸在真實的情境當

3.自然科教材設計較不同於國內。美國自然課程重視 「教學

中，大量的聽力及反覆練習，以磨練學生口語能力，「Ellis」以電

觀念」、「問題解決」及「邏輯思考判斷」的能力培養。

腦輔助系統教學方式來取代傳統教師的角色，讓學生可以依照自己

特別的是自然科教材還結合語文、邏輯、類比、創作、遊

的進度來學習、練習與複習，並在課程中融入許多有趣又好玩的活

戲等，以趣味性的方式達到教學的目標，讓孩子在學習過

動，讓孩子願意主動學習美語且樂在其中。

程中將自然與生活相結合。

康乃薾不惜經費購買每班一套 Ellis 課程，利用晨間提供孩子模
擬美國學校情境教學，希望孩子訓練美式的聽力與會話應用。

4.美國語文教材也不同於國內，通常國內課本已經囊括所有
的學習內容，但美國語文會細分成讀本、發音、拼字、字
彙、書寫等部份，皆有獨立教材。以這樣方式老師能夠清

Spelling/Grammar
黃金三角學習~ 打字、單字、文法、會話、寫作一氣呵成
Spelling 此套軟體的教學功能主要是從小訓練孩子正式的「英打技
巧」，在美國或在西方國家一般國小3年級以上孩子大多開始運用電腦
繳交作業、報告等,Spelling本套軟體藉著各式生動活潑的教學設計讓孩
子在熟背單字的過程猶如遊戲的挑戰，不知不覺，將文法的運用融入

楚了解學生語文學習的障礙以及所需加強學
習的重點。ESL 課程在小學階段並沒有安排
美國社會科(Social studies)，主要考量國內孩
子先認識自己國家的文化，等年紀較長再加
入其它國家文化的學習。

康乃薾家長 Wonders 使用心得迴響
文 : 503 洪卉然、吳芷萱媽媽

文 : 305 林能兼媽媽

Reading Wonders Online Resources
2015 美國語文線上教材～與美國孩子同步使用

Words Come Alive with
Reading Wonders Online

文／Tr. Tianna

閱讀對初學者來說是困難的課題，英文的閱讀更是讓他們怯步，失去信心。但是 Reading Wonders
Online 可能是他們的一道署光，因為它提供了多元豐富的學習工具幫助這些初學階段的孩子們突破障
礙，成為更好的讀者。
Learning to read can be a difficult task. Learning to
read a foreign language like English is even more daunting.
Luckily, Reading Wonders Online provides a plethora of tools
for young readers. Some of the most useful tools include
text recordings and leveled readers.
Text recordings are available to all students with
Reading Wonders Online. Every story in the Reading
Wonders Collection has an accompanying audio track,
recorded by a native English speaker. These recordings can
help students phonate new words, pronounce words properly,
and read fluidly. If your student prefers to read using the
computer, all online books have small speaker icons next to
the paragraphs in the text. When the speaker icon is clicked,
the recording plays and the recorded text is highlighted. For
students who prefer to read directly from a book, there are
also full recordings of the books which can be played while
your child reads. To access these recordings, simply search
for the story title in the search bar of Reading Wonders
Online.
Reading Wonders Online also provides access to
hundreds of Leveled Readers, which are extremely helpful
when learning to read. Leveled Readers are books that are
written to satisfy individual student needs through using
four different reading levels: English Language Learner,

Approaching, On-level, and Beyond. Additionally, the
Leveled Readers often accompany a story in the main
literature collection by using the same theme and
vocabulary. For example, a Grade 1 Leveled Reader
titled "Apples, From Farm to Table," comes in all four
levels. It is a supplementary Reader to the Workshop
story "A Look at Breakfast." Both stories expound on
the theme of where food comes from. They both use
the Unit 3 Week 5 vocabulary and they both introduce
nonfiction literature to the Grade 1 students. As a
teacher, I can assign this Leveled Reader as homework
and give each student his or her appropriate reading
level. I can also opt for group reading and select a
suitable level for the entire class. Parents and students
can also access this resource by selecting the student's
reading level in the Resources section of Reading
Wonders Online.
Reading Wonders Online is an invaluable tool
for young readers and English language learners alike.
Tools like text recordings and Leveled Readers guide
students in the right direction and appeal to individual
levels for an ideal learning environment. With Reading
Wonders Online, words are no longer just black and
white text on a page--words come alive!

Wonders 是活潑的電子書 , 內容符合孩子們的學
習 , 不僅如此，還強調遊興學習，所以還附有小遊戲 ,
提升孩子的學習興致，讓孩子們自學力提高許多。
Wonders 就像藏寶箱一般 , 引人入勝 , 在其中尋寶 ,
找到自己的方向。

102 年學期開始，學校使用
Wonders 這套英文書籍，我們家
Ken 比較喜歡 Wonders 這套英文
書籍。
就以書籍的畫面以及色彩感而言，書籍顏
色豐富，內容生動更能激發小朋友的學習，例
如：就單字的部分有豐富的圖片，可以讓小朋
友從圖片瞭解單字的意思。這樣可以加深印象，
增加學習的效果。另外，課文也有導讀的功能，
讓小朋友在發音上耳濡目染，這是很好的學習
方式。

一打開 Wonders 電子書 , Wonders 內容鮮明 ,
條理分明 , 還有各種功能 , 像是字詞意義解釋 , 就詳
細的解說字詞 , 還有小短片 ; 遊戲豐富多元 , 好玩又
不失教育意義 ; 還有分大本的書跟小本的書 , 讓孩子
們先讀小本的書來訓練自己 , 再讀大本的書更上一
層樓。貼心的設計 , 讓孩子的聽、說、 讀、寫能力
卓越 , 贏在起跑點。

有 Wonders 電子版的書籍，可以減少書
包的重量，這也是一大好處。說真的， 課本真
的太厚太重了，小朋友如果每天都要背這麼重
的書籍回家，不但辛苦，應該也會影響發育吧！

Wonders 電子書提高了孩子的自學力 , 我的孩
子在家使用後 , 不管是自學能力還是閱讀能力都有
很大的改變 , 一直突飛猛進。當我要求孩子閱讀英
語文章時 , 都沒有不確定或不會的字。甚至在孩子
看英文短片時 , 還能把英語翻譯成中文 , 令我感到十
分訝異。 Wonders 豐富的教學資源 , 讓孩子的英文
能力大幅增加。

整體而言，對於學校更換 Wonders 這套英
文書籍，家長是相當樂見，期望學校能夠持續
提供最佳的學習工具 / 書籍，來增加小朋友的學
習效果。

Wonders 給了孩子們知識 , 更賦予了他們學習
的動力與信心。 從前看到英文就退縮 , 絲毫無法去
接觸英語。 現在 , 有了 Wonders 孩子們邊聽 , 邊玩 ,
邊學 , 英文給人的負擔與刻板印象全部都飛到九霄
雲外 , 讓人們心中只能死記硬背的概念全部更新了 !

文 : 105 陳若晴媽媽

一開始接觸 wonders e-learning，
有點不知所措 , 但是隨著慢慢摸索後，
發現其實 wonders e-learning，除了能減
輕書包負擔之外，還有很多有用的資訊。

閱讀。

在 resources 裡面的 my books 或是 leveled readers
有好多的故事書，除了畫面精美、內容有趣之外，更
棒的是想聽哪一頁，只要點左上角的聲音，馬上就有
標準的英文，感覺就像是老師坐在面前講故事一般，
讓小朋友可以在有空的時候，聽聽英文故事或是自己

另外 resource 裡面的 games 網羅了各式各樣的
遊戲，有的是測驗 phonics，有的是 comprehension，
還有讓小朋友練習閱讀的流暢度 (fluency) 等。這
些遊戲都讓人感覺到 wonders e-learning 真的是包
羅萬象！以後孩子想用電腦的時候，就讓 wonders
e-learning 陪陪他們吧 !

Reading Wonders Online 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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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ence Project
科展 的 教 育 與 意 義
文／韓順興 主任
科展，是一個實踐科學家精神的學習延伸，是發現問題、解決問題的一連串過
程，是培養學生學習態度的好管道。自從實施九年一貫課程以來，現今教育較以往強
調認知、情意、技能三方面的均衡發展，然而正式課程中，每一類知識都講一點，
學生獲得的訊息很多都是由教師所傳授的，對學生來說，既不深刻，也沒有系統。更
由於升學考試的影響，學生必須將教科書的內容反覆記誦，無法達到真正有意義的學
習。科展活動的實施，正好彌補現今教育「實際動手做」的不足與疏忽，使學生得以
學到書本教不到的東西。
許多學生雖不是書本知識最好的吸收者，卻是個具有「大膽假設」的膽識和「小
心求證」的耐心與素養的人。科展使這類學生展露他們的才華，肯定他們擁有的優秀
特質。同樣的道理，科展也鼓勵那些傳統的績優學生走出教科書劃定的範圍，讓他們
發揮不同於課堂中的創造力與批判力。
在科展活動過程裡，並非由教師主導科展，而是由學生擔任主角。學生主動尋找問
題、設計實驗、思考解決方式，教師只是在旁協助引導的催化劑，藉由這種自我學習的
過程，能讓學生在以下各方面有所不同的發展。

（一）認知方面：
學生對於一些與日常生活現象息息相關的科學
概念，能用自己的方式表達，且能更深入了解
與探討，同時經由整個研究過程，了解科學探
究的方式與方法。
（二）情意部分：
透過科展活動的進行，學生覺得實際操作實驗
的學習方式，較課堂上有趣、輕鬆，引發更高
的學習興趣，耐心也比較持久。學生從解決問
題中獲得成就感，從實驗挫折中學習成長，並
能透過小組合作，共同腦力激盪，開發更豐富
的創造力。
（三）技能方面：
學生能自己獨當一面，從實驗設計構想、規
劃、材料的準備、實際操作，並將實驗結果
整理分析，完成一份研究報告。
在科學學習的過程中，科展扮演的角色不容忽
視，科展活動讓學生能跳脫以往傳統刻板的學校教
學，在真實的脈絡情境下，實際的觀察、思考、動手
操作及進行問題解決。這樣的過程中雖然會遭遇許多
失敗與挫折，但經歷這些考驗，小小科學家的幼苗會
慢慢成長、茁壯，獲得更甜美、豐碩的果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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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構孩子的競爭力

資優數學 提 升計劃

資 優 語 文 課程簡介
文／李建霖 主任

■ 教學理念

本校數學教育的理念是以「從加強數學深度及廣度，進而啟發學生思考能力與潛在能力。」
未來期許能將發展目標朝向「培養學生自動學習的能力、提供學生多元且提供多樣化的學習資
源，激發學生潛力，進而能建立學生責任感的理想前進。」
在雙語的教學情境當中，本校的孩子有了和別人所不同的學習內容與題材。我們兼容並蓄，
中西方數學並進的學習環境，台灣的數學題材著重運算及基本能力的養成；至於國外教材Math的
部分則能開啟學生邏輯思考與應用問題的問題解決能力，我們皆深信優質數學教育對我們學生的
重要性，學校的同仁們亦為了提升學生良好的數學學習情境而認真奉獻著。

■ 邁向優質數學的教學
1.演算／推理：紮實的演算及推理訓練，並透過命題研發，來設計靈活的數學題材，吸引學
生高度的學習興趣與熱忱。未來亦會逐步鼓舞資賦優異的學子參與全國性的
數學競賽，甚至逐步輔導莘莘學子投入國際性的數學競賽等等。
2.專題研究：參加每年度的科展競賽，提高本校學生參與數學研究的意願，期許他們透過手
腦並用，發揮高度的研究精神，來落實研究的好習慣。

文／王達偉 老師
自十二年國教實施以來，會考的作文成績經常在決定勝負的關鍵中，扮演重要的角色！而作
文不比其他學科，沒有特訓班、沒有特效藥，只有透過老師系統性的引導與啟發，加上時時刻刻
努力的累積寫作資本，最後才能水到渠成，達到「落花水月皆文章」的境界。
有鑑於學生對優質語文教育的需求，本校特別從三年級開始，開設「資優語文」課程。目的
就是要藉著「深耕孩子的閱讀力」、「厚植孩子的寫作力」與「啟發孩子的理解力」，最後達到
「聽、說、讀、寫」四大語文面向的能力提升！
中年級的課程，主要為系統化的介紹各種文體（記敘文、論說文、抒情文、應用文……
等），並且帶入創新寫作的教材教法來幫助孩子紮下基本功。而寫作過程中，強調標點符號的應
用與各種修辭法的潤飾。除此之外，在長篇的寫作中，我們也引導孩子利用「圖像化」的方式來
擬定一個易懂、好用的大綱。配合學校的文豪選拔與作文比賽反覆磨練，相信小筆頭變成大文豪
的日子，指日可待！
高年級除了寫作能力更加深化培養外，為讓孩子能順利銜接國中課程，特別對於課程內容額
外加深加廣。同時也將中國各朝代的演變與特色韻文(漢賦、唐詩、宋詞、元曲……等)做一個深入
淺出的介紹。不僅讓孩子能在步入國中前，先一窺精深文學殿堂的梗概，更讓「中國風」的古韻
味可以在文筆運轉中信手拈來，為翰墨增添一抹優雅。

3.教學情境：兼容並蓄的教學情境，透過中外師的活潑且多元教學情境的營造，使學生們
所擁有和別人不一樣的數學見地—寬廣的視野與國際化的心胸，於日後他們
必能昂首闊步邁向世界的脈動。
4.名師開講：聘請校外名師為學生加溫，引領教師不斷專業成長進而精進數學課程之教學。

104學年度在全新的麗喆中小學，引進了全新的優質團隊。並為了每一個麗喆的學生，打造了
優質的課程。我們致力於培養孩子「帶得走的能力」，相信資優語文課程所累積下來的知識，孩
子長大後不僅點滴在心，更是受用無窮。

21

Speech Contest

2015

Speech
!
囉
跑
開
喆
麗
賽
比
美語演講
文／Vic 主任
一年一度的美語演講比賽即將登場了，這是訓練孩子台
風及英文能力的最佳時機，此外也可增加臨場觀摩的學習經
驗，使美語教學更生活化。看到孩子們自信的站在舞台上落
落大方、充滿自信的表現，對於每位家長而言，這樣感動是

美

語

演

獎
講得

名單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優

低年級

侯君諾

葉凱恩

張安卓

中年級

陳瀚

陳佳筠

張芯瑋

高年級

陳昂德

吳菲

洪筠喬

國中部

洪千喻

林子稜

詹海銘
陳郁薇

無法用言語形容。
今年的演講比賽以主題演講為主，待孩子的語文能力更
上層樓後，將同康乃薾中小學同步加入即席演講與辯論等比
賽項目。對於高年級的學生，我們更希望他們能將美語當成
第二外語班的呈現，在發音、遣詞、語調等都能很正確的表
達。
相信今年的美語演講比賽會是一場非常激烈的競賽，也
希望家長能共襄盛舉，來看看這些孩子精采的表現。

勝

羅傑仁
黃皓軒

洪筠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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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教學培養創造力

品格教育＆ 獎勵制度

文／王達偉 老師

「德為成人之本，智為成才之源」，是千古不變
的法則。成才之前先成人，故五育「德、智、體、群、

多元教育培養孩子的創造力

美」以德為首。品格教育的目的就是要讓學生「認良識
善」、「明辨是非」並「身體力行」。

Fostering Kids' Creativity

正增強，不僅激發出孩子精益求精、發奮圖強的理想和

人服務」、十月的「節儉樸素」、十一月的「孝親尊

態度。每位麗喆的孩子都秉持著「時時做好人，處處做

長」……等等。每次升旗時間除了向孩子們說明中心德

好事」的正面積極態度，追求榮譽！

默化。

孩子的良好行為。不僅讓他了解自我與肯定自我，更讓

細分為「文字魔術師」、「舌燦蓮花王」、「小小

之星選拔的期待。究竟是什麼樣的活動，可以讓孩

秀才」。孩子可以收集平時寫作的作品，以展現文

子如此期盼？如果要談到可以激發小朋友榮譽感，

字方面的創作（文字藝術師）；藉由中、英文故事

並且兼顧多元智能培育的教育方法，就非「每月之

演講的歷程，老師也可以推舉美聲朗讀或說話有組

助人服務

星」莫屬了。

織、有內容的孩子，參與「舌燦蓮花王」的競選；

Citizeeship

獎勵制度的搭配推動，正如周文王配姜子牙，如魚得
水，相得益彰。

9 月主題

對於擁有良好閱讀習慣的孩子，我們則鼓勵學生透

101 Julia

102 Josh

201 Antony

301 Dylan

401 Max

601 Cheryl

701 Tim

801 Jay

901 Jennifer

KLIP Andre

101 Ting

102 Rosenny

201 Amber

301 Camellia

401 Timmy

601 Kent

701 Wency

801 Aine

901 Armstrong

KLIP Wilson

過閱讀護照，紀錄所閱讀的書籍並與其他人分享閱
讀的喜悅，以爭取「小小秀才」的榮耀（如附件照
片）。

八種多元智慧領域，分別為：「語文智慧」、「音

獲選為每月之星的學生將可以得到「 token 一

樂智慧」、「數學邏輯智慧」、「空間智慧」、

枚」，連結學校的獎勵制度，再次強化多元智能的

「人際智慧」、「內省智慧」、「肢體動覺智慧」

重要性。每一個正向的行為都是值得鼓勵的，藉由

以及「自然觀察智慧」等，每個主軸各分出2～3項

每月之星的推舉活動，孩子可以更加了解有助於身

的具體項目。

心發展的具體目標，並發揮自己的潛能。我們希望

及各項參考的指標，並且鼓勵孩子毛遂自薦或是收

都併發出稱羨的眼光。當此之時，君子之德風正悄然吹

KORRNELL LZ ACADEMY

到了當月的第三週，常常可以聽見孩子們對於每月

老師在一開學時，就可公佈該學期選拔項目以

上帶著天使般的笑容，不單是當事人開心，同學眼中也

Monthly Model Students of Virtue

集相關表現資料向同學們呈現。以語文智慧為例，

立對多元智慧的重視，因此每月之星的主題涵蓋了

們從老師手上領到token時，心中充滿榮譽感的喜悅、臉

品德楷模 得獎名單

「哇！又到了選拔每月之星的時候了！」每

星。我們鼓勵孩子除了著重智能發展外，也可以建

走進校園，孩子們最愛的就是收集token。當孩子

拂過每個孩子的心中……全新的麗喆，品格教育與token

除此之外，我們也會藉由獎賞的正增強作用，鼓勵

共計九個月的選拔活動，由各班推舉當月的主題之

我們特地為孩子量身打造一個相當具有吸引力的獎勵制

統，每個月都有安排一個中心德目，像是九月的「助

身教來達到各種顯性課程的耳提面命與潛在課程的潛移

每月之星是以同一班級一個學年為一循環，

為鼓勵孩子的好表現，建立自我實現的成就感，

token到學生中心來自由交換他想要的禮物。藉著這樣的

每週的品格教育課、班網、班級佈置、佈告欄與自身的

文／王達偉 老師

他在品格優質轉換的過程中，附加了一抹的自信心！

度。從有好表現的榮譽卡集章到兌換token、再讓孩子用

對應的「行為準則」。除此之外，班級的導師也會利用

選拔

501 Adam

每個孩子都能肯定自我，在多面向的學習主軸中獲
取均衡發展，成為閃爍的明日之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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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新的麗喆中小學承襲康乃薾一貫的品格教育傳

目的意義外，還會用中英文跟孩子們講解該中心德目所

每月之星

多元教學培養創造力

10月主題
節儉樸素
Prudet &
Meticulous

501 Stev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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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st Book Report
每月文豪選拔作品 G3~G4
文／李妙芸 老師
在全球化的浪潮之下，網路改變了我們的學習經驗與習慣，而究竟學校教育所能提供的關鍵
能力為何？我們以為應當是「閱讀力」與「寫作力」，這兩項關鍵能力代表著一個人的綜合語言表
達能力，直接影響的就是未來的生涯表現，無論人際關係或工作職場皆影響甚鉅。
四月份一期《商業周刊》以「越寫，越聰明！」作為封面專題，一系列深入探討的文章及名
人訪談，都在強調寫作能「活化大腦」，讓人寫出「邏輯力、創造力、思考力」，說明寫作對一個
文／401 張芯瑋

人各方面成就關聯至為重大。
康乃薾教育體係有鑑於此，創校至今戮力推動寫作與閱讀的風氣，在校內固定每月舉辦「閱
讀心得寫作」活動與頒發各年級文豪大獎，以鼓勵學生自由閱讀與寫作。

1

st
一、書名：維多利亞女王

二、作者：梅洛琳

二、作者：簡學舜

三、出版社：格林

三、出版社：三民

四、內容大意：
我今天要跟大家介紹的書是「寂寞的第一
名」，這是在說一位成績好的國中生故事。
文／301 高宜璿
一、書名：用點心學校

1

st

文／301 任科澄

2

這本書的內容是：有一位成績好、學業非

nd

文／401 許立穎

一、書名：寂寞的第一名

2

nd

四、內容大意：
這是一本人物傳記，是在說維多利亞女王的一
生。我最喜歡看和皇室有關的書了，尤其是英國的
維多利亞女王。

凡的青少年，他的個性總是非常冷靜、沉默，

她的姿態優美，又多才多藝，才能被選上成為

並不會有太大的反應。自從他得知自己在國小

手握萬權的英國女王。她的童年事事都比姐姐好，

二、作者：林哲璋

一、書名：再見大猩猩

時期的仇人鄭伊如也在此校就讀後，經常因為

獲得萬人的讚賞，母親才會把王位繼承給她。加冕

三、出版社：小天下

二、作者：瑪麗、波、奧斯本

意見不合與別人突然大打出手或有語言、肢體

典禮那一天，早上維多利亞就被典禮的樂隊吵醒

三、出版社：小天下

霸淩時，情緒大變而發生許多爭執。一天一天

了，她氣呼呼的起身，不知道今天是加冕典禮呢！

四、內容大意：
想知道小小布丁人如何勇敢的變身為「脆皮焦糖

四、內容大意：

過去後，同學會快要到了。那位女同學鄭伊如

後來，姐姐近了維多利亞的房間裡，告訴她今

布丁」？堅強的蛋煎小子是怎麼成為夜市裡的超人氣

有兩個小朋友要幫助他們的好朋友摩根

就在下課時間和班上的幾位好朋友說關於同學

天是她的加冕典禮，她的氣就在一夕之間散掉了，

美食？還有沒自信的臭豆腐學長如何闖出一片天？歡

找魔法，他們遇見大猩猩群，猩猩們協助他

會的事，那位青少年聽到後，心裡五味雜陳，

她驚訝的說：「啊！說的也是呢！」於是她換上了

們找到魔法。

因為事實上，他並沒有收到有同學會的消息，

正式的服裝，走上了閃耀的紅地毯。維多利亞頭上

迎大家來「用點心學校」用點心，一起欣賞點心人美
味又歡樂的故事！

五、心得：

是後來別人在跟班上同學聊天時聽說的。同學

頂著金色的皇冠，手上拿著長長的權杖，看起來又

我覺得這兩個小朋友很喜歡幫助並願意

會當天，青少年因為還在憂愁，所以太過認

威風又美麗呢！

我覺得這本故事精彩的地方是，小小布丁人勇敢

幫助別人，因為摩根曾經在他們困難的時候

真，沒想到旁邊的車子一時失控，撞了上去，

維多利亞當上女王沒多久，就遇上了她的真命

變身成「脆皮焦糖布丁」，我覺得他在『烤』試的過

救過他們，所以好朋友之間應該互相幫忙他

雖然那位青少年不討人喜歡，但大家都放下

天子了，兩人一見鍾情，注定了彼此就是一對，不

程中，他因為被火焰烤得焦頭爛額，昏倒在「烤」

們很勇敢的去嘗試不一樣的探險與想辦法解

手邊的事情，過來幫助、關心他。他後來才知

是因某人成了一對，而是天生一對。婚後，家中常

場，真是太可憐了！還有玉米弟弟為了白米妹妹挺身

決困難的問題。這是他們第一次碰到森林之

道，大家其實也沒有想像中那麼壞。

常傳來好消息或壞消息，好消息是維多利亞一家人

而出的跳進壓力鍋，不久突然「轟！」了一聲，玉米

王－大猩猩，原本以為兇惡巨大的黑猩猩，

弟弟已經不是玉米弟弟了，他變成了一大碗爆米花，

其實是很溫和和善良的動物。他們年紀很

在這個故事中，我學到：外表和內心的感

不久，她的先生不幸死亡，也不知道是什麼原

因此白米妹妹也跳進壓力鍋，變成了一大個爆米香

小，但是他們很勇敢，特別是他們對自己很

覺，不一定畫得上等號。所以，長相、個性和

因，這並沒有把她擊倒，反倒給她了鼓勵。她也是

了。

有自信，他們一定可以找到所有問題的答

他（她）所表達的，內心的事物才是他（她）

英國最久的女王喔！

案。不知道他們下次又要去哪裡探險？我覺

要給的答案。真心的人才是真正值得欣賞的

得這本故事書很好看，一起來看吧！

「好朋友」。

五、心得：

看了這個故事我有兩個感想，第一個，成功是要
經過磨練和努力的。第二個，要有愛，好朋友之間要
互相幫忙。朋友之間要互相幫忙。

五、心得：

又要去野餐了，壞消息是她的先生生意失敗了。

五、心得：
經過多重打擊事件，她都沒退縮，我們一定要
學她永不放棄的精神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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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601 魏思涵

Best Book Report

1

st

一、書名：老師有多辣

文／601 陳咨翰

二、作者：林哲璋

一、書名：二○九九

三、出版社：小天下

二、作者：侯維玲

四、內容大意：

三、出版社：九歌

哇沙比老師和辣椒老師因為要爭取到「全校最

每月文豪選拔作品 G5~G7

辣老師」的頭銜，展開了一場比賽。比賽規則是：

二○九九這本書是我作文班老師介紹給我

用食指塗上自己的辣和對方的辣放入口中，誰放得

的一本書，裡頭講的是主角蝶與蝶的妹妹鎂，

最久，便是贏家。後來，兩人辣到昏倒，薑薑薑薑

他們生於二○九九年的新人類，他們住峽北

老師的學生－薑母茶救了他們。全校決定，因為薑

市，但卻因為東邦聯要與西邦聯發生戰爭，所

薑薑薑老師的辣不僅能救人，很有味道，所以把全

以只好離開家了。

五、心得：

文／501 于德亘

1

st

一、書名：神奇的小左手

2

nd

nd

四、內容大意：

校最辣老師的頭銜給了她。

文／501 莊涴筑

2

他們因戰爭所以只好離開家，來到了第三
號溫室森林裡生活。溫室森林裡有許多房間，

這本書十分有趣，學生全都是食材，而老師們

因峽北市有許許多多的人，所以蝶與鎂只能不

都是調味料和廚具，整篇故事都是用轉化中的擬

分日夜守護著他們的床位，他們在搶床位時還

一、書名：愛德華的神奇旅行

人筆法，替這則故事添加了趣味性。這本書運用

認識了兩位新朋友創與婆，由於溫室森林是密

二、作者：高怡蘋

二、作者：凱特‧秋卡密歐

了非常多的修辭，例如：我們的辣是辣得要命，可

閉空間，而且那時西邦聯剛好丟出了一顆可以

三、出版社：慈濟傳播人文志業基

三、出版社：東方

薑薑薑薑老師的辣可以救命，這是映襯。而且這本

炸爆地球的反夸克彈，反夸克彈讓空氣變得風

金會

書有時會讓人不自覺流下口水，沒辦法，它裡面的

雨交加，沙滿天飛的後果，讓在第三號森林的

四、內容大意：

四、內容大意：

食材實在太好吃了！有布丁、汽水，甚至有新創的

人，幾乎都生了場在病，甚至還有人死亡呢！

郭翔芸出生時左手臂就少了一截，沒

料理－哇沙比巧克力人，但是我想我吃不下去。不

相當得恐怖。

有前臂、手掌和手指，不過她很喜歡運

愛得華是一隻陶瓷做成的兔子，這故事一

過我覺得參賽選手可以多一些，比如加上蒜蒜老師

動，不管是足球、扯鈴、游泳都難不倒

開始就以擬人法賦予愛德華人性。他被小主人

和椒老師以前的學生－泡菜老師，而且這本書有描

我感覺蝶與鎂十分得勇敢，因為他們不管

她，也在學校交了許多朋友，而且，她還

寵愛，擁有自己的衣櫃、床鋪及姓名，雖然無

述到為老師加油的班級，也就是麻辣火鍋班和壽司

生活有多麼惡劣，他們也勇於面對，沒有退

是「家事小達人」，煮飯、洗碗她都行，

法行動及說話，但卻有自己的主見及想法。

班，我覺得可以加上生魚片班和麻辣活魚班，這樣

縮，十分勇敢。還有一點是他們十分愛護彼

她還曾經雙手並用改造一個布玩偶呢！三

愛德華是一隻被寵壞了的陶瓷兔故事，一

一來便使種類更多樣化了，也使讀者感到更有趣。

此，這點我可學習如何對待弟弟。

年級時，她還參加鐵人兩項，不只運動，

開始述說兔子的自私，他不愛自己的小主人，

最後，我會把它推薦給那些因為寫讀書心得，卻不

這本書讓我感觸許多，希望老師也能去看

音樂也是她的最愛，僅管用左手壓弦，容

眼中只有自己，直到有一天他不慎落入大海，

愛看厚厚的書的小朋友們，它有插畫，字也不小，

看這本書，看看這本讓我感觸許多的一本書。

易磨擦破皮，她還是堅持下去，因為她總

被漁夫撈起後，展開一段奇妙的旅程，愛得華

你們一定會愛看的。

是樂在其中，況且翔芸相信，只要是自己

在這段旅程中，經歷被丟進垃圾桶、隨流浪漢

演奏的，她就很滿足了！

敘述一隻陶瓷兔因為一段奇妙充滿愛的旅
程，而懂得學習付出及關懷。

流浪、被架上木桿當稻草人，又成為一位貧病
小女孩的親密夥伴，最後重返小主人艾比琳的

五心得：

五、心得：
讀完這本書後，我覺得翔芸很樂觀去

1

懷抱。

面對每件事，我要學習她，不管遇到什麼

五、心得：

文／701 沈吟霈

挫折，一定要樂觀的去對待它，日後一定

讀完愛德華這隻陶瓷兔充滿愛的冒險旅程

一、書名：哈利波特

會有美好的結果。如果說，「失去」是為

後，感受到他由自私、飽受磨難及外貌逐漸毀

二、作者：J ．K ．羅綝

個使人拍案叫絕的好故事。我很佩服J．K．羅綝,

了要學會「珍惜」，一定要精彩的做到這

損殘破後，卻因為這段旅程心中漸漸盈滿愛，

三、出版社：皇冠

雖然她本來是個單親媽媽，但卻能在那種辛苦的

一點！不要為了自己的不完美而難過，反

學習懂得愛人，為人付出。故事中鮮明刻畫人

四、心得：

環境下寫出如此完美的作品，是世界數一數二的

而要慶幸自己擁有那完美的一端，還要不

與人之間最重要的聯繫力量－愛與包容，每個

如果有一部電影，可驚動全球，選拔許多演

斷的激發出生活創意和面對困難的勇氣，

人都應珍惜和關愛自己身邊的每一個人，也唯

員，實現許多小孩願望，它就是令人愛不釋手的

妙麗和榮恩也是一個稱職的朋友，常在需要

完成許多能用完美得一端協助不完美那一

有愛才能讓人生故事有幸福快樂的結局。

哈利波特。它總共分七集，共十本書。我每一本

他們的時候伸出援手，幫助哈利波特讓他有安全

端的任務，讓自己的生活過得多采多姿！

都看了，她讓人意猶未盡，百讀不厭。

感。如果我是哈利波特，我一定像個縮頭烏龜一

st

文中的哈利波特，憑著堅忍不拔的意志，終

敢，遇到困難時永不退縮。這個故事裡頭包含愛
情、友情、親情各種讓人驚奇的故事情節，是一

成功作家。

樣躲著，無法如此英雄的突破重重難關。

於擊敗了佛地魔。他的伙伴—妙麗、榮恩，陪著

你看了嗎？如果還沒，快點將玩電腦的時

他一路走來。跟著他找到誰是佛地魔派來的間

間，拿來讀一讀吧！書是我們的良師益友，看完

諜，鄧不利多是誰害死的……。

它你會獲益良多的。所以快到圖書館借這套書

我是哈利波特的忠實粉絲，因為他總是很勇

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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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開辦音樂社團的組別與擔任指導的師資群，都是擁有國內外名校演奏學歷與教
學豐富的教師們，相信在他們的帶領下，本校管絃樂團即將孕育誕生。

『麗喆管絃樂團』

Violin

小提琴組

開鑼了！

陳雅婷老師

文／學務主任 陳瓊珠

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琵琶第音樂院演奏碩士。在美國求學期間
曾經在某個雜誌上，看過一個統計數字，
讓我非常驚訝：
「自諾貝爾獎設立以來，德國人（含其他

了培養孩子的藝術涵養外，更能增加了孩子的

師事現任印地安納大學Steve Wyrczinski教授，並接受過茱莉亞音樂院

自信力，開拓孩子的視野與心胸，培養孩子敏

教授黃心芸、巴黎高等音樂院教授Bruno Pasquier指導。

銳的覺察力與情商能力。

學成歸國後除了在學校致力於音樂教育，也多次與不同的室內樂

國家德裔）獲得諾貝爾獎的人數接近諾貝爾獎

近年來，科學家的多項研究發現，如音

團體一起合作，在台北市社教館、高雄市音樂館、新竹市國際會議廳

獲獎總數的一半。更有人這麼說：84多萬德國

樂對大腦皮質層的影響，就有莫札特效應的論

等地演出。現任教於台中市東勢國小、東勢國中、苗栗縣公館國小、

人，與全世界剩下的60多億人分享了一半的諾

述；音樂與情商(EQ)的關係，透過音樂，能讓

公館國中、台中市Morrison Academy等音樂班，麗喆中小學絃樂團。

貝爾獎。」

人更淡定，舒壓情緒。因此，無論站在教育的

是德國人生來特別聰明？那可未必。
是德國人基礎教育做得好？也不一定！
與其說德國人精於培養下一代的競爭力，

Violin

觀點，或者科學的論述，孩子們學習音樂，不
是成長的負擔，而是激發他們感性世界的鑰
匙，更是陪伴一生的摯友。
本學年度開始，利用星期四下午第九，第

許禮多老師

不如說德國人善用藝術的力量，優化孩子的成

十節（共90分鐘），開辦音樂社團，讓孩子依

長道路。（摘錄）

自己興趣選組。目的在於從音樂社團習得「一

畢業於東海大學音樂研究所，主修小提琴。除了擅長一對一小提琴

這些年來，臺灣流行的一句廣告詞：「學

人一樂器」的專長，並能與他人合奏或合唱，

專業教學，近幾年也努力鑽研弦樂團體教學，希望能讓更多人體驗音樂

音樂的孩子，不會變壞。」雖然它是一句廣告

培養合群的社會能力，激發學習的潛能。在未

的美好。

詞，但學習音樂，確實可以對於未來未知，給

來的學習路上，有音樂的陪伴，期盼能創造更

孩子一種正向的信心與力量。因為音樂教育除

豐富與多元的人生。

許老師認為「音樂是屬於每個人的，每個孩子都有能力學習音
樂。」身為音樂老師，最大的目標就是在啟發學生的潛能，而我們又要
如何知道孩子們做到了呢？其實很容易，當他們眼睛閃閃發亮，就是成
功的時候！讓我們一起期待麗喆的孩子們站上舞台，眼神發亮的演奏時
刻！現任教苗栗縣公館國小、公館國中音樂班、麗喆中小學絃樂團。

張舒玓老師

Violin

美國印第安那大學小提琴演奏碩士，曾獲三項全國小提琴比賽冠
軍，並獲頒臺灣師大木鐸獎章。臺師大畢業後，獲印第安那大學獎學
金，於該校完成小提琴演奏碩士學位。在美期間於大師Prof. M. Fuks門下
習琴，並擔任其教學助教，及IU Concert Orchestra 第二小提琴首席。Fuks
教授讚譽其演奏富高度技巧與藝術性，並相當具表達力與啟發性。張舒
玓近年來除於台北國家演奏廳等舉行獨奏會外，亦任教於【臺灣藝術大
學】音樂系，及【康乃薾麗喆雙語中小學】…等，並為【音契合唱管絃
樂團】及台中市【美藝弦樂四重奏】小提琴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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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llo

大提琴組
洪婷琦老師

直笛組
鄭椀云

以全額獎學金就讀美國伊利諾大學香檳分校並獲得大提琴演奏博士。

畢業於東吳大學音樂研究所，主修單簧管，大學期間參與

旅美期間考取進入美國伊利諾交響樂團，獲聘於加拿大國際藝術季擔

協奏曲比賽並獲得演出機會，與該校管樂團假台北縣新莊市文

任駐院音樂家，以及紐約92Y藝術中心之大提琴家，並活耀於北美歐洲各地

化中心演出《韋伯單簧管小協奏曲》(C.M. von Weber: Clarinet

以獨奏、室內樂、協奏曲、現代樂等形式巡迴演出。

Concertino, Op. 26)深獲好評。曾受邀擔任孫樹文教授與張美莉
教授聯合音樂會單簧管協演，此外亦積極參與管絃樂團、室內

回台後以獨奏及多種室內樂形式獲邀演出於國家演奏廳、台南雅音

樂及音樂營大師班等各項演出，曾為國立台灣交響樂團附設青

樓、各縣市演藝廳及文化中心、台北社教館、中山堂等，2014年加入由台

年管樂團、台北愛樂青年管弦樂團團員。現為 Amoclef 室內樂

中市政府輔導之美藝鋼琴三重奏致力於各區導聆音樂會，目前任教於嘉義

團團員、目前仍在輔仁大學音樂研究所音樂治療組深造中。

大學音樂系及麗喆中小學絃樂團等校。

長笛組
張家蜜老師

Recorder

Flute

合唱
曾苡翔老師

Chorus

畢業於德國法蘭克福音樂暨表演藝術學院，獲得藝術家長笛演奏

畢業於國立台東大學音樂學系，主修聲樂。求學期間，於台

文憑學位，而後憑藉對樂團演奏實習的濃厚興趣,繼續於德國國立曼海

東縣立文化中心參與神劇彌賽亞演出，與高雄歌劇團於台東縣立

姆音樂暨表演藝術學院追隨Prof. Jean-Michel學習樂團片段演奏技巧與

文化中心演出歌劇丑角，參與國際合唱音樂節於台北國家音樂廳

詮釋,經過兩年學程嚴格訓練後,獲評審一致通過的殊榮高分畢業。

演出莫札特安魂曲，台東大學合唱團東部巡迴演出擔任女中音獨

於德國就學期間，曾多次參與當地管絃樂團，或是室內樂及獨
奏等各項演出。回台後，除了致力於長笛音樂推廣及教學，並活躍於
樂團演出。現為國立台灣交響樂團附設管樂團及大台中愛樂管樂團團

唱，舉辦個人聲樂音樂會。
畢業後，致力於合唱教學，指導學校合唱團與社區合唱團，
均獲優良成績。目前任教麗喆中小學。

員，並擔任中小學管樂團及音樂班長笛個別課指導教師。

直笛組
余承歡老師

Recorder

畢業於台灣師範大學音樂系。主修低音管，師
事徐家駒教授。

Guitar

吉他
楊耿豪老師

畢業於日本國際新堀藝術學院。曾經榮獲日本多項古典吉他獨奏
重奏大賽首獎。曾任台灣吉他學會秘書長，現為台中圓滿樂團團員，
彰化米可吉他創辦人，米可吉他合奏團指揮。

先後畢業於台中市光復國小音樂班、台中市雙
十國中音樂班、台中市曉明女中音樂班。在台灣師

回台後，除了積極參與演出，還致力於推廣古典吉他教育，讓台

範大學曾參加管樂團，並多次參與寒假巡迴表演並

灣學子有更多的機會接觸並深入了解古典吉他。2015年成立台中圓滿

與管樂團於泰國、日本及北京演出。目前任教於麗

樂團「男人幫」，以小提琴、吉他、手鼓、踢踏舞四手聯合即興創作

喆中小學。

方式做為表演模式，活潑又富有創意，引起熱烈迴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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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tra-Curricular Program

豐 富 多 采 的課後 才 藝
文／余承歡 老師
史賓塞（Herbert Spencer）在《史賓塞的快樂
教育》中提到，孩子在哪方面有潛能，便會在哪些
方面表現出興趣，每一種興趣都對應到孩子的某種
潛能，如果充分表現出來，就是專長。

◎ 藝術類

為了激發孩子的潛能、開啟孩子的多元智慧，
並建立孩子的風度與自信心。我們特別在每天下午
五點至六點的課後時間，就不同的智能領域，開設
了多采多姿的課後才藝課程。

「學琴的孩子不會變壞」，悠揚的小提琴樂聲
能夠陶冶性情，讓孩子情緒更加穩定。也能培養孩
子優雅的氣質，更是一掃學業壓力的好方法。

◎ 運動類：
1. 足球
4. 直排輪

2. 籃球
5. 游泳

3. 羽球

運動的好處有很多，就一般人所了解不外就是
促進健康、減重，甚至拓展社交生活。現代人的對
教育的要求，普遍比過去來得高。孩子每天都在和
壓力搏鬥，而運動的習慣，將成為孩子征服困難的
優勢。
游泳才藝所學的泳技搭配體育課程中推行的游
泳與自救能力指標，讓孩子在運動之餘，也能擁有
水上自救能力。
籃球與羽球一直都是受歡迎的運動項目，「君
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
君子！」透過孩子喜歡的運動項目來陶冶風度與品
格，不也正是一舉數得的好方法。
直排輪不僅是鍛練下肢出力與穩定度的好方
法，藉由高速的滑動與平衡的保持，更是加強感覺
統合的好方法。感覺統合好的孩子，不僅性格穩
定，學習力更是高人一等。
除此之外，我們開設最多的足球才藝課由外
籍老師擔任教練，孩子上課時，除了學到足球的技
巧、體適能的增強外，外語能力也在不知不覺中提
升了！

◎ 益智類
1. 樂高物理

2. 樂高機械

利用孩子們都喜歡的樂高積木做為媒介，經
由造型設計與組合遊戲，認識基本物理原理，訓練
細部動作的手眼協調。課程中也強化觀察對稱、平
衡；計算方向與速度、排列機械動力傳動順序；最
後，學習堅固結構與立體空間概念；進而集大成為
孩子創意的作品。

1. 舞蹈
3. 小提琴團體班

2. 流行音樂

精力旺盛的孩子則是可以選擇流行音樂課程。
不管是隨著音符熱情的奔放青春，或是在眾人稱羨
的目光中養成巨星的台風。在孩子的成長過程中，
都是難得的經驗！
除了音樂以外，舞蹈也是孩子們展現藝術的選
擇。隨著音樂的律動擺動身體，並融合節奏與肢體
動作展現力與美。孩子在揮汗練習後，散發出的光
和熱一定能在舞台上贏得掌聲、找到自信！

◎ 樂器個別課
1. 鋼琴
3. 小提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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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大提琴
4. 長笛

本學年度增加設備新穎與寬敞的琴房，讓許多
在技巧上需要精雕細琢的樂器課程，有了更加完備
的設備與空間。
一對一的教學雖然費用較高，但教師更能掌握
孩子的學習狀況，並制定個別化的教學策略，達到
事半功倍的效果！
「才藝」興趣化，「興趣」生活化。將學習
融入生活，一點一滴的累積能力資本。就像史賓塞
（Herbert Spencer）所說：「沒有一種快樂比得上透
過自己努力而證明的，那怕只是一點點的能力。」
孩子最了解他自己的成長。透過多元、快樂的學
習，孩子們更能夠了解自我與建立自信。而有了自
信，自然能夠在未來的人生道路上，散發更多的光
與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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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cer

Swimming

愛 上 足球課

愛上 游泳課

文／李翊岐 老師

文／李翊岐 老師

體育，是非常需要人際溝通與團隊合作才能

每年夏季一到，很多人都會想去游泳池、溪

有好表現的課。好的體育課能教會孩子許多比運

邊甚至是海邊為水消暑，但往往都會有溺斃的新

動技巧、贏得比賽更重要的事。

聞發生在電視上，如果自己真的碰上了，該怎麼
辦？

今年學校開始推廣足球課程，以團體性運動
而言，桌球桌子太高、籃球籃框太高、籃球又太

學校今年開放游泳池，為的是期許學生都能

重，羽毛球、網球拍子更是拿不動，學齡前的孩

有水上自救的能力，除了自救能力之外，還希望

子骨頭膠質多不怕摔、復原快，而且足球的基本

能有救別人的能力。所以游泳課時，每次上課都

動作訓練可以增加他們下盤的耐力與靈活度，會

配有兩位教練及一位救生員，讓學生有良好及安

是將來他們不論學甚麼運動都需要預備的能力。

全的學習環境。

足球課不是只有隨興踢踢球而已，必須伴隨著團
隊間的合作、不服輸的態度、挫折容忍度高的精
神，才可以掌握住所有足球技巧！

所有的運動中， [游泳] 對人體的幫助最大，
除了全身性運動，還有物理治療及紓解壓力的效
果。游泳注重換氣，正如同吐納一般對於心肺功

孩子們在球場上不小心摔跤了怎麼辦？就

能影響很大。游泳還可以改變體質，例如過敏性

是站起來繼續踢，因為少了你，球場上就馬上少

鼻炎及支氣管性氣喘，均可藉由長期的游泳而減

了一人，所以請站起來繼續踢，大家為團體的榮

輕症狀及治愈。在水中活動對皮膚、肌肉都具有

耀而努力。看到孩子摔倒了爬起來繼續踢，或是

按摩的功效。在這裡除了要讓學生愛上游泳課之

守門的孩子奮力擋下一顆球之後，又馬上繼續連

外，主要目的也是希望藉由游泳教學，學生都能

著飛撲滾地擋下下一球，心裡總有著滿滿的驕傲

達到教育部規定的游泳及自救能力指標，讓學生

與感動，誰說我們的孩子是草莓族，我相信從小

有目標的學習並培養自衛、救人的能力。

就培養他們『運動家的精神』，以後在人生的路
上，再大的挫折，他們都會擁有「爬起來繼續再
戰的能力與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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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一 注 音 符 號 與 數學 闖關 紀實
文／劉欣瑜 老師
對每位小一新生來說，學習注音符號的這十
週可是進入國語學習的重要關鍵時期，而「注音
符號闖關活動」和以往傳統嚴肅的紙筆測驗大不
相同，它是以寓教於樂的闖關方式來驗收孩子這
段時期的學習成果，非常適合這群活潑的小一新
鮮人！
今天就是孩子們測驗注音符號的重要日子，
下午吃完點心以後，一年1班、一年2班的小朋
友帶著興奮的心情前往體育館，從好幾周之前就
開始詢問老師「什麼時候要闖關？」，懷著滿滿
的期待，今天終於可以如願來挑戰「注音符號闖
關」囉！在校長、主任、老師們一陣的精神喊話
後，闖關活動就這麼展開了！
注音符號闖關活動一共分成四關，每位孩子
會先拿到一張闖關卡，依照老師的分組後，每組
依序帶著闖關卡去闖關。
第一關是「超級辨辨辨」，孩子要根據發
下圖片所提供的線索填空上正確的注音，目的在

測試孩子是否能辨別ㄛ、ㄡ，ㄥ、ㄣ及ㄝ、ㄟ！
第二關是「眼明嘴快」，由孩子分別從三個箱
子抽出「聲符」、「韻母」以及「結合韻」，考
驗孩子是否能正確拼讀及發音。第三關為「填字
高手」，孩子必須看圖填寫括號中語詞的正確
注音，考驗孩子理解後輸出的能力！第四關「童
言童語」則是考驗孩子聲調拼讀及念讀語句的能
力，每一次有五到六位的挑戰者，隨機挑選椅子
坐下，再從椅子下方取出關主提供的語句條並正
確唸出，就可以過關。
每一位孩子都很認真的拿著闖關卡去蒐集闖
關的印章，看到孩子望著闖關卡上滿滿印章的滿
意表情，老師也很為你們感到開心且驕傲。結束
了闖關活動及國語首冊的教學，即將邁入的是國
語第一冊的教學，孩子們將開始接觸國字，為他
們國語的學習揭開了序幕！希望透過國字的學習
能夠讓孩子學習到更多知識，孩子們，要繼續努
力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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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acter & Life Education Building

孩子成長過程中總是從錯誤中學習，從錯誤中
成長，教導孩子勇於認錯，對自己行為能夠負責是
非常重要的目標。我會定期陪伴孩子一起省思自己
在行為上有哪些部份是需要繼續努力改進，找出解
決問題的方法，讓孩子能夠養成自我負責，做到今
日事今日畢，盡到自己該盡的本分，成為一位真正
負責任的好小孩。

四、 尊重他人一定要 :
級 生 活 教 育 的 推 動 在 今 年 104 學 年
裡，隨著嶄新的校園全面啟動，我們
將陸續在本校期刊報導各班級的生活教育
推動情形，敬請期待！

班

班級生活教育的規劃與實施
文 / 曾苡翔 老師

美

國 知 名 教 師 隆 ‧ 克 拉 克（Ron Cla） 曾 說 :「 優 秀
是教出來的。」優秀不是天生，而是後天培養而成，
小學階段是優良品格與良好生活習慣養成的重要階段，透過
學校的生活教育，培養孩子做人處事的態度，希望 401 的孩
子都能成為真正優秀的菁英。以下是 401 班生活教育的規劃
與落實方向 :

一、 生活常規要遵守 :
建立良好的生活品格是優秀人才必備的基本條件，對
於學生的生活常規要嚴格要求，從日常生活中培養遵守生
活的規範，讓生活井然有序，透過生活常規的建立與落實，
讓孩子們成為有規矩、有素養的好公民。

二、 做事態度要積極 :
做 事 認 真 不 馬 虎 是 401 班 每 一 位 成 員 必 須 具 備 的 態
度，態度決定一個人的高度， 一位成功者之所以能夠成功，
態度的好壞是重要的因素之一。從小就要培養孩子積極認
真的做事態度，讓孩子以積極認真的態度面對所有挑戰，
帶著這份能力朝成功邁進。

401

孔子告訴弟子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這
道理是要教導我們待人應該將心比心，我總是教導
孩子們與人相處要有愛心和同理心，更提醒自己對
待孩子也必須要有耐心和同理心。「尊重」是待人
處事最基本的道理和原則，401 的孩子不但要謙卑
有禮，更要成為一位懂得尊重他人，愛人愛己，傳
遞 幸 福 的 小 種 子， 這 是 401 幸 福 小 種 子 們 努 力 的
目標。

五、 時間管理很重要 :
懂得規劃時間並安排計畫的人做事效率高，教
導 孩 子 學 習 規 畫 時 間， 安 排 做 事 的 順 序 並 專 注 完
成，透過檢核表來檢視自己是否有完成計畫，提升
孩子的學習成效和專注力，養成做事不拖拉的好態
度，當個頂尖的時間管理者。

六、 團結合作力量大 :
一 個 人 單 打 獨 鬥 很 辛 苦， 兩 個 人 一 起
合作力量大，團隊共同努力果效大，近年
來，世界各國教育正努力推行共同學習，
要具國際競爭力，不僅是增進自己的實
力，更要懂得與人合作，從團隊合作中
學 習 人 際 相 處。401 班 的 小 紳 士 小 淑
女們在班上有許多機會需要一起合作
共同學習，從合作中學習團體生活，
培養孩子們的向心力，體會團結合
作力量大的重要性。

三、 自我負責不可少 :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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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給予「洞穴時間」並「傾聽」
文 / 徐婉真 老師

青

少年跟兒童最大的不同，是除了有許多好奇與冒險心，還有更多的行動
力與自主性。並且隨著年紀的成長，生活圈子逐漸廣闊，在科技的進步
及媒體的傳播下，所接觸的面也越來越多，對於許多從小所習得的道德規範和生活
技能，開始產生衝突與迷惘。而今日我們面對的是網路時代出生下的青少年，手機
是他的一切，無線網路是溝通外界的橋梁。
在「真實世界」裡，他們和人的距離，愈來愈遠了。他們有可能不知道如何和人相處，不懂人
情世故，也不懂遇難時，如何向外求救。這樣一虛一實，讓他們很迷惑，有時候因應不過來，不知所措。
貼近的說，他們受到的衝擊很大，
因為在網路世界裡，人死了，可能複製一個，又再生了，但在真實世界裡，人生卻不能重來。所
以我們的生活教育不能只有灑掃與應對進退，而是希望能透過實踐生活的過程、獲得生活體驗、樹立
正確生活觀念來啟發孩子，使他們未來能為自尊自愛，負責任，合群自律的成人。

一、 英語歌唱比賽
我們沒有天籟的美聲，沒有充裕的時間，還要犧牲所有休息的時
間來完成一場比賽。剛開始連孩子自己都認為不可能，甚至覺得這
是老師故意安排的失敗學習，在訓練的過程中充滿著衝突，所以我
們必須讓孩子知道挑戰的深度，了解自己的能力到哪裡 ? 如果突破
必須做到哪裡 ? 讓孩子自己選擇，然後心甘情願許下努力的承諾。
801 的孩子很貼心知道老師的嚴格是希望他們能學會在壓力下生
存，學會在集體中生存，學會在逆境中成長，即使滿手爛牌也要打
到最後，然後學會合作、學會等待最終時刻的到來。

推動班級生活教育

8 01
我們對孩子常有太多的擔心和恐懼，但孩子最需要
的其實是時間，尤其當班上男孩多於女孩時，必須對給
男孩獨立的思考的機會和情境，女孩遇到問題時會很快
的與你反應並抒發情緒，但男孩需要的不是教導，而是
他足夠和自己對話的「空間」和「時間」；他需要的是「不
被打擾」，能和自己對話和自我澄清的機會，有了這樣
的「洞穴時間」和自己充分對話，有自己教導自己做最
好的選擇的機會，我們才可能教出主動積極、為自己負
責與努力的男人。
等男孩們從洞穴出來了，我們再傾聽他所有的思考
與決策過程，所以有趣的是下課時間老師的工作就是閉
上嘴巴聽孩子說話，每一段真誠的對話，都有深刻的心
靈互動，每一段都是生命的滋養。

三、同理心的建立
親 子 天 下 第 62 期 曾 做 了 一 篇 關 於 青 少 年 危 機 的 報
導，文中提及同理心的缺乏，同理心與同情心不同，真
正有同理心的人，既能理解他人的言辭與想法，也能產
生情緒共鳴。雖然他們能明白別人的感受，但會留給別
人喘息的空間，好讓別人能消化當下的心情。他們善於
安撫別人，但不會插手干預、喧賓奪主，而能適切的給
予溫暖和同情的觀照。同理心是聰明才智無法匹敵的成
功基石，如果只提醒孩子善待他人是不夠的，因為同理
心的建立是個複雜而漫長的認知及情緒發展過程。
所以我們可以利用社會課和孩子討論許多社會與國
際的議題，如人權、難民、性別歧視，來啟發孩子討論
社會的不公與偏見，使他們產生同理心。並且我們必須
不斷鼓勵孩子多參加團體服務活動，體驗為別人付出，
當 然 也 需 要 家 庭 教 育 的 配 合， 能 真 誠 的 接 納 孩 子 的 情
緒，體諒孩子的感受，得到體諒的孩子才會體諒別人。

我相信每一個生命都是從一顆種子培養起，我們施
肥、灌溉、搭起棚架，但孩子必須靠自己努力的發芽並
向陽光伸長，還要學會用自己的力量對抗風雨，這是一
條充滿好奇與滿足的漫長旅程，但他終能學習做自己內
心真正想做的事、走自己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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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oween Extravaganza
文／ Tr. James

從一個外國人的眼中，我看到麗喆中小學，在溫馨的 10 月裡，學校從一個正常的學校一躍變成魔鬼城堡，
開始了我們萬聖節的派對。另外我也從一個主持人的角度，看到全校師生用心的裝扮，為了晚上的萬聖節表演，
每位學生都有很精彩的表演，許多家長共同的參與，讓我們的晚會非常成功圓滿，謝謝全校師生共同的努力。

Halloween

2015 特別企劃

I would like to give you a brief look into this year´s
Halloween celebration at Korrnell LZ Academy through
the eyes of a foreigner. It is also my pleasure to get to
host the school´
s celebration, so I can give you the full indepth look into all of our activities. This year´s Halloween
was very successful.
The last few weeks the school has transformed
from being a normal school into a scary haunted
house full of ghosts, witches and all kinds of scary
stuff. Everyone did a very good job at decorating their
classrooms, hallways and gymnasium. You can really
feel the Halloween spirit is alive as you walk around the
school grounds.
The staff and children all dressed very well for
the night´s activities. Everyone looked great in their
Halloween costumes. You could tell everyone tried very
hard and put a lot of effort into their costumes. I think
it is so much fun to wear a costume and dress up for
the night. I could see that everyone else also had a lot
of fun dressing up. This is the only holiday that you get
to be what you dream of or be someone different and
experience the world through the eyes of someone else.
Great job everyone.

All of the performances went really well and many
friends, family and staff turned up to watch the shows.
You could see that all the practice that the children and
teachers did really paid off. There was a lot of singing
and dancing, we also got the treat of hearing a live band
performance from the upperclassmen. Halloween night
was a lot of fun and was ﬁlled with a lot of talent from all
the school. I am so glad I got to have a front seat to view
all of the fun.
I had microphone trouble all night, but hope my
presence and actions were felt by all. I really enjoyed
everything and am really proud of how well the school
did this Halloween. I think all in
all the night and last few weeks
went very well for everyone.
Thank you to everyone for all of
your hard work and creativity to
make this year´s Halloween so
successf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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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oween Party

Halloween Party
文／許璟蓁 主任

每年的萬聖節總是熱鬧非凡，今年在麗喆
中小學端出了許多的菜單，讓全校的孩子回味
無窮。這是麗喆的第一個活動，大家都特別期
待，身為主辦單位，兢兢業業的安排每個細節，
在忙碌的課業中要找到空隙時間練習及彩排，
實在不容易，真的是感恩老師們的配合，在忙
碌完第一段考後，只有兩週的時間來練習表演
的節目，為了班上的榮譽，老師學生都卯足了
勁盡了全力，在有限的時間呈現出麗喆的精神。
從教室的佈置，掀起了這詭譎有趣的萬聖
節序幕。幼幼班的佈置走可愛風，可愛的大小
精靈在玻璃窗上飛舞；小班的中外老師與孩子
共同製造出了一個小鬼屋，屋內可愛的小鬼代
表全班每位可愛的學生；中班老師別出心裁的
臉譜，透過眼睛讓家長猜猜哪個是自己孩子的
作品，每個精心的佈置小品，都是老師與孩子
們的共同創作；大班則是呈現出孩子們各個熱
心參與的作品與成果，把整間教室變成一間大
鬼屋。

小學區塊則是散發出較陰森的氣氛，血腥的人從煙囪爬出，一個個高掛
的魔鬼佈滿整個走廊；國中部的孩子在佈置上，發揮了他們無邊界的想像，
每一樣都是來自學生的 Hand made，逼真程度讓人不敢自己一個人在晚上
經過，學生們的創意教人讚嘆。
接下來是 Trick or treat 活動，這是孩子們百玩不厭的活動，Trick or
treat, smell my feet, give me something good to eat, not too big not too small,
just the size of Korrnell school. 當天下午校園這首歌此起彼落的唱著，孩子們

101，102 在 Teacher Tianna 的指導下呈現 Chant
and Song 的 演 出，301 的 Plants vs zombies，
最最精彩的是晚會的表演，老師們個個出 401 的 Aqua- Halloween，KLIP 國際班 Halloween
奇招，在全校師生出場的走秀中展開 Halloween Day - OOOhhhhhhh!! 及 701The Monster Mash &
Party，由校長領軍，外師的史瑞克，夾玩具機器， Good Boy 都以熱情的舞蹈展現，最後我們 801
三眼怪紛紛出籠，到主任的演戲橋段，全校教職 流行樂團 ~Rhythmic Soul 的演唱，讓全場感受置
員工的爭奇鬥艷，贏得全唱觀眾的掌聲。接著是 身在未來之星的演唱會中。整個 Party 還穿插著
全場帶動唱的熱場，全校師生及家長已經都被燃 摸彩活動，Token 是孩子的最愛，還有最高獎金
燒起來了，迫不及待的想欣賞學生們接下來的表 1000 元的抵用券，真是 High 翻全場了。
麗喆的第一次活動，在家長們鼓勵中落幕
演。
雖然沒有太多的時間練習，但孩子們的歡樂 了，家長在 fb 中分享：看到孩子們賣力地演出，
的表情，是他們要留下來的珍貴回憶。幼兒園及 學生和老師們精心地裝扮，深深感受到老師們的
一、二年級的學生在 Teacher Yvonne 老師的指導 用心和熱情，學校人數不多，孩子們開心快樂學
下，舞出青春的活力。小、幼班賣萌的可愛樣， 習最重要。在麗喆國民中小學，覺得感恩。在此
逗得全場觀眾哈哈笑；中、大班賣力的大聲唱歌 謝謝家長們的鼓勵。
勇猛的闖關，就是要贏得糖果餅乾的待遇，學生
們在歡笑聲中滿載而歸。

用力跳舞，配上家長們陶醉的欣賞眼神，驕傲寫
在每個人的臉上；501 Halloween Party 是第一個
登場的節目，老師結合了戲劇與舞蹈，並融入了
品格教育；601 的 Pop Dancing，在本身是熱舞
愛好者導師的指導下，學生們也成了舞蹈高手；

愉快的時間總是過得很快，主辦單位要謝謝
全校的教職員工以及全校的孩子們，因為每個人
的用心，讓整場的 Halloween Party 精彩無比順利
進行，雖然大家都累了，可是卻相當的值得，孩
子們將永遠記得這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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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ICKOR TREAT
Trick or treat, Smell my feet,
Give me something good to eat ！

Let's go Trick or treat
文／郭佳瑜 老師

不給糖，就搗蛋 ，孩子們期待已久的萬聖節終於到來。
在這個充滿神祕恐怖的節日，孩子、老師與學校職員們，有
的穿著恐怖、有的穿得可愛各式服裝造型前來上班上學，像
是一場群魔亂舞走秀般活動就此展開。
為了讓孩子們在雙語教學的情境中體驗多元文化，學校透過一連串精彩晚會表演、裝扮及
闖關遊戲的過程讓孩子們能盡情體驗萬聖節氣氛。在教室的情境佈置上，迎接一年一度的西洋
歡樂節慶，每個班級無不展現他們驚人創作，就怕營造不出那恐怖的氛圍。
萬聖節當天，除了每位中、外師精心的打扮外，幼兒部的幼幼班出現了可愛的粉紅佩佩豬
與小小兵，還有許多漂亮小公主，以及帥氣的蜘蛛人和可怕的吸血鬼，準備來一場要糖大戰。
要糖的時間到了！這群可愛的「小鬼」，帶著美術課自製的糖果提袋，在老師的帶領下到
各班級及各處室進行闖關遊戲，並唱出 Trick or Treat 歌曲威脅關主給糖，每個小鬼在萬聖節當
天都是大豐收，且開心的說著「最喜歡萬聖節了，因為可以拿到很多糖果，還可以打扮成魔鬼
嚇別人。」每個小朋友都樂此不疲玩得盡興。
等等，別忘了！還有萬聖節晚會等你來觀賞與抽大獎喔！

創意教師妝扮
Teachers' Costume Contest
My Halloween Costume Human Meat For Sale
文／ Tr. Joe

When I heard about the upcoming
Halloween show, I had no idea what to dress
up as. After searching the fancy dress shops
I ﬁnally saw the evil face of an alien, staring at me from the top shelf.
Unfortunately when I got the costume home it did not fit! So I had
to resort to plan B. I made a frame out of a stick and a coat hanger,
to support the body and stuffed the costume with my own clothes.
Using lots and lots and LOTS of sticky tape, I attached the alien's
body to a box, with a hole cut in the back for my body to go through.
The costume was very heavy and spending the whole night bent
over inside the box made my back very sore. But it was worth it to
see the look on the student's faces, when they ﬁrst saw me walking
down the corridor in my costume.
I was incredibly happy to win ﬁrst prize for the costume contest.
There were a lot of fantastic costumes and all of the teachers had
made a lot of effort to create such brilliant outﬁts.
The night was great fun and I cannot wait till next year. I am
already thinking of what to come 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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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一顆感恩的心來過感恩節

By Teacher Vic

感恩節，在美國和加拿大，是個國定假日。而在麗喆，感恩節更是一年一度不可錯過的重要佳節。今年
全校一起動員做感恩餅乾，來表達我們的感恩之心。願我們都能用一顆感恩的心來過感恩節。

感恩節

2015 Thanksgiving
2015在麗喆，我們透過三種方式表達我們的感恩：
■製作感恩樹，將我們親手繪製的感恩卡，掛滿感恩樹。
■製作感恩小禮物，親手送給所要感謝的人，今年我們親自製作
餅乾送給爸爸跟媽媽。
■學習清教徒當年感謝印地安人幫助的精神，培養一顆感恩的心。

Baking Thanksgiving Cookies
感恩節餅乾製作與心得
文／401 Nathan

Thanksgiving at Korrnell LZ Academy
What is Thanksgiving? Thanksgiving is a
celebration where people thank each other like your
relatives, acquaintances or friends. It is also a time
when families get together. Maybe someone might
think that is not so important but to others it is a
massive part of their lives.
Have you had any experiences with
Thanksgiving? I have some experiences in school to
share. This year my school celebrated Thanksgiving.
First we wrote Thanksgiving cards to people who
have helped me such as my mom who always me to
wash my clothes and buy things for school.
Then we went downstairs. The teachers prepared
flour, butter, water, some sugar and eggs which we
mixed into huge dough. After that we started making

our precious cookies. Finally we sent it to the
oven and started baking. This made me really
happy!
For lunch we even had turkey and tasty
mashed potatoes. I think this day was interesting
and so much fun. If you want to experience
an awesome Thanksgiving, trust me come to
Korrnell LZ Academy.

感恩節與感恩的心

文／901 洪千喻

在充滿奶油香的餐廳裡，同學們懷著感恩的
心，細細的將愛心形塑成精緻的餅乾。陳之藩的「謝
天」中提到，因為需要感謝的人太多，就感謝天吧 !
每個人的一生中，都必須仰賴許多人的幫忙，而
父母之恩又是其中之最。「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
暉」，不只是感恩節，平常也該時時保持感恩的心，
才能徹底發揮學校策劃此活動的目的。

Thanksgiving Day is a national holiday celebrated
primarily in America and Canada. It is a day of giving
thanks for the blessings of the harvest and of the
preceding year. As a Korrnell LZ tradition, students get
to learn about the history of the holiday. They also get
to have a little fun making Thanksgiving trees, enjoy
specially cooked chicken, mashed potato, corns and
pumpkin soup for lunch. Besides this, do you know
what else the lucky students get to make this year?
THANKSGIVING COOKIES!!! Aren´t they lucky!!!

Students behaved extra well in class all because of
these Thanksgiving cookies. After each student put the
wrapping bags together, it was time for them to select
their own cookies. Each student picked 6~8 cookies to
take home to share with their families. Finally, they got
to taste the cookies. So yummy~ So good~ It´s like
they had never tried cookies that could ever taste as
good as these ones they made with friends. Looking
at their faces filled with joy and satisfaction was the
best blessing for me during this Thanksgiving.

Each class took turns to go down to the cafeteria
during Thanksgiving week. After listening to teacher´s
instruction, students got to shape the dough into their
own designs. The cafeteria was ﬁlled with children´s
laughter and the aroma from the freshly baked cookies.

Did you get to try their cookies? I hope all of
you had a very Happy Thanksgiving this year! As we
cherish our family and friends, great food and warm
memories, with a thankful heart, each day can be a
Thanksgiving 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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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stern Culture
談西方文化教育
意義 與 目的
傳播西方文化教育種子給孩子，主要是讓他們能中西
合璧，同時領會西方文化的價值與意義，在國際舞台
Guess who is the chef？

上從中認識自己，也了解別人。

文．顏月娟執行長

在

送走溫馨的104年之前，讓我再一

送給孩子。主要是讓他們能中西合璧，同時領

次感謝家長過去一年對學校西方文

會西式文化的價值與意義，並從中認識自己，

化教學所贊助的物品，包括萬聖節的糖果、感

也了解別人。

聖誕節則已經是一個家戶喻曉的國際性

款的意義與目的是學校的傳統，希望從今天開

節日，比較像外國的過年，它不只是個溫馨感

始，每個華頓人走出校門，皆必須期許自己每

恩的季節，同時也是緬懷舊歲展望新年的時

年都有能力幫助別人，且是一年比一年更上層

節，在歲末年終之際，老師都會勉勵孩子在新

樓的目標願景，畢業只是個起點，給畢業生一

的一年有新的展望，同時勉勵孩子要除去舊的

個對自己的期許及對社會/母校的責任。」康

不好習慣，藉著聖誕襪中裝著聖誕老公公的小

乃薾每年的寒冬送暖，除了教育孩子懂得「關

禮物來勉勵孩子、告知孩子，有好的改變聖誕

懷社會」外，當然也積極培養孩子能有「善盡

老公公就會關懷你，有你的名單。在國外習

社會責任」的寬懷胸襟；期許康乃薾教育體系

俗，小朋友都會在火爐旁前準備他們與聖誕老

的學子畢業後也能給自己一份幫助別人目標，

公公溝通的聖誕襪，從12月1日開始到12月24

更是年復一年、永遠有能力的目標。

日期間就會陸續收到老公公給的不同小禮物，

康乃薾教育體系學校是一所規劃雙語

藉由媽媽的期待與轉告，小朋友在學校如果有

言、雙課程、雙文化的學校，為培養孩子的國

恩節的餐點、歲末愛心捐贈、聖誕節的小糖果

感恩節是屬於美國的節日，緣起於英國

優異表現，老師就會依照老公公的指令放入小

禮物以及提供給自己孩子或交換的一份聖誕禮

際視野，學校每一年的西方文化教學皆視為學

清教徒大量逃離，並歇腳於現在的美國波士頓

朋友的小禮物。學校會指導老師對於不同年齡

物。

校教學活動的一部分，透過西方文化的教學活

港，由於長遠跋涉、顛沛流離、疾病與飢餓，

的孩子以不同的說詞來陳述我們的「聖誕老公

動，讓孩子直接或間接學習到西方文化與東方

在人生的旅途中，從未想過在美國會停

使他們處於相當困頓的環境，此時因獲當地原

公」，不管認同度多寡，至少他在小小孩子的

文化的差別；感謝家長這一路來的配合，提供

留居住13餘年，孩子也因此跟隨浸泡在西式教

住民—印第安人的救助，為感恩於心，因此於

心靈中佔有非常大的席位，對於較大的孩子也

活動所需的贊助用品，雖然會造成您的不便，

育文化中，並感受到西式文化教育對親情的凝

隔年種植豐收季，特別於印第安人豐年祭設宴

盡了正面的鼓勵效益。

或增加您的負擔，但相信您的付出，會讓孩子

聚，這一塊是東方社會家庭幾乎欠缺的部分，

感謝印地安人的鼎力相助。現今，每年11月

為陪孩子過節，他們會完全融入節慶中，在萬

最後的星期四、五、六、日四天是感恩節的假

聖節他們可以把家變成「鬼屋」，奉獻給左鄰

期，感恩節比較像台灣的中秋節，是家庭團聚

右舍的孩子Trick or treat；在聖誕節他們可以

的日子。由於美國地廣，行程需要時間，故安

扮成聖誕老公公，無私地分送自購的禮物給孩

排四天的假期，讓家人可以好好相聚，烤火鷄

子，無論Easter Day、或Valentine's Day….都會

餐團圓。學校在每年感恩節除了讓孩子了解節

讓孩子感受到過節的濃郁氣氛及其意義。雖然

日的意義與來由外，重要的是教導孩子懂得感

回國已達18年，但仍是回味猶新，每一年我還

恩的心，除認識美國傳統食物之外，更懂得對

是很努力把這些有意義的西方文化節慶種子傳

身旁人、事、物的感謝與分享。

在國外，教導孩子「善盡社會服務」的

別於其他孩子，有著更多西方文化的學習與不

責任，是重要教育的一環，尤其是知名大學在

同的體驗，未來在國際村的工作舞台，在文化

申請入學時，通常會十分重視這個區塊的紀

的話題與交流上，更讓孩子不至於陌生且容易

錄。在每年的聖誕節本校同時也舉辦「寒冬送

融入，對本國老師而言也是一份難得的學習。

暖」的活動，教育孩子懂得關懷社會上需要幫

希望明年的聖誕節，除了系列的節慶活

助的社福團體。記得不久前參加女兒美國賓州

動與禮物交換外，亦能舉辦不同形式的寒冬送

大學華頓商學院的畢業典禮，當天學校讓這些

暖活動，將更多的愛分享給更多需要幫助的

畢業生「自發性捐款」，身為媽媽的我，深感

人，讓孩子的愛心光芒普照大地。

困惑，直到校長在致詞上言明──「畢業生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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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me Day 主題日

幼兒部創意教學篇

Drama、Picture Books、Character
戲劇 、繪本 、品格力
文／余岱穎 老師

By Teacher Cabe

蒙特 梭利 教學 Montessori 簡單 中的不簡單

文／沈孟君 老師

"The child can develop fully by means of experience in his
environment. We call such experiences 'work'. Such experience is
not just play.... It is work he must in order to grow up."
-Maria Montessori
學齡前孩子的首要任務就是長大，週遭的環境
與生活的經驗必須為他們的成長與成功提供養份。
蒙特梭利教育的意義，在於給予孩子持續成長的
環境與動力。孩子走進蒙特梭利教室的環境中，
總有一些小小的驚奇，就算只是一點點簡單的日
常小物，也會聽到孩子小小聲的說：「我覺得自
己好像變厲害了吔！」

必須去觀察並掌握自己的速度。接下來就可以倒
水、倒茶！水打翻了也能自己清理，杯子打破了，
也能淡定面對，而孩子從中學到的便是下次要小
心，或是怎麼改變步驟便能做得更好。孩子從「工
作」的過程中與自己的內心對話，我們不難發現
每個孩子都有「更臻完美」的需求，因此他會重
複做同一件工作，他的專注力也從此被培養出來。

每項蒙特梭利的「工作」是為每個孩子未來的
需求做準備。利用循序漸進的方式加高難度和變
化，孩子藉此強化手部肌肉發展、訓練手眼協調能
力、刺激感官神經、培養專注力與建立邏輯架構。
以「倒豆子」為例，孩子練習倒重量不同的豆子，
學習調整手部的力道。為了不讓豆子灑出來，他

所以當孩子認真的告訴你說：「我在工作！」(I
am doing my job!) 可別以為他是在開玩笑！花點
時間邀請他分享自己的工作內容，稱許他努力工
作的心情，更重要的是相信他有做好每一份工作
的潛力！因為，一件簡單的工作背後，原來是這
麼的不簡單。

主題日是讓學生體驗各式各樣節慶或活動
最好的方式，如教師節、萬聖節的節慶教學。
Theme Day is a great way for children to
experience holidays and special events. Last
month Teachers Day and Halloween were the
themes.
For Teachers Day the children made cards
for their teachers and presented them. Photos
and hugs were enjoyed by all.
For Halloween the teachers wore costumes
to school to allow the students who have not
experienced Halloween to get an idea of what to
expect and for everyone else just to have a little
fun.

主題美國日

主題澳洲日

戲劇演出

主題萬聖節

主題教師節

繪本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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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格」有兩塊重要的基礎：追求卓越的成就
品格和追求良好德行的道德品格。「成就品格」是
在任何領域追求卓越的能力，如：企圖心、自信、
創意、勤勉、好奇、挫折忍受力等。「道德品格」
則是和他人維持友善關係、自制和負責的德行，如：
同理心、友善、誠實、耐心、合作、謙虛等。
美國哲學家羅素認為，教師行業基本上是一種
研究型的表演業，上課時，教室就是劇場，教師不
只當演員，有責任也要有本事，將知識與智慧，透
過表現的方法呈現給學生。透過戲劇展演，營造出
互動式學習社群環境，讓學習情境具備多元交流的
面向。
而繪本提供讀者自然、真實、有意義的情境，
一部好的文學作品除了能幫助孩子建立語文上的能
力，更能學習不同領域的知識、鍛鍊邏輯思考。結
合戲劇與繪本二者進行品格教育，能幫助孩子學習
正向處理與覺察自我情緒，關心他人、認識並遵守
生活常規。
甫開學，學校常規的訂立及提醒十分重要，在
戲劇演出當下，透過孩子在與教師演員互動，培養
同理心、自我判斷、批判態度及負責；戲劇帶來的
可能性增進了孩子的學習經驗，將孩子置於想像的
環境中，以熟悉的經驗為基礎衍生出戲劇，老師從
旁引導孩子們以正確的因應方式即興演出，進而建
立正確的態度與價值觀。
學校教育趨向活潑多元，運用戲劇，結合繪本，
以多元創意的方式融入教學，使品德概念更加具體
化，在師生互動歷程中激盪出無限的可能性，這些
有趣且令人印象深刻的故事及戲劇展演，定能內化
成孩子們的良好品格力。
因此，麗喆的孩子們不僅從學校課程、節慶活
動，也從品格戲劇和繪本故事分享學習好品格，不
僅是現階段的學習，更是自身軟實力的累積，健全
人格的養成及成功領袖特質的培育。

戲劇演出

品格劇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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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玩又有趣的 美語闖關活動
Fun With Korrnell LZ English Multiple Assessment
落實雙語教育一直都是康乃薾幼兒學校所積極
追求及努力的目標，期許康乃薾的孩子們能從自然
而然的生活環境中學習並養成開口說美語的習慣，
但如何能得知孩子的學習成效 ?「美語闖關活動」
就成了評量孩子們的最佳方式，故幼兒部在每一學
期都會規畫一學期 3-4 次的定期美語闖關活動，讓
孩子能從活動中得到實質的評量及獎勵，學校也能
從中了解孩子美語的學習狀況，以做為下一階段教
學的調整與改善。

又到了美語闖關時間了，「Kids, the English
assessment is coming. Are you ready for the

「美語闖關活動」融合了 ESL 老師們及本校
美語教師們的意見，依照各年齡層的孩子設計了一
系列的遊戲關卡，內容包括了聽、說、讀、寫四項
基本能力，聽的部分孩子們除了要能聽從關主的指
令外還有延伸的顏色及配對活動，說的部份則是能
運用完整的句子回答外師提出的各項問題，讀的部
分，孩子們必須要認識及唸出一連串的英文常見字
外，還要具備能獨立閱讀英文故事及對故事理解的
能力，寫的部分孩子們必須要能聽從關主的指令填
入或拼寫出正確的單字，由學校的美語教師們擔任
個關卡的關主，運用各種遊戲方式對孩子們進行評
量，老師們可以從孩子的反應及遊戲過程中真正了
解到孩子的成長及學習狀況，進而發現孩子們深藏
不露的能力。

己回答錯，只能用簡單的英文單字斷斷續續的回答

assessment?」「Yes, we are ready.」聽著孩子們精
神抖擻充滿自信的回應，讓老師們感到既開心又驕
傲，現在孩子們對於美語闖關可是一點都不害怕，
而是帶著興奮又期待的心情來參加活動。回想起在
第一次闖關活動時，那些第一次上學，第一次接觸
到美語的孩子們都是帶著既緊張又害怕的心情來參
與著闖關活動，所以在闖關時都是小心翼翼深怕自
老師問題，到現在每個孩子都能在闖關時展現自己
最好的一面，不但能用流利的英文跟外師對答，在
對老師提出的各種指令也都能快速且正確地完成關
卡任務，尤其是在這學期的美語闖關內容大幅度的
調整之後，大家仍是表現得可圈可點，孩子們的成
長真是清晰可見。
美語闖關活動不論是對孩子、老師及家長們來
說是一個一舉數得的評量活動，因為孩子們的潛力
能因為一次次的闖關活動而被發掘，也因為成功有
趣的闖關體驗建立他們對語言學習的動力，進而建
立起無窮的自信心，而家長及老師們也可以透過評
量的結果得知孩子們的學習成效。

幼兒部創意教學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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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ndergarten

推動班級

Koala

生活教 育

生活教育從小處開始
文 / 林至惠 老師

美式 律 動 & 幼 兒體能
文／陳薇雅 老師

Come on and party, Come on and party, The
greatest party in the world⋯
全世界的小孩都愛唱歌、跳舞，在純真童稚的幼兒期，
自然活潑地搖擺身體，舞動小手小腳，真是可愛極了。
在 Tr.Yvonne 的帶領下，寶貝學習多首英文歌曲和舞
蹈，當 Play 鍵按下，每個小寶貝都化身成快樂天使，散
播著歡笑和熱情感染著周圍的每一個人。看到了嗎 ? 孩子
們晶亮的眼睛，充滿期待和自信的神情，你是不是也很感
動呢 ?
除了美式律動，幼兒體能也是小朋友的最愛喔 ! 阿俊
哥哥每一次帶來不同的體能輔助器材，變化出不同的遊
戲，搞笑的互動方式常常逗得孩子們哈哈大笑哩 !
透過體能遊戲，增強幼兒的肌耐力、協調性、平衡覺
和觀察力，並且在活動中，理解友伴的重要性，習得社會
互助的人際技巧，大家都是健康寶寶。

生活教育推動篇

Rhythm & Child Fitness

Character & Life Education Building

美國教育學家杜威（John Dewey ) 曾說過：「生活
即教育， 教育即生活。」引導幼兒的智能開發固然重要，
但良好的生活常規及健康的生活習慣更是不容忽視！生
活教育是幼兒教育的一個組成部份，它主要在於增進幼
兒的基本生活自理能力，培養良好的生活衛生習慣，以
促進幼兒的身心健康發展。
對於小班孩子來上學後的基本生活教育，從物品玩
具 的 歸 位， 到 維 持 環 境 的 整 潔， 以 及 個 人 衛 生 禮 貌 的
培 養； 每 一 項 都 是 從 零 開 始 一 點 一 滴 訓 練 起 來 的， 過
程 中 讓 孩 子 們 體 驗 到 什 麼 是「 從 做 中 學 」(learning by
doing)，並透過生活經驗去學習更多相關的概念與技能。
Koala Class 的小孩只有 3~4 歲，且只有二位有上
過幼幼班，大家從第一天的懵懂，到如今不到三個月的
時間，每天一進入學校之後，就會開始自動的整理書包，
並將今天所有會使用到的物品放到正確的位置上；每節
下課也都知道要先一起排隊去上洗手間，然後回到教室
喝水休息。吃完餐點後懂得要用衛生紙擦拭乾淨，起身
後也會檢查桌面地板是否有髒汙需清理，並將椅子靠好
擺放整齊。
每周五的品格教育劇場，我們都會利用戲劇的演出、
動畫欣賞或是用說故事的方式，來教導孩子們日常生活
中應遵守的常規；這些基本常規的養成都是從小處開始
循序漸進，直到孩子將這些內化為自己的觀念及習慣。
生活教育不應該只是口號，而是真正的教育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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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acter & Life Education Building

內化的生活品格教育
文 / 蔡涵如 老師
大 班 Snoopy 每 天 都 在 執 行「 生 活 品 格 教
育 」， 舉 凡 簡 單 的 洗 手、 道 早 安、 打 掃 清 潔 到 與
同儕間的人際互動，這些都在每日的練習中 越 來
越 熟 練， 並 漸 漸 內 化 成 孩 子 品 性 的 一 部 分。 而 生
活 品 格 教 育 實 施 的 越 早， 對 於 幼 兒 的 學 習、 情 緒
發展及生活適應方面，也會更加地順暢。Snoopy
大班孩子在生活自理能力已漸趨成熟，並能 將 本
份內的事做得很好，然而在自動自發方面則 有 賴
教師平日的身教示範，孩子則會將這些內化 為 一
種好習慣。Snoopy 班在生活品格教育的執行，主
要 包 括： 生 活 常 規 的 建 立、 生 活 自 理 能 力、 社 會
人際互動、以及培養正確的習慣。
生活常規的建立方面，在群體的環境中為了能
順利進行活動及與同儕間和睦相處，得需遵 守 團
體 的 紀 律， 即 遵 守 班 上 的 規 矩， 然 而 每 個 孩 子 都
有 其 獨 特 的 特 質， 有 的 做 事 效 率 高、 有 的 則 悠 閒
慢 郎 中， 在 班 上 教 師 都 會 予 以 尊 重， 但 是 要 在 不
影響別人及班上作息的狀況下才行喔 !
生活自理能力方面，包含了點心前和戶外活動
後 的 洗 手、 打 掃 環 境、 洗 抹 布、 午 睡 前 後 的 合 作
搬床、摺被子、拖地等，即使是簡單的清潔打掃，
也能培養孩子建立責任感及獨立性，Snoopy 班的
孩子在教導後並予機會練習後，都能把這些 工 作
做 得 很 好， 當 孩 子 表 現 良 好 或 有 進 步 時， 隨 即 給
予讚許及全班的鼓掌讚美，孩子的行為則被 正 增
強， 下 次 他 就 會 更 賣 力 的 表 現 出 良 好 的 行 為， 自
動自發的行為也會被引發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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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noopy

社 會 人 際 互 動 方 面， 雖 然 大 班 的 孩 子 已 經 會
動腦筋替自己解決在團體中遇到的問題，但學前
階段的孩子仍未脫離自我中心，思考也未能全面，
因此教師的角色則是在孩子遇到問題時引導他們
從不同的面向去思考，並給予孩子機會自己解決
事 情。 除 此 之 外， 也 要 讓 孩 子 知 道， 有 時 的 調 皮
或犯錯不一定每次都會獲得原諒，也不一定每次
的過錯都是「沒關係的」，因此犯錯了就要想辦
法彌補及減輕對同儕或另一方的傷害才是。
培 養 正 確 的 習 慣 方 面， 除 了 每 日 例 行 的 多 喝
水、流汗了就得把汗擦乾，孩子知道如何照顧自
己，在飲食部分，在班上則實施盡量不挑食的好
習 慣， 若 是 未 吃 過 的 食 物， 則 鼓 勵 嘗 試， 希 望 孩
子都能攝取到均衡的營養。在平日的開門關門或
開關工作櫃，孩子知道要小力得關，若是午睡中
間要去如廁，孩子知道要輕輕地走
去 上 廁 所， 才 不 會 吵 醒 同 學， 而
這都有賴於教師平日的身教及言
教， 孩 子 在 耳 濡 目 染 中 即 能 養 成
良好的習慣、也能貼心地為他人
著想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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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康乃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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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校今年第六屆國中部畢業生參加升學考試，成績再創
高峰。在畢業的 54 位學生中，錄取新竹科學園區實驗
高中的有 7 位，占畢業生人數的 13％；錄取新竹高中

的有 13 位，占了 24％；錄取新竹女中的有 8 位，占 15％；三
校合計共錄取了 28 人，占了 51.9％。另，成績達到竹北高中、

文／ 康乃薾校長 洪英度

建功高中和新竹高工第二志願學校水準的共 18 人，占了 33％。
第一、二志願併計共錄取了 46 人，占畢業生總數的 85％。論錄取的人數和比例，皆創歷年
新高，實在難能可貴，可喜可賀！
本校創校迄今，均採中、美雙軌課程和雙語教學。孩子們除學本國課程的國語文、數學、自
然、社會、英語和藝能學科外，同時也由外國老師教以 Reading、Math、Science 和 Social
Studies 等課程，所以在學習的廣度與深度上應該都比同一學習階段的孩子來得深廣；而美
語方面的聽、說、讀、寫四種能力較同一學習階段的孩子來得強，那更不在話下。這是締造
歷年升學成績持續優異的重要原因，且這種優勢有愈來愈穩固的趨勢。今年再創新高的升學
成績就是明顯的例證。
過去，有許多家長認為康乃薾中小學是美國學校，只強調美國課程和美語教學，較不重視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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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1 曾韋綸家長

902 戴含芸 家長

康乃薾成立八年了，韋綸

我的孩子從小學四年級插

在這個大家庭也度過八個寒暑

班到康乃薾就讀，小學畢業後

了，從一個懵懵懂懂的小二生

直升國中就讀。選擇康乃薾雙

蛻變成一個陽光男孩。康乃薾

語國中部一直讓我蠻擔心的，

就像是他的第二個家。國小畢

除擔心孩子要學習本國課程

業後，我們仍然為他選擇康乃薾就讀，除了讓他有系

外，還要顧及英文課程，會壓力太大。同時擔心一

統的學習英文外，更重要的是康乃薾提供了優質的環

年級才兩班的小學校，讓孩子沒有競爭對手。但也

境，讓他開心的學習。

因此讓孩子學習自我挑戰，在學校成績遙遙領先不

升上國中後，康乃薾的孩子不僅要面臨中英文雙

說，也帶動了全班同學一起成長。

重的功課壓力，還要面對三年後的會考，比起一般公

學校在教學上的傑出表現，展現在 103 學年度

立的孩子，他們要比別人付出更多心力，所以必須比

的教育會考成績。即使國中一個年級只有兩班 54 個

別人知道如何善用時間，為了頻繁的考試，更得常常

學生，今年就確定有 4 位同學考取國立科學園區實

挑燈夜戰。韋綸是個排斥考試的孩子，所以國中時，

驗高中。會考成績 5 科均得 A++ 的有 7 位同學，5

他仍然樂於參與學校的各項活動，萬聖節的裝扮、英

科均得 A( 含 A++) 的有 25 位同學。優異成績表現在

文辯論、英文即席演講、體育競賽、社團活動……，

學生數比例上，可謂全國之冠。

讓他的國中生涯不是被一張張枯燥的考卷填滿，而是

這樣好的成績，除了要謝謝執行長、校長、國

能在一次次的活動過程中，揮灑出一道道屬於自己亮

中部簡主任外，特別要謝謝 902 班導師黃敏昇老師，

麗的色彩。

除在選取科任老師與課業安排上的用心外，營造良

國課程的學習。殊不知兩種課程本校均落實且扎實地經營，且均績效顯著，每年全新竹縣的

從畢業典禮的那一幕，看見韋綸對康乃薾的情感

好的班級讀書風氣，分配同學間一個帶一個解決課

國語文比賽、科學展覽比賽、英語比賽、游泳比賽、健身操比賽以至各年級組的足球比賽……

與不捨，身為家長的我們，深刻感受到康乃薾對孩子

業上的問題，使得同學間互相關心督促，不但課業

等，本校參賽成績均甚優異。這也說明了何以家長們信任本校而願把小小的孩子交給本校培

的關懷與愛。感謝康乃薾，因為有您，讓韋綸充飽電

上有進步，感情融洽有如一家人。

育以及六年級畢業生積極爭取申請直升本校國中部的原因了。

力，迎接未來的挑戰；感謝一路相伴韋綸成長的好夥

另外，也要謝謝蕭博文老師在國文課業與作文

伴，讓韋綸學習路上不孤寂；感謝班導意芬老師的點

的用心教導。還有，洪碧鴻老師貫穿地域與時空的

醒，讓國三下的韋綸忽然醒了過來，找到自己的目標，

教學方式，讓學生對枯燥的歷史，學習起來津津有

安定了他那顆浮動的心，讓他更堅定、更有勇氣的面

味，並且，無時不克對同學開導與關心。感謝學校

對第一次大考；感謝經驗豐富的簡主任，指導孩子訂

所有科任與行政老師們，營造良好學習環境，對學

定讀書計畫，讓韋綸不慌不忙地一步步依照計畫去複

生在校生活照顧備至。

習；感謝貼心的碧鴻老師，不僅自編完整的講義讓孩
子有條理的學習，還在最後考前關頭，親自串了一串
串的包粽吊飾給孩子們加油打氣。
感謝好多好多的師長們對孩子的付出與照顧，我
們要誠摯的說聲：「謝謝您！康乃薾，有您真好！」

含芸在校的六年中，雖然因為插班進入學校，
在一開始學習 ESL 課程中 Science 科目相當辛苦，
背了一些可能我們一輩子都不會用到的英文單字，
但小孩經過了適應期，課業漸入佳境，成績總能名
列前茅。並且，從參與竹科實驗高中科學班特色招

Elementary and Junior High School
International Program (KLIP)
ESL Kindergarten
Extended After School Program

生，第二階段測驗時發現，學校對 ESL Science 課

是浩鳴直升國中部之後，他同時要面對本國國中

程的堅持，讓學生同步學習歐美地區之理化教學，對

課程及 ESL 課程，是否應付得來 ? 會不會最後兩

孩子在理化的學習確實有一定之幫助。也因為 ESP/

頭皆落空呢 ? 三年過後事實證明，我的擔心是多

LMJQ!Joufsobujpobm!Qsphsbn!3127
IEP 的英文教學，讓學生在會考英文成績表現傑出。
Now recruiting
Grade 3 to 10 Students.
學校真的是小而美，每個學生都是最優秀，不

康乃薾台中麗喆雙語中小學
ESL幼兒部
ESL Kindergarten

餘的。浩鳴在康乃薾的求學過程裡，不是只有智
育的領域獲得餵養，強調五育均衡發展的校風也

啟發了浩鳴在科展及游泳的興趣，在學校老師的
僅在課業上有傑出表現，在音樂、科學、美術、體
!!ԑȈH4ʂH21
!!፞แȈ211&छᏰऋ፞แɮᒵওϱᇭМЅኵᏰ፞แ
輔導之下，這幾年來也獲得了多面獎牌的佳績。
育，以及語文等，每個學生都能多元發揮所長，所
!!ੲտȈሬੲ)ᒵछᏰਮ፞แ*

行程，練就了浩鳴善於規劃並且利用瑣碎時間的
能力，這對於浩鳴在準備會考時，給了很大的幫

901 許浩鳴 家長

尚未全部完工，暫時借用十興國小的校舍，學生
人數少之外，相關的資訊也寥寥無幾，但是當我
聽完了執行長對學校的辦學方針及教學規劃後，
我馬上決定讓浩鳴轉入康乃薾。原因很簡單，因
為我曾經是小留學生，國中到研究所分別在 3 個
不同的國家求學，一直到長大成人才返台就業。
對於一個青少年在異國求學的心路歷程，只有過
來人才知個中甘苦，在自己的小孩尚未成年之前，
我真的捨不得讓他們再走一次相同的路，但是我
又擔心若小孩沒有從小培養雙語的能力，將來他
們無法在國際化的舞台取得一席之地。沒想到就
在距離我家 7 分鐘車程內，就有一家可以讓小孩
接受小學到國中 9 年一貫雙語教育的學校，我二
話不說馬上將小孩轉學進來。
跟著康乃薾雙語學制一路學習，小孩的確是
獲得了雙倍的成果，但是壓力也是雙倍的。尤其

雙語小學部
Elementary

助。上了國三後，浩鳴自行停掉唯一的數學補習，

Korrnell 今天早晨匆忙出門，拿著
LZ International Program (KLIP) is an independent,
浩鳴的資料前往實驗中學進行
international
program with structure, traditions, and style
inspired
by embracing diversity and challeging minds. Our
新生報到，看到浩鳴的名字被
curriculum
and methodology are diverse and dynamic, and
放在新生名單裡，忐忑不安的
our心情終於平靜下來，欣慰的感
students have the highest aspirations in the future of their
education and personal livelihood. It is KLIP's mission to build
受油然而生……。
a vibrant learning community in which students strive to be:
回想起將近 9 年前，康乃薾才剛成立一個學
期，我是從同仁的口中得知這間學校。當時學校

ņŔōजᇮ፟โġġņŔōġńŰŶųŴŦ
ཿ҃ఁ፟โġŌŪůťŦųŨŢųŵŦůġńŰŶųŴŦ
҃ڌҢࣁ፟โġōŪŧŦġńŰŶųŴŦ
Ϝ՚НϾఁᏱġŃŪŤŶŭŵŶųŢŭ

此外，長期處於雙倍課業及繁忙的課外活動

所有畢業生 展翅高飛，前途似錦。

ĴĮķྒȂτȃϜȃϊȃ҃҃ੳϛ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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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家長都以身為康乃薾學生家長為榮。最後；祝

ੲտ!Dmbtt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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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認為只要跟著學校的規劃，一步一腳印的複習
Uif!LMJQ!Fyqfsjfodf
已足夠，反而適當地留白可以讓自己沉澱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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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
這也是在準備會考過程中重要的一環。
Ĳįġ21 century classroom and facilities

ġġ৲ၦȈմԒ઼ņŔōİőųŦĮņŔōੳĮϜѵᚗᏳ৲
ϜାԒ઼ĮϜᝳᏳ৲ІѵᝳᎺੳఁ৲

ĳįġLow
teacher to student ratio
隨著會考的接近，再樂觀開朗的小孩一樣會
ĴįġComprehensive American curriculum
出現焦躁不安的情緒。在學校裡，多虧意芬老師

ġġ፟โȈĲııĦϲ፟โɮजņŔō፟โ
ġġΤᏱȈٸҐਯΤᏱጓ

ĵįġFlexible and personalized learning approach
及簡主任的輔導，還有一群情同手足的同學互相
激勵外，家人們的陪伴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
ĶįġStudents, independent self regulating learners
家裡，我們全家人皆以平常心對待，我們不會特
ķįġBrilliant activities and athletics program

雙語國中部
Junior High

別強調他的“考生＂身份，原因是不讓他享有特
ĸįġService learning: Contributing to society
權養成驕縱的個性，另一方面也可以降低緊張的
ĹįġQualiied and experienced educators

ϛഋ!Kvojps!Ijhi

氛圍。若是讀書累了遇到瓶頸，我們反而會慫恿
ĺįġExcellent university counseling

ġġԒ઼ȈΝʂΟԒ઼
ġġੳրȈᚗᇮੳİᚗᇮġŊņőġੳ

他拿起吉他自彈自唱給全家聽，要不然就抱顆籃
ĲıįġTOEFL, IELTS, SAT, SAT II, AP, ACT Courses

ġġ৲ၦȈϜѵ৲ᖓӬఁᏱ
ġ
ġġ፟โȈĲııĦϲ፟โɮजᇮН፟โ

球到公園裡跟爸爸廝殺一番。待壓力釋放後，他
回到書桌前又是一尾活龍。

ġġΤᏱȈٸҐਯΤᏱጓ

讓小孩在康乃薾唸書，身處優質的學習環境
及同儕中，我不怕他學壞，我很放心地讓他在學
校自由發展，完全相信老師及學校的帶領，我最

國際部
International Program

多只是象徵性地參與一學期一次的 open house。
回顧這將近 9 年的時間裡，康乃薾的老師們及同

ġġԒ઼ȈήʂΫԒ઼

學帶給他許多美好的回憶，暑假過後他即將展開

ġġੳրȈርੳ ĩᒶजᏱਯ፟โĪ

Science 另一階段的人生旅程，相信他在康乃薾打下的基

礎，一樣可以讓他在實驗中學渡過充實又多采多
姿的高中生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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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L ҉ English as Second Langu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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