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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康乃薾校長 洪英度

近年來因受少子化的影響，不但使台灣人口呈現負成長，也連帶影響各階段的就學學生數，造成從
國小到大學普遍招生不足的情形，以致減班者有之，併校者有之，裁校裁科系者有之。各級學校普遍呈
現全面性的萎縮現象，且情勢日益嚴峻。這是當下台灣的學校景況。
康乃薾國中成立九年來，及承受這種少子化和延長十二年國教的衝擊。依常理推論，要在如此險惡
的大環境中存活，頂多只能苟延殘喘甚或夭折，要發展壯大是極度困難的。但事實證明，康乃薾國中不
但逆勢成長，而且日益茁壯！從民國 99 年的 23 個畢業生，到今年已增至 4 班，132 個學生。原因何在？
因為「優秀」。學生優秀，老師優秀，行政優秀，辦學優秀，中美課程設計優秀。把原本就很優秀的種
子播種在優秀的塗壤上，其成長必定優秀。這就是康乃薾國中在逆境中飛躍成長茁壯的原因。
歷數這七屆國中孩子在各方面的表現，無論是升學成績、英語比賽、科展比賽、體育競賽、藝文比
賽⋯⋯，只有用「優秀」兩字可以形容。也因此深得家長肯定、信賴、放心把優秀的孩子送進康乃薾。
康乃薾是以雖身處逆境仍能逆勢成長、茁壯。

CONTENTS

2016 春季刊

26 幼兒部大班年度SAT評量紀實

04 K.A.S～讓孩子與家長圓夢在台

28 幼兒部美語演講賽事

06 美國學校的課程設計

30 美語演講家長分享篇

08 美國學校硬體設施與設備

32 母親節歌唱比賽&繪畫作品

10 領袖培訓課程

34 幼兒部期末成果發表

11 入學資訊

2016 E2K 冬令營報導
2016 E2K Winter Camp

104 中小學學校活動篇
2016 Korrnell LZ Activities
36 期末靜態成果作品展

14 E2K冬令營～美語閱讀與寫作

38 期末動態社團才藝成果發表

17 戶外教學樂逍遙

42 母親節系列教學活動紀實

18 讓孩子滿載而歸的趣味科學營

48 員工自強活動～九族,日月潭之旅

Spring

52 畢業戶外教學～花蓮三日行
56 閱讀心得文豪得獎作品賞析
60 班級生活教育推動篇(二)

主編的話

六月是畢業的季節，每當六月到來，除了盛夏
當頭令人不敢招架的豔陽外，就是送走畢業生這件事
讓所有人無法輕鬆看待。國中畢業象徵著求學生涯的
一個重要段落，再來彼此人生的路即將各自精彩，也
許一般高中、也許高職、專科，或是出國留學、或是
交換學生，在這個典禮後的道路朝著不同方向筆直奔
去，學校及老師們能做的，是在這個路口，為揮手道
別的孩子們，在胸前別上祝福的襟花，遞上最真摯的
祝福與叮嚀，在揚起的塵土中，目送一個又一個勇敢
堅強的背影遠去。
而這一期的《LION》期刊，就在這樣畢業歌縈繞
腦海之際出刊了。回顧這一整個學期的大事件，從聖
誕節音樂會、美語演講比賽、母親節系列活動、員工
自強活動、社團及教學成果發表會、到六月中溫馨隆
重的畢業典禮，每個活動在全校師生以及所有家長的
支持下都順利而圓滿的落幕完成，整個學期精采而充
實，謝謝每一位與我們並肩齊行的夥伴們。

這一期能夠順利出刊，特別感謝所有編輯委員
齊心所致，及教師們能各全力配合，在短促的時間
裡，百忙之中抽空，將主題文章與相片提供給編輯
群，方能夠順利完成。最後，康乃薾校刊的編輯群
也在這孩子畢業的季節裡，一同祝福每位孩子順利
邁向下個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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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 家 的孩子

這麼棒

陳瀚平時對英語課程，極有興趣，除了能說
一口標準流利的英語外，平時也喜歡閱讀英語課
外讀物。英語是他日常生活中，重要的交談語言

乃薾國中 101 學年畢業生黃欣慧同學高
三時前往加拿大念書，今年順利的申請
到加拿大多倫多大學，多倫多大學是加拿大規
模最大且最有影響力的公立大學，排名第 2，
也是 QS 世界大學排名前 20 名的學校，恭喜她 !

美語能力 讓孩子登上世界名校

文／黃欣慧 同學

曾經的我是一名在班上永遠擠不進前十名的學生，

學生還在埋首苦讀時，加拿大的高中生可能早已接到大

如今的我卻幸運的被加拿大前三名的大學“University of

學的入學通知書了。入學申請通常只需要提供：校內成績

Toronto”錄取。感謝黃董事長創辦了 Korrnell Academy，

單及上網填寫申請表格；除了個人資料外，也需陳述自

讓我從小學四年級開始，有機會在這種雙語環境下成

己在校內外所參與的活動經歷。舉例來說，今年五月自

之一。為了參加這次比賽，陳瀚更每天不斷的利
用 課 餘 時 間 練 習。 指 導 老 師 Ms.Katie 和 Mr.Vic
Chen 隨時給他發音的糾正，語言節奏的指導，
抑揚頓挫的示範，讓他更能掌握文章的精髓；參
賽當天，除了穩健台風外，口語清晰，發音響亮，
也都是這次獲勝的關鍵。

長。

加拿大高中申請進入多倫多大學的我，以必修課程、選

此次參賽，除了恭喜陳瀚同學獲獎外，更希
望 帶 動 全 校 小 朋 友 學 習 英 語 的 興 趣， 讓 英 語 成
為麗喆雙語中小學學生邁進國際移動的一把金鑰
匙。

望讓孩子不再當小留學生，提供一個中英文並進的學習

除了申請進入多倫多大學外，我也收到了其他多

環境。除了讓孩子們見識到不同國家的語言與文化，同

所優質加拿大大學的錄取通知書，包括了 Simon Fraser

時也能練就一口流利的英語。相較於其他學生，在康乃

University，McMaster University，Brock University 等，而

薾教育體系下學習，我認為自己收穫良多，且在踏入社

我最終決定念多倫多大學的商學會計系。

榮獲台中市英語朗讀比賽第一名
401 班陳瀚同學，參加 104 學年度台中市英
語朗讀比賽，榮獲全市冠軍，消息傳來，全校師
生除了恭賀聲不斷，分享喜悅外，孩子們更個個
摩拳擦掌，努力練習，人人都計畫參加明年度的
英 語 各 項 比 賽。 頓 時 英 語「Read Aloud」 聲，
夾雜著孩子們的歡笑聲，充滿校園。頓時，英語
成為校園中，交談的重要語言。

康

文／陳瓊珠 主任

My Reading Contest Experience

一直到國中畢業，我曾經受過多位中英文老師的指

修課程各三科為成績依據，再額外補充說明自己曾參加

導，體驗到這個教學體系非常多元的教學方式。一路走

國際發明展的得獎經驗，順利收到多倫多大學的錄取通

來，我跟著學校一起進步與成長，同時，學校也對於我

知。另外，部分大學都相當重視領袖氣質，如果參加社團

們有著更深入的了解。

當過幹部或是勤參與志工活動，也都能提高大學的錄取

當初有鑒於黃董事長創立這所學校的理念，就是希

會時也擁有較多的優勢。
文／ Nathan Chen ESL 4

walked into the classroom I saw everybody
going up to practice on stage first except for
me. I was downstairs practicing with my dad.
Then a teacher told us that we can't stay outside
because I was one of the contestants. They sent
Then the school kindly sent me to a Reading me inside and my dad had to be outside.
I waited for one thousand years until it is my
Contest to compete with other schools and I felt
honored to do that. Anyways my dad Mr. Chen turn and when it was my turn I was like "Thank
and a teacher named Ms. Tsai helped me a lot by God!!" Without looking I chose a story from 5
sending me down stairs to practice reading every and luckily I picked my favorite story!!! I was
so happy! So, of course I read it. I made one
day.
We would work on my voice, pronunciation, mistake but it was okay, I just needed to keep
loudness and speed. Afterwards the teacher on reading my story. After I finished my story
would tell me what to do while I read and correct I couldn't wait to get out of the place. I really
needed some air.
my mistakes that I made in that story.
The first speech contest was amazing!!!!!
Have you had this experience before? Well, let
me tell you about my experience. It all started
when I won "The First Speech Contest At
School".

Later on in the afternoon, the results were
On April 8th, the time finally arrived. My
posted
and I got number one!!!! I was super
dad and my mom came to encourage me. I
was so nervous that my legs were shaking so happy. I would like to thank my dad, Mr. Chen
that it nearly caused an earthquake! When I and Ms. Tsai for helping me. It was a brilliant
experience and I can't wait for next year!!

機會。

很高興能在顏執行長所帶領的教育團隊下建立起

學校除了提供中文學習的管道，英文更是主打的強

良好的英文基礎，有一段心裡話也想分享給每一個康乃

項。Korrnell 更提供開心的學習環境，讓我培養出健全的

薾體系的學弟學妹們，『人生道路有光明，卻也有艱辛，

人格發展，即便上了高中，雖然學習的過程是辛苦的，但

學習必定會付出汗水。凡是都要勇敢面對，知道自己所追

也得到國際大學的錄取通知書。

求的目標，並勇敢去追。要知道，如果今日沒有美語文基

之所以到國外就讀大學，目的是希望讓自己的視野

礎的奠定，是無法順利適應並銜接國際高中與大學。我

更寬廣，未來更具“國際觀”
。我選擇去加拿大求學不外

相信不久後的今天，你們會以自己為榮。父母及學校更

乎是因為加國的教育比起國內有更自由選擇的機會，注

會以你們為榮！Korrnell 的學弟、學妹們，讓我們一起加

重人格特質發展的加拿大大學，採各校獨立招生，並沒

油！』

有統一性的大會考，放榜時間也不同。因此台灣高三的

美國學校 ─ 讓台灣的孩子多一個選擇
突破台灣的教育局限
康乃薾美國學校完工圖

康乃薾在過去的 9 年已成功在新竹縣建立了
優良雙語教學的地位，學生在英語方面也有穩固
的基礎。可是由於台灣教育制度的局限，我們從
國中開始，開始感受到學生在雙語學習的壓力，
尤其是台灣的教育系統仍是要求學生的一致性，
而未能照顧學生學習差異。正如著名的物理學家
愛因斯坦說：每個人都是天才，可是您要判斷一
條魚是不是有能力，而請這條魚去爬一棵樹，那
這條魚一世也會覺得自己是一個蠢才。
在教育的理論來說，每一個學生都是一個獨
立的個體，每個人也有不同的學習方法：有的是
用聽講的，有的是用閱讀的，有些學生的強項是
體育、美術或是音樂……可是台灣的教育只要求
每一個學生都是一樣的，每一個學生在文科、理
科都要求有一致的表現。為甚麼學生不能只往文
科、理科或商科發展，為甚麼學生不能發展他們
的強項，為甚麼教育一定要量化的「公平」而不
可以發展「精英教育」？

K.A.S ～讓孩子與家長圓夢在台
康乃薾教育體系 - 夢的延續
如何讓台灣的孩子能與世界同步，使他們
有足夠的能力及競爭力和世界進步的脈動同步
前進，是很多台灣家長面臨及憂慮的問題，在
無法寄望於台灣當前的教育下，台灣的家長只
能把孩子送到國外當「小留學生」。
一個台灣小留學生在多年前的經歷，及至
身為父親後讓三個孩子也能順利進入美國及加
拿大著名的大學就讀醫學及建築，可是小時看
見父母身陷窘境，當為人父時因孩子到海外升
學而深感所付出的代價絕不是金錢所能言喻
的。
小時候的經歷加上身為人父的親身感受，
在 腦 海 中 就 浮 現 了 把 美 國、 加 拿 大「 好 的 私
校」、「好的教育」搬到台灣來的想法及念頭。
在開辦了一所醫院之後，深感醫院是可以救人
或解除一個人的病痛，要是能辦一所「好的學
校」便能改變一個孩子的一生，也改變了一個
4

文／ ESL 部主任

朱立明

家庭的命運，更改變了一個家庭的希望。孩子是
家庭的希望，孩子的成功也是家庭的成功。

為了「公平」，台灣的教育就跑到以考試為
主的教育軌道上去，學生的學習在國中開始就是
為考試而學習，最終也變成為考試而考試。學生
沒有獨立的思考空間，也沒有選擇的餘地。面對
孩子不能選擇他們自己喜歡的路向，家長只能隨
波逐流，他們只能默默地忍受，更甚的因為孩子
的分數不理想而造成家庭的衝突，親子關係變差；
學生表現差的科目，沒有興趣的科目，家長或學

校偏偏要他們多花時間去補習，多花時間去面對一
些自己不喜歡的科目，久而久之，學生的學習動機
也被完全地消磨掉。
有見及此，在盡力維護學生在雙語學習這塊珍
貴的領土，有感台灣大學在國際的能見度較低，學
生就是能考上台灣的最好學府，對他們也沒有一定
的保障，是以康乃薾教育體系規劃一所美國學校，
給家長及學生多一個選擇，以突破台灣的教育系
統，把黃院長的夢徹底實現――把百分百的美國課
程及美國教育完完整整的搬到新竹來。
美國學校的教育模式能改變孩子的氣質，使他
們學會服務、學習領導才能、主動追求新知，動手
做研究；更能培養團隊精神，與人分工合作。孩子
在美國學校成長，知識也隨之增長，體能強健、充
滿自信，從容自在，不畏競爭，以所學引領世界潮
流，貢獻人類。康乃薾美國學校給您和您的孩子多
一個選擇：康乃薾美國學校的課程，能幫助您和您
的孩子脫離 12 年國教的枷鎖，讓學生能與家長共
享家庭的品質時間，愉快學習，在學習中找到樂
趣，從而啟發他們的興趣，發展他們的強項。

就是這樣，黃忠山院長編織了一個夢――在
家鄉辦一所像美、加私校一樣好的雙語中小學，
讓台灣的孩子不再當小留學生，由幼稚園到國
中，都能在充滿愛、鼓勵、啟發、支持的環境中
茁壯成長，獲得最大的身心潛能發展。有夢最
美，希望也跟著相隨，這個夢在時空的因緣中，
終於在 2007 年成真，創辦了康乃薾雙語中小學，
培養學生雙語言、雙文化，讓學生能突破局限，
接軌國際。
2016 年，這個夢還在延續下去，為了讓孩
子能夠走出台灣這個島繼而全球升學，遂開辦了
康乃薾美國學校，希望能培養更多台灣的孩子能
放眼世界，展望將來，與世界同步。
讓我們與您能在康乃薾美國學校一起編織屬
於我們的夢，讓我們一起圓夢在台！
5

與世界第二教育認證機構結盟

美國學校的課程設計
「真正的學習是從學習中尋找興趣，並從興趣中實踐學習。」
康乃薾美國學校的課程是百分百採用美國的
Common Core Standard 及 Griggs International
Academy 所研發的課程指引。康乃薾美國學校
的辦學理念十分明確，就是要學生作為課堂的中
心，讓他們能透過經驗、實驗去經歷學習，而不
是像本地的教育只是填鴨式的。我們會給學生所
有親身學習的機會，把教室翻轉！
我們的教育理念是可從「HAIR」和「WoW」
兩個英文縮寫展現出來：「HAIR」中的「H」是
Happy Learning，就是愉快學習的意思；「A」
是 Activities and Action Based Learning ， 是
指從經驗及實踐中學習；而「I」就是 Interests
Development in Students Learning，是發掘及
培養學生的學習興趣。以上三項是互相關連的：
我們從小組活動開始，讓同學在小組之中能發揮
他們的才能，扮演在小組裡面的角色，從而互相
學習，互相觀摩，然後，孩子透過活動，親手去
做，親眼去觀察，親自去接觸及發掘，通過這些
經驗去建立他們對學習的興趣，從而取得成就
感，了解自己的興趣，最後能發展自己的強項。
然 後， 我 們 鼓 勵 家 長 與 我 們 一 同 創 造 一
個 有 利 學 生 閱 讀 的 環 境， 這 就 帶 到「HAIR」

家長及學生對美國學校的迷思 - 自
由？品格
康乃薾美國學校的定位是在美國或英國的貴
族學校，所指的不是價格的問題，而是在培養學
生的氣質這一方面。我們每次到美國或英國的貴

GIA 其實是 Griggs International Academy 的簡
稱，是全球第二大的教育認證機構，在全世界擁有
超過 8000 所各級院校，是一個跨越一個世紀，具
有豐富教育經驗、成熟穩定且提供高效率學習系統
的教育體系。GIA 更榮獲多所著名大學及美國政府
教育部門的認可。 其中所提供的教育專案不單符合
學生個人學習需求，更適合學校執行管理教學使用。
最 後 一 個「R」 去 了，「R」 是 Reading Habit
Development，意思是幫助學生建立閱讀的習慣。
教育的研究指出，孩子若能在小時候已經養成良好
的閱讀習慣，將來他們無論修讀甚麼科目也是沒有
問題的，而且有較大機會取得成功。
另 外， 康 乃 薾 美 國 學 校 的 另 一 教 學 特 色 是
「WoW」 － Learning Without Walls 無 牆 教 室。
我們相信學習不應局限於四面牆內，能促進教學的
地方就是教室，所以美國學校的學習時常會跳出教
室，進行實地情境教學。

簡單來說，每個康乃薾高中畢業生在校完成課
程後，除了獲得由我們學校頒發的高中畢業文憑外，
更可獲得世界認可的美國高中畢業文憑。由 GIA 所
頒發的高中畢業文憑在全球高校認受性很高，這將
為我們每一個學生申請各國大學，尤其是美國大學
提供特殊的優勢和保證，加上康乃薾美國學校可共
享 GIA 所 屬 的 全 球 SDA (Seventh-day Adventist
Church) 教育網絡，該網絡擁有包含美國大學院校
在內全球超過 8000 所的院校， 因此，本校畢業生
不但可以通過 SDA 教育網絡直接升入他們全球系

統中的所有大學，更有機會直接進入世界各大名校
就讀。
最重要的是，康乃薾美國學校與 GIA 秉持「全
人教育」的教學理念，除了激勵學生取得學術上優
異的表現，替每一個學生在人生的道路上打下堅實
的基礎之外，更是致力將學習核心著墨在推廣且提
升每一位學生在心靈及健康層面的人格發展，達到
「做中學，學中做」靈、智、體三育並齊的全人特質。
再者，GIA 除了幫助學生以外，也會確保所有
教師有進一步在職進修與提升教育專業培訓的機
會，達到康乃薾美國學校在課程上更多元化，組織
系統更一體化，教職員更專業化的目標。目前康乃
薾美國學校正努力籌備 GIA 認證的各項工作，我們
更預備所有的教師和學生在 GIA 的系統裡註冊，直
接與世界接軌，成為真正在台灣 12 年一貫國際化
教育的先驅。

完成 KAS 國際課程，您的子女立即擁有本校及美國高中兩張畢
業文憑，讓您的子女圓夢在台，踏出國際！
族學校時，深深吸引我們的是學生也穿著整齊的制服
――結上領帶，穿著筆挺的西裝外套，優雅安靜地進
入禮堂進行週會。那種氣氛實在令人嚮往。反觀台灣
最「貴」的美國學校，學生在放學後聚在一起抽煙、
吸毒；品行就像是街頭的流氓一般，真的是看不下去。
自由無疑是重要，可是在康乃薾美國學校就秉
承康乃薾的辦學理念，注重學生的品行發展，教導
學生懂得「尊重」。尊重不是要剝削學生的自由，
而是透過週會、班導師課節、學校的課程去教導孩
子甚麼叫「尊重」，教曉他們在甚麼場合，應有甚
麼表現，有甚麼的應對，這才是我們教育的目標。
在互相尊重的前提下，我們才可以享受自由。
我們也考慮到家長要把孩子放在國外生活最少四
年，若不在這時候把他們的生活及品格好好地規範下
來，要是孩子是在美國升學四年之後回來，可能家長
再也不認識您們的兒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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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對康乃薾美國學校來說是踏上了一個重要
的里程碑――我們跟世界第二大的教育網絡，美國
的認證機構―― Griggs International Academy 簽了
合作協議，為我們的學生邁向國際的舞台上跨進了
一大步，這也代表了康乃薾美國學校正式踏上了國
際認證的路途上。

坐擁雙文憑，讓你圓夢在台，
贏在通向國際的起跑線上
A Guarantee
US High School Diploma. Your children
will win at the starting point.
Graduates of KAS will earn Dual
Diplomas—our diploma and a Certified
US DIPLOMA! You and your children can
be prepared to conquer the world: you
can power your dreams to make them
come true in Taiwan!
7

硬體設施 hardware

Google Education Partner

美國學校的建築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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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乃薾成立之初已對美式傳統學院的校園風格
有著堅持的嚮往。美國學校的校園設計的意象，正
反映了設校的本質和理想――把美國的教育完完整
整地建立在新竹的土地上。新校舍從外觀看來已經
是一座美國的校舍，跟康乃薾雙語中小學儼如一對
雙生兒。

除了教學的設備外，我們也照顧到孩子其他方面
的發展及需要，所以我們在室外設有籃球場、兩
個分別給低年級和中高年級使用的遊樂場，其中
所有的戶外遊具都是從德國或丹麥直接進口；此
外，我們也有室內運動場、學生休息區及學生活
動中心。

新校舍佔地不算很大，但可以用「麻雀雖小，
五臟俱全」來形容。為了創造一個全美式的學習環
境，我們把學校的每一個角落也呈現出國際的風格
來：教室的設計是以小班分組教學為主的設計，配
有小組活動的空間、英文閱讀角、電子白板的設備
等，務求令師生比例維持在約 1:20 的教學環境下，
能發揮出最高的教學效率。除了每個教室精心設計
外，高中的各個主題教室也是各具科目的特色。其
他學校的設備包括：圖書館、實驗室 ( 附實驗預備
室 )、視覺藝術教室、工藝 / 陶藝教室、音樂教室、
管弦樂教室、舞蹈教室、視聽教學中心、電腦教室；

在餐廳的設計方面，除了低年級只提供團膳
之外，由三年級開始，學生可以使用有儲值功能
的學生證選擇自己喜歡的午膳，選擇包括 Chef
Choice 每天精選主餐、中式自助餐、輕食區。為
了讓一、二年級的學生能在午後能補充體力，更
有精神上課，我們特地為一、二年級的學生預備
了寢室，讓他們可以在午膳之後在床上午休。康
乃薾美國學校用心設計每一個細節，因為我們的
教育理念認為教育工作者應創造一個有利於孩子
學習的環境，以幫助他們在學習上取得成就。

Hardware

Google Education Partner
康乃薾美國學校為了提高學與教的品質及效
率，特別與 Google 合作，成為全台灣第五所成為
Google 教 育 伙 伴 (Google for Education Partner)
的學校。
使用 Google Chrome Book 進行教學比一般使
用筆電或 Ipad 來說更好的原因是：一、我們可以直
接使用 Google Apps for Education，而這些教育軟
件也是免費的；二、Google Chrome Book 配合 Go
Guardian 監控軟件，教師可以智慧課堂管理，令教
學更有效率，如在課堂或課後發送即時訊息、推播
URL、動態活動標記， 智慧分析讀取的頁面內容，
即時把學生作品向全班學生播放、現場直接評閱及
修改學生習作；三、Google Chrome Book 配合 Go
Guardian 監控軟件更可有效管理、追蹤和安全管控
學生的學習狀況。教師可在課堂內、外監測學生行

為， 精確了解每名學生使用情況。教師在課堂
中可即時監看學生畫面、封鎖學生畫面、設定網
頁瀏覽權限，智慧過濾不適當的瀏覽內容。透過
系統管控更可追回失竊 Chrome Book，結合即
時警報， 有效安全管控。
作為 21 世紀的教學機構，康乃薾美國學校
與時代的脈動同步，為學生提供一個走在時代尖
端，加強學習及教學效能的校園，與世界頂尖的
教育機構合作，共同開發為培育孩子成為明日國
際領袖的園地。

11

領袖培訓課程 C.A.S.T.
康乃薾美國學校的其中一個創校願景是「致力培育學生進入國際名校，成
為國際舞台上的明日領袖」，所以我們也在課程中加入「領袖培育計畫」以孕
育國際人才。我們的領袖培訓課程可用 CAST 的個英文字母展示出來。

入學資訊 Admission
年級對象 Grades
K-12 年級學童 ( 幼兒部大班 ~ 高中 )
Program spans grades K-12

開辦班別 First Year
第一年招收 K-10 年級新生 ( 幼兒部 ~ 高一 )
Enrollment for grades K-10 only during the first year

班級人數 Grades
採精緻教學，每班人數 20±10% / 22±10%
Advantageous teacher-student ratio that smoothly
facilitates student-centered learning. Class sizes of
around 20 students ±10%

課程規劃 Curriculum
全美國課程，每個年級均需選讀主修課程、副 / 輔學習
課程及選修課程。如小學部家長想孩子多修中文課程，
我們有中文及中文數學可供選修。( 詳情請參考課程介
紹部分 )
Accredited US curriculum, students have to take core
subjects, enriched program and electives. Electives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Chinese Math are available.
(Please refer to the curriculum overview for details)

師資安排 Faculty
美國暨國際師資群，學有專精、合格專業。
Our teachers are fully qualified teachers and
professional in education and their fields of
studies.

入學申請 Grades
請依本校入學報名方式報名，新生務必參加入學評
量，依評量成績登記入學。
Please follow our procedures to apply to our
school. All new students should be done on sit
for the admission test and interview. Admission
decisions and placement will be based on
students' performance.

創校優惠辦法 & 說明會
School Policies&Registration
請參閱本校網站「入學說明會時間」及說明會之
「創校入學優惠辦法」。
Please visit our school website for details of
briefing sessions and special offers.

志工服務 Community Service
除了高中要求每個學生每年達到 20 個小時的志工服務外，
透過志工服務，學生能建立品格，培養社會責任感。
藝文鑑賞 Art Appreciation
透過藝術課程、樂團訓練等，以培養學生的審美的能力及
高尚的情趣。
菁英課程 Student Elite Program
學生能通過菁英課程，建構領袖的價值觀，明白自己的強
項及弱點。
國際視野 Theme Study Tours
學年中學校會利用與 GIA 結盟的優勢，安排學生參加不同
的海外課程計劃、學生交換計劃、主題式遊學團或課程等，
以擴闊學生的國際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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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學校建造紀錄
讓孩子與家長圓夢在台
還記得第一次經過新建的康乃薾美國學校教學
大樓，在圍欄中望過去，不僅看到了一座漂亮而宏
偉的建築，也彷彿看見了一個一個台灣的學生，可
以脫離考試的枷鎖，享受學習的樂趣，發展自己的
強項。每一個家庭也可以享有較多的「品質時間」，
親子的關係也更加緊密，溫馨的笑語與學生在美國
學校中享受學習歡樂的笑聲，交織了一幅台灣未來
教育的藍圖。
學作為一個教育家，康乃薾美國學校給予本人
一個把二十多年累積的教育理念和教育經驗實踐
的 平 台， 也 在 創 校 首 年 引 進 Griggs International
Academy 這個全世界第二大的國際認證教育機構，
變相把整套美國教育的課程和教學方法從美國放到
台灣來用，台灣的孩子可以透過就讀康乃薾美國學
校，便能等同於把孩子放在美國本土修讀高中一樣，
在畢業時獲發「美國高中畢業文憑」，讓家長及孩
子圓夢在台，這是多麼令人興奮的事啊！
誠然，要擔起創立康乃薾美國學校的責任，真
的一點也不容易。從無到有，從學校辦學理念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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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規劃、班級結構、學校定位、校風傳承、
聘請教師、硬體設備、教學資源、國際認證、
招收學生、面談家長等等，由 2016 年 3 月 24
日開辦第一場辦學說明會至今，只短短兩個月
的時間，在沒有大型的宣傳之下，竟然可以把
學校的每一個年級也達到成功開辦的人數，有
部分班級更已收滿。
還記得 3 月 24 日首場說明會是在風雨之
下，心想進來的也不多，可是到了晚上 7 時，
看見家長一個一個地魚貫進場，最後差不多把
演藝廳的座位都坐滿，看到台灣的家長為了孩
子的前途而如此著緊，冒著風雨，舉傘前來，
實在令我們身為教育工作者的深受感動。為
此，本人夙夜憂勤，唯恐託付不效，以負院長、
執行長、家長的期許。然而，本人希望家長跟
我們有共同的目標，從您讓孩子進入康乃薾美
國學校的那一刻開始，學校和家長就是伙伴，
讓我們一起攜手合作，為您的孩子和康乃薾教
育體系展開美好的新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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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袖培訓課程 C.A.S.T.
康乃薾美國學校的其中一個創校願景是「致力培育學生進入國際名校，成
為國際舞台上的明日領袖」，所以我們也在課程中加入「領袖培育計畫」以孕
育國際人才。我們的領袖培訓課程可用 CAST 的個英文字母展示出來。

入學資訊 Admission
年級對象 Grades
K-12 年級學童 ( 幼兒部大班 ~ 高中 )

師資安排 Faculty

開辦班別 First Year

美國暨國際師資群，學有專精、合格專業。
Our teachers are fully qualiﬁed
qualiﬁed teachers and
professional in education and their fields of
studies.

第一年招收 K-10 年級新生 ( 幼兒部 ~ 高一 )
Enrollment for grades K-10 only during the ﬁrst year

入學申請 Grades

Program spans grades K-12

班級人數 Grades
採精緻教學，每班人數 20±10% / 22±10%
Advantageous teacher-student ratio that smoothly
facilitates student-centered learning. Class sizes of
around 20 students ±10%

課程規劃 Curriculum
全美國課程，每個年級均需選讀主修課程、副 / 輔學習
課程及選修課程。如小學部家長想孩子多修中文課程，
我們有中文及中文數學可供選修。( 詳情請參考課程介
紹部分 )
Accredited US curriculum, students have to take core
subjects, enriched program and electives. Electives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Chinese Math are available.
(Please refer to the curriculum overview for details)

請依本校入學報名方式報名，新生務必參加入學評
量，依評量成績登記入學。
Please follow our procedures to apply to our
school. All new students should be done on sit
for the admission test and interview. Admission
decisions and placement will be based on
students' performance.

創校優惠辦法 & 說明會
School Policies&Registration
請參閱本校網站「入學說明會時間」及說明會之
「創校入學優惠辦法」。
Please visit our school website for details of
brieﬁng sessions and special offers.

志工服務 Community Service
除了高中要求每個學生每年達到 20 個小時的志工服務外，
透過志工服務，學生能建立品格，培養社會責任感。
藝文鑑賞 Art Appreciation
透過藝術課程、樂團訓練等，以培養學生的審美的能力及
高尚的情趣。
菁英課程 Student Elite Program
學生能通過菁英課程，建構領袖的價值觀，明白自己的強
項及弱點。
國際視野 Theme Study Tours
學年中學校會利用與 GIA 結盟的優勢，安排學生參加不同
的海外課程計劃、學生交換計劃、主題式遊學團或課程等，
以擴闊學生的國際視野。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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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ter Camp- Fun Reading
E2K ∼閱讀與寫作營

閱讀趣
By Mr. Gilliam

2016 冬令營，外師們帶領著孩子們藉由口讀、手
畫、眼睛看，讓孩子體驗不同的閱讀方法，探索閱
讀的樂趣，原來閱讀這麼好玩 !

E2K ∼戶外教學活動

E2K 冬令營～美語閱讀與寫作

文／蔡宜軒 老師

E2K(English to kids) 冬、夏令營的活動的設計 ,

孩子美語程度的文章與活潑有趣的美語故事作為題

以半天美語半天健康休閒活動的模式教學，上午半

材，一方面增廣孩子們的字彙量、另一方面教導孩

天美語主題教學，主要提供英文課外的延伸學習，

子讀的技巧和理解能力。藉由有趣的美語繪本及讀

透過多元的美語主題，例如世界童話故事、神話故

者劇場，引導孩子與生活經驗連結，揣摩故事中的

事、世界名著、奇幻探險故事、電影及自然科學等

主角們的情緒起伏，了解故事中的意境，啟發孩子

不同的教材，每週設定一個主題，外師以輕鬆活潑

的思考能力。當孩子們在閱讀、演出以及揣摩這些

的教學方式，讓孩子們從單元主題多樣化的美語活

角色的時候，孩子們對這些閱讀題材能夠有更深的

動中，讓孩子們獲得活用的機會，將所學的字彙、

理解與體會，進而練習運用課堂中所學的字詞及故

詞語透過各項美語活動的展現，逐漸由點、線、面

事內容，學習用自己的語言進行模仿寫作練習，以

串成一幅涵蓋聽說讀寫美語能力的圖像。半天的體

提昇寫作技巧。下午時段，安排了「資優語文」課

育、藝術及娛樂性多樣化活動 ( 下午 )，讓孩子們透

程來強化孩子的國學基礎，「資優數學」課程以提

過活動，增進身心健康，培養創造力並拓展生活領

升數學邏輯思考及解題能力的學習。另，每天搭配

域。

多元的靜態藝文活動、球類運動、一次大坑步道半
奠定美語基礎能力提昇美語程度是麗喆孩子們

的當務之急，本學年E2K 美語冬令營依孩子的需要，

This January at Korrnell LZ, some students
took the opportunity to participate in Winter Camp.
Elementary students were divided into several
classes based on age and took part in several types
of class, including Reading Comprehension, Writing,
and Reader Theater. Middle School students were
able to practice listening, conversation, and writing
as well.
For my elementary students in Reading
Comprehension, Winter Camp was an exciting
opportunity to focus on reading and learning about
the natural world. Students focused on skills such
as Compare and Contrast, Summarizing, and
Close Reading while investigating topics including
states of matter, killer whales, types of rocks, and
sloths. Students enjoyed seeing these natural
phenomena and animals in their natural habitats
through informative videos before diving in to
entertaining reading passages. The creation of their
own drawings helped students organize information.
Students worked together in teams to answer
questions about the topic, then competed against
each other, combing the text for information.

Winter Camp was an opportunity for students
to learn through many media including video,
drawing, games, and written text. Students enjoyed
having the opportunity to learn about new things
and compete against each other. Next year, be sure
to include Winter Camp in the plans for your family!

日戶外教學及一次后里鐵道全日戶外教學。
E2K 美語冬令營，課程內容兼具學術及休閒體

安排「美語閱讀與寫作」成長營，以閱讀為主，寫

能活動，讓孩子們享有多元豐富的學習及體驗，給

作為輔，上午由外師以全美語授課，挑選許多適合

孩子增添不同的生活視野。
Try doing an Oral Book 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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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e and have fun in reading!

We can "act" the story out in class!

We can play games while reading.

15

學樂
戶外教
2016 E2K Winter Camp
2016 冬令營

During the Chinese New Year vacation, the
school held a very successful and action-packed
winter camp with the enthusiasm and creativity on
the part of the teachers playing a big part in this
success.
The children experienced a wide range of
activities which were professionally led by the
foreign teacher staff. Mr. Sloan led a creative writing
class where the students were taught to creatively
write and illustrate their own comic books.
O ther childr en had the oppor tunit y t o
participate in Ms. Fleurette’s drama class where
the students were taught to act out a selected
story from the textbook. As the class went on, the
students became more confident and began to
get into character, using accents and peculiarities
associated with their particular character.
In Ms. Fleurette’s listening class, students were
asked to listen to a song and then challenged to do

16

Field Trips
大坑九號步道生態淨山健行

By Mr. Keleghan

一個成功的冬令營，來自老師們齊心齊力的付出和
學生的熱情參與。2016 冬令營，外師們為孩子們設
計了豐富的美語閱讀寫作課程，讓孩子們在各種有
趣的活動中，增強英文能力。

Reading comprehension –
we can try a different way!

逍遙

Everyone enjoys reading in the library.

gap-fill activities based on what they had listened
to.
In Ms. Woodard’s class games involving
listening and moving were the order of the day. She
also led activities where students were challenged
to create their own words using the manipulation of
phonemes. Research has shown that children who
can manipulate phonemes become better readers
and spellers.
In my reading comprehension class, students
were led through a variety of fun exercises aimed
at helping them predict story outcomes and how to
identify the main idea of a story. In addition, they
learned that every good story has a problem and
solution. Students loved

Let’s have a competition
after reading this book!

后里人文、鐵道、運動之旅

Rehearsal before acting out the story.

Field Trips
17

1 ∼ 3 年級

每學年的寒暑假學校都會為孩子規劃低 . 中 . 高年級的「科學營」，且與台北
科技大學專業的科學營規劃部門合作，提供孩子更具專業的師資與教學。

4 ∼ 6 年級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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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 動 與 教 學 意 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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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entiﬁc Knowledge

TO INFINITY AND BEYOND-THE SOLAR SYSTEM
飛向宇宙 , 浩翰無垠
By Ms. Woodard

準備好和 ESL 3 的學生們一起探索宇宙了嗎 ? 他們將教導
我們不同星球的特性和利用 2D 或 3D 作品為我們呈現太陽
系的星球之美。讓我們期待他們的成果吧 !
This semester the students in ESL3 will be creating a
model of the solar system. Hands-on, experiential learning
activities such as creating science projects and models have been shown to
increase student engagement and give them more autonomy to take charge of their
own learning in a format that not only naturally prepares them for the demands of
high school, university, and beyond; but also engages them and equips them with
basic research and presentation skills at their current proﬁciency level. Each week

20

students are learning to research and take notes to
increase their knowledge of one specific planet in the
solar system. After watching videos and discussing the
planets in class, they will write a paragraph explaining
the most interesting aspects of that particular planet.
Students are not only practicing high level listening and
note taking skills, but also synthesizing information and
develops their writing skills. This interdisciplinary projectbased type of learning hones their skills in all of the
language learning domains – listening, reading, writing,
and speaking. In addition, the project includes an art
component – students will create a poster or model of
the solar system. They have complete artistic license
to create a 2D or 3D poster or model, and we are
excited to see the culmination of two months of work.
In addition to presenting a poster or model to the class,
the students will also complete an oral presentation,
explaining their project and interesting facts about
the solar system. The presentation will be scored on
accuracy and fluency. Using project-based work in
science class both engages students in deepening their
understanding of their current coursework, but also
develops their confidence with their presentation and
public speaking skills, both essential skills in the current
academic and professional landscape.

science project

SCIENCE PROJECT

21

WHAT MAKES A SCIENCE RESEARCH PROJECT IMPORTANT?

SCIENCE PROJECT PROCESS

科學研究的重要性

科學研究步驟

As you know, ESL 3, 4 and 5 have been asked to research and
develop a science project, on a topic of their choice, which will count
towards their ﬁnal grade in the third term. All students appear to be keen
and enthusiastic; it’s practical and relevant everyone has embraced it.
Science research projects can be really exciting; especially with all
the opportunities the internet now gives us. Most kids know how to use
a computer for fun and spend many hours a week surﬁng the internet or playing games. As parents
and teachers, we would like to encourage them to use some of their computer time for schoolwork and
educational projects - researching scientiﬁc ideas and the scientiﬁc method is certainly a good use of
their time.
Additionally there are many other great reasons for encouraging your children in their research
project. A science research project integrates almost every skill that a student can hope to learn.
Students must learn how to apply their existing abilities in reading, logical thinking, writing, statistics
and data analysis, computer science, and graphic arts, as well as scientiﬁc methodology. Furthermore,
students will have the chance to practice their
public speaking skills during the presentation and
encourage them to be confident and think on their
feet when answering questions from judges.
Research projects are also a way for students
to demonstrate motivation, self-learning, critical
thinking, ethics and other important skills and traits. It
is the perfect way to complement a child’s natural
curiosity. It can help them answer the questions that
we have now forgotten to ask⋯.’Why is the sky
blue?’, ‘Where do the stars come from?’
Here at Korrnell Li-Tze we want our students
to use this project to help form and shape their own
opinions; rather than just taking others for granted.
All the teachers here are looking forward to seeing
the end result of 2 months of work and getting the
chance to view their final presentations. I hope you
as parents also enjoy the process of watching your
child, and their project, develop and the chance to get
involved.
22

科學研究步驟不僅僅是幫助孩子們能順利完成作品，更是讓學
生在準備的過程中確實練習找資料、統合資料、做海報、介紹
作品。這些過程都將成為孩子們的寶貴經驗。孩子們 ! 好好享
受這個全新的挑戰，達成目標。

The process the students will follow for their Science research
project is designed to teach them vital skills for their future education.
The target goal will be to publishing a poster and giving a presentation
on their chosen subject. The process will teach them how to research,
plan, edit and publish a project, whilst allowing them the freedom to
discover new and exciting information about a topic they are genuinely
interested in.
The students have already begun their project, by selecting a topic
that they found interesting during our studies, and wanted to discover
more about.
They have started their research into the topic by considering what
they already knew about the subject. They then began to utilize the
research tools at their disposal, such as the internet and
library, to ﬁnd out new and interesting information. They
are aiming to gather as much information as possible.
Once the students have gathered their research
notes they will need to decide what the focus of their
project will be. They will write full English paragraphs,
using the scientiﬁc vocabulary that they have learned to
explain their topic. This writing will need to be edited and
checked by themselves; with help from their teachers.
Once their writing is complete they must plan the layout of their poster. This must
be beautiful to look at and should take them some time and care to produce. It is
important they take pride in their work and consider the ﬁnal look of the poster.
Finally they will give a short presentation during class to teach the other students
what they have learned. This presentation should be fun and interesting. Hopefully
the students excitement for their topic will come through in their presentation.
We hope the students enjoy their new challenge. Our target of self motivated is a
great opportunity! So long as they try their hardest and are interested in their work they
will achieve great things.

project

科學研究讓孩子們有機會去探索未知，深入學習。藉由科學
研究的過程讓孩子們把課本之中片片段段的之事給整合運用
起來、學習與其他技能結合，最後誕生自己的作品。

By Mr. Sloan

science

By Ms. Fleuret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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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乃薾麗喆中小學 科展勇奪佳績

科展優秀作品

Scien

萬籟怎會俱寂 - 充滿杯中的聲音
組員│詹君頎、張傳新、黃俊穎

物理
科

國中
組

指導老師│韓順興主任、洪綉雯老師

指導老師感言
文／韓順興 主任

摘要與心得

國中
物理科

在海邊時拿一個海螺在耳邊可以聽到一種聲
音，有人說這萬籟之音。將麥克風放在燒杯裡，遠
處的喇叭所發出的聲音，會充滿整個燒杯容器，並

聽聞竹北康乃薾中小學歷年來的科學展覽均

且透過麥克風，將聲音回授到擴大機內將聲音放大，

辦得有聲有色，甫剛成立的康乃薾麗喆姐妹校也

再傳到燒杯內的麥克風，又傳回擴大機⋯，這樣的

不能太難看。

現象叫做聲音的回授。最後使得喇叭產生放大的頻
率，尖銳且刺耳，這也是共鳴的現象。經過實驗證

因此從去年九月開始投入科學展覽小組的指

實：用手蓋住瓶口，回授音即消失，聲音果真充滿

導研究，希望帶起一股研究科學的風氣。從全國

容器內。容器越小，回授的聲音頻率越高；不同距

歷屆科學展覽作品的觀摩開始，經過幾週來的師

離產生的回授音頻率曲線呈現高低起伏的曲線。將

生磨合，終於找到符合適當年齡的研究主題。看

高點當波峰，相鄰波峰的距，視為波長，波峰的頻

到學生研究的興致勃勃，科展的目的也達到了。

國小
應用
科學科

律乘以波長可求得當下溫度時的聲速，且與理論值

萬籟怎會俱寂 - 充滿杯中的聲音
指導老師│韓順興主任、洪綉雯組長
組員│詹君頎 (801)、張傳新 (801)、
黃俊穎 (801)

誤差很小。容器內的回授音頻律比較複雜，不太穩

將擴音
麥克風 器音量調
到 15
，
以聽到 放入容器
內，可
回
授
小，頻
音，容
率越高
器越
。

定，因為基音與泛音交互交疊、共振，形成腹點和
節點，又與擴音器的聲源形成兩聲源的聲波干涉現
象。測頻器測得的頻率，有可能是基音或泛音。相

研究動機

鄰的兩相近高頻間的距離等於波長，與頻率 ( 或測

聽廣播時發現 當 DJ 和聽眾現場通話時如果
收音機太大聲，也有相同的現象，DJ 都會要求聽
眾要把收音機轉小聲，回授音就沒有。唱 KTV 時，
有時也會產生類似的現象，但只要把麥克風的方
向改變一下就可避免。

脫離心網的桎梏 - 翻轉實驗室加熱習慣

研究動機

做熱量的實驗時，需要用到陶瓷纖維心網
（以下稱陶瓷心網），我們這組拿到了有破洞的
陶瓷心網，跟老師要求更換時，剛好又缺貨，只
好勉強使用。下課時，我們發現，有破洞的陶瓷
心網加熱起來反而比其他組還快速。當我們提出
問題問老師時，老師給我們講了一個故事。原來，
在科學展覽中，已經有人做過類似實驗，從石綿
心網改變成為現在普遍使用的陶瓷心網。但陶瓷
纖維難道就不會致癌嗎？因此，我們要來解決這
個問題，希望能夠找出安全、快速、有效率的加
熱方法，以對自然科的學習提供新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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脫離心網的桎梏 翻轉實驗室加熱習慣
組員│李慕新、林豊凱、羅峻議、林臻瑋、魏思涵、董家苗

應用
科學科

國小
組

指導老師│韓順興主任、洪綉雯老師

摘要與心得

指導老師│韓順興主任、洪綉雯組長
組員│李慕新 (601)、林豊凱 (601)、羅峻議 (601)、
林臻瑋 (601)、魏思涵 (601)、董家苗 (601)

「萬籟俱寂」在形容極端寂靜的狀態，但透
過空氣傳播的能量波如聲波、電磁波等，到處充
斥，它們將充滿整個容器，在容器內迴盪。因此，
萬籟怎麼會俱寂呢？用容器內聲音的反射和共振，
透過麥克風傳回擴音機，再透過麥克風傳回擴音
機，不斷的回授後，到底會有麼現象呢？

得頻率的倍數 ) 的乘積會等於聲速。

根據網站查得的資料，歐盟已於 2001 年

間。熱量流失率較低者為燈芯長度 0.7 cm 至

下令禁用高溫陶瓷纖維，因具有致癌毒性而

1.6 cm 者。不銹鋼網價格每片 15×15 cm 約

被禁用。因此，我們希望能夠找出安全、快

為 25 元，陶瓷心網每片售價為 32 元；不銹

速、有效率的加熱方法。

鋼網售價比陶瓷心網便宜，使用壽命長，又

根據我們的實驗結果，有陶瓷纖維的鐵

不具毒性，最符合經濟效益。

網，加熱效率並不好，徒增浪費能源而已。
雖然加強熱時，會有火焰冒出鐵網或不銹鋼
網，但燒杯不會因此而破裂。燈芯長度最好
的狀態為露出約 1 cm，太長則因為火焰會太
只使用不鏽鋼網，不必陶
瓷心網，可以更有效率的
使燒杯內的水沸騰。

大而能量散失於空氣中，太短則需較長的時
25

康乃薾幼兒學校
康乃薾幼兒學校

Kindergarten

104學年 美國SAT評量

幼兒部系列活動報導

本校幼兒部104學年度參加康乃薾中小學小一入學
「美國SAT評量」，在升小一323人的SAT成績中，
成績斐然，高分群:
100-110分的45人中，本校大班名列35人，占77%
103-110分的28人中，本校大班名列24人，占86%
選對孩子的第一所學校是踏上成功的第一步
推薦康乃薾幼兒學校給有心培養孩子雙語能力的家長

賀 麗喆幼兒部大班 12 位直升 SAT 成績：100-110 分者占 67%；90-99 分者占 33%；成績優異！
外師口試

Building Up
English Ability
SAT 入學評量
美語演講比賽
母親節暨校慶活動
期末成果發表

2015 康乃薾校區
聖誕美語戲劇演出

外師口試

家長探視考場

一年一度的幼兒部大班新生參加本校中小學

學習的教材，增加教學的趣味性，讓孩子習慣用美

部的小學 SAT 入學評量在 3/19 舉行。來自各地

語邏輯思考和記憶，引導孩子以美語的方式進行思

的孩子，在家長的陪同下，參加了此次的評量活

考與創作。

動。等待結果出爐，本校幼稚園的孩子通過層層

幼兒部努力有成，屢創佳績，今後除了在教學

考驗，獲得了十分亮眼的成績。當老師和家長得

上仍需要認真努力，腳踏實地的辛勤耕耘，真心付

知孩子此次成績時，大家都喜笑顏開，歡呼雀

出與傾聽。康乃薾專屬的六顆心，老師的「愛心，

躍，因為這不僅是對孩子平日學習成效的驗收，

耐心」，孩子的「開心，專心」，學校的「用心」，

更是肯定老師們平時教學的嚴謹與扎實。

家長的「安心」，將在每個康乃薾全體教職員中持

延續此次的亮眼成績，在今後，我們更是要

續發光發熱，協助每個孩子以正面，積極的態度，

落實並營造「English Only」的美語環境，在每

充分發揮自我成才，必將換來豐碩成果，培育出最

次的美語闖關中，驗收孩子學習成果，充滿自信

絢麗的花朵，一起迎向美好燦爛的未來 !

且靈活的運用日常生活美語，搭配適合孩子語言 （康校報導，麗喆校區未留下 SAT 照片） 文／曾 婷 老師

Let’s All Speak in English

家長參加親子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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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候口試

SAT 美語評量 / IOWA test

等候口試

外師口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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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語 演 講 賽 事

2016 Korrnell LZ Kindergarten Speech Contest
今年我很榮幸能擔任美語演講比賽的裁判，康乃爾麗喆幼兒園是第一年成立，但小朋友
的表現卻是如此的令人驚豔，我很難在眾多表現出色的參賽者選出前三名。可以想像在這段期
間，老師及家長都付出很大的心力陪同孩子練習及成長，相信老師及家長對於參賽學生的表現
一定感到非常驕傲，孩子們，太棒了。
By Teacher James
This year I had the opportunity to be a judge
at 2016 Korrnell Speech Competition. It was a day
all the parents and teachers proud. This year's
competition was one to remember.
Being the teacher of the first year class my
students didn't have to compete this year. So I was
picked to be one of the three judges. The other
two judges were Joe and Danny from the Korrnell
elementary school. I am glad I had the chance to
see all the students perform so well.
T he mi ddle an d s eni o r c la s s s t u den t s
participated in this year's competition. However,
some of them were really just first year learners
as our kindergarten has just opened this year.
So, it was amazing to hear almost every student
pronounce and speak English so well. I really
hope that all the teachers and parents were
happy and proud of the children's performance. It
was really hard to pick a single winner out of so
28

many outstanding participants. There were two
first place winners that received 25 tokens each.
Congratulations to the Snoopy class Chloe and
the Mickey class Anthony. They wore fantastic
costumes, spoke clearly, were brave and acted very
natural on stage. There were also many runner ups
that also received many tokens. Great job everyone!
I would like to say once again that the students
and the teachers did a great job to bring so many
children that couldn't speak English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year to such a high level in such a short period
of time. The only thing I think we could improve
on is microphone usage and having the bravery it
takes to do public speaking. I am sure everyone will
have a great future and do better and better every
time. Thank you to everyone that participated in the
competition.

賽後正能量

文／ Tr. Anne

從美語演講初賽到決賽，我和 Tr. Cabe 及家長們看到了 Snoopy 班孩子這一路上的成長，
從害羞、嘗試、緊張、試著克服，到漸漸領略演講是怎麼一回事，慢慢地改進兩位班導給他
們的建議，以及在家長的陪伴下，一步一步地，他們變得有自信、口條更加清晰、台風也愈
發穩健了。每個孩子在決賽時努力演示了一場精采的演講，但這不僅是一場演講比賽，更是
一場孩子展現勇氣、堅強、與自我挑戰的比賽。在這過程中，孩子也學到了重要的一課：「想
要有期待中的成果，得先要認真努力的付出過」，而這也比得到獎項或獎品來的珍貴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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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語演講家長分享篇
by Jasmine Mommy & Daddy
by Anthony 媽媽
by Chloe 媽媽
Chloe 和姐姐一起進入麗澤小
學已經第二學期了，去年經由朋友
的介紹，認識麗澤這所新學校，我
們來參觀，發現這裡校園很寬廣，樹林圍繞綠意盎
然，給人一種很舒服又遠距的視野。
之後家服組組長又帶我們參觀學校的設施，有
操場、球場、體育館兼禮堂、游泳池、圖書館、科
學教室、烘焙教室等等，非常多新穎的設備，再聽
過學校的教學理念後，也覺得重視德、智、體、群、
美的快樂學習和我們的理念相同，於是我們就從原
本的學校轉到麗澤了。
Chloe 在之前雖然念了雙語班幼兒園，但她的
個性比較自我，好玩不喜閱讀，尤其對英語有點莫
名的排斥。所以當她要念麗澤的全美班時，我有點
擔心，怕她適應不良。
幸 好 Teacher Anne 及 Teacher Cabe， 是 很
有 耐 心 的 好 老 師， 總 是 笑 容 滿 面 的 引 導 Chloe，
Teacher Cabe 針對發音不好的她，悉心指導加強她
的美語自然發音。 生活常規部分 Teacher Anne 循
循善誘，Chloe 也變得愈來愈自動自發，會要求自
已帶應帶的物品。
這學期初，學校發通知 note 給我們說要英語演
講比賽，原本我們想志在參加就好，不要給她太大
的壓力。Chloe 一開始發音不正確，糾正她時，她
便很不開心，這時候家長的鼓勵就很重要了，跟她
說「加油，妳一定行的」，受激勵的小娃兒才背給
我們聽，原本需要提示，到能全部背住，慢慢再加
上動作表情。很充裕的時間準備下，她一次比一次
進步，也愈來愈有自信了。
真正上台演講時，面對這麼多大人，這麼多雙
眼睛，要是媽咪也會超緊張的。忘記笑容的 Chloe
看得出她有點小緊張，但她仍是把平日所準備的有
自信地展現出來。當老師公布冠軍是她時，我們真
的很為她感到高興與驕傲。
一轉眼，小女孩開始拍畢業照，將要告別幼兒
園進入小學，當起小一新生了。一天天看著她的成
長與進步，真心覺得好的學習環境、有耐心愛心的
好老師們，讓我們的寶貝快樂的成長就是我們家長
最大的滿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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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學校提供這個舞台，讓
孩子有這個寶貴的經驗。起初我
還懷疑，才中班的孩子，真的可
以上台說英文故事嗎？
整個過程非常快樂的玩，陪著孩子一同編排
故事的架構、道具的製作、動作的安排、音量表
情的練習，非常重視孩子的想法，在沒有壓力情
況下，希望藉此激發他的想像力跟思考能力。
讓我意想不到的是，在短短的幾天當中，孩
子回到家後，故事就琅琅上口。他變得好愛說英
文，將所學的內容自然運用在生活中。我知道他
從這個活動中，找到了成就與肯定。
看見孩子們克服內心的恐懼，勇敢站上自己
的舞台，內心像跳跳糖般的撼動無比。感謝外師
Maria 與中師 Penny、學校的努力付出，讓孩子
們在經驗中快樂成長、學以致用，我們家長更重
視學校的每個活動，充滿期待呢！

by Ryan 媽媽
我們家 Ryan 是個有點拘謹
的孩子。在去年九月尚未進入康
乃薾幼稚園之前，只認得 26 個
字母，在完全不會聽與說的情況
下，就這樣進入了全美語的教學環境。
感謝班上的導師很用心，不斷鼓勵孩子，並
有時充當翻譯，協助孩子跨越語言的障礙，也感
謝外師教會孩子勇氣，讓他願意和其他同學一樣
開口說英語。
Ryan 的第一句英文就是模仿外師的口令開
始，剛開始時覺得他怪腔怪調的，但模仿在學習
語言上本來是非常重要的技巧。也是從這第一句
話開始，他的發音越來越精準，英文聽力上開始
能精準掌握句子的重點。
而此次的英文演講比賽，最大的收穫是孩子
在準備的過程中發掘自己的潛在能力，並經由比
賽更認識自己的優缺點、得到與別人切磋的經驗，
甚至 Ryan 還會自己決定開場的講稿，我的確很
吃驚他的進步與不怯場。
最後我真的很感謝 Teacher Anne 與 Teacher
Cabe 這近一年的用心陪伴與教學，讓孩子能有這
樣大幅度的成長。

Just a few months ago
Jasmine informed us that she
had to prepare for a speech
contest at school. After only six
months of "MeiYu", that could be
considered a challenge. Never
impossible, though difficult and
unpleasant at times.
But ever since Jasmine knew she had to
face this challenge successfully, she worked hard
to manage. Together with the rest of the family
the text was analysed, reviewed, corrected, and
memorised. She started to work on her general
performance immediately, and kept working on
improving. Whenever, and wherever we tried, by
call, by skype or in real.
She committed herself the best possible way.
Facing the grave discussions with her dad about
ridiculous pronounciations and words used. While
working with her mom on all the attributes she

needed to complete her performance.
And so came the night of the contest itself.
Honestly spoken, I am not sure who was and
were nervous the most. But everything worked
out exactly as planned, for she was planning this
so long that it had become part of her; no longer a
performance as such.
Her performance and her dedication would
make every parent proud. It gives us so much
joy to see that Jasmine is so dedicated and
committed in achieving the best possible. And
being third in such a highly contested speech
contest is a big reward to her, and a big pleasure
to us.
Dear Jasmine, you did a great job, which
should make you proud. The results are a crown
on your dedication and hard work; enjoy your
victory.
Your very proud mum or dad!

by Joy 媽媽
by Nelson 媽媽
今年度的幼兒園英語演講比賽
中看到 Nelson 能在緊張中全程完
成英語演講，做家長的我們真的感
到 非 常 的 高 興， 原 來 Nelson 可 以
這麼的棒，感謝學校特別安排的英語演講比賽及老
師平常上課用心的指導，讓每一位大班的孩子都有
機會上台比賽訓練台風及膽量，並讓我們家長瞭解
孩子的潛能。
回想這次的英語演講比賽前的準備，剛開始在
家練習時 Nelson 是以隨興的態度學習，到比賽前
我們看到 Nelson 已會自動背誦講稿並樂在其中，
這期間 Nelson 的成長，除了與我們全家一起陪同
Nelson 朗讀英語句子並教導相關的演講動作有關
外，最主要的原因是康乃爾幼兒園全體老師教導
訓練的結果，感謝老師們的愛護與辛勞，並期待
Nelson 在未來的學習能夠持續快樂、成長與進步。
by Lumi 媽媽
演講比賽結束了，可是女兒的
熱情還沒有退去。很高興能看到女
兒一點一滴地進步！從一個膽小害
羞的女孩，成為可以站在台上，面
對眾多觀眾、認真表演的學生。
在中師與外師互動式教學的帶領下，Lumi 逐
漸展現出活潑、主動的一面，比以前更有自信，更
加敢於在眾人面前表達自己。
這次比賽，每一位小朋友都得到了很好的鍛

新學期的開始就準備要上
台美語演講比賽，心中充滿了
期待，很快地 Joy 把英文小書
背得滾瓜爛熟，可是唸出來沒
有抑揚頓挫，再加上有肢體動
作就忘詞了，要在台上不慌不忙的自然表現對他們
的年紀來講有點困難，只要她對美語產生興趣，當
媽媽的我就感到欣慰了。
感謝 Tr. Cabe 和 Tr. Anne 的指導，決賽前換
了 Joy 喜歡的故事，還有表演動作，流暢了許多，
她的認真的也影響了妹妹對美語的興趣，妹妹雖未
得獎也表現得非常棒。
美語演講比賽不僅能提升口語能力以及表達能
力，也讓小朋友更喜歡講美語，感謝學校舉辦演講
比賽讓 Joy 對自己更有信心、更加肯定自己的能
力，對家長而言也是一次美好又難忘的回憶。
鍊，他們抓住了故事的重點、掌控演講的速度、聲
音的強弱，抑揚頓挫地恰到好處，適當的肢體語言
更讓表演加分不少。
除此之外，這次的演講比賽也讓每一位小朋友
都快樂地動了起來，就連我們家幼幼班的妹妹在陪
姐姐練習的過程中，也能完整的背誦，讓我感到非
常驚訝，也很欣慰！
正是學校如此扎實的教學，讓每一個學生
有所收穫。感謝學校的每一次活動，讓孩子在參與
活動的過程中挑戰自己，迎接更美好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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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 2016 幼兒部期末成果作品展

2016 母親節班際歌唱比賽 ‧ 繪畫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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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ementary and Junior High
School Activities

2016 期末成果作品展

Exhibition of Students work

低年級作品

中高年級作品

2016
中小學學校活動篇

國中部作品

It’s Show Time
期末靜態作品展
期末動態成果發表
校慶暨母親節活動
員工自強活動紀實
畢業旅行花蓮三日行
文豪得獎作品賞析
班級生活教育的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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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期末動態成果會

Happy Time

Achievement Performance

Talent Show
教學社團才藝成果
暨歡送畢業生發表會

文／陳瓊珠 主任

本學期「教學社團才藝成果暨歡送畢業生發表會」，已於 6 月 7 日晚上九點在掌聲聲中，
圓滿落幕。無論是靜態教學作品或舞台上才藝動態演出，皆是全體師生戮力以赴，經過無數
次的練習、彩排的成果。在練習的過程中，我們看到孩子們為了達成自我設定的目標，犧牲
了午休、延後了放學時間，完成了一場精采的演出。當晚，所有蒞臨的家長都與我們一同分
享這份感動與驕傲，也再次給孩子勉勵鼓掌，學校以你們為榮！也祝福我們所有畢業的孩子
能展翅高飛，未來將榮耀麗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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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期末動態成果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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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ppy Time

Achievement 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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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祝校慶與母親節系列活動報導

Korrnell LZ Academy

慶祝校慶與母親節系列活動報導

班際創意

歌唱比賽

電腦比賽
美術作品
球類比賽

Inter-class Mother's Day Creative Singing Contest

文／ Tr. Stacey

五月是感恩的季節，今年的母親節，康乃薾麗
喆的孩子們透過歌聲傳遞對母親的感恩之情，家長
的熱情參與讓活動熱鬧溫馨。
指定曲是大家熟悉的「母親您真偉大」，自選
曲則以英文歌曲為主，從歌曲選曲、改編歌詞、改
編樂曲、練習到演出，孩子們都是全程參與共同合
作討論，過程中孩子們能夠體會團結合作與班級向
心力的重要性，老師們更以引導方式激發孩子們在
藝術領域的創意，孩子們的用心規畫，讓家長們能
夠看到精彩的演出。孩子們的美妙歌聲是媽媽們最

棒的母親節禮物，媽媽們的熱情參與是孩子們最大
的支持與鼓勵。
天真活潑的低年級小可愛們，純真清新的童聲
唱出對媽媽滿滿的愛；中年級的哥哥姊姊們，搭配
著各式各樣的節奏樂器，輕快地唱出對媽媽的感謝
之情﹔高年級、國際部與國中的小大人們，發揮創
意改編歌詞與歌曲，用心唱出對媽媽的無限感恩。
透過歌唱比賽，孩子們能夠在音樂以及舞台表
現上發揮創意，不但能夠訓練台風更能讓孩子們學
習勇敢表達愛並懂得感恩媽媽的付出與辛勞。

By 101 顏正勛 家長

母親像月亮一樣 , 照耀我家門窗 ...，曾幾何時，站在講台上高唱的我們， 轉眼座落
在台下聆聽子女們的歌頌。這是什麼樣的感覺呢 ? 就像 101 班的小寶貝們透過 You're
Adorable 反饋給 Beautiful，Cutie， Darling...Kissable 媽媽們。有種寶寶說不出的可愛，聖
潔慈祥，發出愛的光芒。
感謝學校與老師的用
心，感動女兒及同學的天
真，感恩老婆還有父母的
賜予。祝福天下偉大的媽
媽們，幸福美滿，母親節
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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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ents' Art

母親節

Computer Projects

慶祝校慶與母親節系列活動報導

低年級組

301 任科澄

101 林子庭

第2名

佳 作

101 花楷恩

101 周子甯
佳 作

201 吳靖涵

佳 作

301 廖顯毅

301 林宜鋆

401 吳美儀

401 張芯瑋

201 黃韻宸

高年級組

第1名

401 林恩兆

中年級組

班際美術 / 電腦作品比賽賞析

第3名

401 吳岱蓉

501 洪千栩

501 郭晨耀

501 洪筠晴

501 李采璇

601 林臻瑋

601 董家苗

601 姜 彤

601 魏思涵

701 沈吟霈

701 許芳語

701 楊珊恩

701 廖芷筠

801 林芷儀

801 郭愛寧

801 王昱心

201 劉欣彤

中年級組
高年級組
第2名

301 林宜鋆

佳 作

301 廖顯毅

第1名

401 張芯瑋

第3名

301 任科澄

國中組

第1名

501 吳 菲

國中部
佳 作

第2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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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1 郭愛寧

第3名

801 楊為綸

佳 作

801 林芷儀

801 張殷綺

801 尤爾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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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親節

Sports Competition

慶祝校慶與母親節系列活動報導
Mother's Day Celebration Series

Inter-class Mother's Day Sports Competition

班際體育競賽活動剪影
文／李翊岐 老師

本年度的母親節感恩活動重頭戲在本週三 (5/5/2016) 下午隆重登場。為了讓孩子們體驗媽
媽當初的十月懷胎之苦，體衛組設計了一場富涵教育意義的趣味競賽 - 障礙接力闖關活動。
活動關卡有四道，每位小選手在闖關時，都需「懷抱」著一顆球，穿越「飛天遁地」「步
步驚心」「扭扭樂」「運球小將」及「天旋地轉」等五大關卡，每個關卡間各距離 40 公尺，
考驗孩子們的四肢協調、速度、敏捷、勇敢冒險、平衡感與團隊合作的默契與精神。
孩子們平時課程緊湊，難得有可以盡全力奔跑嘶吼的機會，無不滿心期待。從賽前的規則
熟悉、棒次安排，到比賽時的彼此打氣、加油吶喊，過程中，除了輸贏，更看見了孩子們堅持
到底、不放棄的可貴精神，在今日麗喆美麗的操場上，藍天白雲的陪伴下，個個是小小運動家！

班際三對三鬥牛賽
文／ 801 詹君頎

這次三對三比賽很榮幸能奪得亞軍，當大家
沉浸在喜悅中時，只有我對比賽結果感到失望。
球場上是很現實的，所有人只會記得第一名，換
一種方式說，不是冠軍就等於最後一名。當然，
失敗的原因有很多，缺乏練習，球場上的失誤等
等。但這些都是藉口，這次的比賽不是比哪一隊
更強，而是「誰更想獲勝」。我更追求的是那份
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的義無反顧。有些事，即使知
道幾乎不可能也要拼命！如果一開始就抱著第二
名就好的心態上場，這真的連最後都不如。而這
就是我們最大的敗因。
我希望隊友們能從這場比賽中記取教訓，
「只要站在場上，就要打出自己的尊嚴」，之前
贏不了的不代表現在做不到，每一分鐘都確定自
己全力以赴，每一滴落在場上的汗水，都是澆灌
自尊的養份，我們要比昨天的自己更強。

文／ 901 劉心慈

一個班級或是學校要完成一個任務，凝聚力是十分重要的，因為這
能夠使許多艱難的任務輕而易舉的完成，因此團體比賽便是增進凝聚力
的一個重要環節。
首先如何培養凝聚力，就是一個團隊能夠順利完成任務的一個重
要指標，我們溝通、建立默契，更重要的是─我們尊重並且信任彼此。
今年 5/18 日學校舉辦了有始以來的第一次班際三對三的鬥牛賽。
這次最讓人印象深刻的是 KLIP 六年級對 801 的那場動人心弦的比
賽。在比賽的一出場那明顯的身高差便讓在場觀賽的同學給震懾住了，
根本就像矮人對上巨人 ! 但國際班的學弟們並沒有因此而膽怯，他們反
而抬頭挺胸，比誰都驕傲昂揚的走進賽場。在那場比賽中，學弟們使出
渾身解數想努力的防守自己的籃框，但與有如巨人般的學長們的身高差
異，頻頻被攔截抄球，但所有在場觀賽的人們都為他們奮戰不懈的精神
所感動。
最後比賽結束時雙方的握手更顯現出難能可貴的運動精神 - 勝不驕
敗不餒 ! 這真是場令人感動的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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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族，日月潭
之旅
康乃 教育體系員工旅遊

從纜車站進入九族文化村的園區，有一股走入時光

光山

日月潭湖

隧道的懷舊感。對我們這些六年級生而言，園區中的遊
樂設施、原住民建築、歌舞表演等，都與兒時和家人到
此遊覽的記憶相重疊，漫步在廣大的園區中，猶如投入

日月賞景 九族和樂遊
文／林佳宜 老師

再辛苦的工作也是需要娛樂來放鬆一下，
一年一度的員工旅遊在公司用心的安排下我們
怎麼能放過著機會呢 !!
參觀魚池茶廠

經歷了舟車勞頓到了南投之美「日月潭位於
南投日月潭，是台灣最大的高山湖泊，就向老天

爺送的寶石般，鑲崁於台灣的正中心 ~ 心臟地帶，搭著船沿著湖畔耳邊聽著解說員用心解說眼睛欣賞著湖
光景色真的讓人心曠神怡，嘴巴品嚐著有淡淡香菇香的阿婆茶葉蛋，當下真的讓 人覺得人生不過就是如
此 !!
下午緊接著上場的就是九族文化村，我們搭著覽車過去，在坐纜車由高往下
看時真的是將日月潭之美盡收眼底，讓人不禁讚嘆老天爺造物的美妙 ; 到了九
族，我們直攻遊樂場，因為有帶孩子，雖然玩得有限，但不放過音樂馬車，不放
過熱氣球，不放過任何可以玩的機會，孩子的笑容滿足了我這媽媽的心⋯。

老朋友的懷抱，舒適又親切，即使到訪的年紀不同，身
邊的人也不同，但心情依舊輕鬆愉悅。礙於時間限制，
這次雖然沒辦法將每一項設施玩透透，但能舊地重遊，
著實為這趟旅程畫龍點睛、生色不少。
歡樂的時光總是過得特別快，這次員工旅遊就在台
中梧棲漁港的豐盛海鮮大餐中畫下句點。一天的旅程雖

日月潭纜車

然短暫，但精神上卻得到十足的放鬆和滿足。感謝學校
在忙碌的工作之餘，每年仍是用心規劃、舉辦出遊活動，
為所有的教職員工和眷屬營造互動機會，期待下次的出
遊喔 !

經歷了一整天的滿足行程，雖然疲累，但也滿滿的美好回憶在心中，期待
下次旅遊。
散步在
悠閒的
林間小
徑。

觀賞精彩的原住民舞蹈演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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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nderful Korrnell
文／ Tr. Joyce

This year’s staff trip took place in Nantou
Sun Moon Lake. When we arrived, we took a ferry
boat ride and enjoyed the view of the lake from
different perspectives. Some of us stopped for
the famous black tea eggs before we gathered for
lunch at a local restaurant.

Our last stop was the exquisite European
Garden. The fragrance of the lavender, the
architecture, and landscapes reminded me of
scenes from the movie, Sound of Music! We saw
many students dressed in robes taking graduating
photos while we were on a mini-train that provides
A f t e r l u n c h , w e t o o k t h e G o n d o l a t o a tour around the garden.
Formosan Cultural Aboriginal Village. We saw
We concluded the evening with a seafood
authentic and interactive musical performances of dinner in Taichung. We were very fortunate to
different tribes. Visiting the village felt like going to have beautiful sunny weather where we did not
an outdoor museum!
need to worry about the rain.

參觀九族文化村蠟像
館

~
令人放鬆的樂活一日遊

日月潭 & 九族 樂活一日遊
文／林至惠 老師

2016 年 4 月 23 日，晴空萬里，我們搭乘校
車向南奔馳，投入日月潭的懷抱。經過三個多
小時的車程，終於抵達了風景秀麗的日月潭國
家風景區。首先迎接我們的，便是中台灣熱情
的太陽和令人眼花撩亂的水社商店街，短短的
路程卻有滿滿的人氣，為今天的旅程拉開熱鬧
的序幕。

勇闖加勒比海 ~

旅行 ~
愉快的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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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愉快的員工旅

在水社碼頭集合領到船票之後，趁著午
餐前還有一些時間，我們先搭船到玄光碼頭拜
訪玄光寺。還沒走上石階，遠遠便看到排隊人
潮，原來是以阿薩姆紅茶和香菇滷製的阿婆茶
葉蛋，不免俗地買了一顆來嘗鮮，果然香氣十足!
沿著石階走上玄光寺，從上往下俯瞰日月潭的
美景，停泊在碼頭或在湖面上緩緩行進的白色
船隻，襯映著藍天碧湖和遠處山脈，悠遠沉靜
的層次感，難怪大家都忍不住拿出相機記錄下
這美麗的湖光山色。
接著我們搭船來到伊達邵碼頭，享用過學
校在此為大家安排的美味山產，我們沿著藝品
店及各式小吃林立的伊達邵商店街，步行至纜

車站，準備前往九族文化村。搭乘纜車對我這種有些微
懼高症的人來說，還真是有些又愛又怕 ! 隨著纜車不斷
爬升，手心和腳底不自覺地跟著微微冒汗，還好隨之而
來的美景令人喜出望外，不只沖淡了不少緊張感，竟也
讓我覺得有些意猶未竟呢 !
從纜車站進入九族文化村的園區，有一股走入時
光隧道的懷舊感。對我們這些六年級生而言，園區中的
遊樂設施、原住民建築、歌舞表演等，都與兒時和家人
到此遊覽的記憶相重疊，漫步在廣大的園區中，猶如投
入老朋友的懷抱，舒適又親切，即使到訪的年紀不同，
身邊的人也不同，但心情依舊輕鬆愉悅。礙於時間限制，
這次雖然沒辦法將每一項設施玩透透，但能舊地重遊，
著實為這趟旅程畫龍點睛、生色不少。
歡樂的時光總是過得特別快，這次員工旅遊就在
台中梧棲漁港的豐盛海鮮大餐中畫下句點。一天的旅
程雖然短暫，但精神上卻得到十足的放鬆和滿足。感謝
學校在忙碌的工作之餘，每年仍是用心規劃、舉辦出遊
活動，為所有的教職員工和眷屬營造互動機會，期待下
次的出遊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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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 Graduation Trip
by Sebastian Chen KLIP Grade 6

I’ve been waiting for this day for a long time
already. This is the day everyone in my class gets to
go out together and just have fun. This day was our
Graduation Trip to Hualien.
To begin with, the first day was the most
draining day of all. We had to wake up at 5am and go
to the HSR (High Speed Rail) to catch a train to Taipei
and then Hualien. The whole journey took 6 hours but it
was full of adventure.
When we got to our amazing hotel it was 7pm
already. It took us ages to find the swimming pool!
When we ﬁnally found the pool we jumped in made the
water explode like an atom bomb and started causing
mayhem!
The next morning started with a trip to a cool and
green park. There were trees, acres of grass plus a
lake so it was refreshing but there were lots and lots of
mosquitoes. Our bodies turned to red bean popsicles.
However swimming all night made up for all those
bites!

and all the rides which were awfully cool. The
roller coasters were the greatest. I think we went
on these rides a hundred times!

school was running like a stampede of animals
running for their lives. It was crazy yet extremely
exciting! Thankfully though we made it!

Unfortunately, all good things come to an
end. It was time to get on the bus and go home.
How sad! We headed to the train station but
when we got there, our train was delayed. After
we got to the HSR in Taipei we had to sprint
to our connecting train to Taichung. The whole

This trip was fun and thrilling! It is something
I won’t ever forget. We got the chance to play
and interact together which was the brilliant. I
will always remember these few precious days
with my graduating friends. I only wish we can
do this every week!

The last day was the best, because it was
amusement park day! We went on the roller coas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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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忘的畢業旅行

by 601 楊采蓉
自從知道要去畢業旅行，我跟同學都興奮不已，每天
都在討論要帶甚麼去飯店房間玩。我們相約一起去飯店游
泳池玩水，設施很大又美輪美奐，大夥兒玩得不亦樂乎，
我們的笑聲彷彿傳到雲霄去了。

我們班的領隊姐姐亮亮這三天帶著我們一起活動，還
在林田山玩默契遊戲，大家一起達成任務感覺好過癮，又
好感動，大家為了爭取榮譽和展現友情不敗的精神，讓我
感到十分動容，真的好捨不得這些好朋友和老師的陪伴。
珞婷老師也在一旁鼓勵著我們，使我們更有動力完成這些
任務，也幫我們拍好多又有趣的照片，為我們這趟畢旅留
下好玩又印象深刻的回憶。
by 601 魏思涵
這三天的畢旅，讓我最印象深刻的是在海洋公園，跟
同學一起觀看可愛的海豚秀，海豚們居然可以做到訓練師
的指示，讓我感到不可思議，也驚嘆連連 ! 到了遊樂場，莫
過於使用遊樂設施了，海盜船的高低擺盪，讓我尖叫不斷；
雲霄飛車的高速行駛，讓我一直閉著眼睛，緊抓著同伴的
手不放，直呼下次不敢再坐了，所幸，朋友們安撫我的情
緒，我們又可以到下一關遊戲繼續冒險。

回程有了插曲，因為出軌事件，讓我們要搭原本的火
車班次停駛了，迫使我們搭下一班的火車，由於銜接高鐵
車次太緊湊了，當我們抵達台北火車站，全部的學生還有
老師主任們狂奔，深怕搭不上高鐵，所幸高鐵站務人員的
協助，讓大家都安全上車，直奔台中與爸爸媽媽相會。這
也讓我學習到，遇到人生並不會平順地度過，總是會遇到
突如其來的困難，只要好好去面對，我相信我們都可以克
服困難，勇往直前。

54 Graduation Trip

歡樂深刻的畢旅

by 黃珞婷 老師
三天兩夜的花蓮畢業旅行，老師跟學生們一起查資料，
尤其是林田山，這是社會課本所提及的林場，學生都感到
很興奮不已。出發前，老師們一而再，再而三地耳提面命
孩子遵守該項目以及守時的重要性。到了出發日，果然這
些擔心是多餘，孩子並沒有讓主任、校長失望，孩子玩得
很盡興，在外表現也可圈可點呢 !

在馬太鞍部落的自然生態之旅，讓習慣了都市味的孩
子們有了機會親自搗麻糬、近距離觀察昆蟲、候鳥以及享
受抓魚樂，還有導覽老師在大自然中進行教學，學生身歷
其境，印象非常深刻呢 !
感謝學校為畢業生舉辦三天兩夜的畢業之旅，還有 Vic
主任的領隊，大夥兒玩得不亦樂乎，回程有出現換車次的
小插曲，到最終也平安歸來，讓這三天的旅行畫下完美的
句點，也讓孩子留下精采的回憶，也與身旁的人事物留下
歡樂又深刻的感動與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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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文 豪 文 章 賞 析

3月

閱讀心得寫作獎
《阿嬤的酸梅湯》閱讀心得

三月文 豪 文 章 賞 析
閱讀心得寫作獎

《小婦人》閱讀心得

《阿嬤的酸梅湯》閱讀心得

701 沈吟霈

801 張殷綺

作者：露易莎 ‧ 奧科特

作者：李文鵲

鷹》十一月的白茫花裡的作者母親，二次大戰時，

大意 :
在阿桃小的時候，父母因為生意失敗而自殺，

並拿去賣；大家因為暑假快到了而鬆懈，甚麼事都不
做，所以貝絲便扛下所有的事，最後便病倒了．．。

在飛機掃射下，母親以身體掩護幼小的自己，這是

大意 :
馬區家有四個女兒：文靜性格的大姊、開朗活

何其深刻的溫柔與愛。為什麼有些人會做出令人十

潑的喬、害羞的貝絲、可愛的小妹艾咪。他家雖然

馬區家四個個性迥異的姊妹，與慈祥的母親，在

她被父母的友人收養。阿桃的養父母對她並沒有太

分欽佩的舉動？如果是你，你是否也會有相同的作

不富裕，但卻過著幸福的生活。馬區先生因為參

動盪不安的戰爭時期，即使遇到任何困難，仍懷著對

多的呵護，家中只有沒有血緣關係的阿嬤對她最

法？

戰，使得孩子過了一個孤單的聖誕節。時間飛逝，

家人的愛，對生活的勇氣以及對未來的理想。彼此相

到了隔年聖誕節的早上，大家期盼已久的馬區先生

親相愛、犧牲、扶持，我想這就是愛的表現吧！

但她們卻因為這些事，感情反而更濃厚了。

好。阿嬤知道阿桃喜歡喝酸梅湯，常常為她準備一

在這個故事中也讓我學到很多東西，如：人不

大壺的酸梅湯，祖孫兩個人各拿一大杯酸梅湯「乾

可以太貪心。阿桃的爸爸、阿魄叔就是因貪心，才

杯」。酸梅湯裡有阿嬤滿滿的愛，阿桃用一顆感謝

終於回家了 !

會從有錢人變成欠一大堆債務的人；人應該要知足
惜福。阿魄叔跟他老婆就是想要賺更多的錢才會被

心得 :
她們四姊妹在爸爸參戰的一年中，發生許多事

因為她能夠為了她的家人而犧牲了自己留了很多年的

的心，經營著「阿嬤的酸梅湯」。用努力賺來的錢，
讓沒有血緣關係的弟弟妹妹能夠出國留學。

欺騙；人應該要愛惜自己的生命。如果當初不是小

情，像是：艾咪因為姐姐不帶她去看話劇，便生氣

看完這本書我清楚的了解到，跟家人相處是必須

心得 :
看完這本書之後，我非常佩服阿桃可以無怨無

學二年級的級任老師勸勉，阿桃可能會去尋找爸

的把喬花了許多心血寫的小說丟進火裡燒掉；喬為

犧牲某些事情才能獲得圓滿，希望下次還有機會能介

媽；人要有一顆感謝的心。阿桃不跟阿魄叔計較，

了幫爸爸請好一點的醫生，把她最心愛的長髮剪掉

紹給同學。

悔努力賺錢讓沒有關係的弟弟妹妹能夠出國留學。

反而在他們有困難時伸出援手幫助他們；人不要把

還有，這個故事中最令人讚嘆的人是阿嬤，她不

怨恨永遠留在心裡。阿桃就是沒有把怨恨留在心

會因為沒有血緣關係就認為阿桃不好，反過來她疼

中，才能無怨無悔對無血緣的弟妹付出，讓他們可

愛阿桃的程度比阿桃的爸爸媽媽還要來得深厚，這

以吃好穿好，完全不用煩惱⋯⋯.。看完這本書真

是多麼不可思議的感人力量。就如同楊牧《亭午之

的讓我受益良多。

《林肯》閱讀心得
作者 : 岑澎維
大意 :
林肯從小家境不好，因為父親務農，所以必須
參與勞動。九歲時，母親就去世了。但是，林肯非
常勤學，只要一有空，就看書自學，這就是他常說
的「隨手撿來的學問」，靠著自學成為一位有名的
律師。林肯在二十歲那一年到紐奧良，看到販賣黑
奴，他的正義感和理想使他成為日後解放黑奴的總
統，並靠著他的溝通、協調、領導、EQ⋯⋯等能力
平息了南北戰爭。如果沒有當年的林肯，就沒有現
在的歐巴馬。可惜的是，他在五十六歲時，被約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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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殺身亡，留給世人無限的感慨，並被推崇為美國
歷年來最偉大的總統，尊稱為美國國父。
心得 :
從林肯的故事中，我學到了不論是一個國家、
學校、班級，都要有很好的溝通、EQ、協調、領導，
才能跟大家好好相處，並且學習林肯的積極努力，
朝著自己的夢向前進。
夢想一步一步踏實的去實現，才會成功，我要
學習林肯的精神方能實現我的夢想。

在四姊妹當中，我特別喜歡個性開朗活潑的喬，
亮麗長髮，還陪著鄰居羅里，讓她不再感到孤單。

《雨啊，請你到非洲》閱讀心得
作者：金惠子
內容概述：

501 楊詠恩

許多人在戰爭中死去，戰爭的最大受害者是婦女和
兒童，因乾旱和地震死去的兒童也不計其數。被掩

作者到了非洲，親眼目睹了非洲人民的生活，

埋在土堆裡、只露出手腳已死去的小孩觸目可見。

因此感觸極深。作者認識一位住在非洲的小女孩，

由於連年乾旱、食物缺乏，孩子只能吸吮著媽媽像

叫作愛谷阿姆。她常常挨餓，媽媽淘沙金維生，

是洩了氣的氣球的乳房。到處都是餓得四肢無力、

一天賺大約一杯水的價格。他們也靠著救濟物資

終將飢餓而死的孩子⋯⋯。

過生活。非洲的小孩也必須工作，才有一點食物。

心得：

我們自己的國家中，多少浪費食物的人，不依自

比起來，他們和我們實在是差太遠了。我們有

己的口胃決定該吃多少，不顧一切大膽的拿很多，

很大的機率每天見到有人浪費食物，那些食物便被

最後造成浪費⋯⋯很多人因為飢餓而餓死，也有

當作飢餓擔心，反而還不斷浪費食物，日積月累，
真不應該呀！

《妙妙公主徵婚記》閱讀心得
作者 : 王洛夫、賴玉敏
大意 :
妙妙公主和大部分的公主不一樣，她不喜歡文
文靜靜的坐著，也不喜歡輕聲細語的說話。她的個
性活潑開朗，留著一頭超級短髮，喜歡冒險。她爬
過世界上最高的山，到最美麗卻躲著鯊魚和海蛇的
珊瑚礁潛水，每一天對她來說，都既新鮮又快樂。
可是妙妙國王要她改一改。可是要妙妙公主乖乖坐
好，小聲說話簡直要了她的命啊⋯⋯！

301 高宜璿

心得 :
拿出自動機器人、黃金、鑽石⋯⋯還是被國王
給趕走了。這是一位衣著樸素的年輕人，卻在這個
緊要關頭挺身而出。他自告奮勇，希望英明的國王
能給他一個機會，讓他試試看！大家七嘴八舌的覺
得他無法成功，決定讓他試試看。他只不過做了幾
個鬼臉，寶寶居然不哭了？！大家目瞪口呆，讚不
絕口。普通人也可以做大家做不到的事，大家都有
自己的優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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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色巨塔》閱讀心得
作者：侯文詠
大意 :
全文從一開始外科主任唐國泰為了爭取總統女
兒陳心愉的手術，動用權力將原定人馬全改為自己
人，而蘇怡華醫師因此捲入了這場「別人的戰爭」。
一起醫療糾紛，使原本對下一任院長人選保持中立
的醫學院院長徐凱元必須靠邊站，讓唐國泰的人馬
向案件的麻醉醫師關欣施壓，讓她出來替徐凱元頂
罪，使得關欣也捲入了這場「別人的戰爭」。兩人
雖是身不由己，卻在分別嚐到權力的滋味時，走向
了不同的命運。蘇怡華因此事業平步青雲，關欣則
選擇遠離這場權利的鬥爭。可是擁有權利的代價，
就是永遠的失去自我。
心得 :
人性的懦弱、權力、金錢、名利都是這本書所
描述的重點。從最開始的唐國泰動用權力把總統女

《德蕾莎》閱讀心得
作者 : 鄭清榮
大意 :
這本書在介紹德蕾莎修女出生於富裕家庭的她
深入貧民窟幫助最窮苦的人，她曾為落難在水溝裡，
生上長蛆一般人不會想碰觸的人洗澡，遠赴重洋幫
忙賬災，花無數的時間照顧貧窮的人，不要讓他們
感到寂莫和憂傷。
他一生都讓自己過得窮苦不富裕，也讓受到
照顧者不會感到卑微，在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下旬，
一生捨己為人的德蕾莎修女獲得世人的最高肯定摘
下諾貝爾和平獎的桂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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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鬥爭了。事情源於唐國泰與徐大明在爭奪下一任
院長職位，這是權力與名利的鬥爭。而醫療器材的
廠商賄賂主任，醫生收紅包都是以自己的利益為出
發點。然而，在這些權利鬥爭之下，犧牲的是病人
權益。病人成了醫生之間互相爭奪利用的犧牲品，
他可以把你從別的醫生手裡搶走，只為增加自己的
功績，也可以把你推進手術室，占著一張手術台，
只為報復其他醫生。這反應的是人的自私。

閱讀心得寫作獎

《巴西尋寶記》閱讀心得

801 趙師涵

兒心愉的手術人員換掉，就開始在講述權力與名利

四月文 豪 文 章 賞 析

作者：姜境孝

701 涂宸瑋

心得：
看完這本書，讓我學習到了許多知識。這本書

大意 :
這本書裡的主角「布卡」要去巴西踢足球，但

讓我知道一些巴西文化，像是巴西最有名的運動就

因慾望而逃學去參加了巴西的嘉年華，途中遇見了

是足球，還有一些我不知道的動物，像是黃金蟾

兩個人在走私，布卡搶過來之後，發現是一個面

蜍，還有一些有關巴西經濟的問題時，還可以讓我

具，後面還有藏寶圖，於是就和他的叔知本教授一

學到努力不懈的精神。

起去找寶物，途中的任何困難，他們都一一克服，

我覺得有努力不懈的精神非常重要。當一個人

最後發現是已經瀕臨絕種的黃金蟾蜍，不過，布卡

在解決一個很困難的問題時，如果那個人看到題目

回去上課時，就可能被教練罵。

就不想寫，那就一定不會有答案；如果那個人有耐
心的認真想解出答案，雖然答案可能是錯的，但是

而最令我感到不齒的，是蘇怡華醫師，在面對

他至少有努力過，這樣子的精神才是對的。

權力的壓力與誘惑下，選擇了權力。當徐大明晉升
為院長時，嚐到了權力的甜頭，在院長的搓合下當

《等不到你長大》閱讀心得

了乘龍快婿，站在世界的頂端，享受著權力與榮
耀，但失去的，卻是他今生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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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對窮人所展現的熱愛與關懷，她講述設立
「垂死之家」的動機，爭取場地的過程，她敘述服
務層面如何普及以及描述那些被人輕視、拋棄的老
弱婦孺時，讓很多聽眾心動不已，她的舉動也為窮
苦的人募到很多來自各地的支票、匯票和錢，一個
瘦弱嬌小的婦人竟可以做出那麼多也令許多人驚奇
不已，她不求回報，用大愛幫助世人，她也感動了
無數的人，變成一位令世人敬佩的偉人。
心得 :
我覺得她是一位令我敬重的女士，他本可以過
著富裕的生活但她卻為了讓世界上更多的人感到幸
福而盡一生之力為窮人中最窮的人服務，希望我能
從中學習為人奉獻的精神。

501 陳曉萱

作者：林翔

病魔，小芸芸的媽媽嘉萱在結尾說了一句話，只要

內容概述：

不放棄，明天永遠充滿希望，小勇在臨死之前出了

小芸芸有一天突然莫名其妙的發燒和拉肚

一本書，這本書是專門給血癌的病童看的，他寫了

子，後來進了一間醫院被診斷出得了血癌，她的父

關於他在醫院遇到的事，一開始小勇的心情本來很

母大山和嘉萱都非常的傷心，但有一絲絲的希望，

暴燥，透過小芸芸每天都寫紙條給他，從陌生漸漸

跟小芸芸住同病房的小孩有美美、小勇和吉米，

變成朋友，小勇變得不再暴燥，反而溫柔又善良，

到最後美美康復了，小勇的病情惡化，無藥可醫，

小芸芸讓小勇改變不少，他也把醫生、護士和他的

最後小芸芸找到可以配對的骨髓，健康的出院了。

朋友們寫在書裡，他非常感謝醫生、護士和小芸

心得：

芸、吉米和美美，在小勇頭疼時幫他治療，護士會
小芸芸雖然得了血癌，但是她樂觀的面對，

在小勇不抱任何希望時讓他覺得還有康復的機會，

他的父母也配合醫生的指令去照顧小芸芸，醫生也

朋友會帶來歡樂和給予陪伴，大家都非常關心他。

盡美力幫助她們，小芸芸也配合吃藥，所以她戰勝

《露露和菈菈微笑奶油》閱讀心得
作者 : 安晝安子
大意 :
露露和菈菈想做泡扶，可是卻一直失敗。對於
常失望的兩人，砂糖阿姨提出一個妙點子。而這個
妙點子，卻吸引了森林中的許多動物來捧場⋯⋯。
心得 :
露露和菈菈有時候因為做不好失敗了，所以想

301 李昕蕾

放棄。這時候，砂糖阿姨就就會鼓勵他們，希望他
們能夠嘗試再努力。砂糖阿姨努力不懈的精神值得
我們學習，這個故事也告訴我們不要因為失敗就想
放棄，努力嘗試才能有收穫，失敗了沒關係，但是
至少有努力。
如果看到同學想放棄時，我們也要像砂糖阿姨
一樣在一旁鼓勵他們，這樣他們也會想要再努力，
有勇氣去面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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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洪麗涵 老師

小 待， 對 兒 童 而 言 這 是 其 發 展 過 程 中 極 為 重 要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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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學習自律 :
孩子成長過程中總是從錯誤中學習，從
錯 誤 中 成 長， 對 小 一 新 生 來 說 這 是 最 難 達
到 卻 也 是 最 為 重 要 的 一 項 學 習。 從 遵 守 班
級公約開始，學習正確的上課表現與態度，
雖 然 鼓 勵 學 生 能 展 現 自 我， 但 前 提 是 在 不
影響他人的團體規範當中盡情發揮。另外，
在 個 人 部 分， 希 望 孩 子 們 除 了 養 成 每 天 檢
查 書 包 與 應 帶 物 品 的 好 習 慣 之 外， 每 天 也
能 花 固 定 時 間 整 理 書 櫃 和 抽 屜， 學 習 收 納
的技巧，還有維持座位乾淨整齊。

一新生入學後必須面對新的壓力與不同的期

的 轉 捩 點。 而 要 成 為 現 代 公 民， 除 了 要 培 養 孩 子 語 言
的溝通能力之外，更應加強生活教育，要讓孩子擁有一
生受用無窮帶著走的能力，就是有良好的品格。語言能
力的培養不管任何時候，只要有心就能夠達到一定的標
準，更可見孩子從小生活教育的重要性。以下是 101 班
生活教育的規劃與落實方向。

一、 相互尊重與包容 :
我鼓勵孩子試著從他人的角度來觀察事物，並多
用鼓勵來取代批評。例如：當有人舉手發表意見的時
候，應該設想自己如果是發表意見的人，會希望台下
的人給予怎麼樣的反應與回饋。或是假設自己是犯錯
的人，會不會希望別人給自己改過的機會。希望孩子
們都能學到將心比心，用更開闊的心胸去接納班上每
一個來自不同家庭環境的同學。

以上生活教育的目標對小一新生來說都
非一蹴可幾，但生活教育本來就重在潛移默
化。 我 們 相 信 學 生 在 生 活 態 度 和 學 習 的 習
慣上有良好的發展，才能有好的學習效果。
根 據 柯 爾 柏（Kohlberg） 的 道 德 發 展 階 段
推理，小學時期的兒童是處在「尋求別人認
可，凡是成人讚賞的，自己就認為是對的」
階段中。他們在學校受教師的行為規範及同
儕間的相互影響，回家後與家人產生互動，
若是家庭與學校所給予的價值觀是相同的，
那麼學生便能順利發展其人格特質。因此，
家 庭 教 育 與 學 校 教 育 若 齊 一 推 動， 就 會 有
相輔相成的效果。老師期待不久的將來 101
的每一位學生都能成為大家的好榜樣。

二、 學會誠實與負責 :
每個人都有可能犯錯，重要的是，是否能勇於承
認並且從中獲得經驗，避免下次再犯同樣的錯誤。因
此，班上如果有同學犯錯並在第一時間承認，老師都
會先肯定他勇於承認的態度，再針對犯錯的部分加以
糾正。另外，我會在班上挑選很多的小幫手，並定時
更換，讓大家都有機會能擔任。希望他們能學習承擔
責任，並藉由觀察他人在同一個職務的良好表現，相
互仿效、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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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王達偉 老師

樹人之道，我們不能只培養學生成為知識的
巨人，也要培養學生擁有良好品德與待人接物的
基本認知。知識性的教學固然重要，生活態度和
習慣的教育也不可或缺；我們相信學生在生活態
度和學習的習慣上有良好的發展，才能有好的學
習效果。

一、 重視禮節教育
禮節為立身基礎同時也是社會生活的調節
器，有禮貌的小孩不僅討人喜歡，長大後不論從
事各行各業，也能獲得較多的助力。

二、大處著眼小處著手
透過課內外教材與週記等各項活動鼓勵學生
國際接軌與深耕本土，這樣能夠幫助學生自我了
解、探索與定位，早點立定遠大的志向。立大志
之餘，從內務櫃的整理到作業的繳交，各種學習
生活上的小細節也不容馬虎。「蓋世神功就是每
天累積基本功、做好每一件小事就是做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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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學篇

501

三、向大師學習與建構哲學基礎
資訊爆炸的時代透過網路的共享平台，我
們可以在教室裡聆聽哈佛大學的桑德爾教授
與 來 自 全 球 各 地 的 學 生 們， 如 何 在 思 辨 之 後
釐 清「 正 義 」 的 本 質。 而 許 多 發 人 省 思 的 實
際發生過的問題，在大師一次次的「詰問法」
之 下， 我 們 不 僅 聽 到 來 自 世 界 各 地 的 多 元 聲
音，最後更是釐清了一個普世法則。
在課程上學到了「絕對道德主義」、「功
利 主 義 」 ⋯⋯ 等 哲 學 觀 點， 之 後 觀 看「 紅 翼
行 動 」 這 種 真 實 事 件 改 編 的 影 片， 再 和 學 生
討 論 片 中 各 種 哲 學 之 間 的 衝 突， 最 後 再 回 到
桑 德 爾 的 課 堂 中， 讓 學 生 印 證 自 己 與 大 師 的
想法。

四、結語
五年級的學生正進入了抽象運思期的開
始， 這 時 候 正 是 價 值 觀 塑 造 的 黃 金 時 期。 相
信 501 的孩子在這段時間，都能夠充分吸收
獨 立 思 考 所 需 要 的 重 要 養 分， 而 日 後 期 許 他
們每個人都能走向人生的康莊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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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智慧每月之星
3月 情 緒 控 制 智 慧 之 星

品 德 楷 模 Hall of fame
1～2 月

自 主 自 律

101 周子甯 Catherine 201 劉欣彤 Abby
102 簡逸華 Teresa
301 高宜璿 Crystal

401 張芯瑋 Fiona
501 詹宸至 Rick

601 林臻瑋 Ashley
701 吳佳倓 Angela

801 王昱心 Ivy
901 黃昱捷 Kevin

KLIP 高文汐 Sophia

3月 主 動 積 極
101 陳昱霖 Ivan

201 吳靖涵 Joyce

401 趙師慧 Andrea

601 姜

彤 Marie

102 許家陽 Sunny

301 任科澄 Jamison

501 洪筠喬 Bella

701 林憲隆 Kenny

801 詹君頎 Joshua

KLIP 陳昂德 Andre

901 蔡芯綺 Anna

107陳君儀Ginny
201陳泓宇Tiger

103謝皓平Harvey
104周盈君Annie
105陳婉卉Chloe

202林芷嫻Christine
203張鈞凱Jacky
204曾煦恩Sharon

106黃喬筠Maggie

205林奕樺Justin

103陳沛琪Becky
104邱海娜Hana

101 廖勻綺 Kiki

201 張奕鴻 Red

401 洪維里 Willy

601 鄧威傑 Brian

801 趙師涵 Alice

102 宋立銓 Curtis

301 謝昀希 Aril

501 陳曉萱 Mina

701 沈吟霈 Selina

901 劉冠志 Ben

KLIP 陳勁廷 Tim

206吳宜愷Kyle

305蔡昀家Lily

405陳苡瑄Charlene

207黃秉越Evan
301吳孟柔Zoe

306李東晟Sam
401劉為寬Quentin
402黃煖絜Candy

501陳翊康Holiyran
502劉旻臻Jenny
503高立晟Harrison

403李沛頎Peggy
404左以暄Katie

504藍心凌Sydney
505程咨澐Avis

605黃詩晴Sunny
701王宥善Robert

405莊宗頤Joey
501彭子皓Mark

601藍翔榆Shawn
602游竣閔Jimmy

502李佳穎Annie
503柯嘉瑜Siaya
504洪翊茹Ruby

603江宏翊Alan
604邱詩萌Simone
605黃楚涵Cindy

505李昊恩Vitas

701彭靖雅Sophie

302楊翊晨Ethan
303晏承廷Tim
304黃証偉Federer

601張修瑋Stanley
602林奕儒Andy
603黃昱翔Sean

702蔡昀芝Lisa
703劉家穎Ruby
801蕭宥祺Oliver

604林孟亭Vivian

802吳諭柔Rosalind
901鄭安均Anath
902徐采廷Tina

4月 音 樂 智 慧 之 星
101許甯扉Fiﬁ
102許宸碩Max

4月 自 尊 尊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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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左詠希Vanessa
102謝承剛Allen

105巫冠妤Ariel
106陳麗絜Jessie

107顏慈音Christine
201張恩瑜Joanne
202余采潔Jessica

206黃羿瑄Melody
207石沛穎Ariel
301簡于晴Cherry

305朱育宏Rick

203陳家潁Cliff
204崔雅甯Jessica

302林睿宏Austin
303陳椲宸Ethan
304鄧福勛Sean

402陳宥伃Minnie
403蔡欣儒Erica
404李玟儀Melody

205林語歆Sophie

306余采庭Tiffany
401周湛Jaschwa

702張祐誠Yu-cheng
703吳躍星David
801廖禹順Anthony
802曾苡庭Jessica
901溫侑嘉Jasper
902任宸漢Chr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