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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乃薾麗喆

2016 Winter Issue

About Korrnell LZ Academy

主編的話

01 誰家孩子這麼棒

2016 年《LION》 冬 季 期 刊 終 於 在 大
家的努力之下出刊！感謝家長們對康乃薾
教 育 體 系 近 期 活 動 的 支 持， 從 家 長 日、
OpenHouse、萬聖節闖關、美語演講比賽、
感恩節分享到聖誕慈善音樂晚會活動，都
感受到家長的熱情與支持，我們一定會堅
持理念，將最好的照顧與教育落實在孩子
身上。
這一期 LION 期刊內容相當豐富，除了
向您分享誰家的孩子這麼棒、蛻變及豐收的
麗喆外，特別為您介紹穿上新衣裳的幼兒
部新校園、班級教育博覽會專題、田園教
學和深耕閱讀實施成果，還有 105 學年上
學期學校活動、品德楷模和智慧之星報導，
希望這本充實的期刊，能讓您更了解學校
的整體動態發展。
特別感謝所有編輯委員齊心及教師們
能各全力配合，將主題文章與相片提供給
編輯群，方能夠順利付梓。最後祝福每位
孩子快樂學習邁向新年度 !
編輯部 敬啟

學校活動篇

Class Features

School Activities

幼兒部 kindergarten
30 Mickey 班

04 蛻變的「麗喆」更精進
06 105學年是麗喆學子的豐收年
08 初試啼聲，金榜題名

穿上新衣裳的幼兒部新校園

Korrnell New Campus at LZ Now Opening
14 麗喆幼兒部新校落成
●

文舞雙全的幼兒部課程

●

全方位的幼兒部ESL 課程

●

創意多元的體能課程

● 中英文課程教材教學

班級教育博覽會

、有機餐點篇

32 Kangaroo 班
34 Koala 班

年度美語演講比賽

2016 Speech Contest
36

● 建構孩子的英語力
● 家長分享篇

48 感恩節活動報導
50 慶 10 周年 聖誕樹創意裝飾比賽活動報導
52 2016 聖誕節慈善音樂會活動報導
55 E2K 夏令營 & 科學營活動報導
56 田園之樂活動報導
58 深根閱讀活動報導
62 慶祝教師節 師生足球賽籃球賽
62 奇美博物館之旅活動紀實

64 10/11月每月之星/品格楷模

班級教育博覽會

Class Features
萬聖節活動

Halloween Activities
24 幼兒部 萬聖節報導
26 中小學 萬聖節活動報導

28 9月每月之星/品格楷模

一年級 Grade
40 101 Class
42 102 Class
二年級 Grade 2
44 201 Class
46 202 Class

發行人/ 莊銘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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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編/ 林鼎鈞

副主編/ 陳瓊珠

編輯委員/ 蕭百凱、許璟臻 、洪繡雯
郭琇熒、李冠毅
美術編輯/ 劉憶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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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人物／2016聖誕晚會 幼兒部幼幼班 Lucas 鄭O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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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Z Transformed – Even Better Than Before
蛻變的「麗喆」更精進

這位老師確定不是康乃薾麗喆中小學104
學年聘任的老師，卻被有心人魚目混珠拿
來作文章。

校際「競爭」是常見之事，因為競爭，讓彼此更努力贏得品質的更上層樓，

O

O

受惠的絕對是學生及家長。因為競爭，必須選擇以不擇手段製造「假新聞」
或以「負面新聞」來破壞他人取勝，受傷害最終的也是家長。只有讓學校保
持良性競爭，家長才有可能源源受益，有監督與比較的機會！讓謠言止於智
者，流言蜚語也只能再次證明「麗喆學校」的日益茁壯，將造成他校的威脅
吧！
今天 12/10( 六 ) 早上的新聞正報導與討論著美
國今年大選“假新聞”的議題，主播說：假新聞
威脅民主，讓民主蒙羞。

文：顏月娟 執行長
新聞」也層出不窮，家長及校方均不堪其擾。「假
新聞」包括：以假家長在網路、社群中散佈不實
之訊息，隱指學校辦學不佳、教師流離、空氣汙

今年美國總統大選競爭十分劇烈，所以「假新

染、欲再度轉換經營…等。本校除將積極蒐集相

聞」也跟著層出不窮。為了勝選，極左或右派刻

關證據並保留法律追訴權外，更將此新校創辦遭

意製造 " 危言聳聽 " 的假新聞，利用「社群」分享

受「負面傷害」視為昇華精進辦學的轉機。

或「新聞媒體」炒作，造成真危害，一般正常或
年輕人並無法判斷新聞的真假，而確實已造成當
事人的受害。當選舉過了，「假新聞」雖被澄清
了，但也為時已晚！ 一週後，臉書的創辦人，也
針對「假新聞」事件參與討論並提出譴責。這類
的「假新聞」在台灣好像也不陌生，在台灣的選
舉上也常被用到，但更可怕的是這類的「假新聞」
竟然會被使用到”在辦學的競爭上”，真是令人
遺憾！
104 學年為推展創辦人醫病醫人進而興學理念，

本校以事實回應 :
透過校方專業辦學、教師用心指導，從
104 學年創校至今讓學生
( 一 ) 在校際競賽成績；
臺中區校際「英語競賽」取得第一名殊榮含
有「英語朗讀」、「英語說故事」及「英語讀者
劇場」；音樂比賽獲第二名；學生演藝獲奪「金鐘」
新人獎；「科展」獲得優勝代表臺中市參加全國
比賽榮耀；及 105 年第一屆高中入學初試啼聲、
成績璀璨，獲網路排名全台中縣市第五名。

竹北康乃薾教育體系接棒剛成立兩年的「台中麗
澤中小學」，投入龐大人力、物力重新設計建置
新校園，導入康乃薾雙語教學在竹北十年的成功
模式徹底轉化學校為康乃薾台中校區「臺中麗喆
中小學」。
但成立至今，麗喆 ( 澤 ) 中小學及本校家長，
一直被某「媒體」同樣施於「負面新聞」霸凌，
本校名譽除了遭受不實「負面新聞」損害外，「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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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在學校活動規劃：
校內開放「教學參觀日」 (open house) 讓家
長直接了解教學的進行模式；「萬聖節」氛圍營
造讓家長明白學校對孩子西方文化教育的用心；
「感恩節」的「分享活動」教育孩子懂得對身邊
人、事、物的感恩與分享。此外每月的「品格楷
模、多元智慧之星、文豪」選拔讓家長了解學校
對提升學生品格教育、特殊才能及寫作培養不餘
遺力。

「聖誕慈善音樂晚會」不但教導孩子懂得「關
懷弱勢、百元助學」、更讓學生以一人一樂器全
部上台表演，以感謝家長們的「晚會門票捐助」。
孩子深植關懷社會溫暖的那顆心讓節目演出精
彩，贏得家長掌聲久久不停。師生足球賽、籃球
賽、游泳能力檢測、高爾夫球教學…讓孩子的體
能課更富創新與多元，強健學生體魄；「田園教
學契作」農作物的豐收除帶給孩子滿滿的信心也
印證「付出與收穫」的真理；學校社團的學習更
加大了多元學習的廣度。
( 三 ) 在中外師資的儲訓
與國內、外師範體系學校及大專院校交流，讓
更多優秀菁英知道「麗喆」的存在及引發興趣進
而加入團隊。更建構教師資料庫儲備師資，儲備
之教師並安排於康乃薾校區儲訓。外師則與康乃
薾竹北校同步聘用與訓練，以紓解因為家庭因素、
學校增班而造成的師資需求，麗喆第二年校內中
外師資穩定、優越。
( 四 ) 空氣汙染流言

中市民一個清楚說明。台灣的「科學園區」北、
中、南均有多處，科學園區每到之處，都是房
價上揚，鮮少是下跌的，尤其是美國舊金山的
「矽谷園區」，房價更是居高不下。新竹實驗
中學，全國一流的學府，就在竹科內，是多少
家長與學子夢寐以求的學校！
至於「轉換經營傳聞」更屬荒謬，建設
「麗喆校園」投入的軟、硬體有目共睹，來訪
過「麗喆」的貴賓、家長無一不豎起大拇指讚
許麗喆學校這一年多來的改變，尤其是幼兒部
校區更是青出於藍，未來的「麗喆」將更與「康
乃薾校區」並肩，持續努力追求卓越，落實「與
美國學校同步學習」的真正 ESL Program，來
共創孩子的未來！
校際「競爭」是常見之事，因為競爭，
讓彼此更努力贏得教學品質的更上層樓，受惠
的絕對是學生及家長。因為競爭，必須選擇以
不擇手段製造「假新聞」或以「負面新聞」來
破壞他人取勝，受傷害最終的也是家長。只有

所謂「麗喆」學校空氣汙染嚴重導致損害學
生健康，更屬無稽之談，蓋本校座落於台中市西
屯區高社經區塊，臨近榮總、澄清醫院，除台中
市環保局依法監督外，本校網頁更與台中市每日
空氣品質監測超連結，家長可隨時觀看。麗喆校
區周遭有多少 ”千萬” 的高級住宅，中科園區有
多少工作人員，中科園區的實驗中學、國安國小

讓學校保持良性競爭，家長才有可能源源受

2,000 多學生都在同一區域，還有澄清、榮總多少

將成為本校更團結更精進的動力。感謝本校家

人工作、居住於此，空氣品質如有危害人體健康，

長的支持與相挺，麗喆經蛻變後當更精益求

那應該是台中市政府與環保署的責任，應該給台

精，為持續培育新一代菁英而努力！

益，有監督與比較的機會！讓謠言止於智者，
流言蜚語也只能再次證明「麗喆學校」的日益
茁壯，將造成他校的威脅吧！
麗喆建校本著創辦人、董事長醫者父母
心及熱誠教育初衷，從未動搖。「流言蜚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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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Harvest – A Bounty of Awards

總校長的話
15,000 坪校園 中小學、幼兒學校 全新落成
幼兒部新校區 全新設配設施落成使用

105學年
是麗喆學子的豐收年

第一屆國中畢業生初試啼聲，金榜題名成績優異
校外競賽成績優異 ( 英語、國語文、擊劍、芭蕾舞、音樂、科學展覽、金鐘獎 )
推動深化閱讀，活化圖書館閱讀人數
推動田園教學，勞動教育的養成

文：張光銘 總校長

培養，應從小紮根，所以 105 學年度起賡續推動英

麗喆與竹北康乃薾結緣在 104 學年度，也是
麗喆翻轉的開始，從名字的改變、學校設備設施、

合、美式戲水、圖書區、烘培坊、娃娃家及多元

語演講比賽、各班的科學展覽等等；中英文閱讀的

雙語課程、行政規劃到家長服務幾乎整體性的改頭

的戶外教學 .. 等，除培養孩子的適性閱讀，也訓

深化、活化圖書館閱讀人數激增，勞動教育的養成

換面，在最高指導董事會董事長、全體董事及靈魂

練孩子的大小肌肉、手眼協調及生活的自理訓練。

( 田園教學 )、體育競技、藝術的陶冶與涵養課程 ( 文

人物顏執行長的高瞻遠矚，精細擘畫的藍圖，在短

在多元的課程搭配優異的環境設備規劃、及優質

雅教育 )、一人一項樂器、一人一種體育運動、( 帶

短的一年中，學校各項表現斐然，在臺灣教育史上

的中外籍教師，麗喆幼兒部的孩子真是比一般「幼

著走的能力之一 )、生活自理能力再加強、團隊合

是罕見的。

兒園」的孩子幸福許多。

作的正向思考、 增強美語口語能力、活動中提昇

經營之初，為學校整體發展及學童就學的延續、

中小學也蛻變了，學生們儀態端莊、彬彬有禮，

孩子們的信心及領導能力…等等，這是學校董事會

家長接送孩子就學的方便，麗喆自 104 學年起就

在全校教師們的用心指導，學生參加臺中市國小

及教職員工們積極努力的目標與願景，給孩子們儲

開始增設「幼兒部」，105 學年更完成幼兒部新校

英語朗讀、說故事比賽分別獲得第一名、第三名；

備 21 世紀的基本素養，因應未來的生活，創造自

區的立案與使用，規劃從 K~12 年一貫完整的美語

國語文競賽國中組國語演說第四名；市長盃擊劍

己美好璀璨的人生。

教育，讓孩子不用在當小留學生，在台灣就可以與

第二名；澳洲數學能力檢測特優獎；全國美術比

美國學校同步學習。孩子只要依照 ESL 課程按部

賽臺中市第三名；全國芭蕾舞大賽國中組優等；

104 學年度辦學成果豐碩，行政的機動應變，靈活

就班的學習，便能逐年增能併儲備未來的國際競爭

臺中市音樂比賽琵琶獨奏國中組優等 ( 第二名 )；

的教學，重視個別差異與發展，提供適性的學習，

力。這正確的決定，獲得家長們的肯定與鼓勵，所

臺中市科學展覽國小佳作、國中第二名，並獲選

在家長們睿智的支持與肯定，我們的孩子潛能漸被

以 104 及 105 學年，相繼投入鉅資增設中小學及

代表臺中市參加全國比賽。今年第 51 屆新進演員

激發，學校並給予肯定與鼓勵，傑出表現可圈可點；

幼兒部新校區校園及教學的設施與設備，如 : 幼兒

金鐘獎，獎落麗喆國中部陳同學手中呢！

這一年來，我看到了孩子們在改變，生活常規、禮

部新校區的感覺統合館、蒙特梭利學習區、專科教
室 ( 電腦、美術、樂高、烹飪 ) 娃娃的家 ( 生活起
居訓練室 )、小小圖書館、玩具館…等，讓孩子們
寓教於樂。在課程方面，除了幼兒部應有六大領域
教學外，我們更加入了 ESL 幼兒部課程，培訓孩子
的美語能力，此外，考量教學品質，在才藝課程方
面我們更聘有專任的教師任教，如 : 蒙特梭利專任
教師、美術、奧福音樂、幼兒體能及美式律動等的
專任教師教導孩子。除一般幼兒課程的規劃外，我
們尚為孩子提供了有趣的生活課程，諸如 : 感覺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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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們的品格力、國際力、創造力、學習力的

重點是學生數不多的小校，學生能有此佳績，
誠屬不易啊！
更值得一提的是，105 年國中教育會考，第一
屆畢業同學的會考成績斐然，在中投考區各國中

麗喆行政服務團隊與教學策略團隊的再出發，

儀、學習態度…等的進步，令人欣慰，我也在許多
的場合，公開獎勵我們的孩子，我相信在鼓勵中長
大的孩子，將是充滿自信與體諒、感恩與惜福。
學校教育的種子在發芽、茁壯，來年，我們將

的升學率排序麗喆為全區第五名，歸功於同學的

為學子們，建構快樂的全人學習軌道，我相信 105

奮發努力、師長的用心及家長們陪同鼓勵，才有

學年會是我們麗喆的豐收年。

此傲人佳績；也要感謝麗喆國中部第一屆永遠的
學長、學姊們為學弟妹樹立了學習楷模。今年我
們會將這基礎與經驗，提供應屆畢業生在會考前
衝刺的最佳策略，期待再創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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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第一屆國三會考的光彩成績
勉勵麗喆學子

Exceptional Performance

文：韓順興 主任

初試啼聲，金榜題名
本校今年第一屆國中畢業生參加國內升學
考試，在張光銘校長的帶領下，表現優異。各
科達 A 級以上的比率也優於全國平均 ( 如下表 )。
國文科
本校成績比例 25.9%
全國成績比例 19.28%

英文科

數學科

社會科

自然科

33.3% 22.2% 25.9% 18.5%
19.15% 16.80% 18.89% 13.88%

在畢業生 27 位學生中，成績達一中 (5 個 +)
者有 1 人 (9 個 +)，但王同學選擇念中科實中。
錄取惠文高中以上者 4 位 (4A1B)，達二中錄取
標準 (3A2B72 點 ) 者 2 位，合計達前九大名校
( 一 中、 女 中、 興 附、 實 中、 文 華、 曉 明、 衛
道、惠文、二中 ) 者共 7 位，佔全畢業生比率為
25.93%。根據網路資料統計，這比率意味著本
校升學率不亞於居仁 (25.06%)、大業、黎明等
歷年來升學率都很高的學校。本校人數雖少，比

攀岩等 )、美術、音樂等都推展得有聲有色；
本校參加台中市的國語文競賽、英語競賽、科
學展覽競賽等成績也都甚為優異。

率上可能會占優勢，但能站上中部地區眾多學校

學校每年的重要活動：萬聖節、感恩節、

的前幾名亦屬難得。這完全是學校領導者的目標

聖誕節、母親節等，都辦得熱熱鬧鬧，感謝家

管理和老師們的全力配合，學生抱著必勝決心，

長們也熱烈的參與。在每年的英語演講比賽

老師努力輔導升學的結果。

中，更是讓學生將所學的英語能力充分展現，

感謝家長們對學校辦學的肯定，學校將繼續
堅持實施中、美雙軌課程，讓學生能在一所優
質、多元、有國際觀的學習環境中成長，不但重
視美語課程，也重視國內升學的中文課程。對
於國內的綜合活動課程也不輕忽，例如體育 ( 游
8

泳、足球、健身操等 )、童軍 ( 露營、求生技巧、

並在觀摩中見賢思齊，激勵自己更加努力。同
學們只要從國小到國中都能踏踏實實、按部就
班的學習好學校規畫的美語課程，相信在未來
的升學、就業的路上，一定比其他人更有競爭
力。
9

學生家長
劉金蘭

感謝麗喆的師長們

愛爾蘭詩人葉慈曾說 : 「教育不是灌
滿一桶水，而是點燃一把火。」102 年暑
假剛過完，宗兒和班上多數的同學一樣，
初初入學稚嫩中帶著靦腆，有事不敢問、有問題不敢
表達，而尊重孩子、愛孩子的師長們並不因此忽視孩
子的需求，反而鼓勵與督促著孩子有計畫的學習，導
師陳松玲老師、林宜蓁老師以及其他多位老師，知道
孩子程度差異懸殊，運用各種教學型態，鼓勵孩子除
了團體參與、分組討論，更經常舉辦小組研究與探討，
老師們認真教學的態度讓我們這一群忙碌又疼愛兒女
的父母深深的被感動，甚而積極參與親師合作，在李
建霖主任的安排與協助下家長們輪流陪伴孩子夜輔，
孩子們知道父母與老師的用心和辛勞，更加自我期許
今天要比昨天更進步，親師合作成為了孩子學習的助
力。
雖然就學期間學校人事更迭，國三時，韓主任順
興和多位老師如 : 社會科徐老師、英文科徐老師不放
棄任何一位孩子，如同給了孩子強心劑，孩子漸漸地
點燃心中的小火把！韓主任用心良苦諄諄教誨，屢屢
親自陪伴孩子夜讀，鼓勵孩子們立定志向，點燃了孩
子學習的熱誠引導他們找到自己的標竿，鼓勵孩子成
就他們自己。宗兒也因為師長的鼓勵，以美術藝術為
標竿在林宜蓁老師的指導下學習油畫並奪得全市平面
設計第三名，以及全國佳作獎，加上在麗喆習得的扎
實且深厚的聽、說、讀、寫英文的能力，升上高中更
有自信，讓身為一個幼兒教育專業人員以及母親的我，
萬分佩服與感謝麗喆師長們無私的付出。
10

「讓教育這件事有更多的可能性，讓孩子揚

一直不斷提醒著自己，必須時時把握時間，不管

數學科的綉雯老師鼓勵她下課時間

才適性多元發展」與麗喆創校時，實施全人教育

是從什麼時候開始準備，只要捏好擁有的籌碼，

可以幫助她解惑難題，老師告訴她

的宗旨頗為雷同。孩子們進了高中以後，常聽到

讓自己的能力跟武器在這個考試中發揮到極限，

只要努力，進步一分也是很棒！讓她對數學不再

他們說麗喆是他們的天堂，有很多快樂的回憶、

就不會後悔。前提是自己必須要有準備，過程當

恐懼了。理化科的稚崴老師更是有耐心的利用下

有許多他們想念的師長、還有結為手帕交的好朋

然辛苦，不然就沒有追求的意義。若是仔細看看

班時間指導她。有時她太累了，上課時常常精神

友、好兄弟、好同學……，在此之際，期待麗喆

週遭的人，會發現每個人都是這樣過來的。從國

不濟，完全無法聽課，老師也不會因為這樣責罵

這個美麗的學校讓教育這件事有更多的可能性，

小、國中就算是畢業了，我依舊會感受到迷惘跟

她，反而在他放學的時候再幫她上課解惑，讓她

持續地讓孩子在揚才適性多元發展的氛圍中，成

害怕，尤其面對升學或者畢業的轉捩點，我們都

沒有放棄理化科。歷史科的婉真老師，課堂上用

就他們自己。

會茫然，覺得人生充滿了無限的不確定，好害怕

說故事的方式引導孩子進入歷史的情境，讓她了

踏錯一步就很難回頭。其實人生從出生開始，遇

解而喜歡上歷史課。在英文學習上，多位外師的

到的所有事情都是線索，都是未來我們做決定的

教導使他的英文突飛猛進。尤其在國三那年的班

助益。謝謝母校麗喆讓我能有很多感觸，有機會

導師韓主任與妙芸老師不辭辛勞的陪伴他們準備

希望再回到學校見見師長們。

會考， 讓他們每個人考上理想的學校，還有多

901
三年一起在麗喆的日子
蔡芯綺
回憶起，這羞澀的時光不知道
該如何說起。雖然畢業後過 5 個
多月而已，但我很感謝和懷念麗喆
帶給我的歡笑和淚水。一開始學校
動盪不安的師資或政策，使我開始
焦急如焚的猶豫著該不該離開，但現在畢業後我

位主任對她的關愛與鼓勵，讓孩子在麗喆學校中

王恩慈
媽媽

感恩麗喆重視學生的個別差
異，讓個別才能得以發揮

恩慈是個愛跳舞的孩子，視舞蹈為她生命第
一重要大事。

以麗喆為驕傲。我很感謝我遇見的每一位師長多

所以當她在就讀麗喆國中三年，學校只要有

到無法屈指可數了。國中跟師長的情感很難能可

活動就給她舞台表現，讓她能充滿信心、更努力

貴，有如父母跟子女那種情感，因為有一起革命

地朝向去外國學習的目標。

過、一起努力過。到現在在遠地讀書 依然很懷念
老師和上課的情境 ; 而學校的外語課程真的讓自
己有機會學習其他國家的文化和教學方式，這方
面其實是在一般國中學習不到的。現在才發現有
了國際觀，讓我能體會和反省更多事情，也讓自
己想到當初為了會考而煎熬的時光。畢業後，我

練舞的過程是很辛苦！每當放學她就要直接
去練舞，直到晚上 11 點回到家。對於課業上的複

得到那麼多的良師益友，真是孩子們的福氣。
家長們非常擔心國中的叛逆期，但是在麗喆
學校就讀中，孩子們很快樂，同儕當中如同兄弟
姊妹一般的手足之情，到現在他們還非常的珍
惜，常常回憶那當時快樂的校園生活，相邀回學
校參加學校活動，例如萬聖節等。
麗喆學校因為班級人數不多，老師照顧學生
非常周到，不會因為不良的風氣讓學生學壞了，
這是我們家長最值得欣慰的。

習，他完全沒辦法做到。由衷感謝麗喆國中的老
師都願意在課堂外的時間輔導她。國文科的松玲
老師利用午修或是自修課的時間再幫她加強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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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乃薾家長分享篇

康乃薾 , 感謝有你 !

析
剖
麗
亮
績
成
學
升
105 康乃薾國中
康乃薾學子 讓魚與熊掌兼得

國文科
本校成績比例 67.2%
全國成績比例 19.28%

英文科

數學科

社會科

自然科

82.8% 51.6% 62.5% 50.50%
19.15% 16.80% 18.89% 13.88%

文：韓順興 主任

寫作 4 級以上
100%
缺

本校課程教學以雙語著稱，對於美語教學
不遺餘力，成績非常優異，而在國內升學部分，
我們更是不遑多讓，表現更是突出；今年第七
屆國中畢業生參加國內升學考試，在前任洪英
度校長的帶領下，表現相當亮麗。各科達 A 級
以上的比例更是全國成績平均比例的數倍，尤
其在英文科方面，更達到 82.8%，堪稱全國之
冠。
在今年 62 位畢業生中，錄取新竹科學園區
實驗高中的有 3 位，錄取新竹中學和新竹女中
者共有 22 位，三校合計共有 25 位，佔畢業生
人數的 40.3%；其中 10 個 + 號者有 4 位，9 個
+ 號者有 5 位，成績表現優異。另成績達竹北
高中、建功高中、新竹高工者共有 16 位，以
上合計佔 66.1%；可知本校在美語教學與國內
升學雙管齊下的策略中，給予孩子魚與熊掌可
以兼得的教學環境，讓孩子在校內充分發揮，
走出校外展現實力。
觀察分析今年的分數群組中，發現級數在
B++ 的學生為數不少，經過仔細分析與了解，
我們覺得這 B++ 的級數很可惜，因為少錯一、
兩題就可以達到 A 級，而錄取的學校將大大的
提升，因而這是我們今年對於學生的教學與輔
導要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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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 觀 桃 竹 苗 區 其 他 公 私 立 國 中， 其 會 考
成 績， 各 科 達 精 熟 比 例 最 高 的 義 民 高 中 國 中
部，其比例為國文 58.3%，英文 53.7%，數學
48.5%，社會 61.8%，自然 47.6% 等，也都不如
本校，尤其英文科更是望塵莫及。以升學為主，
桃園市私立新興高中國中部，達 5A 的人數比例
也只與本校相當，約 40%。而本校除了在國內
升學兼顧下，英語能力更是超乎一般國中學生，
想想看，哪個學校的國中學生可以用英語辯論
呢？本校課程目標：深耕美語力、建構品格力、
發揮創造力、亮麗升學力、培養國際觀等，我
們真的做到了。感謝家長們放心的把貴子弟交
給學校，讓我們共同為貴子弟規劃美好的未來。
本著服務地方，造福地方，不必為了尋找
優質學校而遠走他鄉，這是我們的辦學基本想
法。創造一個讓孩子魚與熊掌可以兼得的教學
環境，帶領孩子走向國際是我們的目標。我們
最終期望帶領我們的孩子具有足夠的雙語能力
與競爭力，迎向世界，與世界脈動同步前進。

朱家慧 很慶幸為孩子選了
母親 康乃薾這所學校
我是今年康乃薾國三應屆畢業
生朱家慧的媽媽，目前家慧就讀於
新竹女中一年級，我很榮幸於此來
跟大家分享最近家慧的課業及活動
表現。
首先是家慧非常幸運地甄選上香港中文大學的學
習營隊，就如大家所知，香港中文大學是亞洲首屈一
指的研究型大學，在世界上的排名也非常前面，這次
是香港中文大學第一次在台灣甄選學生參加體驗營，
目的是協助高中生在一連串精心設計的競賽及活動中
提升自己的能力，探索自己的興趣，並選出自己喜歡
的科系，當然也希望這些被甄選上的學生日後可以到
香港就讀大學。
最基本的甄選過程即是送出自傳履歷，而我想
家慧從康乃薾國小一路念到國中畢業這一點絕對是她
致勝的關鍵，因為香港各大學幾乎都是採用全英語授
課，正因為家慧從小念了康乃薾雙語學校，在第一關
就被香港中文大學所欣賞，而且康乃薾灌輸了家慧國
際觀及科技觀，讓她在言談之中散發出渾然天成的自
信，最後在全台灣的優秀高中生裡脫穎而出，成為少
數能參加香港中文大學體驗營的幸運兒。
其次要分享的是家慧今年寒假即將到柬埔寨當國
際志工，活動內容是協助當地農村做些簡單的農作及
房屋修繕工程並指導小孩讀書。
要不是因為康乃薾給了家慧滿滿的能量，她不會
有這個勇氣走出舒適圈，背著行囊遠渡重洋去第三世
界幫助需要的人，因為所謂的國際觀並不是知道世界
上有哪些國家就好，而是願意真正走入對方的文化，
尊重當地的傳統，學習他國的長處，並且放下自己的
偏見，在行有餘力時，還願意貢獻自己的能力去幫助
他人。
我很慶幸當初幫家慧選了康乃薾這所學校，因為
有康乃薾的細心栽培，再加上眾多優秀同學的互相砥
礪，才有今天的家慧，在此向康乃薾所有的老師及同
學們致上誠摯的謝意。

林軒如
林軒聿
媽媽

女兒的另一個娘家～康乃薾

家裡兩個女兒都是康乃薾成立第一
年就在那兒就讀，姊姊是前年在康乃薾
國中畢業考進竹女，她是十二年國教第
一年的升高中生，政策模糊、家長迷糊，
學校在她升學的路上扮演了絕佳的輔導
角色。今年妹妹也畢業了，順利考進竹女，學校行
政、老師在學生升學路上付出的時間與精力那些點點
滴滴，猶歷歷在目。
兩個女兒剛上康乃薾國小前兩三年，我的確
是全心全意陪伴的。學校動靜態活動多，為了讓孩子
有多元學習的機會，並且在學習的態度與情意上能更
積極，只要孩子有意願就會鼓勵他們參加，諸如國語
文競賽、英文說故事比賽、游泳比賽、耶誕晚會表演、
社團活動等等。每年舉辦的英語說故事或演說比賽對
孩子的口語表達力與上台的勇氣都是很好的訓練。曾
經學校泳隊嚴格的要求常讓孩子覺得自己做不到，但
是在克服困難之後，不但身體變得健康，也嚐到了比
賽勝利的甜美果實。康乃薾的孩子聰明、善良，兩個
女兒在康乃薾多年，結交了好多氣味相投的好朋友。
學校充實的課程，雖然從小一開始一天就上十節課，
足足比公立學校多了三節，也沒有只上半天課的星期
三，但是課程內容多元活潑，並不會覺得無聊。我常
擔心他們中英文同步學習壓力會太大，但孩子總有
能力適應並且投入學習。到了國中，讀書就靠他們自
己，媽媽的我已經退居幕後，幸好國中同儕之間互相
砥礪的班級氛圍，還有學校按部就班的複習計畫，讓
兩個女兒順利進入他們心中的第一志願。
現在她們兩個還會回康乃薾參加 Halloween
活動，耶誕節時也會三五好友相約繞回學校看看，康
乃薾就像她們的娘家一樣，有些感情是斷不了、忘不
掉的。真感謝康乃薾學校一路陪著孩子成長，給孩子
滿滿的能量，讓她們有今天的能力與競爭力，最重要
的是學校有許多很好的活動，都將成為她們難以忘懷
13
的回憶。

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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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乃薾 台中校區 麗喆幼兒學校 新校落成

Korrnell New Campus at LZ Now Opening

台中麗喆幼兒學校娃娃家一景

14

康乃薾台中校區 慶新校落成 早鳥優惠 2017/ 1/ 1 ～ 2017/ 3 /31 預約入學可享 10,000 元， 台中市西屯區國安二路中科旁 04-24613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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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部
文舞雙全的 幼兒部課程
Mu l t i- Face te d K i nde rg a r ten Cl a s ses
康乃薾幼兒部課程
康乃薾幼兒部教學規劃不同於一般坊間的幼
兒園，更有別於過往的傳統的幼稚園，今年是康
乃薾幼兒部創校十週年，十年來康乃薾幼兒部的
辦學頗贏得家長的口碑與認同，主要是康乃薾幼
兒部的教學規劃，真的是多采多元，讓孩子的學
習文舞雙全。教學規劃包括有中西文化教學的「主
題日」、生活與品格教育的「品格劇場」、與美
國幼兒同步學習的「ESL 英語課程」、及中外幼兒
六大教學領域的「幼教課程」、此外尚有多元的
「生活課程」及「課後才藝」課程等，豐富的課
程規劃，真的讓孩子樂不思蜀！

主 題日與品格劇場
學校十分重視孩子的生活與品格教育，每學
期均規劃有具體的教學主題，每月除第一週為主
題日外，其餘三週均規劃「品格劇場」寓教於樂
來教育孩子，「品格劇場」的劇本，由中外師討
論後，以分組方式輪流演出。主題日每月規劃一
個含東 / 西方主題日如 : 美國日、Valentine's、新年、
萬聖節、地球日 ... 等。

另，Montessori 教學中，有一部份為生活自理
能力的訓練與培養，每學期均以闖關方式來評量
孩子的學習，這也隸屬於生活教育的一部份。
本校十二年一貫的美語教學，從幼兒部小班
開始，課程內容與美國幼兒園同步，課程內容包
括 有 Reading、Math、Science、Phonics、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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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後才

Handwriting 及 Computer Lab 等， 除 了 使 用 美 國 進
口的教材外，Computer Lab 也使用美國進口的電腦
教學軟體 – Compass/Ellis，對孩子美語的啟蒙教
育扮演著重要的課程角色。

幼教課程篇
不論中外的幼教課程，均包括這六大領域的教
學，含語文、數的概念、自然探索、美勞創作、音
樂律動及幼兒體能的教學等，康乃薾在幼教課程特
別聘請專業的教師教學，屬於認知之課程部份由專
業的幼教師教學，屬於美育、群育及體育方面，音
樂、美術、體能、美式律動及戲劇等，均安排專業
的老師教學。

生活課程篇
本校的生活課程篇，是提供給孩子更多元豐富
的學習，讓孩子享有童年更多的回憶，也是孩子的
最愛，這些規劃與設計也是康乃薾獨特有的教學領
域課程。生活課程包括有：圖書區、戲水區、感統
教學區、視聽教學區、LEGO 教學區、烘焙教學區、
戶外教學區及娃娃家等規劃。

課後才藝

E S L 美語 課程&闖關評量

Character Theater( 品格劇場 )

蹈)

Asses

學校的課後才藝課程原則上家長可自由選擇，
費用另計，時間安排在下午 4:00~5:00。課後才藝課
程基本上均安排專任教師教學，含美術、舞蹈、跆
拳道、圍棋、直排輪、小提琴、電子琴、足球…等。
本校的課後才藝很受孩子的喜愛，經常滿班，不得
其入，為給孩子機會，也會分大、中、小班不同時
段提供。

Halloween( 西方文化節慶 - 萬聖節 )

Orff ( 奧福音樂 )

Baking( 烘培課程 )

Montessori( 蒙特梭利課程 )

Sensory( 感統館 )

Theme( 西方主題 - 美國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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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部
全方位的幼兒部 ESL 課程
Comp rehens i ve K i nde rg a r ten ESL Cu r r i cu l um
幼兒部 ESL 課程簡介

編輯部
全世界的幼教課程大致雷同，分為生活的六大
領域，含語文、數的概念、生活自然科學、美勞、
體能及音樂等領域。

康乃薾幼兒學校的 ESL 班其實規劃的課程就
是以美國六大領域的課程規劃，教材也同步採用美
國幼兒課程教材。 103 學年開始康乃薾調整 ESL
大、中、小班的新教材，與中小學同步，採用美國
McGraw-Hill 的最新幼兒教材 Wonders，讓孩子未
來銜接美國小一課程時能更融入。 McGraw-Hill 的
Wonders 小學部教材，是美國本土學校剛調整的不
久新教材，頗得外籍教師與家長的好評。
幼 兒 部 ESL 的 六 大 領 域 課 程 除 Language
Art(美國語文)含Reading(閱讀)、Phonics(自然發音)、
Writing( 書 寫 )、Story( 故 事 ) 及 Conversation( 會
話 ) 等課外、尚有 Science( 生活自然科學 )、Math( 數
的概 念 )、，還有 Arts & Crafts( 美 勞 )、PE( 體能 )、
Drama( 戲 劇 )、Music( 音 樂 ) 及 Baking( 烘 培 )、
Computer Lab( 電腦軟體課程 ).. 等。規劃全美語教
學，讓孩子浸泡在全美語課程的生活中，孩子自然
而然習慣美語的聽與說，讀與寫。
每學期學校都會安排 4 次的美語闖關評量，
以了解孩子美語學習的狀況，評量的主課程採用
Korrnell Book，每週主題圍繞在孩子的生活、環境
與教學領域中，重複的教學與複習，讓孩子的學習
更上層樓，相得益彰。

Baking( 烘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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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兒 ESL 課程的學習分享
文 /Mickey 班 Annie 媽媽
2015 年 的 九 月， 快 滿 五 歲 的
Annie 開始她人生第一階段的校園生
活，進入康乃薾麗喆幼兒園中班就
讀。在這之前，其實我們原只想就近就讀公立學校
附幼，無奈家裡附近公幼只有大班，而且抽籤的命
中率實在不高，我們決定把目標轉向私幼。然而，
在一個偶然的機會下，我們得知新竹的康乃薾要來
台中中科辦學，又正好有朋友孩子在新竹康乃薾就
讀，趕緊打電話向友人詢問對學校的看法，與家人
討論之後，就決定了孩子的第一間學校。
一開始，其實沒有打算讓孩子進入全美的學校，
但因為考量 Annie 較文靜的個性和學校寬廣的校園，
想看看美式的教學會讓她有甚麼改變，我們真的讓
Annie 的英語從零開始進入全美的學校就讀。
幼兒的雙語教學不只是強調語言的學習，也包
含音樂、美術、律動及蒙特梭利的課程安排。這一
年來，學校的課程規劃與活動，讓我們看到孩子的
成長與進步；搭配主題日、闖關活動以及英語演講
比賽和母親節音樂比賽，孩子在這樣既生活化又活
潑多元的教學環境中學習，不單是 Annie，我們看
到所有孩子們在台上比賽或是表演的神情，都是充
滿著快樂與自信。
期待所有在康乃薾麗喆這個培養自信、好品格
及國際觀的校園裡的孩子，都能有更寬廣的視野，
面對未來的種種挑戰。

Story( 故事 )

Arts & Crafts( 美勞 )

Drama( 美語戲劇 )

Math( 數的概念 )

Assessment( 美語闖關評量 )

Computer Lab( 電腦軟體課程 )
19

幼兒部
創意多元的 體能課程

游泳

Cre a t i ve & D i ve r s i f i ed PE Cl a s ses

道

跆拳

專 業體能課程教學
康乃薾幼兒部教學規劃不同於一般坊間的幼
兒園，除幼教學科美語教學外，尚有音樂、美術、
律動、體能、蒙特梭利及電腦輔助教學軟體與課
後才藝。其中尤其以「體能課程」最為多元與創
意。
學校的「體能課程」安排有課內的幼兒專業
體能、美式律動、美式戲水及戶外遊戲等，其餘
的體能課大多規劃為課後才藝課程，包括直排輪、
游泳、舞蹈、跆拳道及幼兒足球 .. 等，老師都為外
聘的專業教師，學有專精，教學活潑有趣，很受
孩子的喜愛。

游 泳/美 式戲水課程
幼兒部游泳課通常安排於課後才藝，讓家長
自由選擇參加，本校中小學有溫水游泳池設備，
十分方便孩子的學習，不必向外租借游泳場地。
至於美式戲水課程安排於每年夏天 5 ～ 8 月開放，
開放時間學校會安排各班級進行美式戲水課程，
孩子通常除準備泳具外，還會自行攜帶戲水玩具，
大家相互打水戰，很是樂趣。

足 球課程
幼兒部大班孩子的體能課程，專業體能老師
通常會開始指導足球課程，學校每年也會舉辦大
班孩子的足球賽，班際足球賽除孩子外，家長也
很重視，每到比賽時，家長都會到校為孩子加油。
喜歡足球的孩子，在中小班時會主動參加課後才

直排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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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足球課，讓足球能力更精進，學校通常課後
足球，都由外師指導，所以孩子受益的除足球
外，英語能力也隨之增進不少。

美式律動教學
學校的美式律動課程，也是專業的律動老師
教學，Tr.Yvonne 在本校教學已達 10 年之久，是
位十分專業與敬業的老師，主修舞蹈，畢業於英
國皇家學院舞蹈與戲劇系。美式律動通常結合美
語戲劇教學，每年在萬聖節、聖誕節或期末成果
發表時，家長都會看到孩子美式律動與戲劇的演
出，並給予喝采。

感覺統合訓練
學校的感覺統合館主要是用於訓練孩子的感
覺統合、手眼協調及大小肌肉的協調運作，感覺
統合館的設備通常會有攀爬、攀岩、滑梯、球池、
跳高、平衡木 .. 等，訓練孩子高低走步、爬行、
奔跑、跳躍，大小肌肉、手眼協調，自然而然習
慣與感覺統合。

蒙特梭利的大小肌肉手眼協調訓練
蒙特梭利的課程，其原始是為學習有落差的
孩子規劃與設計，其中一部分是專門用於訓練幼
兒部孩子的大小肌肉與手眼協調，例如 : 穿珠珠、
扣釦子、綁鞋帶、倒水、夾物品 ... 等都是大小
肌肉與手眼協調的直接訓練，讓孩子學習自理能
力，便於團體生活中可以照顧自己的基本能力。

專業體能

美式戲水樂

美式律動

外師體育課

高爾夫球教學

足球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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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erials & Organic Meals

2017 3 月 麗喆校區開始試辦有機餐點
◎ 康乃薾幼兒部自 103 學年 9 月起，試辦有機餐點，由統一集團提供有機餐點，

有聲筆與有聲書讓幼兒部的
中文教材更富趣味

內容含：所有蔬菜 (95% 種類 )，米及胚牙米，水果有蘋果及香蕉，其他食
品選購 GMP 優良食品及 CAS 認之肉品。

另，在中文教材方面，103 學年度康乃薾幼兒學校也全面調整，使用南一書
局的有聲書 ( 使用有聲筆 )，對孩子而言是多一項學習方式，也會增加孩子學習
的樂趣。有聲筆除了在既定的教材上使用外，也可帶回家做另類的學習，例如 :
歌唱錄音、說話錄音、說故事錄音 ...，再搭配補充教材使用，確實增加許多孩
子學習效益有聲筆價格較昂貴，104 及 105 學年麗喆幼兒學校統籌由學校經費購
買，借給孩子使用，特別要叮嚀孩子與家長要妥善保管使用，萬一遺失與損壞，
必須購買新筆還給學校。

◎ 目前全台有機餐點可提供之廠商北部有永豐餘、台塑集團、南部為統一團，
但北部之集團已滿載，無法供應服務，目前學校僅能選擇由統一集團服務，
調整食用有機餐點的費用，平均為原餐點費用的 3.5 ~ 4 倍。

有機餐點更不能浪費喔
文 : 李心恩 老師

有機餐點 YUM YUM YUM

學校倡導並實踐現代人有機、天然的生活

電子點讀筆

試辦有機餐點

文 : 鄭瑜瑄 老師

。今年九月開始落實在幼兒園內，學校有品質嚴

近來食安風暴不斷，ㄧ向注重細節的康乃薾幼兒
園，在主食米飯及蔬果上，更是挑選品管嚴格的有機
餐點公司，為我們產地直接配送，給我們最新鮮、最
健康、最鮮甜的食材 !

格把關的有機蔬果、食品、均衡美味的有機餐點

這麼費心挑選的優質食材，吃起來真的格外不
同！白米飯咀嚼起來，那米香味，讓人ㄧ口接一口；
糙米飯營養可口有嚼勁；蔬菜、水果也是青、脆、甜，
營養價值滿分！

讓班上小朋友吃的健康又安心。且根據美國農業
貿易季刊報導，全美國數百位美食主廚認同有機
食品風味較一般食品為佳。因此小朋友常常還沒
到中午吃飯時間，聞到飯香就肚子咕嚕咕嚕叫了
喔。食物品質較佳，自然而然小朋友胃口好就會
吃得多、長得高又壯囉。

這樣美味的食材，總是讓寶貝們一碗接一碗，相
信家長可以看見寶貝們的成長！這就是康乃薾的用
心，讓孩子吃得開心，家長更是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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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部
HALLOWEEN

原來萬聖節可以這樣有創意 !

家長分享篇
文 /Mickey 班 Annie 媽媽
每年到了 10 月，孩子就開始期
待萬聖節的到來，對他們而言，這是
個可以得到許多糖果的難得機會。
學校在每個月的第一個星期五早上會有這個月
的主題日，讓孩子可以先了解節日的由來和紀念的
意義，也算預告孩子這個月將會舉行的活動。
Annie 是從中班才真正體驗到 "Trick or treat" 裝
扮及要糖果的樂趣。到現在想到萬聖節就會開心唱
著 :"Trick or treat, smell my feet, give me something
good to eat!" 的歌曲。
還記得去年的萬聖節晚會，學校的中外師和孩
子們都用心地打扮，每個班級在台上都有獨特的表
演，十分精彩！
而今年，學校萬聖節的活動則是家長可以帶著
孩子到中小學各班教室闖關玩遊戲，累積過關的次
數，最後還可以換取過關的小獎品。
因為知道竹北校區以往也都有闖關活動，今年
第一次參加的我們事前十分期待，幼兒園的孩子幾
乎都是第一次玩闖關遊戲，當天也有家長和孩子一
同裝扮參加活動，看到每位家長帶著孩子穿梭每間
教室玩遊戲，老實說對家長來說還真是累人，但是
看到每位關主創意的裝扮及設計各種不同的遊戲，
還有孩子玩遊戲時認真的表情和臉上的笑容，相信
大家都感到十分開心盡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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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tion & Sharing
還有很特別的“密室逃脫”，因為對於幼兒
園的孩子可能會感到害怕刺激，我們只好放棄，不
過，到了晚上 9 點，還有許多孩子還捨不得的離開
學校，可想見闖關活動多麼有吸引力！
很感謝學校的用心，讓孩子們透過表演活動或
是闖關遊戲，過程中可以感受到節慶氣氛及體驗多
元文化，十分期待孩子像小豆芽般，每天從學校吸
收許多知識養分，在未來得以學以致用，成長茁壯 !
文 / 任科源 任蕾恩 任科澄 媽媽
我分別有三個年齡層的孩子。
他們的個性不同，喜好不同，能力也
不相同。萬聖節活動當天，在校園當
中的大兒子，和一群好戰的同學，挑
戰最驚險刺激也期待許久的”密室
逃脫”不下數次。女兒，和一群學校的姊妹
們結伴，在各個闖關區展現互相加油打氣的
girls power，連連過關斬將 ! 和我作伴的是大
班的小兒子，在每間精心佈置的教室穿梭，
接受變裝關主的挑戰。
這是一個適合全家大小也令人期待的萬
聖節活動 ! 老師與孩子們用自己的想像力，改
造了學校的每一個角落。更有驚喜變裝 ! 讓活
動氣氛增添許多笑料與話題。這一趟鬼節巡
禮，才發現原來萬聖節是個讓人開心的節日 !
一個盡情發洩創意的節日 ! 更是一個讓人調皮
的有理由的節日 ! !

文 / Melody 班 歐育誠媽媽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 Halloween,
還猶記去年我們家的小 William 穿著海綿寶寶
裝在舞台上跟老師們一起表演，卻不給面子放
聲狂哭找媽媽的模樣，時間過得真快，今年
萬聖節換成與父母同樂闖關遊戲活動 ! 剛走進
教室區域，看見成堆的家長與小朋友，當下
有些傻住， 經過老師們的提醒，我們先帶著
William 遠離擁擠的一樓，改從二樓開始，（但
其實二樓也是人潮滿滿滿….）好在排隊等闖關
都不會等太久，關卡內容十分豐富多樣化：有
翻翻記憶圖卡，訓練平衡的球拍頂球，手嘴協
調的吹乒乓球，沙包九宮格，甚至連打彈珠、
橡皮筋手槍都上場了，真是讓小朋友還有媽媽
我玩得好開心啊！！
關主老師們其實都很好心，願意放我們
家手腳不協調的 William 一馬，「送」給他好
多印章，讓我們很快在一小時後就集滿了闖關
卡，開開心心地帶 William 換獎品回家～縱使
獎品只是小小的仙女棒，但孩子們依舊很快
樂，再回憶起來直說好好玩，我想這就是最珍
貴的禮物了吧！ ^^

文 /Mickey 班 任科源 媽媽
學校的選擇 , 是每位家長最
炙熱的共同話題。沸沸揚揚的
討論 , 不外乎就是為了給孩子一個完整連貫體系
的教育 , 與時代接軌甚至超越期待的選擇 !
我也和每位家長一樣 , 心裡有所擔憂 , 也有
所徬徨。但是在麗喆幼兒園一年半以來 , 我一路
看著我的寶貝成長 , 也看見麗喆一直像個求知若
渴的孩子一樣努力學習 , 積極求變 !
麗喆幼兒園很年輕 , 卻肩負著基礎教育的重
任。自創校以來 , 新校可能有的生疏 , 磨合 , 調整 ,
重整都在每一天當中發生。 但是孩子們的基礎
教育 , 人格養成與多元學習權利完全沒有受到影
響 ; 還因為有著暢通溝通管道 , 學校衝撞出更多
豐富的資源 , 讓孩子們擁有更滿足的學習體驗。
我的寶貝喜歡學校課程 , 喜歡老師 , 熟悉英
語環境 , 還覺得穿上制服很神氣 ! 他的每一天都
是新的一天 , 每一天都有新的發現 , 每一天都準
備新的挑戰 ! 麗喆就像她的名字一樣 , 麗 Shine
and Wise 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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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mber Escaping

闖關活動
密室脫逃
文 / 王達偉 老師

HALLOWEEN

死亡暗道與異次元教室

Room Escape

化為墳場的教室、空間異變的走廊、走不出去的
圖書館……當原本熟悉的校園成為魔界，要如何逃出生
天？
這次萬聖節特地設置的大型密室逃脫關卡—死亡
暗道，在工作小組精心設計下，首創同時結合「戰術射
擊」、「密室解謎」、「恐怖鬼屋」與「迷宮探險」四
大元素。現場內設置的各種機關，讓闖關者驚呼連連，
特別是要動手從屍體的腦漿中挖出鑰匙……
另一方面，為了讓年紀較小的幼稚園大班至小學
三年級的學生也能體驗密室脫逃的樂趣，工作小組另外
設計了兩個「異次元教室」小型關卡。
孩子必須在教室中的屍骸、內臟與殘肢之中找到
逃出教室的線索。與此同時，空中還飄著隨時會下來吸
走魂魄的鬼魂。

Korrnell Halloween 2016
文／ Tr. Eric Gayle

文 /601 洪筠晴

在萬聖節當天我分配到密室脫逃第二
關—魔界走廊。在那裡，我得躲在兩個假牆
間，利用秘密機關製造一些效果來嚇闖關者。
雖然長期待在密閉空間真的很熱，但只要今
天活動圓滿結束，大家能開開心心的回家，
我就覺得今天的努力都值得了！

今年麗喆中小學的萬聖節非常有趣，學生老師共同把教室內外及走廊布置的
詭譎多變，就為了 10/28 晚上家長來時看到全校師生的努力，當天晚上學校開放至
9:00，學生們在校園中進行闖關，老師的用心把關，讓孩子們樂趣無窮也得到了萬
聖節的闖關禮物，連學校 CEO 也在這次活動中被裝扮鬼怪的外師嚇得驚聲尖叫，
快樂的時光總是贏得學生永遠的記憶。
Korrnell Halloween 2016 was a ton
of fun! For a couple of weeks before
Halloween, students and teachers began
decorating their classrooms in order to
create a wonderful experience for their
parents and friends who would soon come
to the Halloween Party. Classes were
decorated inside and into the hallways so
that everywhere you walked, you were
sure to pass a Halloween haunt!
On the Friday night before Halloween,
October 28th, the school was opened
until 9:00 PM. Most of the classes hosted

special games for the
children. Once the children completed a
game, they would earn a sticker, and then
go to the next game. With full sticker cards,
they could receive a prize.
Every teacher and student worked hard
to make it a haunting experience. Even the
CEO had fun as she was scared around the
school by one of our teachers. Halloween
only happens once a year, so Korrnell does
its best to make the memory last all year
long.

教師裝扮

「在各種壓力之下保持冷靜」、「大膽探索並小
心思考」，這兩個特性就是密室脫逃設計的主軸。相信
在驚險刺激之下，也給了孩子們一個難忘的萬聖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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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德楷模 & 每月之星

9 月 September

班級教育博覽會 Class Expo
本學年期刊特別規劃「班級教育博覽會」，由班級中、外師聯合報導介紹班級的教育理念、生活品格規範及
活動規劃給家長了解，本期首先登場的是中小學低年級 ( 小一 及 小二 ) 班級，幼兒部報導中班及大班，下學
期中小學繼續登場的為中、高年級及國中部，幼兒部也會繼續報導小班及幼幼班的班級，在下學期報導的班級，
請家長稍候。
康乃薾教育體系除落實 12 年一貫的 ESL 美語課程外，十分重視孩子的品格教育及五育課程的均衡發展，含
體能教學、音樂樂團、美術創作、田園教學、西方文化、美語戲劇及深根中文，推廣閱讀及寫作。105 學年從孩
子的各項作品與活動中，家長可以感受到孩子浸泡在多元領域的學習中成長。以下報導為「班級教育博覽會」

9月
September

中文課程、深根閱讀與寫作

ESL課程

每月之星
Star of the
Month

品格楷模
Model of the
Virtues

品格教育

體能教學

音樂樂團

西方文化教學

品德楷模
9月 負 責 盡 職
101 陳采威 Ivy

501 林承勳 George

102 宋恩宇 Annie
601 李采璇 Vita
201 吳季澤 Season 701 尤亮儒 Ruby
202凃 涂若睎 Rosenny 801 鄧華庭 Tim
301 陳筠宜 Eva
901 張殷綺 Mandy
401 王唯軒 Jessie

Mickey Class

Mickey

Mickey Class是個有主見、有想法，還有顆
天真溫暖的心。大班的小朋友是開朗而愉悅的年
齡，孩子的基本能力已具有基礎，未來這一年期許
Mickey更成熟懂事並且成為友善的班級、自律的孩
子、自主的學習，更是人人喜歡閱讀的小米奇，許
Mickey Class一個豐富而充實的未來。

友善的班級
友善，是處理人際關系的基本準則。希望班
上的小朋友能夠對每個人持友善的態度，多多幫
助他人，人人有愛心，減少爭執矛盾。當Mickey
班的小朋友受傷，受到挫折，小朋友即會上前關
懷並幫助，＂關愛同學，等於關愛了自己＂所以
我們要心存善念與愛心，多為別人著想，多給對
方一次機會，大家一起手牽手，創造美好的氛
圍。

自律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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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規的養成，是教養孩子最重要的核心，
如果能夠幫助幼兒打好自律的基礎，他們未來
在學習上的表現，將會超越沒有培養好自律能
力的孩子，當孩子生活有規律，行為舉止有紀
律時，反而可以把不穩定的心安定下來。班級
常 規 的 建 立 ， 例 如 ： 上 課 須 專 心 、 不干擾，
物歸原處，發言要舉手，常說請、謝謝、對不
起，說話有禮貌…等等許多規則，皆在養成孩
子的自律與常規，自律的能力是終生學習的基
礎。

文：Tr. Rebecca

自主的學習
自主學習就是每個人都應擁有為自己做主的
權利，簡而言之，就是為自己作選擇，並為這些
選擇負責，當孩子還小的時候，仍然可以在一定
的範圍內作抉擇、為自己負責，而這個範圍將會
隨著知識與智慧的增長而變寬，稱之為視野。自
主學習在電腦課程、蒙特梭利課程及正式課程外
的空白課程，都是提供小朋友自由學習的機會，
可以選擇閱讀、繪畫、建構、數學操作…等，都
是透過自主學習來建立獨立思考、解決問題、想
像創造的能力，這些能力深深影響未來的發展與
成就，放手讓孩子完成夢想吧！

閱讀的培養
閱讀是孩子一定要具備的基本能力，前教育
部長曾志朗說：「書本打開了孩子想像空間，閱讀
可以增加孩子的思考能力」，閱讀更可以改變一個
人的氣質。閱讀是幼兒識字的最好的捷徑，識字能
力會影響到閱讀，同時兩者間也是相互影響的。就
像我們學習英語一樣：把詞放在句子裏認，把句子
放在文章裏理解。中文課程也加入注音的學習，能
幫助幼兒學習國音、幫助識字，有利於閱讀理解，
可見閱讀在兒童學習階段是個重要課程。學校也設
置溫馨開放的圖書館，提供了許多種類的中英文書
籍，並提供愉快的閱讀環境，讓我們的孩子們一起
愛上閱讀-Mickey Class Go！

每月之星

田園教學

萬聖節

9月 語 文 智 慧
101 郭庭妍 YanYan 501 張芯瑋 Fiona
102 羅曜庭 Lucas 601 洪秉崙 Jasper
201 張安卓 Andrew 701 廖柏翰 Payton
202 許家陽 Sunny 801 何季蓁 Ciara
901 趙師涵 Alice
301 莊凱勛 Cash

401 洪秉寓 Carlos

感恩節

聖誕節

Mickey Class

文：Tr . Brittney
On a bright and sunny Thursday, September 1st,
I was up bright and early so that I could be ready for
my first day of classes with a new school and a new
group of kindergarteners. I would like to tell you that I
wasn’t nervous.. But I was. I think that any teacher is a
little scared on their first day of school. I am the type of
person that is very passionate about my job and I want
nothing more than to put everything I can into making
it an exciting and rewarding experience for each of my
students. With that being said, I put a bit of pressure on
myself to make a good impression. So with my head
held high and butterflies in my stomach, I marched into
the Mickey classroom with no expectations of whether
the day would go good or bad and I sat down in front
of 20 small, smiling faces. From that moment I knew
this would be the best year I’ve had as a teacher. In my
opinion, and maybe I’m a little bias, this has to be the
best class in all of Korrnell LZ and I’d love for you to
take a minute to let me explain why.
On a typical day, Mickey class will do
numerous subjects which change daily such as Science,
Art, Math, Cooking, Phonics, Computer and more. We
also practice Reading and Korrnell book every day.
I think this is very important to our daily routine as
we incorporate everyday conversations, phonics and
discussions around holidays, things we can see or do
and other topics. Between these subjects we also make
it our priority to have lots of fun. Our school provides
us with amazing facilities to let off some steam and go
wild in an English environment. The cooking class is
always a lot of fun since we get to eat the food after
but I think Mickey class’ personal favorite is the indoor
ballroom.
As a kindergarten teacher, I try to practice
effective classroom routines not only when we’re doing
our work but also while teaching everyday life skills

such as being polite, respectful and being self-aware
of our actions. The importance of love and respect is
something I find very important in life and I try to hold
this to a very high standard in the Mickey classroom.
I also use practices such as drilling, repetition, and
positive reinforcements to guide my teaching. I have
found this creates a motivated environment for learning.
It helps to build confidence and creates a drive to speak
and practice English as much as possible. With all of
that being said, I do my best to make the classroom fun
and exciting with games and laughing which I believe
helps the students get to involved and absorb more
from each lesson.
I could not have been blessed with a better
group of young learners like the Mickey class. They
come to school every day excited to learn and to
practice their English in every way possible. It is hard
to know what to expect with a kindergarten class but
this intelligent class exceeds my expectations everyday
with how much they are able to take away from each
of my lessons and easily apply what we’re learning
into their everyday conversations. Each school day we
practice reading, phonics and speaking techniques and
I have no doubts that this class will easily transition
into first grade ESL after this year. I can only hope that
the things we’ve learned in the classroom will carry on
helping them in the years to come. Your future is bright,
Mickey Class, keep on smi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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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ngaroo Class Magazine

Kangaroo Class
品格決定勝負
Kangaroo Class大部分的孩子是第一次上
學，身為啟蒙老師的我，雖然已經有十年以上
的幼教經驗，還是戰戰兢兢，哪怕對幼兒有一
絲絲處理不當，影響他們未來的學習。面對世
代的教育，家長對孩子的期許是什麼? 孩子想
要什麼? 老師要給孩子什麼? 我不斷思考、調
整，希望用在每位孩子身上都是正確、合適的
方法。
馬丁路德金博士曾說：「我們得記得，只
有智能是不夠的，智能加上品格才是教育的真
正的目標。」品格決定勝負，所謂『修身、齊
家、治國、平天下』，便是品格教育施行的善
果。小至個人、家庭和諧，大至國家、世界的
長治久安，因而必需重視。
學校很用心為孩子安排了各大智能課程，
包括語言、數學、音樂、自然、體能、感覺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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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劉燕愈Annie
合、空間及蒙特梭利….等，孩子透過專業老師的引
導更能激發他們的潛能。加德納認為：每個人的智
能組成光譜不同，任何人都可以透過自己的優勢智
能，去學習其他面向的智能。除了專業課程外，老
師更希望能將弟子規，聖人訓，首孝悌，次謹信，
汎愛眾，而親仁，有餘力，則學文的儒家思想，透
過故事傳達給幼兒，平常時時提醒孩子代人著想、
心存感恩、對自己負責。
Kangaroo的小寶貝喜歡發問，老師也常常教導
他們~會想辦法的孩子最棒！因為一個會問問題、
願意解決問題的人，才是未來需要的人才。所有
的課程我們都在遊戲中進行、在生活中學習，我
們相信，幼兒若能對事物興趣盎然，老師應順勢
引導，給予成就感，孩子的學習就能事半功倍，
看~Kangaroo的孩子在如此豐富的教學活動及環境中
成長，是多麼健康，多麼開心呀！！

Kangaroo class is by far the absolute
greatest class in all of Kornnell Kindergarten. I
can accurately summarize our goals with three
solid virtues; character development, English
proficiency, and pride. Our students have reinforced
their understanding of their native language while
exploring another foreign and difficult language.
This is not an easy task for such young learners but
we partake in these difficulties in life in order to
better and enrich ourselves.
In our classroom, we partake in a complete
English environment. This immersion allows for
progress at the absolute fastest possible caliber. Our
high expectation of our students is what allows for
their immense progress. We take our educational
progression seriously but we accomplish this
with amusement and joy. In the Kangaroo
classroom we learn by action and repetition.
Our wonderful students are able to develop their
English proficiency by simply playing fun and
educational games. Each student is expected to
care for themselves and all of their belongings
in our classroom. This responsibility bestowed
upon them allows for students to cultivate their

文：Tr . Andrew
life skills that will help them well into adulthood.
Students are encouraged to take a strong sense of
accomplishment for the progression of their life
skills.
I am sure you already understand the high
stature of Kornnell Kindergarten. The facilities of
our school are a strong proponent in the success
of our students. Students are able to develop their
English proficiency while partaking in many
fun and educational activities. Such as physical
education, Montessori, and music related classes.
At our school we study western culture and western
holidays in order to achieve a well-rounded English
learning experience. This ensures a complete
understanding of western culture.
Over this year our class has grown so much.
Our incredible students have developed their life
skills and English abilities tremendously. The
lessons they have learned at Kornnell Kindergarten
will be a strong foundation of their intellectual
academic career. I strongly look forward to
witnessing the success of the students in Kangaroo
class for the years to come.

33

Koala Class
愛與規範
教育家 蘇霍姆林斯基說 “熱愛孩子是教
師生活中最主要的東西"， 我認為愛是教育的
靈魂，只有融入了愛的教育才是真正的教育，
在Koala班每天充滿愛、歡笑和活力，孩子們
的笑容充滿自信，家長無後顧之憂,這就是我
們最大的願望。
正確的生活常規能讓孩子們穩定學習及
成長， 因此我與孩子們訂定五大項生活守則:
1. Listening Bodies 注意聽有禮貌。
2. Raised hands 發言前請舉手。
3. Quiet Mouths 該靜心學習或傾聽時
請安靜。
4. Walking feet 教室內不奔跑。
5. Hearts caring 愛護每個人。
班上每個人的名字都在白板上， 獎勵制
度分明;主動及願意嘗試的孩子，會給予點數
以茲鼓勵， 孩子犯錯時，予以適當的引導，
每個月結算點數，給予Korrnell token， 再
帶孩子們到學校的7-11， 孩子們可以獨立換

文：Grace 老師
購自己喜歡的獎品 。
孩子有榮譽感， 喜歡被讚美及得到獎
勵，就會互相影響帶動氣氛，越來越進步!
每天讓孩子養成習慣，在早上看到老師要
說:Good morning! 回家離開時說:Goodbye
teachers and everyone。讓孩子不僅學會
體諒別人、為別人著想、也要有同情心。用
愛看待所有人事物；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Treat others as you would like to be
treated. 相信Koala班的孩子們在獨立自
主、歡樂活潑的學習氛圍中，一定都可以快
樂地成長及進步。

Koala Class
I would like to give you a brief look at
what we have done so far this semester and what
we hope to achieve in Koala class by the end of
the year. As I was new to Korrnell and Koala
class I had no idea of the level of English that
the students would have. After getting to know
everyone and establishing a level of comfort that
worked for everyone we quickly learned that
Koala class had done extremely well last year,
their English was great.
With the level of English being so good
we began working through our curriculum
with relative ease. Everyone in the class was
progressing really well. What I quickly learned
was that all the students spoken English was great
so we started to focus on writing, vocabulary,
spelling and pronunciation. This is going to be
one of our main focuses over the course of the
year. With this being said I won’t ignore spoken
English, we have an English only policy in Koala
class. I hope by the end of the year everyone will
be that much more confidant and ready to move
onto seniors.
So far this semester a lot of our work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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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Tr.Theo

classes have been based around festivals, field
trips and outdoor activities. We had, Moon Festival,
Halloween, Thanksgiving and soon Christmas.
Moon festival was a lot of fun. Halloween
was brilliant. Everyone got to dress up and we had
a great Halloween party, but I think the main reason
was because we all got lots of candy. Thanksgiving
was also a lot of fun and we all got to eat lots of
yummy food again. These monthly festivals are
a great way to educate the students on different
cultures. Another great way we have been teaching
the students is on our fieldtrips. We have had great
trips to the Science Museum and a Recycling
Center so far this year.
We will continue with our monthly festivals
and field trips but we will also begin teaching Koala
class about gardening. We have recently been given
a big patch of land where I will start to teach all
of Koala class about growing plants. We are going
to make it one hundred percent organic and grow
vegetables and flowers. I hope that this will help
show how great and easy it is to grow your own
vegetables and flowers. Hopefully we will be able
to eat some of the vegetab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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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美語演講
Speech

建構孩子的英語力

2016
Building Up the English Ability
年度美語演講賽事

從攝影角度看美語演講比賽
文 / 許啟廷老師

2016 Speech Contest
Our school has held a speech contest
for all the students. The students from
Grade one all the way to Grade nine
participated in this event. They had their
preliminary round in each individual class
and the semi final and final was done on
stage. Having this event is to give another
opportunity for the students to learn and
grow as a speaker and also a chance
to present a manual speech. During the
contest, all the students showed their very
best on stage regardless of what grade
they are from. Their performance really
amazed all the judges and the audi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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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Tr. Patrick
and we could see how much effort they
have put in preparing for this event. Our
school view speech contests as another
way of learning and
獎名單
growing. Win or lose
得
in a contest, the
演講
語
students become a
第一名
美
better person, because
低年級
李允凱
they have gone out of
their comfort zone so
中年級
侯君諾
they have grown from
the experience.
高年級
洪筠晴
國中部

李依梵

第二名

充足且專業外藉教師群，和全美語的學習環

具 的 小 男 孩， 他 從 一

境一直是我們康乃薾引以為傲的特色，在這樣的

上 台 開 始， 簡 單 但 搶

條件下，一年一度的盛事 :「美語演講比賽」，更

眼的裝扮便吸引了大

是顯得精采萬分，火花四起。

家的目光，接著他的道具完美的和他精彩的演說

而美語程度不足以擔任評審的我，何其有幸

內容連結，為大家演示了一場流暢的演出，而從

因為對攝影稍有涉獵被委以拍照的重任，進而可

現場觀眾的專注和笑聲不斷，就可以知道這是多

以直接欣賞到孩子們華麗的身影。從初賽、複賽

麼精采的演說了。

開始到最後精彩絕倫的決賽，只要鈴聲一響，各

在整個比賽的過程中，孩子們自然的口語表

式各樣精美的道具，從精緻的手製小道具，華麗

達、穩健的態度讓我無法想像這些孩子是我在剛

林妍君

的戲服，到巨型的人偶，無一不迷眩了我的雙眼 ;

開學時所見到的那一群，還記得當時的他們有些

羅傑仁

而一年級的孩子們口齒清晰的述說著故事，及毫

怯生生不敢放開父母的手，有些連句子都說不太

不膽怯的台風亦深深的震憾了我的內心，從他們

完整，但現在他們卻能在台上揮灑著自己的色彩，

堅毅的眼神，看得出他們對這場比賽的重視，更

為他們的小學生活畫出屬於自己的畫作。孩子們

感受到父母對孩子們的用心 ; 而其中最使我印象

的潛力，真的是無窮無盡 !!

林成育
詹君頎

深刻的，莫過於一個帶著能夠變身為「英雄」道

( 康乃薾教師分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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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enefits of Public Speaking

美語演講 家長分享篇
by Brandon 媽媽 張珮玟
by 劉欣彤 家長

很感謝學校每年皆舉
辨美語演講比賽，讓我們
看到孩子的每年的變化與
進步。演講比賽能提供孩
子一個小型的表演舞台，在眾目睽睽下，必須
不怯場，拿出 guts 來，把你所想表達的故事
或內容，清楚而明瞭的傳達給台下的聽眾。這
對一個大人而言並不是件容易的事，何況是七
歲到十來歲的小朋友，而他們也很幸運從小就
有這樣的環境可以接受口語表達訓練。
像我們三年級的姐姐 Abby，這是她從幼
稚園以來第一次有進入決賽，她原本容易怯
場，這次在課業之餘，每日仍是抽出一點時間
來練習，幸而能進入決賽，最後雖然有點遺珠
之憾，但我相信仍是受益匪淺，她的台風更穩
健了，肢體語言也更豐富了，這些有所突破的
成長，一點一滴累積更多的演說經驗及表達能

當我得知 Brandon 參加學
校 105 學年的 English Speech
Contest 得到第一名時，我的心中
充滿喜悅及感恩，由於孩子自己的
努力、父母的堅持以及老師們的
教導，讓他得到這樣的殊榮。
Brandon 從幼兒園小班開始接觸 ESL 的全美環境，
孩子非常喜歡美語的學習。去年我的孩子很幸運地來到
麗喆雙語小學一年級，學校除了有非常舒適美麗的硬體
設施之外，學校的師資非常優質，孩子在中籍老師及外
籍雙導師的細心教導，外籍導師更十分注意孩子的發音
及語調，並隨時給予指導及糾正，也引導孩子很有自信
的表達自己，在這次演講比賽中 Brandon 展現出自己最
棒的一面。
我自己也是麗喆幼兒園的老師，覺得非常幸運，因
為麗喆對孩子的用心，讓我很放心及安心把孩子交給學
校，我自己也能盡心盡力的在學校服務，把我班上的孩
子帶好，讓父母親更放心把孩子
交給麗喆。

力，" 過去造成現在，現在造就未來 "，相信
未來能精益求精，更上一層樓。
而一年級的妹妹 Chole 個性原本就是開朗
大方，具有表演喜感，在幼稚園大班演講比賽
勇獲冠軍，這一次加入更多強勁的對手，每個
小孩皆卯足全力，來爭取優異表現，無論在服
裝及道具上，都可以看到精心準備。我們也發
現孩子的潛能無窮，可以把三到四分鐘這麼長
的英語故事背熟，朗朗而談或是娓娓道來傳達
他們這二個月來的準備。台下的父母皆可以看
到孩子們的進步與成長，以及從內而外展現的
自信。
「自信」是一種無形看不見的特質，不是
想要就可以得到的東西，透過演說可以慢慢被
開發出來。「膽量」也不一定是與生俱來，而
是經歷大大小小的比賽，慢慢建立而成。校內
的各種競賽，皆是需付出心力才能爭取來的榮
耀，過程皆是艱辛，只要努力，最後都能使自
己的人生顯現閃亮的光芒，活出出色的人生，
享受甜美的果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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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侯君諾 (Norbert ) 家長

Norbert 在 speech contest
複賽後告訴媽媽「我真的好喜歡
演講，希望可以進入決賽！」
我們覺得孩子能找到自信，是成長中最重要的事 !
一年級在他校時的 Norbert，因故排斥上臺與發
言，無論如何鼓勵，都無法幫助他解除心中的恐懼與
不安。
二年級學期中，來到麗喆小學因為老師的活潑教
學及正面的引導鼓勵，他勇敢站上台，重新拾回自
信，連我們都又驚又喜。
兩屆的 speech contest，Norbert 幸運地獲得肯
定，這都是二三年級外師循循善誘的成果，讓他了解
每段演說該如何詮釋，甚至自己加入許多表情動作更
豐富地演繹故事內容。
孩子是否喜歡上學？在每天接送時，家長就能窺
測得到，我的孩子，總是笑咪咪，聊到老師及同學，
常有說不完的趣事和糗事，雖然免不了調皮搗蛋被指
正，但是我們清楚知道：他愛麗喆，麗喆也愛他。

by 601 洪筠晴

問我如何得第一 ? 一半是
托老師的福，有她的幫忙，我才
能走上講台。另外一半，是自己
努力得來的。 自己的演講一定要
盡力而為，才能創造百分百得勝
的機會；相對的，如果對於自己
的比賽敷衍了事，就不可能會有讓大家刮目相看
的表現
我曾看過一個小短片，裡面提到有關克服緊
張情緒的辦法，其不二法門就是練習再練習， 練
習幾遍後，自然而然就會習慣跟緊張共處了。當然，
比賽當天一定多多少少有一點緊張，不過我發現
在看了幾本自己有興趣的書之後，緊張感頓時退
散不少。 我一直有發抖的問題，以前不管是面對
鏡頭還是上台演講，這是我一直想克服的問題。
每每我告訴自己不要再發抖了，我的身體只會顫
抖得更厲害。 但經過多次校內的演講比賽磨練之
後，我已漸漸懂得控制隨之而來的緊張情緒。
相信大家一定都喜歡獲得榮譽的那一刻。
「臺上一分鐘 ，臺下十年功」。站上演講臺後所
說的每一句話，都來自己的努力，都是為了為自己
爭取最高的榮譽。感謝學校每年舉辦得英語演講
比賽，提供我一個可以發揮的舞台，讓我有機會
磨練自己，每一年都獲得成長。
by 301 楊皓丞 康校家長

"It’s great to arrive, but the
trip’s most always most of the
fun." – Malcolm Forbes
雖然從康乃薾幼稚園中班就開始
參加英文演講比賽，準備演講對於我們家
來說卻也從來不是一件簡單的事。之所以不簡單是
因為校內高手雲集，與其把演講比賽看成是一個競
爭的舞台，不如利用比賽的機會，讓孩子從小體認
到 : 練習的過程比結果更加重要。我們會一起討論
這次演講的主題，所需要配合的道具和動作， 以
及在一遍一遍的念稿過程中思索著，配合怎樣的抑
揚頓挫會讓整個演講的內容更生動精采。
「過程總是掌握在自己的手裡，但是結果卻大
部分決定在別人做了甚麼。」 謝謝學校提供這樣
的機會，讓孩子發掘自己的興趣，專注於練習，從
每次的經驗了解到，掌握自己能掌握的事情，才是
通往成功的捷徑。

以英文進行公開演說並不容易，但
只要克服它，就能建立自信。練習演說
更可以訓練思考、辯論、及說服能力。
在現今進步快速的地球村社會中，學
習演說能讓孩子未來在不同領域嶄露頭
角。我曾看過一位六年級學生從緊張生
疏變成流暢熟練，當我問她怎麼做到的，她回答我 :
「演說是個很好的挑戰。」真令人感動，這種態度
必定能幫助孩子面對未來任何挑戰，而我已經在期
待明年的比賽了。

By Tr. Daniel ( 康乃薾外師分享 )
How many of us have been told that we
need to make a presentation for work or for
school. We then spent a very nervous time
getting through a difficult ordeal. I’m sure many
of our Taiwanese parents have also had to do
it in English, making it that much harder. Now,
imagine if as a young student, you had been
taught to speak publicly and in English as well.
At Korrnell, we have the annual Speech
Contest which is designed to instill confidence
in our students. Students from grade 1 through
grade 6 all have a chance to get up in front
of their peers, teachers and parents and learn
how to conquer one of our worst fears which is
public speaking.
The benefits of this include developing
personal courage to be able to overcome our
fear. Being able to get through that initial scary
stage and then finishing successfully will give
a child a greater sense of pride and this will
lead to a higher state of confidence. Having
confidence in accomplishing such a task, in
English, will make that child feel comfortable
in pursuing any given task, again, in English
which will greatly help the student’s studies. In
turn, that will lead to an ability to effectively
argue, debate and persuade. We all know the
importance of English in today’s global village
so being able to do all of the above in English
will give the students a great future potential in
their chosen fields, whatever that may be.
I watched one of the grade 6 students
overcome her nervousness to give a good
speech. Later, when I asked her about it, she
said “It was a good challenge”. This is the kind
of attitude that will help our students in their lives
and I am greatly looking forward to next year’s
con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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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滿愛與關懷
謝謝你，101班的寶貝們：

101
文： 葉映伶老師

“Good morning,teachers.＂這是每天早上101
孩子們走進教室的問候聲，他們稚嫩的臉龐上總是掛
著靦腆微笑，似乎滿心期待一天的在校生活。孩子們
在主動繳交作業後，都會靜靜地坐在位置上，選讀一
本自己想看的書，其認真、好學的模樣，總令我倍感
欣慰，謝謝你們為我一天的教學生活，揭開美好的序
幕，也因為你們，老師能夠不斷維持教學熱忱，每天
都不覺得自己像在工作。

101的孩子總是將事情做得好，
而不是做完就好。
101的孩子不論在課業學習或是行為表現上，總會時
時刻刻提醒自己“要將事情做得好，而不是做完就好＂，
他們充滿學習熱忱，會認真完成老師交付的工作，一點也
不馬虎，就因那股想要做好的決心，令他們總是能夠不斷
突破自己。在作業書寫上，他們會認真讀題，還會用螢光
筆圈出題目關鍵字，只要遇到需要畫線題目，他們一定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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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ss 101 Overjoyed to Learn About Everything

直尺輔助完成；而在教室打掃上，他們
常會將黑板擦得亮晶晶，常令老師捨不得弄
髒它呢！自小養成良好的做事態度，對他們
往後的人生真的是受用無窮。

★ 樂在學習，展現超優學習力 ★
101的孩子們只要看到同學們有好的表
現，總是會彼此稱讚、相互鼓勵，他們會試
著從同學身上發覺每個人的優點、長處，進
而仿效學習；遇到不開心的事，他們也會想
試著將挫折化為激勵自己的動力，而不鑽牛
角尖；若看到需要協助的同學，大家更會不
分彼此的主動伸出溫暖的手。101是個充滿愛
與關懷的班級，孩子能在這樣的環境成長，
肯定能適性發展、卓越出眾。

“The child’s development follows a path
of successive stages of independence, and
our knowledge of this must guide us in our
behavior towards him. They have to help the
child to act, will and think for himself.
This is the art of serving the spirit, an
art which can be practiced to perfection
only when working among children＂
-Maria Montessori
They may be young, they may be small,
and yet, they are packed with a punch.
These are the children of class 101 at
Korrnell LZ Academy. In the class, the
children work hard, and they have lots
of fun while they learn. They are taught
to do their personal best! They may not
be the brightest, or the smartest, but
given time and effort, they shall rise
above the water and reach beyond their
potentials. The children of 101 are
always ready to learn! Together in class,
we learn about Phonics, Reading, and
Language Arts.

Science Experiments

文：Teacher Michelle

101 students also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learn about different cultures. They learn
about festive celebrations around the world!
Halloween, Thanksgiving, Christmas, and many
more festivities are discussed in class!
Not only can the students learn about these
wonderful holidays, they also get to taste it
as well. Once a month, the students will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cook simple dishes that is
served for the special day.
Each day, they learn and they repeat.
Through constant repetition, the children
practice their knowledge again and again to
ensure an active body and mind. They know that
they will continue to be motivated to reach
beyond and to develop their own independence
and self-confidence! It is a joy to work with
the students of class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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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RRNELL ~ 多元的學習 Class 102
文：張淑芬 老師

孩子年幼的階段可塑性最強、吸收經驗的能力
猶如一塊海綿，成熟的大人們日日夜夜地灌溉，
孩子們總會有一天用各種方式表現出學習的成
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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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能力的最佳入門途徑。
更特別的是這學期開始的園藝課程，與
孩子們共同討論之後，我們選擇了種植生長

是的，102的孩子們正在吸收這樣子多元的經

力旺盛的地瓜葉，從撿石頭、除草、植摘、

驗，除了學習全美語的Reading、Science、Social

天天澆水孩子們總是展現著高度的熱忱，今

Studies、國語、數學之外，更有活力四射的Music

日頂著豔陽、明日迎著北風，除了下雨天，

& Dance、有培養美感的Art、不定期共讀由愛的

孩子們天天衝往那長著希望的菜園，Belle說

書庫裡借閱的繪本，這學期每周一、三、五安排

「阿嬤常抱著弟弟跟地瓜葉說話，這樣地瓜

的是晨間閱讀，時而師生共同伴隨著柔和的輕音

葉才好吃，所以我們也要常去跟地瓜葉聊天

樂安靜閱讀，時而由孩子上台分享故事，無論是

呀!」

哪一種，無形之中都增加了新能量。「繪本」使

Tr.Claire很喜歡跟102的孩子相處在一起，

用了美麗的圖像，簡潔的文字，來敘述一個主題

從你們的身上可以感染到無限地活力，我們

故事，這無疑是增加知識、豐富生活經驗和培養

一起加油吧!祝福大家充滿智慧、天天開心。

Learning by Doing Everything Happily in Class 102
“The child is capable of developing and giving us tangible proof of the possibility of a
better humanity. He has shown us the true process of construction of the human being. We
have seen children totally change as they acquire a love for things and as their sense of order,
discipline, and self-control develops within them.... The child is both a hope and a promise for
mankind.” (Education and Peace)
文：Teacher Michelle
These are the children of class 102 at
102 students also have the opportunity
Korrnell LZ Academy. Don’t misjudge them
to learn about holidays celebrated all across
by their size or their looks, as they may be
the world! Not only do they learn about these
cute, but they are individuals with limitless
wonderful holidays, they also get to taste it as
potentials. Not only does this chatty bunch
well as they are able to cook simple dishes that
have an abundance of physical energy, but
are served for the special day.
also, the energy to learn. The children of 102
Each day, they learn and they repeat.
love to learn through laughter and they crave
Through constant repetition, the children
for knowledge.
practice their knowledge again and again to
In class, the children focus on three
ensure an active body and mind. They know
main parts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phonics,
that they will continue to be motivated to reach
reading, and language arts. With phonics, it
beyond and to develop their own independence
is a joy to watch the students evolve from
and self-confidence! It is a pleasure to work
sighting words from their memory to applying
with the students of class 102!
the phonic rules taught. This has certainly
been an aid to their reading skills as well.
Throughout the 102 reading classes, the
children are able to comprehend the reading
and learn through discussions conducted in
English. Through the discussions, the students
learn about the world around us! It is the time
when they are encouraged to apply what they
know to the environment that surrounds t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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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ss 201 is Busy Learning and Having Fun!

文：老師

文： Teacher Tiffany

活力滿點

201
文：洪麗涵 老師

每天早上，201班的孩子們在到校後便會

班走走，一定會發現教室鬧空城，因為這是大家最

主動將作業按照組別交出，接著把握時間小聊

期待的時刻，操場上、遊戲區都能看見他們揮汗如

一下，或是拿出課外書，開始為等一下的晨間

雨的身影，每個人都盡情的在戶外奔馳、歡笑，一

閱讀做準備。大家已經習慣以這規律的動作，

直到上課鐘聲響起還意猶未盡的問老師「鐘聲響了

當成美好一天的開始。

嗎? 」「已經上課了嗎? 」

一聽見上課鐘響，201班會傳來整齊的單

在這個精力充沛的201班，有個不用管秩序就十

字朗讀聲，因為大家要準備收收心上課嘍! 課

分安靜的時刻，就是放學前的寫功課時間，個個振

堂上，孩子們都爭先恐後的舉手發言，希望能

筆疾書，無暇顧及他人，只聽見偶而傳來「你寫到

成為下一個被老師點中的幸運兒。如果剛好有

哪裡了？」的問候聲，讓老師還得開口提醒「不要

機會能在課堂中進行遊戲，你一定會看到他們

寫太快！」「字要寫整齊！」「要檢查！」

個個眼神發亮、蓄勢待發的表情。
大下課鐘聲響起，如果你有機會到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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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是我們這一班，能靜又能動，活力滿點的
201班。

Welcome to Class 201! Every student
in this class is excited and eager
learners. I have gotten to know each
student over the past few months and
each student is very unique and special.
This year we have gotten off to a
wonderful start. We have already learned
so much!
To ensure they are learning I
will use a teaching method I learned
in college. It is based off of the
“Workshop Model.＂ First, I will teach
them the concept I want them to learn.
Then we will practice as group. Next,
I will have students try to do it by
themselves. Lastly, we will discuss the
answers as a group. Students will fix
their corrections by themselves so they
understand what they did wrong and what
they still need to learn. I strongly
believe in this quote, “Tell me and
I forget. Teach me and I remember.
Involve me and I will learn.＂ This

quote reflects my teaching practice
because students are learning by doing
and practicing, not by Teacher Tiffany
telling them. I can tell this method of
teaching is working for 201 students
based on their excellent homework, class
work, and midterm scores.
Students in class 201 are full
of energy and enthusiasm. To make
sure students do not get bored in my
classroom I create many games that go
along with the content we are learning.
I also create all of their homework by
myself based on what students need to
learn.
So far, this year our class has
become closer! I encourage students
to “treat others how they want to be
treated.＂ I can see improvements in
their behavior! Being class 201’s
teacher has been so much fun! I am
looking forward to the rest of the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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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ss 202
Welcome Aboard The Learning & Exploring Train

溫暖和 樂的大 家庭- 202
文： 劉欣瑜老師

每天看著202的孩子總是帶著滿臉笑容的

在生活上，雖然偶爾也會吵吵鬧鬧，但

走進教室，就知道熱情有活力的一天又開始

是202的孩子個個都是內心溫柔、善良的孩

了，和12位孩子已經相處了一年，我們非常熟

子，熟悉彼此的個性，並且能互相包容、聽

悉彼此的步調，也有了相當的默契，通常只要

老師講道理，有餘力的時候，每個人都很喜

一個眼神、一個微笑、一個動作，孩子們就知

歡幫助別人，女孩們總會主動提出幫忙，男

道自己該做什麼，相當自動自發、也相當善解

孩們則是使命必達，即使遇到不會的事也會

人意，是一群溫暖又體貼的小寶貝。

嘗試去學習。而最難能可貴的是大家都不吝

二年二班的小寶貝非常樂於學習，其中最

於表達自己的感受，能勇於說愛，愛自己、

愛的時光是晨間閱讀時間，不管中文還是英

愛同學、愛老師、愛家人，從孩子的動作、

文，從繪本到兒童小說，在自己座位還是在色

小短文、畫作、甚至空閒時間也經常和欣瑜

彩溫暖的圖書角，或坐或臥選擇喜歡的姿勢，

老師、Tr.Tiffany分享在家中、學校發生的事

徜徉於自己的書海當中，每每打鐘了還欲罷不

情，都能感受孩子的內心有著滿滿的愛，欣

能，下課也常常就到圖書角報到，配合班級上

瑜老師非常珍惜和你們相處的時光，接下來

的Bookemon 閱讀集點制度，大家都非常積極

的一年，讓我們繼續一起加油，一起快樂的

的和老師、同學討論及分享閱讀感想，就是想

學習喔！

This year has started off fast and
smoothly! The small class size, 12 students,
has allowed me to get to know each student
and their learning style very well. Every
student is unique and special. They each
have their own questioning minds. I love it
when they ask questions and want to learn.
I know that each student has a different
brain which means they think and learn
differently. It is my job as their teacher
to help them grow as a learner and as a
person of good character. Throughout the
year we will become a tight knit family that
works together. We will be spending a lot
of time together so it is important that we
treat each other with respect, kindness, and
compassion. Classroom 202 is a place where
the students are safe, having fun, learning,
and growing academically and physically.
My enthusiasm for teaching started

文： Teacher Tiffany

when I was in grade school. I always knew
I wanted to be a teacher. When I did my
student teaching in college I knew I picked
the perfect career for myself. I love to be
silly with the students, but serious when I
need to be. Since I started teaching my love
for children has only grown. I am blown
away by Class 202’s curious minds and
quest for knowledge.
This year I will use many resources
to help enhance the learning that is done
in classroom 202. Technology, short video
clips, pictures, games, songs, and books will
be used to ensure my students succeeded.
Repetition of all current concepts throughout
the day and week will also be used to make
sure students do not forget what they have
learned. I am looking forward to guiding
these second graders down a wonderful
path!

集到5張神奇寶貝卡得到轉扭蛋機換取獎勵的
機會。除了靜態的活動之外，大家也喜歡一起
去遊戲區玩、一起去運動，星期三下午我們會
全班到體育館跳繩，大家都完成之後，會一起
在草地上跑一跑，孩子們甚至還會邀請老師一
起加入「鬼抓人」的遊戲，大家都玩得汗流浹
背、不亦樂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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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ademy
中小學

感恩節活動報導
2016/11/24

Thanksgiving: giving thanks in everything
感恩節是美國法定假日中最地道、最美國式的節日，美國傳統上，都是在11月的第四個
禮拜慶祝感恩節。每逢11月的第四個星期四、五、六和星期天，大家都不用上課也不用工
作。對很多美國人來說，感恩節是一年最重要的節日。家庭盛宴是感恩節期間的一個重要習
俗。筵席裡總是包括了大的烤火雞、蜜汁火腿、光滑的蕃薯、填塞於火雞腹中的餡料、奶油
玉米和馬鈴薯泥。全家人圍坐在飯桌邊一起祈禱感恩，這也讓身處異地的親友歡聚一堂，同
慶美好時光。

Kindergarten
幼兒部

在感恩節教學週，我們同時教導孩子，如何珍惜與感恩周邊的人、事、物，讓孩
子以實際行動表達他們的知福惜福，也讓孩子們在學校渡過一個愉快又有意義的感
恩節。
今年的感恩節，我們孩子之間以「分享點心」的方
式彼此交誼，從分享中我們讓孩子學到了只有「分享」
我們才會源源不斷的獲得他人的給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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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ristmas Tree Decoration Con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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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乃薾
慶 創校 10 週年

聖誕樹創意裝飾比

賽

Christmas
Trees

第二名

第一名

第三名

得獎名單
第一名 203 張嘉妘
第二名 吳婕瑜 (麗喆) 第三名 幼兒園教師 Carl
優勝 : 601 鄭美惠、206 吳家瑩、105 蔡嘉甯、教師 林惠珍(麗喆) 、Kangaroo 班林虹伶/ 鄭僑芸(麗喆) 、
KOALA班 王茂謙(麗喆)
優選 : Mickey班高筠晴、Nemo班 Zoe、104 高亦承、303 羅宇翔 、教師 Corinne、Melody 張穹朕(麗喆)
入選: Nemo班 林珏妘、Panda班 李柏潤、Donald班 林嘉珮、305 陳書巧、305 陳宇淞、303 林芮辰
406 黃天趙 、 305 黃凱淇 、304 曾煦恩、102 張雅茜、603 莊昀芸、501 彭伯暘 、301 郭柏毓
麗喆校區: 301郭柏毓、snoopy 柯昕岑、202 廖竺軒、201 林子庭、301 劉欣彤/劉欣蘋、
101 吳弈漢、201 顏正勛、Mickey 張景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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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誕慈善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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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送暖捐贈名單
寒
6
1
0
2
105 學年康乃薾教育體系為「寒冬送暖」募款，號召家長及孩子參與本校「2016 慈善聖誕晚會」，
認購門票，將門票所得全數捐作公益，幫助新竹縣市及臺中市需要的孩童，今年兩校共募得門票
捐款 592,550 元，康乃薾學校將捐款分兩批捐出，第一批將捐給新竹縣家扶中心 240,000 元，
第二批將捐給新竹縣政府教育福利政策「陽光愛心早餐」專款 250,000 元整。麗喆校區則將募
款全額 102,550 元捐給臺中家扶中心。號召捐款中明文告知，門票捐款超過 500 元 ( 含 ) 以上，
將列名於本校期刊中，以茲感謝家長及孩子的愛心。

中小學 / 幼兒學校
101 吳弈漢 500
101 林畊宏 500
101 張愷柏 1000
101 郭庭妍 1000

202 蕭詠澤 1000
202 羅紀昕 1000
202 蔡雅媛 1000
301 羅傑仁 1000

101 鄧有樂 500
101 陳雅琳 500
101 徐翊瑄 500
101 林煜峰 500

301 徐銪隆 500
301 陳浩鈞 1200
301 侯君諾 10500
301 郭柏毓 500

102 李允凱 500
102 張敏政 500
102 紀彥新 1000
201 顏正勛 600

301 蔡靖芸 1000
301 吳靖涵 500
301 任蕾恩 500
301 黃韻宸 500

201 陳威利 500
201 郭彥澤 500
201 陳致宇 500
201 吳家蓁 500

301 黃靖恬 500
401 陳韋喆 500
401 任科澄 500
401 王唯軒 500

201 周子甯 500
202 張式珩 1000
202 許家陽 3000
202 陳霽霆 1000

401 林宜鋆 500
501 陳峻碩 500
501 趙師慧 600
601 林志藝 1000

郭晨耀
601
洪筠喬
701
張致維
701
楊袽安
801
蔡明根
801
林憲隆
801
許芳語
801
李依梵
801
王竟宸
901
李政叡
901
陳鼎中
901
林芷儀
901
郭愛寧
901
張殷綺
901
王昱心
Angel 黃梓庭
Angel 王尹彥
Angel 謝子晴
Melody 李函斾
Melody 陳冠羽
601

1000
500
1000
500
500
500
500
700
500
500
1230
1000
1000
500
500
500
500
500
500
1100

Melody
Melody
Snoopy
Snoopy
Snoopy
Snoopy
Snoopy
Koala
Koala
Koala
Koala
Kangaroo
Kangaroo
Kangaroo
Kangaroo
Kangaroo
Mikcey
Mikcey
Mikcey
Mikcey

張穹朕 1000
徐泓翔 500
劉翃邑 600
鄭伊岑 500
傅黃鈞睿 500
陳詠晞 500
王采孺 1000
林志翰 1000
陳璿宇 500
謝天心 500
林宥蓁 500
陳慧君 500
陳震晞 500
宋恩潔 500
張祐瑄 500
洪晨寧 500
張晏寧 1000
吳沛璇 500
黃梓涵 500
謝昀芸 500

◆小一注音符號與數學闖關
張涴喻
林鼎鈞
蕭百凱
陳瓊珠
李國源
張光銘
江添然
許璟蓁

500
1800
1800
1800
520
2000
600
1000

2016 School Activities

麗 喆校園活動篇

◆ 深根閱讀
Profound Reading

不一樣的聖誕節在康乃薾教育體系

◆

田園教學
◆

編輯部
聖誕節是一個充滿溫馨及表達關懷的時節，
康乃薾自創校以來即十分重視這個全球性的重要節
日。每年的聖誕節，學校除了舉辦聖誕節活動外，
也進行「寒冬送暖」募款捐贈活動，教導孩子懂得
關懷社會上需要幫助的弱勢團體。康乃薾教育體系
今年邁入第十年，別於往年的「物品義賣活動」，
今年同去年規劃購買「慈善音樂晚會門票」捐贈方
式，響應「百元助學，讓愛傳遞」的聖誕慈善捐助。
2016 聖誕節康乃薾校區共募得 490,000 元；麗喆
校區共募得 102,550 元給台中家扶中心，希望藉此
拋磚引玉，引起共鳴，讓社會的弱勢團體能受到關
懷。在此再次謝謝麗喆親師生共同的愛心捐款。

E2K Summer Camp
生活科學營
Garden-Themed
Lessons

55

享受田園教學樂趣，打造麗喆開放 ‧ 快樂學習
文 / 陳瓊珠 主任
本校自 105 學年度開始，除規劃橘園果
樹區，讓孩子享受採橘樂趣外，更規劃菜圃
田園區，讓孩子體驗親手耕作，接近自然的
樂趣。

享成長喜悅，更讓孩子學習關懷生命，肯定
自我的價值。
能讓孩子走出教室樊籠，以自我為本位，
接近自然，體驗親手栽植的經驗與樂趣，並

開學時，從幼兒園到國中部，各班即規

能探索自然的奧秘，即是本校規劃田園教學

劃種植蔬菜或花苗。老師帶領孩子上網蒐尋

的目標。因此，未來結合攀岩課程、高爾夫

相關資料後，即著手整理菜圃，灑種、澆水。

球教學、野外求生、童軍課程，挑戰自我，

第一次的種植，大部分的班級，徒勞而無穫，

都是未來田園教學的發展方向。教育家杜威

種子乾涸而終。經過不斷的研究與請教社區

的「教育即生活」的理念，也在麗喆落實紮

專家，11 月中，看到各區菜圃長出青綠葉子；

根。希望藉由田園教學體驗教育，激發孩子

快樂掛在孩子清純的臉上，泥土沾衣也不足

主動學習的動機，引導孩子可以學到帶著走

為惜。他們每天更加辛勤澆水，觀察並記錄

的能力，快樂而自在的成為一個獨立個體。

植物的成長，除了享受植物栽植的樂趣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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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樂閱讀系列活動～中、高年級聯合閱讀成果展
「在閱讀的過程中，我深深感受到知識改變命運。」～李嘉誠。

閱讀導覽
故事人物側寫 (G6)
故事，是一連串人物的時空互動。儘管每個

文 / 王達偉 老師
閱讀與寫作是在孩子的成長過程中最需要培

進行相關書目的閱讀，更製作成海報與進行報告

故事都有主角，但是我們不能否認，即使是一個配

養的兩個能力。在推廣了一個學期的閱讀後，孩

分享！透過這樣的活動，不僅提高了孩子們的閱

角的小小舉動都有可能影響到故事的結局。我們在

子們的寫作也有了長足的進步！為了展現孩子們

讀理解能力，更形塑了孩子們優良的品格。

一部長篇作品中，試著以某個人物為中心，在有限

用寫作展現出來的閱讀成果，我們特地在一系列
的悅讀活動的尾聲，以別開生面的成果展來做一
個完美的結尾。我們會以「悅讀」來取代「閱讀」
這個詞，是因為在麗喆的每個人努力之下，透過
多元的閱讀活動，讓孩子在閱讀之中找到樂趣，
並自發地持續下去！
整個展覽分成八個主題，分別是：
活動回顧寫真 (G3~G6)
從每日晨讀、新書介紹到其他的悅讀活

與作家有約 (G3)
為了讓孩子能夠系統化地進行閱讀，提升閱
讀力。老師特定選定了最適合三年級孩子的兩位
作家－李光福與林良。在老師深入淺出的介紹作
者背景後，由全班共讀三本他們的作品，並將閱
讀後的大意與感想做精彩的分享！
主題閱讀分享 (G5~G6)
多元的世界需要包羅萬象的想法與學習，上
至天文下至地理、不管是經典文學或科幻小說，

動，透過鏡頭留下每個學生認真的表情與成長軌

我們讓學生分組並選定一個主題。每個人閱讀相

跡。

關主題的書本後，再透過協作將各人的資料與心

全班共讀心得分享－克拉拉的箱子 (G5~G6)
這是一本具有療癒色彩的成長小說，也是一
堂最不一樣的生命教育課。透過 33 個小故事，

得整合成一個報告。

兩個相差一千三百年的產物撞在一起，會產生甚
麼樣的火花 ? 孩子們充滿趣味性地將唐詩像樂高

品格教育一向是康乃薾教育體系最重視的
一環！每一組的孩子們選擇一個品格項目，不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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偵查中具有相當的重要性，也是成為名偵探的第一
步！
詩中有畫 (G5~G6)
透過畫筆將唐詩中的意境重現，孩子展現出來
的不僅是對詩境的深度理解，在具現化的過程中還
表露了無窮的創意！
不僅是靜態的展現，我們還策畫了宣傳海報、
開幕式、剪綵儀式與導覽員……等等，都由孩子們
一手包辦。一間小小的教室，裡面包含著的是每位
孩子滿滿的創意與帶得走的能力！

公元七世紀的唐詩與二十世紀的解構主義這

拒、無法接受、祈求奇蹟……到大家一起學會勇

品格閱讀 (G4)

並從中解釋他對故事的影響。側寫，在現代的刑事

當唐詩遇上西方哲學 -- 唐詩解構 (G5)

描述一個班級的學生面對時日無多的老師從抗
敢面對生命的離去。

的故事中理出他的背景、性格……等等所有脈絡，

一般拆解，再重新組合成一首格律、押韻皆正確
的另一首唐詩。自由奔放的詩意，讓寒冬白雪融
入春暖花開，讓塞外的大漠風沙參入涓涓的長江
細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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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otball Match 足球賽
文：Tr Conor Keating
For weeks there was only one topic of
conversation in Korrnell Academy. Who will win the
Students versus Teachers football match? Students
from fifth and sixth grade took on a teacher’s
team with a combination of local talent and
international superstars.
The game began with both sides testing each
other with the mighty principal in goals for the
teachers and Jerry for the students. There was no
way past for either team. Eventually the students
scored a goal because of some crazy defending by
the teachers. 1-0 to the students.

分享

足球比賽心得

by 王達偉 老師
為了慶祝教師節，我們高年級特
地舉辦了一場別開生面的「師生足球
賽」。從比賽規畫、宣傳海報、球場
劃線、邊審球童到裁判台設置都由學
生參與。
比賽當天，教師隊由校長領軍並
擔任門將與學生隊展開一場精采的拼
搏。雙方在傳、停、帶、射的基本功
之下，不管中場組織、後衛防守、前
鋒攻門與門將撲救等等，都有精采的
演出。正規時間以三比三打成平手，
直到緊張的點球大戰才分出勝負！
比賽之後，不僅師生的情誼更
60為深厚。透過比賽的各項幕後工作也
讓學生確實得到很多。

Basketball 籃球賽

文：Tr.Michelle Chang

In the next period George took his turn
in goals and was even more difficult for the
teachers to get by, but thanks to a hand injury
he had to retire early. After some great play by
both teams the score was teachers 2, students 2.
It was time for penalties.
Both teams scored and missed some penalties
so it came down to Teacher Brian “Ironfoot＂
Barry versus Jerry. Teacher Brian smashed it
in and the teachers roared as they won the
match. Students went back to class crying while
teachers celebrated their victory. Next time
promises to be an even closer match.

慶祝教師節
by 601 莊涴筑
九月二十一日，我們班和
五年級組成一隊和老師們展開
一場師生足球賽。雖然我沒上
場，但擔任邊審。比賽中我得
一直跟著球跑，真是累啊！我
發現校長蠻厲害的，他的魔手
可以接住大部分的球，讓學生
隊氣得牙癢癢的。最後終場以
三比三平手，PK 賽中教師隊
以兩分獲勝。這次比賽讓我們
成長不少，第一次擔任場上的
工作人員不只有趣，也很有成
就感！

For students, it was a chance to take on
their elders and have some bragging rights. For
teachers and staff, it was a chance to be shown in
a more jovial light and hopefully, not to embarrass
ourselves…
Korrnell LZ Academy had its first student
versus teachers/staff basketball game. The game was
originally set to be held on September 28th 2016,
in celebration of Teacher’s Appreciations day,
however, it was postponed due to the Megi typhoon.
The game was rescheduled to the month of November.
Many teachers and staff participated, along with
the school’s head principal! The student’s team
consists of children ranging from grade 3s and up!
Of course, despite the awesome basketball skills
that each and every one of the teacher possesses,
the students have one thing that overrate the
teacher – an abundance amount of energy. Needless

師生足球賽
by 501 黃少暉

比賽當天我擔任前鋒，在
這場比賽當中，我一直努力嘗
試要射門得分，但是校長實在
太厲害了！我們一直難以從校
長的防守中得到分數，好不容
易在大家的團隊合作下，終於
能夠突破銅牆鐵壁的防守下得
到了寶貴的一分。雖然到最後
我們還是輸了比賽，但我相信
失敗為成功之母，我們一定會
越來越強。經過這一次的比
賽，促進了我們和老師們之間
的情誼，讓我們彼此間擁有許
多珍貴的回憶。

to say, the teachers lost to the students 2227. It was a hard fought game; the teachers and
students showed no mercy against one another. The
teachers continuously took the lead for the first
three quarters of the game. Fourth quarter came,
and the students sent out their elite team, ready
to crash anyone who stands in their way of winning.
They were determined to win! Teachers, of course,
wanted to defend their victory, but for most, a
30+ years old body didn’t want to cooperate as
much. In the end, the teachers lost their lead and
the students claimed victory. At the end of the
game, the victors were, of course, gracious winners
who were humble and came to shake hands with whom
they have defeated, possibly knowing the amount of
homework that they may receive from the teachers…
Well, until next year!

籃球賽

慶祝教師節『尊師敬長感恩』
by Ken
結合 9/28 教師節敬師活
動，培養學生允文允武，讓
7、8、9 年級暫時拋開課業的
壓力，用最愛的籃球運動，跟
老師切磋一番。比賽過程中不
分年級、不分男女，大家同心
協力全力以赴，不管分數領先
或落後，展現出奮戰不懈的精
神。老師期許大家往後不管遇
到任何困難，都秉持此精神勇
敢向前邁進。

by 901 李祐全
這場比賽是一場非常有趣的競賽，
雖然在比賽過程中學生隊一直處於落後，
但在最後一節時，我們努力不懈不放棄
任何進球的機會，在團隊的合作下我們
追平了比數並贏了比賽。這次的比賽讓
我領悟到籃球並不是一個人的運動，一
個團隊如果沒有合作，就算一個人再強，
最後仍是一盤散沙。並且比賽不到最後
的都不要放棄，只要不放棄總有成功的
機會，這是我從這場比賽所得到的領悟。
其實比賽不是只有賽前準備的辛苦，還
要學會享受比賽中卯盡全力的努力，才
會有淋漓盡致的快樂。

籃球比賽心得分享
by 801 何季蓁

首先感謝學校給予我們
這次的機會，能和老師比賽
籃球真的很有趣。雖然我們
那隊在上場的時候輸掉好多
分，不過團結力量大，同學
們都很厲害的贏了比賽，這
其實就只是在教師節娛樂一
下而已 , 但我們卻在這當中
學到了很多團隊合作的珍貴
經驗，我們球打得很開心 ,
希望下次還能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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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自強活動

奇美
博物館之行

Amazing Trip with Korrnell LZ
文：Zoe林惠珍老師
從早開始的期待，搭上遊覽車，
總校長貼心的燒餅早餐讓大家帶著滿
滿的感恩一同去郊遊，在休息站的廁
所，都是有效率的同仁，到了黑橋牌
的工廠，有點觀光的氛圍囉！當然，大口吃著香
腸，配上拿鐵，這是最新式的台味。
台南大商城裡的豪華午餐，見到了執行長及
體系裡的其他同仁，備感溫馨，飽餐後就直入名
聞遐邇的奇美博物館，開心的先來個大合照，大
夥魚貫進入參觀，好多令人驚訝的收藏，小朋友
們更是處處驚喜，越看越入迷的，當眼睛、腦袋
飽嚐美麗之後，還是要再補充體力一下了，嗑起
美術館內超有氣質美感的蛋糕，享受一下宮廷貴
婦般的下午茶，浸潤在這歷史巨作及雄偉建築的
環境裡，跟著同事家人在一起談天說地，就是見
證最棒的幸福。
晚餐執行長還專程定了梧棲知名海鮮餐廳，
讓大家滿足一日遊回味無窮~
感謝學校這次精心的安排行程與餐點，讓老
師們增長知識並與同仁們培養出更好的默契與感
情。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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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陳義達 老師
一大早，大伙準時七點半
到校集合上車，出發往第一站香腸博物館參觀，在裡面有免費
的香腸試吃、打香腸的彈珠台、
古早味小吃，…等，重點是人手一袋，每個人都
買了些特產，好多人也拍照留念。
第二站-享用美味中餐(阿霞餐廳)，大伙吃得不
亦樂乎。
第三站-奇美博物館，有動物、兵器、樂器…
等，人山人海，好不熱鬧。
第四站，到海港城餐廳，享用美味晚餐，大伙吃
得很滿足，上車後一路閒話家常，身、心、靈都
得到了解放，亦增進彼此間的感情。
最後，執行長偷偷的透露明年的自強活動，達成
目標可到澎湖唷~

At Litze Korrnell
Academy we have over one
hundred teachers who come
to school every day to work
hard and make this school the
best that they can for all the
students who attend. This can be a lot of fun
but also a lot of work. In my country we have a
saying,“work hard, play hard”.So on Saturday,
November 19th, over 60 of the Korrnell teachers
gathered, with family and friends, to get on a
bus and drive to Tainan. We had a day full of
activities planned for us and we were all very
excited. First,we started at the Black Bridge
Sausage Museum in Tainan. The Museum
offered many different types of meats, such as
sausages and jerky, as well as displays on the
history of dishes and how to cook them. After
a bit of exploring we hurried back onto the bus
because we had an amazing lunch waiting for
us at a famous restaurant in Tainan City. This
included an extravagant 10 course meal with
soups, vegetables, seafood and
various meat dishes.

文：Tr. Brittney
Everytime we thought we were finished the
meal, we would receive another delicious
dish which was the perfect fuel for the next
stop at the Chimei museum. Here we were
able to spend a couple of hours exploring
and learning about the historic displays
of wildlife, musical instruments, paintings
and armory from across the world. I think I
could have spent hours looking at all of the
beautifully painted swords and armor but
I also loved spending time in the specially
featured Origami display. Although the
day was long, we finished off with another
beautifully cooked seafood themed meal on
the way home from Tainan. It was wonderful
to see all of the teachers laughing, sharing
memories, and bonding in an environment
outside of school. As a foreign teacher, this
was a great opportunity for me to try new
things, eat new food and to get to know my
awesome coworkers a little better. Thank you
to Korrnell for organizing the fun day and for
filling my stomach with all that delicious f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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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德楷模 & 每月之星

10 / 11 月

October
November

每月之星
Star of the
Month

10 月
October

11 月

November

品格楷模
Model of the
Virtues

每月之星

品德楷模
10 月 知 禮 講 理

11 月 明 辨 是 非

10 月 肢 體 動 覺

101余憲漳Otto
501林恩兆Kevin
102傅音綺 Vicky 601洪筠晴 Tippi
201巫芸溱 Etta
701魏思涵 Haney
202管茜茜 Claire 801涂承華 Emily
301黃靖恬 Sophie 901郭愛寧 Aine

101陳冠亘凃 Benjamin 501 許子禔 Timmy
601洪筠喬 Bella
102鄧洛之 Gigi
701張恩嘉 Gigi
201顏正勛Mickey
801楊姍恩 Amanda
202陳霽霆 Justin
901羅威翰 Hank
301黃韻宸Ashley

101鄧有樂 Melody 501黃少暉 Max
102蔡鈞延 Junior 601郭晨耀 Shinyo
201陳致宇 Jeremy 701顧維宸 Brian

401任科澄 Jamison

401林宜鋆 Joanne

401陳韋凃喆 Dylan

11 月 空 間 智 慧
101郭又睿 Ray
102吳熙文 Angus
201林子庭 Ting

202戴允奕 Bryan 801林依梵 Esther 202宋立銓 Curtis
301侯君諾 Norbert 901陳鼎中 Andrew 301林弈德 Jones
401高宜璿 Crystal

501陳峻碩 Jason
601林志藝 Jerry
701林臻瑋
801王竟宸 Jason
901黃俊穎 Ia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