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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麼棒的孩子誰 家

臺中麗喆校區高鐵快閃，帶來歡樂帶來愛

 12/28(四)下午Korrnell 麗喆幼兒部Koala班
和國中小的樂團於臺中高鐵站進行快閃表演活動,
這對所有的孩子都是新鮮的，當天也吸引許多觀
眾。 Koala班的孩子準備了一首Sound of Music
和Christmas的組曲,展現了孩子們努力練習已久的
歌舞,小女生們穿著美麗的白色的洋裝，戴上白色翅
膀；男生則穿白色襯衫和領結. 頭戴著光圈,大家都

像公主與王子般的優雅和帥氣,更像是傳達真善美的
小天使般可愛, 中小學弦樂團表演的悠揚樂曲，讓
過往的旅客，能在忙碌的生活中，擁有短暫但美好
的午後時光，我們希望把孩子們最純真的祝福與歡
笑散播給所有的人，在2017歲末，以一個溫暖、
美妙的歌聲樂曲迎接2018年嶄新的一年，讓所有
的人聽到我們大聲的唱出最美的音符Do Re Mi!

文： Teacher Grace

新竹康乃薾高鐵表演-管弦樂團

臺中麗喆幼兒部高鐵表演

新竹康乃薾高鐵表演-外師演唱

不同的氣質展現康乃薾̇ 麗喆孩子的不平凡演出 ~
            2017 新竹˙台中高鐵同步快閃表演

台中 新̇竹高鐵  快閃表演  同步演出



文／ 林文敬 主任

「 歡 迎 收 看 麗 喆 校 園 news 168，Welcome 

watching Korrnell network news 168 !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大家好，我是麗喆小主播 

Haney…」在學校的攝影棚裡，由學生自行製作的麗

喆校園新聞開播了。這是完全以學生為主體的新聞

報導，由一群麗喆小學部高年級及國中部學生通力

合作，從撰稿、採訪、攝影、後製、剪輯絲毫不含糊，

一部部的校園新聞就在有人扛攝影機、有人擔任採

訪工作、有人打燈光…各司其職井然有序的工作中

完成了。

麗喆校園新聞內容著重在各項教學活動、競賽

活動、社團活動、才藝課程、田園教學以及節慶活

動，如萬聖節、感恩節和聖誕節活動，這些都是麗

喆的孩子關心的校園新聞。此外，各項專訪，如師

長專訪、學生品格楷模、智慧之星專訪，都可以看

到學生以流利的中英文呈現專訪內容。

主播/採訪組 Anchor/ Reporter  

801 魏思涵  Haney Wei 

801 尤亮儒  Ruby Yu 

601 李宜蓁  Sandy Lee 

601 趙師慧  Andrea Chao 

401 郭馨勻  Sharon Kuo 

攝影組 Photography  

801 李慕新  Joseph Lee  

801 廖柏翰  Payton Liao  

601 林成育  Paul Lin 

601 許子禔  Timmy Hsu  

601 洪維里  Willy Hung

幕後製作 Backstage Production  

801 李慕新  Joseph Lee 

801 廖柏翰  Payton Liao 

801 魏思涵  Haney Wei 

801 尤亮儒  Ruby Yu 

監製 Producer 

總校長 General Principal 

張光銘 Kuang- ming Chang   

指導 Director  

資訊組 Dept. of Information 

李英治 老師   

製

片

人

員

欲觀賞精彩的麗喆校園新聞，歡迎至本校官網 korrnell.com.tw/litze 或逕上 youtube 搜尋麗喆 news168 即可觀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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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氣質展現康乃薾麗喆孩子的不平凡演出                         
               2017 麗喆校園新聞開播 ~ 以學生為主題的新聞報導

                   
校園新聞開播

總校長 General Principal 

看麗喆孩子允文允武的  優異表現

科展獲獎

團體組

王崇仁 梁祐瑋

 李宜蓁

 榮獲臺中市英語說故事比賽  全市第二名

李 宜 蓁 同 學 的 故 事 主 題 為  " H i g h  a n d 
uplifted"，敘述一位小男孩隨著一片葉子流浪的
驚奇旅程。宜蓁透過生動活潑的表達方式、行雲流
水的腔調，及優雅柔美的語句，將頗富哲學意涵的
故事烙印在每位觀眾的心中，也獲得評審一致的
讚揚。宜蓁獲得第2名的殊榮除了個人的努力不懈
外，也感謝指導老師Tr. Conor、Tr. Joan 及外語組
長Tr. Vivien 的各項教導與協助。

榮獲第13屆全國英語單字大賽英打組 
個人組全國冠、亞軍及團體組全國冠軍殊榮

恭喜本校同學第一次參加全國英語單字大賽
即大放異彩，經過校內初賽、校外複賽選拔，同
學們一路過關斬將，最後有20位同學進入全國決
賽，最後在英打組中本校王崇仁、梁祐瑋獲全國
冠、亞軍佳績，本校也榮獲團體組全國總冠軍殊
榮，恭喜20位中小學同學為校爭光，也再次證明
本校平時英語教學卓著，學生培養的實力足夠從
容以赴，實在難能可貴。

榮獲臺中市科學展覽會國中物理科
第2名 並代表參加全國科學展覽

題目：萬籟怎會俱寂-充滿杯中的聲音
內容摘要：將擴音器的麥克風靠近擴音器的喇

叭時，會產生很刺耳的回授音。若把麥克風的放在
距離比較遠的燒杯內時，也會有回授音，而且它的
頻率會隨著不同口徑大小而變。本實驗針對此現象
設計了一系列的探討，並獲得評審的肯定。

作者：詹君頎、張傳新、黃俊穎

榮獲臺中市市長盃跆拳道錦標賽榮獲佳績
501 林宜鋆  國小高年級女子組  冠軍
501 洪秉寓  國小高年級男子組  亞軍 
101 洪子承  國小低年級男子組  亞軍
101 凃雋睎  國小低年級男子組  季軍
102 饒恩睿  國小低年級男子組  季軍

由麗喆小學部直升國中的楊詠恩參加國
一新生資賦優異鑑定，在眾多學生中脫穎而
出，成為資優生。詠恩平時在校允文允武，麗
喆的環境使詠恩各項發展游刃有餘，父母不
假思索讓孩子直升國中部，學校也啟動資優
生安置計畫，期盼詠恩在未來三年麗喆中英
文優質環境中盡情發揮所長，成就夢想。

楊詠恩

跆拳道

以5A 10+ 最高分錄取臺中一中的
本校畢業生詹君頎，在校是位體育之星，
堪稱文武全才，三年中按部就班學習，同
時不斷自我鞭策，最終在會考中大放異
彩，進入臺中一中後，又藉由在麗喆培養
的英文實力輕鬆錄取語文資優班，恭喜
詹君頎同學為校爭光。詹君頎

901 詹君頎考上一中及其語文資優班

601李宜蓁

701 楊詠恩同學允文允武並通過資賦優異鑑定

這麼棒的孩子誰 家 這麼棒的孩子誰 家



 2017 年『LION』冬季期刊在眾所期盼

下出刊了，感謝麗喆親、師、生共同努力繪

製了此份期刊的豐富與精采。

康乃薾教育體系的三大節慶活動 : 萬聖

節、感恩節、聖誕節都是孩子最期待的年度

盛事，內容精彩可期。另外，演講比賽更是

孩子展現英語實力的最佳舞台。

本期也著實提供了家長園地，熱烈討論

「英語成為臺灣第二外語」的看法分享。此

外，隨著數位時代的來臨，康乃薾教育體系

自 2017 年起更落實資訊教育，成為 Google 

臺灣第五大教育夥伴，引進 Chromebook 與

Sphero 教學，讓孩子接觸程式設計，提早與

世界接軌。

「麗喆校園新聞 news 168」是以學生

為主體的校園新聞報導，這個讓孩子展現自

我的平台可以看到麗喆的孩子充滿驚奇的創

意。臺中 / 新竹高鐵快閃拉出了學校音樂社

團新的幸福樂章，也開啟了麗喆孩子的全新

視野。這些都是前所未見的嘗試。

本期也特別介紹麗喆幼兒學校富特色的

主題教學，包括 PE、MD、田園教學與蒙特

梭利課程，可以看見每位孩子在這個園地裡

盡情揮灑愉快的童年。

最後特別感謝所有參與此次編輯的教職

同仁，每一張照都代表充滿歡樂與汗水的故

事，每一篇文章都詳實記錄著一段段校園生

活，這些都增添了麗喆的美麗風采，祝福每

位孩子快樂學習邁向新的一年，各位家長新

年快樂，萬事如意，狗年一路亨通旺旺旺 !                                                      

主編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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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顏月娟 執行長

面對百倍速的未來，許多家長心中產生了壓力，對於如何培養孩子具備未來的競爭力

無所適從，家長心中的壓力其實來自全世界，「這是面對世界的問題」。 家長關心的是十

年、二十年後，孩子需要什麼能力，才能在這世界生存？

開辦康乃薾教育體系已邁入第11個年頭，
幾乎每一年都會碰到相同的問題，就是家長會
詢問 “到底孩子應該如何培養才是正確的方向? 
”尤其是在每一年的招生說明會期間，特別會
接收到此類的問題

我想面對這 ”百倍速” 的時代，許多家
長心中產生了壓力，對於如何培養孩子具備未
來的競爭力是他們百思的課題，其實家長心中
的壓力是來自全世界，「這是個面對世界的問
題」，家長關心的是十年、二十年後孩子需要
什麼能力才能在這世界上生存?  

首先，我會回答家長，「培養孩子國際語
言的能力」是未來首要的競爭力。

全世界邁入少子化的時代是個事實，也是
趨勢，全世界許多好的大學都面臨同樣「廟多
僧少」的窘況，有的瘦身、有的門戶大開，
為保留好的聲譽，都紛紛向全世界搶人才，
好的大學紛紛設立「國際部」，「英語能力」
成為入學的首要條件，所以孩子擁有國際語言
的能力可以選擇全世界好的大學，不必拘泥於
一角，再來，有好的國際語言能力可以跨國工
作，爭取更好的薪資，容易存上第一桶金，走
出自己的一片天。

商周第1556期封面斗大的標題寫著: 建中、
北一女學生捨台大選港大，他們在想什麼? 要
進入港大英文若不好是無法入學的，英文必須
從小培養，就像家長將孩子送進康乃薾體系就
讀，一路從幼兒園、小學、中學上來，英文才
會變成native (本土) 的語言，就像講中文一樣
流利。

為何建中、北一女這些頂尖的學生18歲開
始拚履歷，就是要佔位子，有位吳同學和家長
鬧革命，可以進台大卻選擇港大，家中並不富
裕的他，堅持選港大，他分析，如果讀台大四
年學費及生活費大約花100萬元台幣，而就讀港
大四年全部花費約為300萬元台幣。台大畢業起
薪一個月大約2.8 萬~ 3.1萬，港大畢業平均起
薪約為15~20萬台幣。這是吳同學堅持選港大
就讀的原因。

在港大，周遭一半以上的同學都是國際學
生，中國、韓國、日本和台灣都有，香港的大
學自然是全英文授課，也見識到港大如何重金
禮聘知名的國外師資。當我們的大一新生還在
想著如何參加聯誼、和學長姊開party，如何適
應新生生活問題時，香港大學新生只問怎麼搶
實習、刷履歷、找工作，而這些實習的國際大
企業非使用國際語言 - 英文溝通不可，所以培
養孩子的國際語言是首要的競爭力。

再者，我會回答家長，「培養孩子程式語言
的能力」也是未來十分重要的競爭力。

今年，我們如期的為小六畢業生做第三年的
問卷，問卷主題為:” 家長期待孩子未來的工作
領域”，問卷結果三年下來答案幾乎雷同。排
序第一名的是資訊; 第二名的是工程; 第三名是商
業; 第四名則是醫界，這個結果與剛創校時的康
乃薾的問卷答案有明顯的不同，醫界從第二名
掉到第四名，而資訊工程躍昇成為第一名，跨過
了工程及商業，至少已維持有三年之久，這是一
個趨勢，卻絕非偶然，大家可以明顯的感受到
擺在眼前最大最有未來的就是資訊能力，如微
軟、Google、iPhone手機、facebook、Amazo
n、Yahoo、Line、Uber、Airbnb、衛星導航、
大陸的微信、阿里巴巴、騰訊…，此外，AI人工
智慧、大數據等，這些都是資訊工程下的產物，
不是嗎? 科技一日千里，未來三、五十年也只有
繼續日新月異，登峰造極，引領著未來的生活。

所以，世界各國的教育隨之跟進，資訊教育
已列入臺灣及歐洲15個國家的課綱，因為2019 
年臺灣畢業的大學生50% 也必須具備有程式設計
的能力，因此培養孩子擁有「程式語言的能力」
是不可或缺的具體競爭力。

其三，我會告訴家長，「具備中英文雙語能
力」才是時代需要的人才，更夯! 

大家都知道，只會英語或中文其實也是平凡
的。美國人、英國人、所有美語系國家的人都會
說英文，外國人英語講得再好也無法與之並駕齊
驅; 反之中文亦同，中文說得再好，與大陸人比也
無法勝之，所以最夯的人才是在美國可以使用中
文，與大陸人打交道，同樣的在大陸可以用英文
與美國人做生意，這才是業界與市場需要的人才 
~雙語能力。在同一個舞台上可以中英文並用，

才是最夯也最需要的人才。所以父母一定要記
得，在培養孩子英語能力的同時，不要忘了中文
也是世界重要的語言之一，在未來孩子的競爭舞
台上，”它”才是最夯的。  

在美國我們也會說英文，卻說不贏美國人，
在大陸我們的中文也說的不比大陸人溜，但如果
同時會講中文與英文，就會比美國人與大陸人吃
香。這也是近幾年亞洲國家大學崛起的原因，低
齡化、人數增、亞洲學校變熱門是近幾年臺灣年
輕人出國留學新趨勢，教育部統計近五年成長1.3
倍，達到1,500人，建中、北一女更是屢創新高，
為何會選擇香港、新加坡等亞洲名校就讀，主要
也是在這裡可以與國際接軌，卻不會遠離廣大的
中文市場。同一家公司，同一個職位，在臺灣可
能就負責臺灣的市場，在香港或新加坡可能就負
責整個大中華區，或者整個亞洲市場。所以中文
教育完成在小學階段還是太少，至少要完成在中
學階段才有基本的一點深度。

最後，我要提醒家長的，「品格與態度」才
是最後決定孩子高度的成就。

俗語: 擁有再好的能力，若沒有良好的品格
與態度，得來的機會將稍縱即逝。就如同孩子在
校成績很好，但品格與態度不佳，同樣的老師及
同學都不會給予成績好的肯定，其行為無法贏得
同儕及師長們的認同，就無法獲得更上層樓的機
會。同樣的道理，一般的長官不會想提拔品格與
態度不佳的部屬，盡管擁有多少張文憑與證照。
所以成就的高度取決於優良的品格與態度，這是
千古不變的真理。

所以，在培養孩子擁有國際語言能力、程式
語言能力，及中英文雙語能力的同時，不要忘了
要教育子女良好的品格與態度，未來才能與孩子
的各項能力相呼應，成就孩子的高度。

   如何掌握今日時代的趨勢
          與創造孩子明日的優勢

 "預"見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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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兒是在中班時才開始她的學習生活，選擇全

美語幼兒園也是因緣際會，我們不想給女兒壓力，只

想選擇良好的教學環境，讓她盡早習慣也喜歡上學。

剛開始我們擔心在全美語環境她是否有辦法適應? 結果是讓我們

非常驚訝的，雖然聽說讀寫樣樣是剛開始，但小孩適應環境的能力

非常的好，讓人不禁想到了如果英語成為台灣第二外語，是否對於小

孩的幫助會更大?而不是現在可能幼兒園或小一階段就在補習，但

補習的目地卻是以應付考試或升學或為目的。

還記得去年第一次帶女兒到英語系國家自助遊，她問說”他們

說的是甚麼話”?我們跟她說是英語。一路上，她對於我們所講的英

語是在說甚麼一直詢問那是甚麼意思?因為只有她不懂，她也想融

入。她也想知道大家在說甚麼?

今年上學後，她一直想要嘗試說簡單的單字，當今年旅遊時海

關問她”Where are you from”?，她不加思索的說”Taiwan”時的自

信及高興，我們覺得這是一種潛移默化的進步。

由於工作的關係，接觸不少國外人士，其中有許多非英語系國

家的人，不約而同地提到他們將英語列為第二語文來教導他們的小

孩。在全球化及國際化的趨勢下，英語已經變成是全球共通的語言。

個人認為小孩越早接觸英語，越早能體驗這個趨勢，相對來說也較

容易與世界接軌。

    融入生活的語言環境相對於單調學習是來得容易，想想一些

國家的多種官方語言，讓英文成為台灣的第二外語似乎是讓我們更

易學習的方式，是一種生活語言，不再是為了應付考試的一門科目，

我們的小孩是否可以減少不必要的補習?

文／  Bambi 班 郭明瑄媽媽

全美語環境的優勢

我本人以及先生之前都是在加拿大念書, 居住以及工

作. 對於西方文化, 語言這方面有很深的體會. 現在政府開

始提倡要列英語為第二官方語言. 在認為對未來發展有好處

的想法下, 不免想到台灣在英文教育這塊的缺失. 尤其是回

來台灣之後碰到小孩教育的問題, 更是感觸很深. 

台灣的英文教育一直以來是被動的,所以在討論是否要

將英語納入第二官方語言前, 必須先從教育做起. 我認為除

了要先提升全民英文素質和程度以外, 還要有辦法創造一個

基本的”英語環境”. 公共場所的招牌, 看板, 甚至廣告都要

雙語標示. 但到現在還有些地名翻譯讓外國人有看沒有懂. 

甚至成為笑話. 再來就是從前為了考試升學, 英文偏重讀和

寫. 但英文真正困難的是聽和說. 基本教育重點上要轉個方

向, 不只是考試用, 要能運用, 要會聽和說. 如果沒辦法創

造一個適合的”環境”, 自然無法增加人民的英聽和會話能力. 

因為我們對英文這語言的重視, 所以

對於小孩, 我更希望他們從小就有這個語言

的概念. 在台灣不像以前在國外有一個現成

的"環境", 這個"環境"就是我們現在在努

力塑造的. 把小孩送到雙語環境的學校, 就是要在這些不足

裡, 幫他們塑造這個英語環境. 

如果是因為興趣和喜歡, 就不會排斥學英文. 在開心的

環境裡學習, 才是真正有用的. 記得在國外求學時, 常和香港

人相處, 不知不覺就會講一些廣東話, 也聽得懂. 不需要刻

意去學, 反而是最不容易忘記的. 

所以我認為語言教育才是政府首要努力去投入資源的. 

要與外國人並駕齊驅, 掌握英語能力絕對是第一要件. 要先

將台灣打造成友善外國人環境, 而不是奢求只將英語列入官

方語言而已.

文／  Bunny 班 林暄容媽媽
將臺灣打造成友善外國人的環境

文／ Kitty 班  蔣哲卉媽媽國家政策與人民思惟並進的目標

因為工作的關係我常常接觸來自

世界各地的人，大家的母語都不同，「英文」就成為我們最佳

的溝通方式！而這樣的經驗累積起來，讓我在為小朋友選擇

學校時毫不猶豫地以「雙語」做為最重要的考量。當得知政

府有意將英文成為台灣第二外語時，我認為這個立意是好

的，在完整教育方針及良好的配套措施下我十分贊同這項政

策。

或許有些人會說：「中文已經成為世界趨勢，甚至美國

總統川普先生的孫女也在學習中文，為什麼我們還要將英文

列為台灣的第二外語？」，但對我而言這反而更加深了我對

英文的重視。就現實面來說，外國以英文為母語的小孩們另

外還是努力地學習中文，而我們的小孩卻毫無做為，將會讓

我們的下一代在這個地球村中失去最基本的競爭能力！因為

別人學習我們的語言，而我們就自認強勢而不願再去學習，

這個情況就如同清朝的閉關自守，雖不致於造成亡朝滅國這

麼嚴重的結果，卻也會阻礙我們的成長與進步。

根據維基百科的資料顯示，英文是全世界第二語言使

用者最多的語言，也就是說它的普及率最高，世界各地的大

城市皆可用英文溝通，全球主流媒體也幾乎都是以英文呈

現。當掌握了英文能力之後，不僅可以增加生活的便利性，

更可縮短與世界的距離。試想我們的孩子可以透過自己的眼

睛去觀察世界上正在發生的事(大至中東的戰事、歐洲的難

民議題，小則NBA、F1的賽事），直接去認識來自全球 的朋

友，親身體驗世界各地的文化。這樣不必透過翻譯直接親身

去感受世界，對孩子們心胸和視野的開闊是直接且正面的幫

助。

孩子是我們最重要的寶貝但我們無法一輩子照顧、保

護他們，與其給他們無虞的生活環境，還不如教導他們自我

生存、判斷是非的能力，而在世界地球村的環境下學習英文

則是其中一個起點。謝謝麗喆korrnell提供安全舒適的環境

及耐心優秀的老師，讓我十分放心的將Lucas交給學校。

文／ Melody 班 陳裕凱媽媽

英文讓世界距離急速縮短

“英語是否應該列為第二官方語言“？

這是一個嚴肅的話題，身為兩個小孩的家長，

我希望她們的未來有更多的能力去面對世界的挑戰，但是我

也了解目前台灣“傳統式英語教育“是建立不出第二官方語言

的條件。以我自己為例，成長在聯考補習制度的年代，英語一

直是我抗拒的科目，探究原因不外乎在追求成績數字的同時，

也失去了語言是發揮表達能力的熱情。因此，英語從國中一直

學到大學畢業，不僅講不出口更是打從心裡的抗拒。剛進入職

場時也刻意選擇不需使用英語的工作，看似與英文全無交集

的我，在陰錯陽差下被公司要求要去國外學習新技術，英語成

為我在國外生活受訓期間最大的震撼，原本的工作能力不僅

因為沒有語言的輔助而發揮不了，生活上更是困難重重。而這

次的經驗讓我決定找個“純英語“的環境重新開始學英文。去

英國留學是讓我重新在生活中學習英語的使用，當食衣住行

都要換種語言時，生硬的背單字文法就變成新鮮刺激的生活

體驗，同時學習語言的熱情也再次燃起。在學習語言的道路上，

我永遠記得外國友人對我說過，不要害怕講錯因為我知道你

是外國人，你本該講不好我的母語，亂講永遠勝過閉嘴。因為

語言是用來溝通的，你不說我怎麼知道你要表達什麼。

當我漸漸掌握英語使用能力之後，我發現我的世界變大

了，能選擇的東西更多了，甚至在工作上機會也變的越來越好。

其實這就是將語言與生活應用結合在一起後，生活圈就自然

擴大了。接觸的環境也就跟著延伸了！我相信改變英語的學習

方式比是否訂為官方語言更為重要，融入生活才能發揮語言

的特質，當我們在羨慕歐美人們能輕鬆掌握兩三種不同語言

時，可曾想過他們是將語言回歸溝通的生活本質，而不是分數

與成績！面對下一代，我希望我的小孩未來過的比我還好，這

是當家長的期望也是責任，多掌握一種語言就多一種生活工

具，我不知道她們未來的發展方向，但是我知道無論未來英

語是否會成為台灣的第二官方語言，她們都能將英語輕鬆的

運用在生活中。因為，在我們家這件事情正在發生中！

文／ Mickey 班 吳曉珃爸爸

孩子的未來要過得比我還好

關於我國政府官員有意將英語列為臺灣第二官

方語言一事，我認為國人除了需保有我國母語之外，

更應將眼光及思惟慢慢走入國際化。學習英語仍是

重要，在現今生活中的食衣住行皆可看見英語文字的

存在，不勝枚舉，故可見其普遍化及重要性。

    對我們來說英語早已不單只是一門學科，更

可代表國際間用來溝通的語言工具，透過英語的溝通

我們可以瞭解某個國家的政治立場、醫療護理、人文

社會...等，而現在學習英文不再只是強調背單字、學

文法，而是建立一個良好的英語環境，可以使語文學

習上更加自然與完整。

    很開心我的孩子今年進入麗喆幼幼班就讀，

非常感謝學校落實完善的教育理念及教師們的用心

帶領及引導，讓孩子成長許多。在家中我偶爾會藉由

讀繪本或遊戲中瞭解她的學習狀況，而孩子總是開心

的手舞足蹈著、唱著她所學會的歌曲、說出她所懂的

單字，除了看到孩子是如此的自信及快樂，我

更發覺她在英語方面的聽與說，語言表達及理

解能力進步許多，陪伴孩子成長的過程中，看

見她這般的蛻變，實在讓我們與孩子同感無比

喜悅。

很高興兒子Steve 有機會適

逢麗喆幼兒學校成立而能就讀第

一屆小班，一直讀到現在的大班，回想為何會選擇讓

小孩讀ESL，基本上英語是目前國際通用的語言，被

最多國家(115 個)列為是官方語言也是聯合國六大

官方語言；在現今國際化，地球村的時代要與世界接

軌，英語勢必成為一項不可或缺的基本技能。

   記得有一次我美商公司外籍主管邀我帶Steve

一同參加聚餐，席間外籍主管就與 Steve用英語聊

了起來，從年齡、飲食習慣、學校….等等，給外籍主

管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也讓在座的台灣同事覺得讀

ESL是值得的。我個人在職場上服務了23年，任職

過股票上市的台灣公司及美商公司，不論從語言的溝

通甚至專業技術文件都離不開英語，面試需要英語介

紹、服務期間要考TOEIC 英語檢定、與外籍人士開會

要用英語溝通、寫報告要用英文撰寫….工作上似乎已

經不能沒有英語。

我們的母語是中文，是世上最多人使用的語言，

中國人正在強大也是舉世皆知，如果我們要立足台灣、

胸懷全世界，除了發揚自己的母語亦應學習好『英語』，

因此具備最多人使用的『中文』再擁有最多國家使用

的『英語』，您說是不是如虎添翼，更有競爭力呢?              

文／ Koala 班 林志翰爸爸

英文成為第二官方語言之我見

Second Language家長分享篇 英語成為臺灣第二外語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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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ond Language家長分享篇 英語成為臺灣第二外語的看法

二十一世紀裡資訊科技不斷創新，社會經

濟結構改變了，人類的工作模式也逐漸變化，日

益澎湃的全球化現象，使世界各國人民互動交

流更為緊密，語言就是工具有助於掌握世界脈動，踏上國際的

舞台機會，也是當代社會立足之點。

然而全世界有將近八成以上電子化資料是用英文，英文成

為了網路世代吸收知識的關鍵能力。而不少國家政府鼓勵「英語

在地化」也從原先強調文法及翻譯，轉變成強調溝通的工作及

商業語言也就是聽、說、讀、寫並重，當然實施這樣的配套環境

的重要是政府必須考量的，並且整個大環境是否與此政策已做

連結，不只是一線城市所擁有，更希望能夠彌補城鄉英語差距。

從單語走向多語文化，不只是在學習語言，而是在深度認識

更多元的文化，並藉由英文來開拓國際視野奠定生存的競爭能

力。現在精通中文的外國人已頻繁出現了，政府才開始提倡第二

語言，相對地在速度上必須加快。更期盼政府大力投資建構多

語言環境及資優的多語教育，讓台灣人不會永遠輸在起跑點。

麗喆是一所規劃良好的雙語學校，我很放心讓我的孩子在

這跟隨中外師學習，同時更相信孩子在雙語文化浸濡下學得更

好、更棒!

全球化，讓世界更加緊密的結合在一起，而

當今的國際共通語言”英文”，則是通往世界各

地的通行証。

英文能力，不僅可作為衡量一個國家競爭力與前景的參考，

企業界網羅世界各地優秀人才的指標，更是網路世代獲取知識

及求職的關鍵能力。根據 EF EPIC (EF 英語能力指標) 研究發

現，英文能力和個人之高生活素質，強烈的革新意識及未來成

功息息相關。

我覺得英文最重要的就是它為我們開啟了更多學習的機

會。首先，英文可以讓我們快速有效的吸收外來知識。全球最新

的資訊，大多是以英文發表，而網路上知名的公開課程如Khan 

Academy, Coursera等等，也多是以英文授課，懂英文可以讓

你的訊息和世界同步，避免二手資訊。其次，出國旅遊時，英文

可以讓你更加了解當地的生活、文化風俗，溝通無礙。最後，英

文思考可以培養你以另一種的角度去看待事物及欣賞多元文化

的能力。

因在國外生活的關係，祐瑋有機會可以接受全美語教育，

奠定他的英文基礎。祐瑋喜歡閱讀，我們也鼓勵他看CNN的新

聞，有機會出國旅遊也會請他當導遊，為全家解說當地的文化歷

史。當初回國選擇學校時，我們希望小孩子除了可以學習自己的

母語外，還可以在有外師教學的學校中繼續加強英文，而麗喆正

好提供了一個非常好的雙語學習環境，讓小孩中英文兼顧。

希望英文是帶領小孩通往更多知識的橋樑，拓展視野和加

深每個人獲得知識的深度和廣度。

有句話說「英文是打開通往世界

的鑰匙」，尤其臺灣是個叢薾小國，更

需要跟世界各國積極交流。在臺灣，不少美語補習班，

英文雙語學校如雨後春筍般。政府更是規定從小學二

年級開始排入正式課程，從其可知，不論政府、民間都

積極在提升臺灣教育這一環。

我的二個小孩，搬來臺中後，選擇麗喆康乃薾中

小學來增強英文能力，回首自己讀書路時，發現都是填

鴨式教育，英文都是「紙上談兵」，雖然考試成績很好，

遇到外國人，卻是ㄧ句話也說不出來。現在看到我的小

孩，可以自然而然地用英文跟外國人交談，心中的那把

鑰匙，已經開始向全世界轉動啦！

    無論身處歐洲、東南亞、日本、韓國⋯，都是可

以使用英文溝通，如果臺灣更是把英文當成「母語」般

的推廣，就像新加坡的多種語系文化，我相信臺灣的人

才，更會在世界的舞臺上發光發熱，更希望有朝一日，

人才MIT是臺灣最強的外銷商品。

文／ 302 周子甯媽媽

近來關於英語成為第二官方語

言，政治上鬧得沸沸揚揚，身為家長，對於這個議題，勢

必是要關心的。曾經有研究報告指出，台灣的多益成績，

表現上差強人意，我想這不只是因為沒有透過正規的訓

練，多數人對於英語的重要性不慎瞭解也是其中的原因。

    英語已經成為全球多國的官方語言，是連結世界

的關鍵，身處在這個國際社會，擁有國際觀，思慮才能嚴

謹而周全，這也是我對孩子的期許。當英語成為第二外

語，受到全面的重視，學習環境整體提升，台灣的競爭力

勢必會上升，透過英語，不只文化，甚至是貿易、學術，皆

可以進行交流，優越的英語能力對未來的發展非常佔優

勢。

    在溝通方面，使用翻譯機器容易出現言不及義的

問題，透過通譯人員一來一往的對話，也可能會過於冗

長，但是，如果本身的英語實力堅強，不必透過第三方便

能交談自如，更能完整的陳述自己的想法，當然，這都要

經過一段長時間的培養，並不是一蹴可幾的，英語教育

確實需要受到重視。

    我贊成將英語列為第二外語，也因為深知英語

的重要，才決定讓孩子比其他人更早接受專業的英語訓

練，也期望孩子能儘早準備好面對這個國際社會的能力，

妥善利用手中的籌碼，在各個領域如魚得水。

文／302 花楷恩媽媽

文／ 701 梁祐瑋媽媽

英文能力的重要性

文／901 楊姍恩家長

今天不做，明天後悔的政策

語言代表著人與人彼此的溝通能力及生活

情境的處理能力，隨著全球化的浪潮已成為事實，

「學好英文」便與「競爭力」的有無息息相關。

古語云：「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是所有為人父母再

耳熟不過的一句話，同時也是我們幫小孩選擇「麗喆」的原因，

因為唯有當語言內化成像說自己的母語那般自在時，它才可以

成為一種能力，而這也將是父母給小孩最實際的禮物。

回想一年前在幫哥哥挑選學校時，從一開始的「離家近

就好」到後來的「什麼是對孩子最好的」，其中的心境轉折雖

然很大，但也讓我和媽媽體會到何謂最甜蜜的負荷。回想當初

麗喆並不在我們所考慮的學校裡面，主因是它曾因一些事件登

上新聞媒體，但在一個偶然的機會裡得知它的經營團隊已全面

改組，並且是由竹北的康乃薾團隊接手後，我和媽媽才抱著姑

且一試的心態去聽學校的說明會，在說明會上我深深地被該校

顏執行長的一句話：「培養孩子帶得走的能力」打動，因為她

點出了教育的真諦，我們辛苦的學習不就是在培養自身的能力

嗎？同時教育是不能等待的，我們相信與其幫孩子準備一堆魚，

不如讓孩子學會釣魚來得實際，因此我們選擇了「麗喆」，選擇

了讓孩子可以培養帶得走能力的學校。

知名作家龍應台面對他的孩子質疑他為何要受教育及辛

苦學習時，她告訴她的孩子：「孩子，我之所以讓你受教育並要

你努力學習，無非是在培養你一個選擇的權利！」短短的幾句

話卻完美地詮釋了教育的意義，不是嗎？孩子的視野是父母親

給的，因此在協助孩子面對全球化的時代，我們深信唯有提升

孩子的外語能力，孩子的世界才能更進階及寬廣，因此我們選

擇了麗喆這個大家庭。

文／  102 吳宇哲媽媽

學好英文就是競爭力

英語將被列為第二官方語言，相信

大家都很樂見這個政策被重視， 在另

一個層面讓我覺得應該認真去想，這個

政策對我們、對孩子來說未來是否會因此而不一樣，

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麼我們準備好了嗎? 我又重新

思考了那個曾經讓我感到困惑問題，"是否該讓孩子

從小就接受英語教育?"。

    "在世界地圖上找到自己"一書的作者嚴長壽

先生認為，要走出去、要與世界接軌，才能有不一樣

的未來。而目前作為世界語言的英語，就將會是幫我

們走出去的優勢之一。過去我們太常用台灣的經驗來

看世界，因而忽略了世界都在變，有些我們認為教育

條件與競爭力比我們差的國家，已實施從幼兒開始的

英語教育，他們著眼的是未來有能力可以改變現況甚

至走在世界的前端。

     當下無論英語是不是我們的第二官方語言，

世界不會因為這個政策而有所不同，但我相信台灣的

英語教育環境將會更加成熟，也會讓台灣與世界更加

靠近。

     回到前面的問題，很慶幸的，我們已經開始了，

我選擇現在就讓孩子開始接受英語教育，讓孩子擁有

與世界溝通的優勢，也讓孩子的未來有更多的可能。

文／  103 蔡侑任 爸爸

無論是否成為第二官方語言，
         英語始終都是好的溝通利器

吳思瑤立法委員呼籲把英語列為第二官方語言，各方

討論聲音眾多。以學生家長身分來談，就撇開政治意識立場，

單就學習成效而論。

 全球化的時代，英文的重要性不必再講。很多孩子

從幼兒園就接觸英文，小學也列入正式課程當中，在中學階

段更是所謂的主科。以身在公立國中教學十多年的經驗，

學生能考好英文的不少，但只有極少數的學生能自在地使

用英文來溝通。因為學校一直把英文當學科，而非能力或

是溝通工具，學生的英文能力很難提升。

 如果英文列為台灣第二官方語言，

大家對英文的需求，除了不再是一門「考完

了，就可以還給老師」的考試科目，學生的

學習動力就也不會單只是應付考試。屆時加上政府全面性

的規劃，營造出的英文學習環境一定比現在好上更多，學習

需求更多、更強，相配套的軟硬體也會提昇。這對學習英文

而言，都是好事。

 可惜，這議題現在仍是討論研議中。還好有麗喆中

小學可以選擇，讓孩子就近每日浸淫英文的氛圍，我相信

在這環境裡，對孩子的國際觀、使用英文的能力，都有實質

且正面的影響。

文／  301 Hank 家長感謝麗喆優先創造英文氛圍  

用這把鑰匙向全世界轉動 

舉雙手贊成的第二外語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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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備好自己，
   站上世界舞台

第四波的工業革命，正悄悄地、排山倒海地
席捲而來。無人車、無人飛機、刷臉支付、智慧
機器人、智慧家電、智慧穿戴裝置、智慧城市等
等，這些運用了大數據、電腦視覺、影像處理、
語音辨認、人工智慧種種的技術變革與應用，幾
乎無所不在。第四次工業革命正以一個前所未見
的速度席捲全球，徹底顛覆我們的生活、工作和
互相關聯的方式，無論是規模、深度、廣度，還
是複雜程度，都與人類過去經歷的變革截然不
同。

最近一個驚人的科技新聞就是：人工智慧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 AI)圍棋程式 AlphaGo 打
敗人類最頂尖的棋手柯潔。棋聖聶衛平評論：
AlphaGo 可以說是圍棋 20 段，人類要打贏 
AlphaGo 唯一的希望就是拔掉電源。 AlphaGo 只
是一個例子，在過去的兩年，人工智慧在人臉辨
認、語音辨認都超越了人類。如果把這些技術和
成果往後延伸，可以很確定地預測：未來十年，
人工智慧能在任何任務導向的領域超越人類。人
工智慧將取代人類 50% 左右的工作，將會取代
工廠的工人、建築工人、操作員、分析師、會計
師，司機、助理、仲介等，甚至部分醫師、律師
及老師的專業工作。

試想一下，十幾年前我們在哪裡買書？哪裡

看電影？哪裡買音樂？哪裡領錢？再比較一下，
我們現在會在哪裡買書？哪裡看電影？哪裡買音
樂？哪裡領錢？答案一樣嗎？還記得那些消失的
書局與唱片行嗎？以前我們會去買底片、用照相
機照相、到照相館洗照片，現在呢？以前只能在
郵局銀行營業時間領錢匯款，現在不僅透過超商
提款機就能進行交易，手機上的APP就能匯款。
現在一支手機、加上網際網路，省掉我們好多
事，其中最重要的關鍵就是軟體。這些軟體的應
用，悄悄地吞噬了原有的工作機會。

美國前任總統歐巴馬簽署『Every Student 
Succeeds』成為美國新法案 ，取代過去多年主
導美國教育方針的『No Child Left Behind』，其
中將電腦科學納入全面教育的一環，各州與地方
政府在運用聯邦預算時，電腦科學可以享有與數
學、英文等必要學科相同地位。未來是程式碼的
世界，許多先進國家都準備提高學校裡科學、技
術、工程、數學 (STEM - 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Mathematics) 學科的比重，而電
腦科學尤其受到重視。2014年歐巴馬總統參加電
腦科學教育週所推廣的「程式一小時」（Hour 
of Code）活動，鼓勵美國人不要只去買電腦遊
戲，而是要去製作遊戲；不要只下載App，而是
要設計App；不要只是玩手機。歐巴馬認為，學

程式教學 學習寫電腦程式(Coding)的重要性

習如何寫程式(coding)不僅對個人的發展很重要，也對國家的競
爭力很重要，寫程式改變人們思維及做事情的方式，透過一點努
力，加上數學技巧和科學基礎，幾乎任何人都可以成為電腦科
學家。這個歐巴馬總統推動的新倡議，是為了要使美國的學生
從幼稚園開始，一直到高中都學習電腦，讓他們具備運算思維
(Computational Thinking)，能夠成為數位經濟的創造者，而不
只是消費者。美國現在從小學到大學的資訊教育裡，很多都著重
在訓練學生擁有運算式的思維，特別運用程式設計的抽象以及演
算法概念，配合特定的問題解決流程：『組織問題、蒐集資料、
抽象化資訊、建立演算模型、建立實施方案、以及一般化』，來
加強學生解決各種問題的能力。

除了美國，歐洲各國如愛沙尼亞、芬蘭、英國等國已將程式
設計納入義務教育，讓學童從小學習程式語言。英國將寫程式列
為當地中小學的必修課程，學生從 5歲就開始學寫電腦程式，他
們將 2014年訂為『程式之年』（Year of Code），在教育上落實
推動，與 Google等企業合作，大規模地培訓相關的教師，顯然
把這個能力當作未來國家競爭力中的重要關鍵。

回頭看看我們自己。台灣也已跟上這股全球程式熱潮，政府
決定自 107 學年度起，『寫程式』將列入國中必修課，三年6學
分，高中為必修2學分。程式教育成為基本教育之後，除了訓練
學童接觸資訊軟體以及邏輯思考，同時也協助學童盡早確定志
向，培養專業能力。我們的教育長期以來只追求標準答案與分
數，若能提早將軟體創新與創意價值深植於教育中、鼓勵孩子思
考與創造，才能找到自己的路。全世界的經濟正在快速轉型，無
論教育者或是商業領導者，都愈加認同『寫電腦程式』已經成為
經濟機會與社會流動中的『新基本技能』。

蘋果(Apple)執行長庫克(Cook)曾經在一個研討會說過，『教
孩子學習寫程式，與教孩子學習任何其他一門外語一樣重要，而
且越早學習越好』。其實，庫克所表達的是：程式就是一種用來
溝通的語言。更準確地講，程式就是我們跟電腦溝通的語言。想
要讓電腦做繁瑣的計算，幫忙人類設計更聰明的裝置，使我們日
常生活更加的方便與舒適，唯一的方式就是透過程式，指揮電腦
去做這些工作。簡單的說，寫程式(coding)就是將我們要電腦執
行的步驟，以合乎邏輯的方式連結在一起，進而使得對電腦輸入
(input)任何的要求，都得到正確無誤的輸出(output)結果。傳統
上，我們在學校裡會學國文、英文、數學這幾個基礎科目，它們
為什麼重要呢? 為什麼要花那麼多時間學習呢? 道理很簡單，這
是因為：國文，是跟自己同胞溝通的語言；英文，是跟外國人溝
通的(世界性)語言；而數學，則是跟所有『科學』溝通的語言。
熟悉並且掌握這些語言，我們就能更自在的接收知識、創造知
識，也能更方便地與世界溝通。在現今這個資訊科技快速變化，
電腦科技深入到生活的每一個角落的時刻，熟悉跟電腦溝通的語
言--『程式語言』，這個重要性也就不言可喻。

文／   王至齊 Vivien Wang老師 
        美國波士頓東北大學 電腦碩士/數學系講師

    美國普渡大學 數學碩士/數學系助教
    美國匹茲堡杜肯大學  電腦與數學雙主修

參考資料
Klaus Schwab：第四次工業革命。<天下文化>
李開復：受邀台大畢業典禮演講內容
李德財：如果孩子懂程式設計，就能與世界接軌。<親子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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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gle Education Partner

康乃薾雙語中小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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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romeboo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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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romebook配合 Rel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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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romebook配合 Rel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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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romebook，結合即時警報， 

有效安全管控。

作為21世紀的教學機構，康乃薾雙語中小

學與時代的脈動同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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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ogle Education Partner

文／康乃薾外語部主任　朱立明

Google Education PartnerGoogle Education PartnerGoogle Education Partner
因此，為了跟上世界的潮流，我們在康乃薾學校

設計了一系列的程式設計課程，讓學生從最基礎、最
視覺化的程式語言開始熟悉，一路進階到在網路與工
程各式應用的程式語言，目前課程安排如下： 

Grade 5 – Scratch

使用「拼圖式」的積木程式語言，創造互動式的
動畫、故事、及模擬遊戲。讓學習流程控制、迴圈等
等的概念變得顯而易見的簡單及有趣。

Grade 6 – Sphero SPRK

內置於電路板上的陀螺儀與加速計可以檢測
Sphero的運動、加速和轉動情況，有助於定位以及將
智能機器人球驅動到指定位置。將Sphero與支持藍芽
的 Chromebook配對， 激發學生對機器人及編寫程式
的興趣，從遊戲中學習和探索。

Grade 7 – Blockly

Blockly是一個以網頁為基礎的圖像設計編輯工
具，只要拖曳圖塊就能打造應用程式，完全不需輸入
文字，並可將Blockly程式匯出成JavaScript、Python或
XML程式。Blockly Games它包含了許多遊戲，以直覺
的方式來教導程式設計的核心準則，包括圖塊的拼接
與設定方式，簡單的迴圈與條件概念，條件與控制教
學等等。

Grade 8 – Python

Python 是一個跨平台的程式語言，具有簡潔而清
楚、物件導向、可擴充性等特性。與其它文字形式的
程式語言相比較，簡潔而清楚的特性很適合初學者學
習。加上turtle library的教學, 使得迴圈、條件及函數
等概念視覺化。

Grade 9 - HTML & CSS

CSS 的全名為Cascading Style Sheets，是一
種樣式表(Stylesheet) 語言。它提供HTML (markup 
language)標記語言一個顯示層。有了CSS，我們就
可以將資料層及顯示層分開：HTML 文件就只包括資
料，而CSS 則是告訴瀏覽器這些資料應該要如何顯現
出來。課程將教導學生如何創建一個HTML文件、一個
CSS文件，又如何讓它們一起工作。

這些課程，將會使我們的孩子在撰寫程式方面，
打下堅實的基礎，從而在未來的世界舞台中，早早找
尋到自己的定位。

Scratch程式語言創辦人瑞茲尼克（Mitchel 
Resnick）曾在TED演講中說過，學習程式設計就像
學習閱讀一樣。每個人一開始都是會先學語言，學會
閱讀，才更進一步進入寫作與創作。我們每天接觸科
技、使用軟體，不論是玩遊戲、使用App，都已經變成
是我們日常生活的一部份。所以接下來就是要能利用
科技，理解軟體、進而創作、設計軟體程式。正如同
我們廣泛的閱讀之後，便能夠進一步使用閱讀所學到
的寫作技巧來創作文學。熟悉軟體科技，更要能夠利
用科技，創作開發適合各種需求的軟體，這就是為什
麼我們要學程式設計的原因。

網路無遠弗屆，軟體所建立的網路平台已經變成
人們日常生活中重要的連接媒介。例如，幫助我們處
理科學研究，實踐社交生活，到食衣住行、娛樂的各
種日常應用。人人學會程式設計製作軟體，便能在不
同領域中發揮更多樣的創意與長才。未來還會誕生什
麼樣的網路平台、提供服務，解決人類面臨的傳統或
新興挑戰？我們無法預知。但是可以確定的是，如果
我們懂得運用程式設計，就有機會發揮創意、解決問
題和需求，並與世界接軌，占有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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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n reading a story set in a historical setting, 
a historical setting so famous that you have never 
hear of it before, sometimes it can be hard to really 
understand why the characters have the problems 
they have and do what they do. If only we had a 
way of understanding the background!

When reading an expository about the 
different zones inside caves, sometimes knowing 
more information that isn’t provided in the book 
can be helpful. Maybe you would like to know 
about how each animal developed in the cave? 
Or maybe you would like to understand how food 
chains start in the dark zone? How can we do this?

These two problems have recently been 
solved in our classroom with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Chromebooks.

When using the Chromebooks, the students 
get access to information outside of the books. 
This enables them to tap into the background 
of the texts we read in class. If we are currently 
reading a text that’s historical fiction, we can delve 
into the era and enable ourselves to understand 
the context a lot better. If we are studying a 
biography on someone’s life, we can go further into 
their background with a simple search on Google.

The Chromebooks have also allowed us 
to develop our way of using group work in our 
classes. By setting a group the task of searching 
for and arranging information, the groups have 
to collaborate much more strongly. After finding 
information, we can see the students discussing 

the quality of it and deciding if it 
should be used in their output. 
When doing this in English it 
improves their conversational 
skills in a way that’s free, but 
focused.

The Chromebooks also 
allow students to create content in different kinds 
of forms. We have used Google Slide to create 
slideshows, Google Sheets to build spreadsheets, 
and Google Docs to relay information in a word 
processor format. We also have access to blog 
creators and online graphic packages. These are 
all ways the students can diversify their output in 
class.

Last, the students have access to video 
content by using YouTube. They are able to follow 
the teachers’ links or find their own content related 
videos. Then they are able to share them with 
each other, too. This can certainly help as different 
students are different kinds of learners, and some 
students can get a lot from a related video.

The Chromebooks have allowed us to 
introduce a different spin on the old and tired 
Wonders texts. The stories we read in the books 
now have more relevance as we can develop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ir context. We are also 
able to access different kinds of media and discuss 
it. It has opened many doors for us as teachers, 
and I feel the students are enjoying having more 
interesting classes, too.

The Advantages of Using Chromebooks
文／   Teacher Daryl利用Chromebook在教學上的優勢，突破時間、空間的限制，可以在課堂中進

行網上即時小考、資料搜集、協作小組教學，令課堂翻轉！

’It’s chromebook lesson today, will the 
chromebook helpers please go to the library and 
take the cart.’’ This is the lesson that every student 
looks forward to.  Everyone was waiting for this 
lesson to come. The mysterious black cart is full of 
students’ expectations.

   The first time I got my chromebook, my 
feeling was same as the others. The exciting 
feeling was hard to conceal, students keep 
chatting about it while the helpers passed out the 
Chromebooks. When everyone got a chromebook, 
the classroom was full of unusual sounds. Instead 
of having pencils and erasers’ sounds, the room 
was full of typing sounds. Chromebooks made the 
atmosphere in the classroom fresh, everything was 
new.

  During chromebook activities, we researched 
the population of regions from the CIA’s website. 
We also studied about the pros and cons of 
globalization and free trade. The most interesting 
thing was that we can read the news from The New 
York Times or Toronto Star. After reading those 

articles, we will share and discuss what we learned 
with our classmates. Chromebooks can break the 
limit of books, we can learn several data and news 
outside of the book.

  By using Chromebooks for a period of time, 
we have realized that using Chromebooks is better 
than reading books. For example, reading a book 
waste more paper than using a chromebook. If 
you use a Chromebook, you don’t have to waste 
so many papers printing out hundreds of pages. 
We can also learn information that was published 
recently instead of reading the books that have 
been published several years ago. Through 
Chromebooks, we can research the news in 
recent days. We can also learn more beyond the 
books’ knowledges. Those are the Chromebooks’ 
functions, and those tasks were the books can’t 
accomplish.

  It is very lucky to have chromebooks during 
class time. Chromebooks are our helpers, and our 
best partner. Having chromebooks can help us to 
learn faster and with higher efficiency. 

Chromebook in Social Studies - 
”This is the lesson that every student looks forward.”

文／   801   Cherry Hsin 同學

學生分享篇

用Chromebook上課，進行資料分析及研究，既有效率又環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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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a teacher, I always look for new 
resources that allow me to provide my students 
with innovative and engaging lessons.  Working 
at Korrnell, we have an opportunity that is 
rare.  On a weekly basis, we have the ability to 
offer classes with a one to one ratio of Internet 
connected devices.  This is the gold standard 
in modern education.  In social studies, the 
Chromebooks are instrumental in allowing the 
students to broaden their horizons.  So far we 
have developed two main styles of lesson plans 
for the curriculum.

For many, the best asset of the 
Chromebooks is that their Internet capabilities 
allow us to provide our students with information 
not available otherwise.  As a result, the vast 
majority of our lesson plans are extension 
based.  Material that is already being taught 
in class is researched in more depth by the 
students.  This can take the form of doing 
individual research on broad topics such as the 
historical record of various ancient civilisations.
Sometimes, the teacher will provide the students 
with resources such as the CIA Factbook or 

news articles on subjects such as globalization 
that students must answer critical thinking 
questions about.  This allows students to see the 
material in a much wider scope than is available 
in a traditional class.

The other style of lesson done in middle 
school social studies is current events. As social 
studies is a wide ranging discipline, it can be 
difficult to get an in depth understanding of the 
true nature of events in the regions, countries, 
and civilizations that are covered.  Current 
events assignments allow students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connections between the topics 
that are discussed in class and the world around 
us.  They also provide the students with a wide 
range of sources to help them learn how to 
critically evaluate the news and understand how 
individual events affect the bigger picture in a 
country or in the world as a whole.

 As a teacher, it can be difficult to 
plan creative lessons each week; however, 
the Chromebooks have provided us with an 
extraordinary tool that will allow us to better 
teach our students.

Chromebooks in Social Studies
文／   Teacher Mike Derbes

Google Education Partner

社會科運用Chromebook歷史、文化活現眼前！

萬聖節 聖誕節世紀之照感恩節

品格教育

中文課程、深根閱讀與寫作

ESL課程

體能教學

本學年期刊繼續報導新年度班級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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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首先登場的是中小學低年級小一 班級，幼兒部報導小班、幼幼班、中
班及大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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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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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班級教育博覽會  Class Expo

田園教學

音樂樂團

西方文化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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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的寶貝們充滿熱情，就像寒冬中的小暖陽，
生活中常有大大小小暖心的小舉動，總是樂於分享且
熱心助人，孩子們常以正向鼓勵與讚美的話語取代負
面責備與抱怨，讓班級充滿著正能量。

美國知名教師隆‧克拉克（Ron Clark）曾說:「優
秀是教出來的。」優秀不是天生，而是後天培養而
成，低年級是優良品格與良好生活習慣養成的重要時
期，以生活教育為中心，培養孩子建立良好的行為與
生活態度。以下是101班班級經營的目標與重點:

■ 生活常規不可少:
 「良好的行為源自正確的理念，正確的理念出自

完全的認知。」從小帶給孩子正確的觀念，並透過引
導與不斷練習，逐漸養成良好的生活習慣。希望從日
常生活中培養孩子成為具備優良品格的好公民。

■ 禮貌微笑一定要:
「微笑可以創造人的生命力，真正的愛從微笑開

始。」
 101寶貝們從開學的第一天就建立了主動問早的

好習慣，以溫暖甜美的微笑與充滿精神的問早聲，讓
班上每天充滿著愛與幸福。

■ 團結合作力量大:
透過學校與班級活動建立孩子團結合作的正確觀

念，讓孩子從 合作中學習人際相處的技巧。101的寶
貝們團結合作，不分你我，多次為班級爭取榮譽，獲
得生活教育競賽優良。

■ 尊重他人很重要:
透過繪本故事告訴孩子尊重他人的重要性，讓孩

子學習愛人愛己，要受到他人的尊重必須先學會尊重
自己也尊重別人，懂得愛自己才能懂得愛別人。

101 幸福天地101 幸福天地101 幸福天地
文：曾苡翔 老師

This year class 101 has a large class 
size of students! Each of these students 
wants to learn and asks many questions 
throughout the day. Consequently, all day 
long our classroom is filled with laughter, 
knowledge, and curious students. 

This class has students with many 
personalities and learning styles. Theref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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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t only as a learner but 
as a person who has good character and 
morals, as well. In this classroom, I always 
emphasize the quote, “treat others the way 
you want to be treated.” 

Since it is a big class I will do my best 
to meet the needs of each student. I will 
have students do lots of partner talk and 
individual work rather than whole group 
instruction. To help them do their best in 
English I will use “partner talk,” personal 

whiteboards, interactive games, short 
video clips, direct explicit instructions, and 
formative assessments. 

The curriculum is very busy and goes 
very fast; hence, I will review all of the 
concepts throughout the year to make sure 
students do not forget what we learned. 

Looking back at the first two months, I 
can tell that Tr. Stacey and I have created a 
happy classroom that is filled with students 
who are becoming “one big happy family.” 
This might be 101’s first year at Korrnell 
but I can tell that all of these students will 
succeed in whatever they choose to do. 
Together there are many things we will 
achieve this year through hard work and 
team work. 

Classroom 101 is a laughter-sharing, 
independence building, brain stretching, 
sort of place. Where everyone matters! 
We are looking forward to helping these 
students and watching them grow.

101 – One Big Happy Classroom 
101 班是個可愛的班級，每位小朋友在這個園地裡都學習得很快樂，

也樂於分享、散播愛，這是個溫馨美麗的班級。 文：Teacher Tiffany

■ 做事態度要積極:
做事認真不馬虎是101班每一位寶貝必須具備

的態度，態度決定 一個人的高度， 一位成功者之
所以能夠成功，態度的好壞是重要的因素之一，從
小就要培養孩子積極認真的做事態度，讓孩子以積
極認真的態度面對所有挑戰，帶著這份能力朝成功
邁進。

■ 自我負責不可少:
 孩子成長過程中總是從錯誤中學習，從錯誤

中成長，教導孩子勇於認錯，對自己行為能夠負責
是非常重要的目標。我會定期陪伴孩子一起省思自
己在行為上有哪些部份是需要繼續努力改 進，找
出解決問題的方法，讓孩子能夠養成自我負責，做
到今日事今日畢，盡到自己該盡的本分，成為一位
真正負責任的好小孩。

生活教育的落實，導師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以身作則是當一位教學者自我要求的一部分，期許
自己能夠帶領每一位孩子成為好品格的優秀人才。

20 21 班級博覽會 一年級  班級博覽會 一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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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張襦方 老師

102的寶貝是一群天真可愛的孩子，每天都能從你們的身上感受到熱情與活力，每個寶貝都有自己

可愛、特別之處。從剛入學的好奇懵懂，到一點一滴的成熟懂事，我看到你們不斷的成長、茁壯。

熱情有禮的小天使

「Good morning，Tr.Veronica.」每天早
晨，當我走進教室，迎接我的是韋呈和妘珊可愛
的笑容。還有從老師手中接過任何物品，都會記
得說聲：「謝謝！小方老師！」的晏寧，你們都
是謙恭有禮的小天使。
熱愛學習的小學士

102的寶貝們都已經養成一早就主動抄寫
聯絡簿的好習慣，咦！竟然有人寫出「國」和
「數」的國字，不出我所料，果然是閱讀認證高
手的子吟。上課了，展碩、林霓、宇喆大聲的跟
著老師美讀課文。接著，芷亘、又甄、恩睿、宸
維也發揮他們造詞高手的本領，不遑多讓的各顯
神通。造句王子鎮宇更是發表出經典佳句「樹葉
一片一片的往下掉」。全班在愉快歡笑中開心學
習，真棒！
熱心助人的小幫手

啊！有人跌倒了，沂岑馬上舉手：「老師，
我帶他去健康中心。」喔！老師發現地上有垃
圾。「這不是我丟的！」這句小孩必講名言馬
上出現，這時，禹睿馬上撿起來說：「沒有關
係啊！都是班上的垃圾。」啊！又有人打不開
門了，這時，muscle man洺誠馬上出動解救同
學。每個星期四，擔任含氟小天使的昀勳跟沛璇

總是貼心的幫大家服務，從無怨言。
活力四射的舞蹈家

M&D課時，又看到品丞開心的融入其中，
而若芹跟瑋彤更是天生的舞者，總是很快的記住
動作，舞出曼妙的身影。
積極帶領的小領袖

    大聲用英語喊口令的沛昀，和要求全班快
速整隊的閎睿，以及人緣極佳的奕程，在擔任班
長的時期，盡心盡力的協助老師處理班級事務，
小方老師由衷的感謝。
英語演說我最行

哇！承祐的「大野狼」及妙涵的「小紅帽」
裝扮真是讓人眼睛為之一亮。郁辰的發音及穩健
的台風，更是吸引了我的目光。最令我驚豔的是
宥成自然的語調及生動的演出，勇奪第二名的佳
績。所有參加英文演說的寶貝們，我要告訴你們
「盡力即是完美，你們都表現得相當精采，我以
你們為榮！」

102的寶貝做任何事總是全力以赴，認真的
學習，萬聖節時，認真的表演PPAP去要糖果。最
近，更是認真的練習聖誕歌舞。102的寶貝們，
很開心能和你們在一起，陪伴你們成長，希望這
些點點滴滴成為你們美好的回憶，我愛你們！

102- 我們的故事

102 is Ready to Learn!

Hello from classroom 102! This school year 
has gotten off to a fast start. Our classroom is 
filled with lots of smiling faces who want to learn 
English. My class has started to create a strong 
bond with each other. Since I have a large class, 
it is important that we all work together to reach 
our goals, help each other, and encourage each 
other along the way. 

Now that  we are a few months into 
the school year I can see each one of their 
personalities coming out more and more. Some 
students are quiet and shy, while others are 
outgoing and loud. To ensure I meet the needs 
of all the students I will use a variety of teaching 
techniques: partner and individual work, whole 
class and individual sharing, interactive games, 
reading groups, and much more! I can tell that 
students enjoy my teaching techniques because 
they come to class every day with smiles on 

their face and their scores show that they are 
learning. 

Looking back at the first two months, I 
can tell that I have created a safe, comfortable, 
interactive, and fun learning environment. Each 
day students come to my class with smiles on 
their faces and they are ready to learn. 

Even though this class has a large number 
of students, I know we can all work together to 
make this year a year to remember and grow 
and learn together. I look forward to helping 
102’s students learn to love English and have fun 
while learning. This is their first year in a ‘big kid’ 
school, so I hope to help them create a lifelong 
passion for learning and being a good friend to all. 
In this class we are friends, teammates, creators, 
artists, explorers, authors, world changers, 
dreamers, scholars, friends, and family.學。每個星期四，擔任含氟小天使的昀勳跟沛璇

文：張襦方 老師

文：Teacher Tiffany

Tr.Tiffany善於運用多元教學激發孩子學習的樂趣，有時讓孩子用肢體表現母音；有時讓孩子合作教
學；有時是在遊戲中完成拼音的記憶。102的孩子愛Tr.Tiffany，102的孩子喜愛英文，樂在學習，開
心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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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轉眼，一個學期即將結束，103的孩
子們在麗喆經歷了許多校園生活的第一次。
第一次升旗、第一次考試、第一次萬聖節闖
關、第一次演講、第一次感恩節分享、第一
次歌唱比賽、第一次種菜等等，還有好多好
多的第一次。孩子們在這些過程當中，一點
一滴的成長、茁壯，對自己更加有信心，也
更懂得和同學相互體諒與合作，學習愛與分
享，慢慢成為一個團結的103。

103是一個活力十足的班級，班上有老
師的貼心小小幫手們，不時的詢問老師是否
有需要幫忙的地方，也總是能使命必達的完
成老師交代的事項；有喜歡閱讀的小小書蟲
們，每天都期待能到圖書館閱讀或是借書還

書的時光，常常聽到他們和大家分享書裡有
趣的內容；有大下課時總是在遊戲區奔跑、
嬉鬧的小小運動家們，不管天氣有多冷，他
們總是能玩到滿頭大汗；還有不少讓大家心
情愉悅的開心果們，常常有誇張的表情和動
作出現，逗得大家哈哈大笑。

103是一個每天都讓老師們有新發現的
班級，就像一個裝滿了寶藏的藏寶箱，很開
心能陪著每一位孩子成長，希望每個103的
孩子們做任何事情都能全力以赴，更能夠自
主自律，我們一定能成為一個團結、友愛的
班級，並且一起創造更多美好的回憶。

活力四射 103 
文：洪麗涵 老師

1st  grade is  a year of  important 
transitions—children leave behind much 
of the play of preschool and kindergarten 
and dive into developing deeper academic 
skills.  1st graders progress from having 
beginner reading and writing skil ls to 
becoming beginning readers and writers, 
as they not only read and write more often, 
but with greater comprehension and ability, 
too.

103 students have more Language 
art lessons than the rest of the Grade 
1 classes as they have started learning 
English at a later stage of their school life. 
They struggled at the beginning but now 
they are much better. They do Phonics, 
Reading and Grammar lesson every day. 
They also learn Science as well so they are 
not much of a difference compare to the 
main stream of the Grade 1 classes. 

They maybe small but they are always 
full of energy. The school has given the 

students the opportunities to learn about 
the western cultures l ike Hal loween, 
Thanks giving, Christmas and so on. 
They not only learn English but also these 
wonderful festivals as well. Each day the 
students learn and they repeat. Through 
constant repetitions, they practice their 
knowledge again and again to ensure 
the developments are continuous. The 
students not only learn academically but 
also their personal well being as well. We 
also let them understand what is right and 
wrong, what to do and what not to do, thus 
develop their self-esteem and pride in their 
achievements.

They might not be the smartest, the 
brightest, but with time and effort, they 
shall rise beyond the horizon and excel. 
They are always ready to learn! It is a great 
pleasure to be their English teacher and a 
joy to work with them every day.

Class 103 – Full of Energy 
103 班的小朋友總是充滿活力，除了課堂的學習外，他們也接觸許多西方文化

活動，103 小朋友總是顯露熱情、愉悅，每位師長都愛他們。
文：Teacher Patr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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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到萬聖節的闖關活動，怎

可少了時下最流行的密室脫逃呢？

為了應景，密室脫逃一樣加入了鬼屋

歷險的元素進去，在孩子們動腦解謎之

餘，同時享受恐怖刺激的驚嚇。這種時時

刻刻令人心跳加速的歡樂，是萬聖節才享

受得到的特產。

闖關分成三個部分：

首先第一關是「恐怖娃娃房」，孩子

們必須在恐怖的變奏童謠伴隨之下，在窗

滿煙霧的房間中，在擺滿娃娃的床上尋找

脫逃的線索。即使找到了鑰匙，還有可能

受到「拼圖殺人魔」的追擊而失去生命。

第二關是「無盡的詛咒」，孩子們在

墓碑中找到線索後，還得在一大片不知所

云的各國文字中，找出脫逃的密碼。

第三關是「煉獄道」，孩子們在斷肢、

人頭標本中找線索拿鑰匙後，還要通過一

片漆黑的通道，而在通道內等著他們的將

是……

今年的密室脫逃比起去年，多了更

多的尖叫聲與歡笑聲，更是多了超多的捧

場排隊人潮。感謝每位鼎力幫忙的工作同

仁，帶給所有參與者難忘的回憶。

文／ 許璟蓁 主任

HAPPY HalloWEEN
Halloween Activities

可少了時下最流行的密室脫逃呢？

為了應景，密室脫逃一樣加入了鬼屋

歷險的元素進去，在孩子們動腦解謎之

2017 年的萬聖節，我們延續了去年的闖關活動，由

各班老師設計了各式各樣的闖關遊戲，讓孩子們一關一關

的闖，今年學生數增加了許多，所以當晚熱鬧非凡，孩子

們穿著精心裝扮的萬聖節角色，Elsa 公主還是今年女孩子

們的最愛，男同學們則是五花八門，從鋼鐵人，美國隊長，

蜘蛛人，綠巨人浩克等，吸血鬼中國殭屍等，中外的人物

全都到齊。

為了讓孩子們盡興，學校老師共準備了 23 個關卡，

加上了學生們急想嘗試的第 24 關「密室脫逃」--- 蝕魂

煉獄 Hill escape，關卡包含有 ---- 巫婆帽驚奇 Witch’s 

hat ring toss、墜入黑洞 Ghost ball、逃出山洞 Escape 

the tunnel、魔鬼保齡球 Ghost Bowling、鬼眼湯 Eyeball 

Soup、還我明珠Give my eyeballs back、多眼怪-Pin the 

Eye on the Monster Game、骨牌效應 Domino、生人勿

近 Pumpkin Patch Toss、跳跳節奏 Jump Jump Tempo、

妙投桌球 Ping Pong toss、血中撈寶 Scoop pokema ball 

in the blood、釣妖怪Fish the monsters、「眼球」手快大

作戰 Eyeballs Fighting、鬼怪記憶 Memory Game、彩色

瘋狂南瓜 Colorful mad pumpkin、套中大頭鬼 Loopy the 

Loop、打彈珠檯Pinball playing、戰鬥陀螺/ Beyblade、

大小比一比/higher or lower、驚悚箱  Horror Box、屍聲

尖叫 Screaming20、生人勿近等等。

今年各式闖關，有的孩子們一玩再玩，有的關大排長

龍，孩子們還是挺有秩序的耐心等候，最後學生拿著他們

的闖關卡，開心地領著他們的兌換的獎品離開了。孩子們，

五花八門的闖關，還記得哪一個是你的最愛嗎 ? 明年萬聖

節再見囉。

HALLOWEEN

密室脫逃篇蝕魂煉獄

HALLOWEEN
萬聖節

文／ 王達偉 David 老師

闖關活動



The wicked witch of the west side of the school.

Happy
Halloween

28 29

文／ Teacher Brittney

As I am sure most of you saw 
on the night in question, I could not 
have been further from my usual self. 
I ditched my text books and erasers 

for brains and eyeballs! I’m sure most of the kids 
were surprised to have been greeted with loud 
cackles rather than the usual warm greetings of 
both Teacher Rebecca and I.

Our goal was simple: scare the adults and 
the kids will follow. Judging from some of the high 
pitch screams from the fathers, it is safe to say 
we duly succeeded!

The idea for my costume was ultimately a 
simple recipe; two part witch, one part bird and a 

random assortment of blood and gore! I used 
masking tape, paint and a bit of handy work 
on the creepy bird mask to pull it all together 
as an evil little ensemble. The looks of terror 
and the faces that read “Im trying to be cool 
but I’m actually scared” were enough of a 
reward for me!

Overall I could not have been happier 
with how the evening went. Families seemed 
to be leaving all classrooms in either laughter 
or terror! I’m already looking for new means of 
inspiration for our next event.. Until next year 
Korrnell!

教師裝扮 Costume Contest

大多數人在Halloween當天晚上看到的我，絕對不是平常的我，因為我拋開

了教科書，拿掉了大腦和眼球。所以，孩子看到我時都是驚訝地大聲尖叫，而不

是像平常一樣溫暖的問候。

HALLOWEEN

闖關篇 創意有趣

萬聖節奇遇 - 西方文化體驗 

HALLOWEEN

裝扮篇



101 王永棠 
102 施閎睿 
103 蔡侑任 
201 陳采威 
202 雷茉莉 
301 戴允奕 
302 羅紀昕 

401 鄧芷怡
501 任科澄 
601 許立穎 
701 陳禹廷 
801 顧維宸 
901吳佳倓

9 月 語 文 智 慧
101 林書萌 
102 張宸維 
103 吳悠 
201 謝一瑄 
202 羅曜庭 
301陳祐煊 
302 周子甯

401 張奕鴻
501 向為璟
601 李宜蓁
701 莊涴筑
801 張恩嘉
901 沈吟霈

12月 自然觀察智慧
101 林耘任 
102 葉子吟 
103 陳星亦 
201 林煜峰 
202 陳昊新 
301 王詰茗 
302 曾鈺婷

401 陳浩鈞
501 蔡恬芯
601 林成育
701 梁祐瑋
801 李慕新
901 涂宸瑋  
 

11月 空 間 智 慧
101 蔡定頤 
102 楊昀勳 
103 姜奕岑 
201 吳奕漢 
202 鄭惠宇 
301 吳季澤 
302 顏正勛 

401 柯依廷 
501 向為璟
601 李慕蓉 
701 紀鈞瀚 
801 王化泓 
901 蔡明根 

每月之星 Star of the Month

肢體動覺智慧

11月
12月

9月 10月

10月

On October 31st, things were not as usual 
at our school. This special night at Korrnell 
Kindergarten was spectacularly fun and scary! 
As you can see from my photo, Teacher 
Phoebe looked like a wreck. I used tissue paper 
and liquid latex to create the gashes 
on the side of my face and neck. 
Once my face was mangled, I applied 
makeup to give the appearance that 
I had been in some horrible accident. 
My makeup was enough to spook any 
student and even invoke concern in 
many parents. I had a blast scaring the 
parents and kids at school during this 
wonderful night of skeletons, witches, 
superheroes, and princesses. I honored 
that my costume was chosen to be 
recognized but everyone’s costume that 
night was fun and exciting. 

For anyone who is familiar with both Teacher 
Theo and I, you will know that this costume was 
not far off our actual selves. So ultimately it was 
a piece of cake in terms of getting into character! 

Our main objective for the night 
was to ensure that we were able to 
convincingly scare both parents and 
kids into thinking there was a crazed 
monkey  on  the  loose .  We were 
delighted to see that fellow teachers 
were also terrified at times; a truly 
magnificent added bonus and quite 
frankly better than any prize received! 
Now I’m sure you’re wondering as 
to how and where inspiration hit, I 
would be! But to keep a long story 
short; it involved Teacher Theo 

eating a banana and a “Eureka!” moment. The 
rest, as they say, is Korrnell Halloween costume 
history! Till next year!

The mad man and his monkey halloween article

文 : Teacher Phoebe

Costume Contest

文 : Teacher Matt and

         Teacher Theo. Z

外師分享篇

30 31

  Halloween at Korrnell LZ Academy

HALLOWEEN

分享篇



Speech

美語演講
2017

Speech Contest 是康乃薾教育體系每年的重頭戲，今年
麗喆校區不同以往，除了每年固定的幾位熟面孔、常勝軍外，
今年更冒出許多黑馬，以初生之犢不畏虎之姿擠進前幾名，
顯現每位孩子皆卯足全力準備這場比賽，由初賽、複賽、決
賽一路過關斬將，終於獲得最後的勝利。這次比賽各種服裝
道具出爐，雖然裝扮不計分，但父母仍為孩子用心準備，顯
見家長背後的支持是孩子進步最大的動力。加油 ! 孩子們，勇
往直前大步邁進 ! 

文 : Teacher  Steven

建構孩子的英語力

G1

G2

G3

G4

G5& G6

IEP 4-6

IEP 7, 9 &
 KAS 8

第一名 第三名第二名 優勝

高將柏

李允凱

郭彥澤

侯君諾

張芯瑋

張詠馨

陳怡臻

林宥成 &花楷昀

鄧有樂

周子甯

郭馨勻

李宜蓁

謝佩頤

梁祐瑋

吳悠

林妍君 &郭又睿

花楷恩

陳品辰

趙師慧

李慕新

周子涵

杜昱辰、邵愛凌、陳奕叡、

吳曉玥、顏又廷、賴禹甄

郭庭妍、雷茉莉、吳弈漢

張洊川、凃若睎

任科澄、許立穎、高宜璿

楊姍恩

莊凱勛、羅傑仁、劉欣彤

第一名美語演講得獎名單

※優勝名單為系統隨機排序

2017   Speech contest

建構孩子的英語力

2017

Building Up the English Ability

3232 33333232 33



文 : Teacher Patrick

Public speaking can be a scary thing for adults 
to do in their own native language, so imagine 
the bravery needed by our students to give a 
speech in another language! Students needed to 
prepare speeches of different length depending 
on their grade. Grade 1-2 needed to prepare a 
speech or story of around 2-3 minutes, as well 
as a costume and props for their competition. 
Grades three and above gave a slightly longer 
speech of 3-4 minutes, but they didn’t need to 
have any props or costumes to help them.

Students worked hard with their teachers 
and parents to rehearse and memorize their 
speeches. Students first competed in their 
classes, and 2/3 of students were chosen to 
represent their class in the school semi-finals. 
The semi-final was the first chance for many 
students to speak in front of a large crowd of 
parents, their friends and three judges. Everyone 
did a great job giving their speech, but only a 

lucky few could go through 
into the finals.

There was only one week 
in-between the semi-final and final for students 
to fine-tune their speeches so they could give 
themselves the best chance of winning in the 
final. Students reviewed, practiced and perfected 
their speeches. Many students were still nervous 
going into the final, but they didn’t let it show. All 
of the students performed well, but there were 
only prizes for the top three students in each 
age group. The teachers and parents saw how 
hard the students had worked and were very 
proud of each student for working so hard to 
give a great speech. So congratulations to all 
of the winners, and well done to everyone who 
took part. The standard of the speeches was 
very high this year, so everyone can be very 
proud of their work.

   Practice makes perfect 

Norbert 來到麗喆小學滿兩年，共
參加了三次 speech contest，讓我們
身為父母深刻感覺到比賽的意義重大。
校方及老師努力藉由比賽，訓練孩子從
生活經驗發想、寫作及演說表現自己的
故事，期間，老師讓每個有意願參加的孩子在課堂上都有
修正演出的機會，Tr.Brian 除了給予指導，更令父母感動
的是，老師會不斷熱情地鼓勵孩子，構築孩子的自信。

    對於大多數的學校或老師來說，語文比賽只為了選
出一個代表，每年行禮如儀的舉辦選拔，老師也只需要
針對某幾位有基礎的學生加以訓練，也許為了方便教學，
卻讓多數的孩子缺乏參與感非常可惜，而麗喆小學從初
賽、複賽、決賽的時程，讓孩子都有上場的機會，老師
及校方的用心讓孩子都能在認真準備的過程中學習公開
演說和表現自己想法，並且有機會在修正後，再度於複
賽決賽中立刻彰顯成果，非苦苦再等一年半載，這樣的
賽程設計及教學環境，對孩子的語文學習實在不可多得，
感謝麗喆小學對孩子們的付出。

 文 : 401 侯君諾爸爸

家長分享篇

英文演講讓我的孩子更有自信

感謝麗喆雙語中小學每
年舉辦美語演講比賽，培養
訓練孩子的自信與台風，今
年的演講比賽跟以往不同，
複賽和決賽都可以讓家長參與，除了欣賞自
己的孩子外還可以觀摩其他優秀孩子的表現，
也讓孩子多增加一次上台表現的機會。

當 我 得 知 Brandon 參 加 106 學 年 的
English Speech Contest 獲 得 第 一 名 時，
心中充滿無比的喜悅及感謝。看到孩子在努
力的過程中展現自己最好的一面，我們十
分肯定他在整個過程中的學習與表現，而
Brandon 自己也開心在這段時間的努力而贏
得了一份榮耀與自信心。他雖然得到了很好
的成績，我們希望他不要驕傲保持一顆謙卑
的心去學習持續努力。

 文 : 202 班 李允凱媽媽

保持好奇與一顆謙卑的心

 麗喆雙語中小學是我給孩子在私立幼兒園畢
業後慎重選擇的一間學校，在公立和私立小學間
我衡量琢磨很久，最後選擇這間離家又近的雙語學
校，這裡有美麗的校園，優良的師資，完善的硬體
設施，和強大的經營團隊等…. 學校多元的課程和
美式風格開放的教學讓我非常喜歡，也相信孩子一
定會在這樣的環境快樂的學習。

   Lucas 是個從小就對語言有強大的理解力也
非常勇於表現自己的孩子，這次的演講比賽抱持著
興奮有趣的心情參加，看著他準備講稿，從初賽、
複賽到決賽在上台到下台的瞬間我頓時發覺讓他享
受比賽的過程比什麼都值得，這是更勝於名次所獲
得的感動。美式風格的教學讓他可以盡情的表現自
己，也在不同的美語課程裡去發掘更多他沒看過的
領域，我這樣問他 : 你覺得學校的美語課程讓你感
到有壓力嗎 ? 他說 : 不會啊 ! 我覺得很有趣，我們
的 Science 用英文上課，我以前從沒有上過這樣的
課，我覺得很好玩。聽到孩子這樣說，我心裡覺得

很開心，也很慶幸我們能在他
這麼小的時候就能提供他這麼
棒的環境，讓他盡情地用探索
的心去學習第二語言。

   從前我們學第二語言是在填鴨和考試的壓力
下學習，但現在不同了，孩子在無形中就將英文
融入他們的生活裡，學校除了提供中文學習，更
在英文上提供了多元的全美語環境，學習全美語
的 Reading, Science, Social Studies, Music & 
Dance … 等，浸泡在全美語的環境中，讓語言自
然而然成為生活的一部分。

   我的孩子不只在學校學習知識也學習到很好
的生活規範，學校推動的品格教學，田園教學和深
化閱讀，都是非常棒的，我從一開始的擔心孩子能
否適應私小的環境，到現在我看到孩子的成長，我
真的非常肯定學校辦學的用心和理念，讓我放心讓
孩子在麗喆這個大家庭裡繼續學習茁壯。

 文 : 202 羅耀庭媽媽上台與下台最美麗的瞬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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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你以為你的幼兒園的學生是最可愛的時候，請你來到Kitty Class，你會發現你將再一次被證明，你的想法是錯誤的。 有機會教到Kitty Class這群可愛的學生，是絕對的喜悅和榮幸。 Kitty Class是由一群非常特別的學生組成

家庭教育是學校教育的基石，親子間能有充分及
良性的互動，對孩子們的成長極為重要，滋潤孩子們
幼小而純真的心靈，多給孩子們愛的鼓勵與成長的空
間。

美國兒童諮商心理學史賓瑟醫師在(Popsugar)生
活網站中指出，五歲以前的幼兒大腦的可塑性很強，
給它甚麼它都全盤吸收，他提出了幫助孩子建構早期
記憶的3個步驟：1.規律的生活節奏2.反覆對話3.多拍
照，勤做紀錄

我們Kitty  Class，小朋友的年齡都是2歲左右，
在學校用心安排下，提供多元豐富的生活課程，包括
美術、蒙特梭利、感覺統合、體能、律動、烘培、奧
福、戲水、田園…等，透過專業老師的引導，他們便
能自動自發學習，畢竟生活教育應是教育最重要的一
環。

幼童的心理發展從自我中心開始，因此，訓練小
朋友的生活常規最好從小開始，例如：將物品歸位、

搬椅子、端碗、收拾餐碗、擦桌子、以及如何穿鞋、
扣鈕扣、穿脫衣服、刷牙、喝水、吃飯、洗手、表達
想上廁所、到自行入廁等等，因此Kitty  Class，在班
級經營生活中有五大生活規範的守則：

1. 養成良好的學習態度及生活習慣。

2. 讓孩子看重自己、尊重他人，並能關心別人。

3. 培養孩子多元化的興趣。

4.孩子能透過做中學的方式，獲得解決問題的能力。

5.培養平穩的情緒人格

    在Kitty  Class，老師利用獎勵制度，培養孩子
充滿愛心、樂於服務的人格。常規是成長的重要因
素，透過常規訓練，我們可以建立良好的生活習慣，
培養自理和自我約束能力，學習與人相處，從而成為
一個獨立、合群、有自信的個體，如此才能在充滿愛
與自由的環境下，培養成既自律、同理又體貼的好品
格。

Kitty Class 幼幼班 - 生活教育好榜樣
文：Teacher Candy

Just when you thought your kindergarten 
students couldn’t be any cuter, you step into the 
Kitty classroom and are proven wrong once again. 
Having the opportunity to teach such a young group 
of learners  like the Kitty class is an absolute joy and 
privilege. Kitty class is made up of a very special 
bunch of students with so much excitement and 
eagerness to learn. Although we may have gotten 
off to a bit of a tearful start with challenges along the 
way, the Kitty class has gained a massive amount of 
confidence while speaking English and being around 
their foreign teachers. 

Our focus as the Kitty class teacher is to teach 
basic English vocabulary and skills in a friendly, 
English-only environment. We have been working 
hard at learning things such as numbers, colors, 
shapes and also every day vocabulary such as 
classroom supplies, toys, and family members! 
As kindergarten teachers we want to make sure 
this experience is as exciting as possible for the 

students so that they can stay focused and intrigued 
while learning. We use numerous games and props 
throughout our lessons while also using drills, chants, 
and repetition to teach the vocabulary.  Kitty class 
also loves to sing and dance. There is nothing better 
than to see this group of smiling faces jumping and 
singing around the classroom! They really know how 
to brighten your day.

There has already been a massive amount of 
improvements for the students in this semester alone 
and I can’t wait to continue watching them grow! The 
work that they put into this school year will not only 
expand their English vocabulary, but they will also be 
able to take away classroom skills and etiquette that 
will help them at school for many years to come. It is 
my goal to give them the best experience as possible 
so that they will continue to enjoy school and all of the 
great things that come with it! Keep smiling, laughing 
and dancing, Kitty class! You are doing so great!

Kitty Class – Best of the best
 有機會教到Kitty Class這群可愛的學生，是絕對的喜悅和榮幸。 Kitty Class是由一群非常特別的學生組

成的，他們上課時非常開心，渴望學習。 儘管我們可能在學期初有一些眼淚，但對於班級的美語學習，外
籍教師們都有很大的信心。

文：Teacher Brittn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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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喜歡每天在Bunny Class與孩子的互動，每
天總會發現孩子們的獨特想法與一點一滴的成長，
往往讓我驚豔與感動不已!。孩子們對於自己的進
步表現以及自己所能達成的目標，臉上充滿自信、
展現笑顏、眼中閃爍著光芒，總是讓我也覺得好驕
傲，我想無論是哪一個孩子都有著他的優勢潛能，
期盼我們能發掘Bunny Class每位孩子的優勢潛
能，協助弱勢潛能的成長，讓Bunny Class都能擁
有屬於自己獨一無二的光芒。

■培養幼兒自主獨立，帶著走的能力

Bunny Class為幼幼班，注重幼兒基本生活自
理能力的養成，舉例：學習能夠自己動手自己吃
飯，保持餐桌的乾淨；學習漱口吐水，使用牙刷刷
牙；學習自己穿脫褲子；學習自己穿脫鞋子……等
等。生活自理能力與幼兒的自主感、責任心與自信
心等早期人格的建立有關，期盼我們能培養幼兒自
主獨立，帶著走的能力。

■大聲稱讚，小聲責備

幼幼班的孩子們正處於似懂非懂的年紀，能需
要老師多方的引導及協助。在孩子努力的過程中大
聲讚美，而不是只有讚美結果，讓習慣成自然，成
為孩子們內心的自發性行為；當孩子做錯事的時
候，先同理孩子再說明原因，讓孩子明瞭為何責備
的理由與道理。

■給孩子『不設限』的能力

最後，期待給予Bunny Class不設限的能力，
希望孩子們都能勇於嘗試任何的可能性，讓孩子
習慣說：「我願意去試試看……，我相信我可以做
到……」，相信只要大人多給予孩子機會，給予孩
子多一點的時間，經歷過多次的失敗、多次的練
習，總有一天會迎來孩子們成功的那天，而我們將
看到孩子們燦爛無比的笑容。

文：Teacher Cindy 

Bunny class is a brand new, baby class at 
Korrnell Kindergarten.  The students of Bunny 
class are all very charming and well-behaved.  
The students have never had any schooling 
experience or any English exposure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year.  This being said, the class 
has progressed immensely so far this year. 
Slowly, the students are beginning to open up 
and show their individual personalities. Some are 
quiet and introspective, while others are outgoing 
and extroverted, but all of them are engaged and 
ready to learn.

At the start of the year, I was met with many 
confused and slightly uncomfortable faces. Most 
of the students were a little scared, I’m sure. 
I wondered how I could possibly get anything 
across to these cute faces.  As kids are want 
to do though, they picked things up extremely 
quickly, and my concerns were put to rest. They 
now greet me whenever I enter the room, and 
say goodbye when I leave. They can sit nicely 
and fairly quietly as I teach. They can follow 
simple instructions such as “sit down”, “drink 
water”, and “come here”. 

Academically, the students are now up to 
the letter “M”, and many of them can consistently 
identify the correct letters (sometimes with a 
little reminder).  Not surprisingly, the students 
can learn words much quicker than they can 
learn letters. All of them know “airplane”, “book”, 
“elephant”, etc. As for numbers, Bunny class 
is progressing quickly as well. They are up to 

number six, and always have fun when the 
teacher is teaching. One example of how quickly 
these kids learn was told to me by another 
teacher. The lesson was about comparative 
adjectives, more specifically “bigger” and 
“smaller”. The children were able to pick up this 
relatively difficult concept in one lesson. They 
were able to compare two blocks and correctly 
state which was bigger and which was smaller. 
Some were even able to do this with more than 
two blocks, and put them in order from smallest 
to biggest. 

After a predictably slow start, Bunny class is 
beginning to pick up steam. Everything they learn 
is being absorbed quickly, and their progress is 
exponential. Their progression is a nice surprise, 
and I chalk it up to the great teachers that make 
every lesson fun and engaging, and the lovely 
students who are a real joy to teach!

Bunny Class 幼幼班  
                            麗喆開心果

Bunny Class是Korrnell幼兒園的一個全新的幼幼班。Bunny Class的學生都非常有魅力、乖巧。他們很
多是從來沒有任何上學經驗或學過任何英文，但截至目前為止，Bunny Class已進步得很快、很多了。慢
慢地，學生們從一開始敢開口講話，到敢放開、展現自己的個性。有些人的個性是安靜而偏內省的，有些
則是外向，外放的，但他們都已準備好要在Bunny Class好好學習了。

文：Teacher Clark

Bunny class – The sweethearts of Korrn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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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nie Class是個溫馨、快樂的班級，孩子
都是第一次進入麗喆踏入Minnie Class這個團
體，身為啟蒙老師的我穩定孩子分離焦慮，幫助
孩子快樂學習，讓孩子上學變成一件開心的事
情，我想這是很重要的，也很感恩我能遇到這
麼用心的爸爸媽媽們，讓這個大家庭既溫暖又溫
馨。

    小班剛入園，離開了熟悉的家庭生活環
境，對陌生幼兒園總是充滿恐懼與害怕，我把每
個孩子都當成自己孩子，從心底關心愛護他們、
以親切的笑容、溫暖擁抱、細心照顧、耐心傾
聽，讓孩子很快適應幼兒園的生活。

  孩子在新的學期、對於人、事、物、會期
待、會不安，我們先放慢腳步陪伴孩子適應這個
班級。讓初入學的孩子，慢慢開啟多元探索、寬
廣視野，當孩子對人、事、物日漸熟悉後，老師
希望透過班級的意識，常規的建立、學習團體概

念，藉由活動來增加彼此的情感、讓孩子感受溫
暖與愛，學會分享、關懷與獨立。

  培養良好生活與衛生習慣，勤洗手、多喝
水、不挑食、要午睡…，飯前飯後如廁後洗手，
飯後擦嘴、擦碗的良好習慣，用故事引導讓孩子
愛上吃青菜，會自己穿襪子鞋子，教會孩子做一
些能力所及的事，不但學習自理能力，也從中培
養自信。

    遊戲是一種學習、活動、適應、生活及工
作；讓孩子在遊戲中學習，有助於肌肉發展、語
言、思考、想像、問題解決能力之提升以及情
緒、社會行為之正向發展，遊戲讓孩子身心健
康。孩子在遊戲或工作中我會拍下照片，為每一
次活動紀錄美好瞬間，照片之珍貴是裡面蘊含了
孩子滿滿的回憶，把這些美好回憶收集在一起，
讓孩子在校生活的每一天都充滿幸福喔！

Minnie Class 小班 溫溫馨快樂的小小兵 
文： Kelly 老師

When I look back upon my first day at Korrnell 
kindergarten, I struggle to see the variances between 
that of mine and that of the kids themselves. We 
all stepped into the class with bags on our backs, a 
nicely packed snack and for the most part butterflies 
in our bellies (I certainly had anyway).  I can 
remember thinking “will they like me”, “will they be 
little devils”, “Will I have limbs ripped off today”??? 
Thankfully none of those things happened!  It 
makes me smile to think that although I myself was 
feeling slightly nervous, the emotions of the Minnie 
class students must have been tenfold.  For the 
most part this was the first time they would be in an 
environment having to stand on their own two feet, 
no doubt all of them asking the same questions I was 
and questioning whether they would actually make 
it through the day! From the very first introduction 
with the class I saw it as my personal prerogative 
to ensure that any questions of “will I be liked” or 
even “will I make it through the day” that may have 
been running through their heads; were to be quickly 
quelled through providing a fun and stimulating 
learning environment. A factor which is inductive, I 
believe, to a child obtaining an appetite for learning 
at an early age!

I feel blessed as a teacher in this school as my 
main priority is for the kids to enjoy their time here, 
as I’m sure you have seen as you walk around the 
school grounds, the facilities at Korrnell kindergarten 
make this an easily achieved goal. Throughout our 
week in Minnie class we have our schedule nicely 
broken up with trips to the playground, the ballroom 
and our newly opened garden (Minnie class are 
responsible for the 6ft trees)! When we are not off 
having fun around our great school we are in the 
classroom, working together to collectively improve 
the English proficiency of the class as a whole. We 
do so by keeping up to date with our well planned 
schedules for phonics, math, reading and alphabet 

work. I also recently introduced a question circle 
in the class in which the kids become the little 
teacher and ask their fellow classmates some 
simple questions. Parents, having seen how your 
kids take to being the little teacher, fear not, you 
have future CEO’s on your hands! Now ultimately, 
not all the kids can be off running multi-million dollar 
businesses (slash..the world), however having seen 
the skyscrapers some have constructed in our Lego 
room, the masterpieces molded in art and the sick 
moves dropped in dance class I can say beyond 
doubt that there are great things in store for the 
entirety of Minnie class! For now though as I aid the 
kids on their routes to success we will start with baby 
steps, over the coming months our goal will be to be 
able to read independently; which, I have absolutely 
no doubt the kids will be able to do.

I hope this article went somewhat of the way 
to displaying the fun times which we have in Minnie 
class. I can say beyond all reasonable doubt that 
the kids in the class are some of the most character 
filled kids I have ever had the joy of teaching, they 
truly make it a wonderful atmosphere to work in. 
Now as I said at the beginning my goal was to quell 
the questions running through the kids head, I’m 
sure now there is only one question anyone reading 
this article needs answered. ”How do I get my child 
into Minnie class???”

Minnie Class – A class of happiness and fun
文：Teacher  Matt

Tr. Matt 提供有趣和不同刺激的學習環境，讓 Minnie 班的小朋友每天都充滿快樂有趣，
這樣的方式是一個可以讓孩子從小就渴望學習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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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貝從家庭要進入第一個團體生活的環境時，常會
有兩種不同的焦慮，一是要與自己最親密的親人分離；
二是要接觸一個完全陌生的人事物。這兩個生活上的改
變會讓小小的他們產生相當程度的不安、害怕及無助感
，也就是所謂的分離焦慮。即使是我們成年人在面對一
個陌生的情境時（例如:更換職場），也會產生緊張、不
安的情緒，況且是初次上學的孩子呢？Bambi班的孩子
亦同，但這種情形將在愛心、關心的滋潤孕育與專業的
輔導中，因熟悉與適應而慢慢消失，孩子適應能力快慢
速度會有個別差異，需要家長的耐心與老師共同努力，
而老師也將依據教育的專業知能、全力付出，讓孩子能
在這溫馨的環境中快樂的成長，如果說孩子是一棵樹
苗，幼兒園就是孩子踏進的第一座森林，在這學前階段
裡，需要家長與老師之間的信任與了解，溝通是一種必
要，說明是一種責任，但是信任才是最大的動力。

文：Teacher Bella

Bambi class members, like their name sake, 
are kind, friendly, and above all else, curious – 
qualities we seek to foster and develop in our 
classroom.

As a small class of new middles we have all 
the advantages of only having ten class members, 
but face the challenge of catching up (both in 
terms of scholastic learning and socializing) 
and hold the responsibility of providing their first 
experience of school.  We strive not only to teach 
ABC and 123, but to provide a positive first step in 
the lifelong learning journey, a feeling that school 
is a place of fun, exploration, and confidence.

As many of our students have never had 
to share, or get along with others, or work with 
others before, we have spent a lot of time on 
character education and socializing over the past 
couple of months.  Getting along with others and 
basic dispute resolution (what to do when you 
aren’t getting along with others) are cornerstones 
of a happy life.  We have spent time teaching our 
children not only how to treat others, but how to 
use their words.  Now we can hear even a shy 
little boy tell someone to “Keep your hands to 
yourself!” and hear and “I’m sorry,” without them 
needing the teachers’ help to address the problem 
and move on.  And we are so proud to see Bambi 
class automatically share and take turns.

Promoting resilience and independence 
are other core values.  A classroom should be 
a safe place to try, fail, and then try again and 
to do things for oneself.  One student had a lot 
of trouble learning how to take off his t-shirt, but 
even though he said he couldn’t do it, we believed 
he could.  We didn’t help him, and watching him 
struggle and get frustrated was tough.  When he 
finally got out it off he shouted over, “Look, I got 

it!” and was inordinately happy with himself.  I 
hope he remembers that day in tough times!

Catching up with the other middle classes 
in terms of literacy is a struggle, but we are 
determined that our students will be excited not 
just to come to school (who wouldn’t be excited 
about a place with a ballroom and playground?) 
but also excited to learn.  We like to play games 
that trick them into learning sight words, or 
exciting CVC races.  In Bambi class, engagement 
is the rule of classroom management, boredom is 
a troublemaker.

To that end, and following my experience 
with project learning, we are doing several mini 
projects that seek to gain insight into our students’ 
interests.  It can be as simple as going for a walk 
around our school and making a small book out 
of the things they stop to look at – anything that 
can give us a clue what everyday things they are 
fascinated by, which things we can explore more, 
and in what direction their curious minds are 
leading them.  And for sure, if they chose 
the materials themselves, or made 
something themselves, or have their 
photo featured in it, they are thoroughly 
engrossed.

So if you visit Korrnell, come stop 
by Bambi class.  We love to sing and 
dance, we love to play, we love to 
make art, we love to grow things, we 
love to learn, and we are so much fun!

文：Teacher  Fiona

Bambi Class 
– Creative and energetic class

Bambi Class的孩子，就像他們的名字Bambi一樣，善良，友善，而且最重要的是他們的好奇特
質-是老師想要在課堂上培養和發展的重要特質。

幼兒園 ~孩子人生的第一所學校    Bambi Class 中班 

“Bambi是個優質的新班”

Bambi是個小巧的班級，在Bella眼中Bambi的孩子～

我們顏值高～各個都是小帥哥和小美女；

我們素質優～領悟力強只要稍稍引導便能明瞭；我們常
規佳～入學至今短短幾個月便已養成良好的規矩；我們
情同手足～常會彼此相互關心、相互提醒，當然偶爾仍
會有爭吵。

感謝家長讓Bella有此機會和孩子們結師生之善緣～

“正向的價值觀”

學習是一條長遠的路，成績只是一個階段性的評量，不
能代表以後的成就，所以Bella更重視學生的學習態度

和品德；引導孩子學習正確的互動方式，讓孩子
擁有健康正向的價值觀，孩子們才能有信心面對
現今複雜多元的社會環境。

捨不得孩子吃苦,將來他會更苦；建議窮養孩
子、適時當一對什麼都不會的家長，在物質上對
孩子有所限制，才能讓孩子懂得珍惜和奮鬥，從
小培養孩子自立和受挫的能力，讓孩子明白任何
的東西，都是付出勞動才能獲得的。

“教育的合夥人”

家長與老師是孩子教育的合夥人～人無完
人，接受他們的不完美，發現他們的過人之處；
一群來自不同家庭背景的孩子,有的學習力強、有
的學習力弱,有的家長非常關心、也有因家庭因素
而受到忽略的孩子，孩子不是死板的物品,同樣的
教導下,孩子的反應也各不相同，所以說教育是一
條極富挑戰性的藝術道路，在這條路上老師與家
長並肩作戰一路為孩子們披荊斬棘，導正他們的
思想，使他們的行為不要偏離正軌，以希冀他們

在未來的人生路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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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key Class

這是個充滿挑戰和興奮的一年，因為Rebecca和我在我們的教室來了一群有著笑臉的學生。 Mickey 
Class是由15名有著獨特風格的學生所組成，他們大部分是第一次參加“全英文”學校！ 對於我們所有人來
說，這是既驚人又有挑戰性的，因為我們彼此認識並在今年秋季一同學習與前進。 對我而言，更是說明一
件事: 作為一名教師，只要多一點點努力和決心，我們就可以完成任何事情！

 很開心今年跟我的好搭檔T.Brittney又一次擔
任米奇班的導師，一起迎接這全新的班級，全新的
小朋友。今年的小米奇有第一次上學的，有傳統學
校轉過來，有些是有點美語基礎的…等許多不同經
驗的小朋友組成的班級，一切從頭開始學習。小朋
友從害羞、緊張、陌生，到現在快樂上學，還可以
開口說英文是很大的進步，除了要適應環境、老
師、同學，還要適應新的語言-英文，對小朋友來
說並不容易，為了讓小朋友能盡快適應學校生活，
我們採循序漸進方式帶領小朋友，讓小朋友快樂地
融入麗喆這大家庭。

■常規的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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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級常規的建立，例如：「Be Polite」、
「Don’t run in classroom」、「Be nice and 
share with your friend」、「Keep the classroom 
clea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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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品格的養成
品格決定命運，習慣決定機會，洪蘭教授說：

「品格如何教？從養成好習慣開始！」習慣看似個
人小事，其實影響深遠，品德和習慣的重要性，絕
對不亞於學識和能力，幼兒期正是學習的關鍵期，
如小朋友能從小奠定良好的品格基礎，相信優良的
品格行為能漸漸內化成習性，除了學校品格劇場
外，在班上我們希望養成小朋友有「存好心」、
「做好事」、「說好話」的好習慣。

■自信的建立
    建立孩子的自信心很重要，有信心的兒童會

比較獨立，比較勇於冒險，個性樂觀積極相對的也
比較容易感到快樂和滿足！如何建立幼兒的自信：
1.鼓勵孩子解決問題：當孩子遇到了問題，請小朋
友試著想法設法解決難題2.鼓勵小朋友學習新的事
物：像是帶小朋友到花園幫植物除除草，澆澆水，
新的事物讓小朋友感到有趣3.適當的讚美：可提高
孩子的自信，並激勵他保持表現良好4.勇於表達：
適時的傾聽，可以讓孩子更有自信的表達，希望透
過不斷的練習，相信「自信」可日漸增長。

■語言的表達
  麗喆是一所美語學校，小朋友上課自然是以

美語為主，語言的學習不是一蹴可及，而是需要
日積月累，我們從日常生活用語開始「What day 
is today？」、「How are you？」、  「How is 
the weather today？」、「Good morning」…
等等，加上課堂上所學的課程內容及與外師自然而
然的交談下，小朋友漸漸習慣用美語表達，相信
未來展現流利的英文是指日可待。同時希望在學
習第二語言時不要貶低自己的語言-中文，所以我
們不說NO Chinese會讓小朋友以誤以為說中文是
不對的，所以我們改說English Please or English 
Only，我們想傳達給小朋友，任何一種語言都有
其價值及重要性，希望小朋友對每種語言都給予尊
重，多一種語言能力就擁有更強的競爭力。

小米奇們-加油!

Mickey Class 大班 – 富而好禮的班級
文： Teacher Rebecca This is a year for change, challenge and 

excitement as Rebecca and I have been placed 
with an entirely new group of smiling faces into 
our classroom. This Mickey class is made up of 15 
unique and special students who, for the most part, 
are attending an “all English” school for the first time 
ever! It has been both amazing and challenging for 
all of us as we get to know each other and move 
forward into this fall semester. It has also shown 
me, as a teacher, that with a little hard work and 
determination, we can accomplish anything!

Throughout the week, our senior class works 
very hard to perfect numerous subjects including 
Math, Science, Phonics, Reading, etc. We also 
have extra professional teachers coming in to teach 
us important skills such as ORFF, Art, PE, and 
Music and Dance. I know this may seem like a lot 
to handle but we always have time for a bit of fun 
in our day by either letting off steam in the ballroom 
or putting together a delicious snack in the Cooking 
class. Korrnell Kindergarten provides its faculty 
and students with amazing facilities that allow us 
to excel across all subjects in an English-Only 
environment.

As a kindergarten teacher, I try to practice 
effective classroom routines not only when we’re 
doing work but also while teaching everyday life 
skills. This can inclu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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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ughter. I truly 
believe this helps the students to get involved and 
absorb more from each lesson.

As a senior class, I try to hold my students 
to a very high standard of education. I believe that 
all of the small details put together are helpful in 
creating good habits for years to come. I want my 
class to feel confident with their abilities as they 
slowly make the transition into the first grade and 
into elementary school. I am really looking forward 
to continuing this journey with the Mickey class 
students. It is so exciting to see what has already 
been accomplished and I can’t wait to watch them 
grow into wonderful students and English speakers 
by the end of this 
y e a r.  I  c a n  o n l y 
hope that the things 
we’ve learned in the 
classroom will carry 
on he lp ing them 
for many years to 
come. Keep up the 
great work Mickey 
class, and keep on 
smiling!

*Drum Roll Please* 
Introducing the Korrnell Mickey Class of 2018!!

文：Teacher Brittney

by the end of this 

Rebec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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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的感恩節，學校除了在外語教學中，安排外師於課堂上，講述感恩節的由來與意義

外，各班也製作感恩卡，讓孩子用英文寫上心目中所感謝的人、事、物，掛於感恩樹上，表

達心中的感謝。每年感恩節活動中，最大的教育意義在於教導孩子三大主軸：Thankfulness、

Appreciation、Sharing，讓感恩、惜福與分享在孩子的生命中，永遠是最大的核心價值。

    今年感恩節當天(11/23)，中午學校備有烤雞腿、麵包、馬鈴薯沙拉、玉米及南瓜湯等

感恩餐食，讓孩子了解西方感恩節餐食文化。下午點心時間，每位孩子準備三份點心，與同學

和師長分享點心、分享歡樂。孩子們也各自發表他們最想感謝的人、事、物；謝謝爸爸媽媽養

育之恩，謝謝老師的教導，謝謝小狗寵物帶給我每天快樂的時光……。全校師生在感恩與歡樂

聲中，度過了一個豐富有意義的感恩節。

中小學
每年的感恩節，學校除了在外語教學中，安排外師於課堂上，講述感恩節的由來與意義

外，各班也製作感恩卡，讓孩子用英文寫上心目中所感謝的人、事、物，掛於感恩樹上，表

達心中的感謝。每年感恩節活動中，最大的教育意義在於教導孩子三大主軸：Thankfulness、

Appreciation、Sharing，讓感恩、惜福與分享在孩子的生命中，永遠是最大的核心價值。

    今年感恩節當天(11/23)，中午學校備有烤雞腿、麵包、馬鈴薯沙拉、玉米及南瓜湯等

感恩餐食，讓孩子了解西方感恩節餐食文化。下午點心時間，每位孩子準備三份點心，與同學

和師長分享點心、分享歡樂。孩子們也各自發表他們最想感謝的人、事、物；謝謝爸爸媽媽養

育之恩，謝謝老師的教導，謝謝小狗寵物帶給我每天快樂的時光……。全校師生在感恩與歡樂

感恩節活動報導

2017/11/23

Elementary&
          Junior High School

文： 教務主任   陳瓊珠

ThanksgivingThanksgivingThanksgivingThanksgivingThanksgivingThanksgivingThanksgivingThanksgivingThanksgivingThanksgivingThanksgiving2017
giving thanks in everyt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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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ndergarten
幼兒部
美食分享

每一年的感恩節，學校規劃感恩節主題教學活動，外師們也帶著每個孩子製作感恩卡片，讓
孩子學習感恩周遭的一切，孩子主動分享感謝爸媽、阿姨、叔叔....等等。孩子將自己製作的感恩
卡吊在感恩樹上，全校的外師在主題日以演戲的方式呈現感恩節的由來，雖然感恩節是美國的重
大節日，在我們台灣就像我們的中秋節一樣是全家團圓的日子，讓孩子更懂得感謝、感恩、惜
福、分享喔!

這次的野餐在學校的playground舉行,感謝每位家長用心幫孩子準備豐盛的餐點，有炒米
粉、燕窩、南瓜派、Pizza、各式各樣的蛋糕、水果....等等。餐會一開始大家一起唱感恩節的歌
曲，『If you are thankful.』，整個野餐氣氛真是溫馨啊!每個孩子都很有規矩拿自己想吃的點
心，以不浪費為主（吃多少拿多少）大家開心吃著大家帶來的點心，好棒的感恩餐會。

感謝每一位Korrnell爸媽用心為孩子準備豐盛的餐點，給孩子很棒學習與回憶~

卡吊在感恩樹上，全校的外師在主題日以演戲的方式呈現感恩節的由來，雖然感恩節是美國的重
大節日，在我們台灣就像我們的中秋節一樣是全家團圓的日子，讓孩子更懂得感謝、感恩、惜
福、分享喔!

這次的野餐在學校的playground舉行,感謝每位家長用心幫孩子準備豐盛的餐點，有炒米
粉、燕窩、南瓜派、Pizza、各式各樣的蛋糕、水果....等等。餐會一開始大家一起唱感恩節的歌
曲，『If you are thankful.』，整個野餐氣氛真是溫馨啊!每個孩子都很有規矩拿自己想吃的點
心，以不浪費為主（吃多少拿多少）大家開心吃著大家帶來的點心，好棒的感恩餐會。

感謝每一位Korrnell爸媽用心為孩子準備豐盛的餐點，給孩子很棒學習與回憶~

文： Teacher Zoe

『If you are thankful.』If you are thankful.
大家一起唱感恩節的歌曲，整個幼兒部野餐氣氛真是溫馨啊!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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麗喆亮麗的天使，傳遞『愛』的禮物 

聖誕序曲

每年聖誕節，全校師生一起動手，將校園裝
飾的充滿聖誕的氣氛。各班掛滿了聖誕襪，期待
聖誕老公公的到來。聖誕老公公划著雪橇，和各
班完成了世紀之照。外師更利用課堂時間，介紹
聖誕節的由來與教導孩子『博愛』的教育，拉開
了聖誕的序幕。。

    I 第一樂章 

『百元助學，讓愛傳遞』活動，各班熱烈響
應；全校學生們將自己的零用錢捐獻出來，全部
分別送給臺中市南、北區家扶中心的學童，希望
在這寒冬歲末，能帶給他們溫暖與快樂。幫助他
們，能像自己一樣，快快樂樂的上學，順順利利
完成學業！

   II 第二樂章

 「Silent Night Silent night, holy night! All 
is calm, ……」聖誕歌聲在校園中，此起彼落。學
校為慶祝聖誕節，特別舉辦聖誕歌謠比賽，各班
卯足了勁的練習。比賽當天，各班創意的裝扮，

美妙的舞姿，嘹亮的歌聲，在舞台上，渾然忘我
的演出，真讓臺下的評審難分軒輊。最後，在孩
子的掌聲與歡笑聲中，歡度一個聖誕音樂的饗
宴。

  III 第三樂章

  輔導室安排國中部的大哥哥、大姐姐，
還有幼兒園Kangaroo及Mickey班的孩子們於
12/27(四)下午到敬德養老中心陪伴爺爺奶奶們，
孩子將歡樂的聖誕歌曲及舞蹈的表演，帶給爺爺
奶奶難忘的歡樂時光。

  Coda

12/28(四)中小學弦樂團及幼兒園Koala班於
臺中高鐵站展開樂團快閃表演活動，吸引許多觀
眾欣賞。當天演奏及獻唱歌曲為「Do Re Mi」
之歌，弦樂團悠揚的旋律，幼兒園孩子輕快的舞
蹈，呈現出不同的演出，讓當天高鐵的乘客都有
了一場豐富的音樂饗宴。麗喆孩子們，是愛的天
使，用他們的活力，歌頌快樂的樂音，將歡樂及
愛散播出去！

文： 教務主任   陳瓊珠

2017 Christmas  Activity

聖誕歌謠班際比賽

班際聖誕歌謠比賽、高鐵快閃表演、敬德老人院服務學習、愛心捐款、世紀之照...

麗喆亮麗的天使，傳遞『愛』的禮物 

2017 X'mas 
 聖誕歌謠比賽

中小學˙幼兒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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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康乃薾教育體系麗喆校區為「寒冬送暖」募款，號召親、師、生參與本校「2017
聖誕慈善捐助 - 百元助學，讓愛傳遞」捐獻活動，共募得180,000元，悉數捐給臺中市南、
北家扶中心，希望幫助家扶中心的孩童順利完成學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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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寒冬送暖捐款名單

Kitty
Bunny
Bunny
Bunny
Minnie
Minnie
Minnie
Minnie
Minnie
Minnie
Angel
Angel
Angel
Melody
Melody
Melody
Melody
Melody
Melody
Melody
Snoopy

590
5550
750
910
500
545
500
780
1690
700
500
500
500
650
600
1440
595
500
1000
500
600

中小學   捐款 500 ～ 20,000 元者  有 57 位，幼兒部 有 45 位

蔡岳恆
陳仕緯
林秉煥
林郁恩
柯宥慈
張丞堯
柯暐菉
鍾莉緁
蔣尚霖
李尚芸
張柔禕
王尹彥
楊宏岳
李函斾
陳裕凱
陳冠羽
靳子晴
李采璇
徐泓翔
洪晨曄
劉翃邑

101
101
101
101
101
101
101
102
102
102
102
102
102
102
102
102
103
201
201
202
202
202

500
700
500
500
800
720
695
540
2660
500
570
540
590
660
1080
1535
1160
1690
550
550
600
740

陳奕叡
葉齊緯
凃雋睎
洪子承
林耘任
張景筑
黃梓涵
陳禹睿
柯韋呈
張妙涵
吳沛璇
張晏寧
林霓
周妘珊
陳又甄
許洺誠
李祐睿
郭庭妍
鄧有樂
李允凱
鄭惠宇
張凱盛

Snoopy
Snoopy
Snoopy
Snoopy
Snoopy
Bambi
Bambi
Kangaroo
Kangaroo
Kangaroo
Kangaroo
Kangaroo
Kangaroo
Kangaroo
Koala
Koala
Koala
Koala
Koala
Koala
Mickey
Mickey
Mickey
Mickey

鄭伊岑
傅黃鈞睿
王采孺
柯昕岑
陽煦禾
陳裕閎
李品賢
陳慧君
陳震晞
紀彥霆
宋恩潔
許紜瑄
洪晨寧
柯嘉洪
林志翰
謝天心
雷富德
林宥蓁
蔡沛璇
余祉葳
羅可芯
孫若然
陳旻佑
余安蒨

500
950
720
520
3350
950
500
770
580
530
515
500
500
950
690
550
550
890
1040
640
750
4820
545
850

520
550
500
1150
500
510
540
540
550
2000
3130
620
500
750
680
590
1365
20000
540
650
535
750
540
500
620
800
1550
500
500
500
500
640
2700
705
700

紀彥新
林妍君
雷茉莉
陳柏勛
陳致宇
林子庭
張式珩
凃若睎
郭彥澤
陳霽霆
許家陽
李益全
羅紀昕
蕭詠澤
曾鈺婷
張奕鴻
陳浩鈞
侯君諾
廖璿夤
鄭歆寧
吳靖涵
黃韻宸
范睿麒
柯依廷
洪秉寓
向為璟
林宜鋆
林承勲
黃少暉
呂彥德
王新宇
陳禹廷
王化泓
蔡明根 
林憲隆

202
202
202
301
301
301
301
301
302
302
302
302
302
302
302
401
401
401
401
401
401
401
401
401
501
501
501
601
601
701
701
701
801
901
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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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剪影

推動外師的 P.E.課程教學

記憶裡，童年就是要開心的玩，然而現代的
環境空間因大樓林立，孩子活動都被限制在狹小
的空間裡，在麗喆校園擁有廣闊的綠地，是孩子
戶外活動最棒的地方，除此之外，體能活動時，
小朋友到大操場跑步，是孩子們最釋放的時間，
孩子們在操場享受陽光、自然風的滋潤，此時，
又可以大聲吶喊，每個孩子笑臉迎人，老師也與
他們一起風在其中，享受這美好的快樂時光。

    每次上PE時，我們一進到室內體育館，
由專任經驗十足的體能貞貞老師帶領大家上課，
體能老師在每次的課程中，設計了多元、活潑、
豐富、好玩的多項活動，而且每個活動會依不同
年齡層小朋友來設計，配合提供多樣化的道具器
材，是吸引孩子上課的動力，不僅於此，活動進

行都有完整的主題，從基本的體操，音樂律動的
表演，一直到活動的進行，一直吸引著孩子積極
參與，更是期盼每週PE課的到來。

    更難得是教學道具很多是用日常生活中之
物，或回收的東西再使用，製作成體能道具，而
每堂課老師與孩子互動的教學態度是那麼有趣，
不論語氣、表情、肢體都能抓住孩子的目光，老
師在活動前也非常清楚說明、示範活動如何進
行，道具如何使用肢體如何伸展，每項活動教學
目標都非常清楚呈現，更重要強調過程中正確使
用道具的安全性，讓孩子學會安全保護自己，以
及體能的不同釋放，更棒的是孩子們是沉浸在歡
樂、開心活動中的！

意猶未盡的P.E.活動 文: Teacher Stina

A Montessori education fosters independent, self-
motivated and goal-directed children with a life-long love 
of learning. This approach is predicated on a belief that the 
best learning will occur in an environment supportive of an 
individual’s unique development. It is a scientific method 
which emphasizes social interaction and the education of 
the whole personality rather than the teaching of a specific 
body of knowledge Thus, education is not a tool used to 
develop basic intellectual skills; it is a preparation for life.

The Montessori Method respects the innate drive 
and natural Human Tendencies in each child that guide 
them instinctively to take hold of what they need most 
to learn at that given moment. Each child is given the 
freedom to choose activities that correspond to his or her 
natural curiosity and Sensitive Periods of inner growth. Dr. 
Montessori discovered what she called Sensitive Periods, 
specific moments in a child’s development where an area 
of learning or development is ‘highlighted’ and a child learns 
with greater enthusiasm and thoroughness. Montessori 
teachers are trained to identify when children enter into 
these Sensitive Periods for learning and then connect them 
with the appropriate Montessori Materials or lessons. This 
important aspect of the Montessori Method cannot be 
overstated- Teachers are trained to introduce the ‘exact’ 
learning tool that the child needs, at the ‘exact’ time in the 
child’s development that they can utilize it in an almost 
effortless way to further their development.

The goal of Montessori education is to aid children 
with their task of inner construction as they grow from 
childhood to maturity. The Montessori Method withstands 
the test of time and is successful in its mission across 
countries, cultures and religious boundaries because, the 
principles upon which the method is based extend from the 
natural development of the child.

Learning
Each child is born with a sense of wonder, fascinated 

by and eager to experience everything about the world. 
They work very hard to seek out answers to questions that 
they find meaningful, then take delight in their personal 
discoveries. They will not, however, exert much effort on 
tasks that are dictated by others. Dr. Maria Montessori 
recognized this, and built upon it in developing her method.
Understanding

Maria Montessori saw children as individuals-each 
with a unique personality, potential and contribution-worthy 
of respect. So, in contrast to traditional approaches where 
conformity by the child was paramount to success, she 
sought to teach the children how to learn, how to think, and 
how to do-both by themselves and for themselves-so that 
they could define and achieve their own successes.
Growth

The Montessori classroom is a carefully prepared 
environment, stocked with special materials for hands-
on use by the children. The teacher is specially trained to 
observe the children’s interests and to direct them toward 
lessons that meet their individual stages of development. 
Dr. Montessori believed that one should “never let children 
risk failure until they have a reasonable chance of success.” 
At every stage of learning the teaching materials are 
designed to test understanding and correct errors. Early 
work on time management, concentration, task completion, 
and thoroughness established in early years produce a 
competent learner in later years.
Respect

The Montessor i  approach to education fosters 
independent, self-reliant, and responsible children who learn 
to respect themselves, others, and their environment because 
they themselves are respected. They learn to appreciate 
differences and practice acceptance of others because they 
are each treated as special 

 MONTESSORI METHOD

文: Teacher Michelle

蒙特梭利教育鼓勵孩子成為獨立，能自我激勵且以目標為導向的兒童，會終生熱愛學習。 這種方法是
基於一個信念，即最好的學習環境為支持個人獨特發展的環境。 它強調社會交往和整體人格教育的科學方
法，而不是具體的知識體系的教學。因此，教育不是發展基本智力的工具， 這是一個生活的準備。

談蒙特梭利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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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部校園新寵兒~
蒙特梭利、外師體能、田園教學、MD課程



肢體動能全面展開的MD class

每週二至五的早上8:30~8:50為麗喆幼兒園小
朋友進行大肌肉活動時間，全校的孩子都會和所
有中外師一起在廣場上跳美語律動晨操，能讓孩
子們神清氣爽地開始一天的學習，也能讓人心情
愉悅，可以讓孩子一整天都充滿活力，更可以伸
展筯骨，也可獲得適當的體能抒發。

課程都是由Tr.Yvonne設計的，她有很豐富
的肢體語言，也可以啓發孩子的音樂天賦，透過
音樂律動的活動，不僅能強化孩子的聽力、表達
能力及思考力，更可以訓練身體協調能力，讓孩
子的腦部及身心得到全面發展。因為孩子年紀小
可塑性強，所以藉由美語音樂律動可以增進他們
的專注能力及幫助語言發展，同時也幫助口語的

記憶力及美語聽力、創造力及社交能力的全人發
展。

在學校老師透過音樂肢體律動幫助孩子肢體
協調能力，並且在音樂的刺激下提升孩子對音樂
的節奏感，並培養出有自信心的孩子。孩子們都
好期待每週上一節Tr.Yvonne設計的美語律動課
程，她都用很活潑的教學方式來帶領孩子律動，
也增進孩子的平衡感的肌肉訓練能力及敏捷度的
訓練。每個小朋友都有很豐富的肢體模彷力，大
家都很開心的融入美語律動的課程，藉由音樂律
動活動，孩子們都在快樂、愉悅的氣氛下吸收，
可以提高孩子的學習動機，幫助孩子在社交、情
緒、認知、語言、肢體、能力發展得更好。

文: Teacher Claire

讓細胞充滿熱情活力的MD課

上Music and Dance class,是孩子們最喜歡的
課之一, 每次都可以學到新的歌曲和舞蹈,Teacher 
Yvonne很有耐心的,每個動作拆開來一個步驟,一個
步驟教小朋友,讓孩子跟著歌曲練習,有時是雙人舞,
孩子們自動的找到好朋友,一起練習,有時是團體舞,
全班很有默契的牽手圍成圓圈,旋轉,聚成小圈…這些
都難不倒Koala班的小朋友呢! 大家越跳越有勁, 越
唱越大聲,把整個教室都充滿了,歡笑和歌聲, 這就是
我們班的特色, 開心, 熱情, 活力, 和 團結, Koala 班

在早上晨操時也是活力滿滿, 跳起M/D課的舞, 完全
是100% 的活潑和認真,而且舞步都能記的住, 大家
已經把聖誕節要跳的組曲,和要去高鐵flash mob 的
歌舞歌詞都記起來了, 滿心期待這天的到來, 希望有
最棒的表現, 孩子們在練習表演時,做為老師的我, 在
旁觀看時,聽到他們奮力的唱, 深深的感動, 這群小孩
們,果真是"猴塞雷",真讓人感到驕傲! T. Theo 也很
驚訝,才短短幾天,大家都跳這麼棒, 歌詞也朗朗上口, 
不愧是第一屆進來麗喆Korrnell的大哥哥大姐姐!

文: Teacher Grace

最基本的品格教育 – 田園教學樂陶陶
「多一畝有機農場，就少蓋一座

醫院」，這是有機農業的至理名言。
因為先生從事有機農業，我對農業也
稍許有些概念，來到麗喆這大校園，
學校規劃每個班級都擁有自己的菜
園，能在這裡將食農教育從幼兒扎根
很歡喜。田園的教學，除了讓孩子體
驗自食其力，也希望讓孩子了解食物
的來源，藉由課程，孩子學會了如何
育苗、栽種及分享。

    課程中我們教導都市孩子辨識
植物，體驗耕作的辛勞，去年和小朋
友一起播種白蘿蔔、玉米、地瓜葉、
大陸妹還有番茄。從整地到栽種，孩
子們一起檢石頭、拔草，拿起鏟子鬆
土，小心翼翼將土壤撥開仔細播種，
再覆上泥土就大功告成，他們滿心期
待澆水、觀察，與植物對話、每次去
看自己種的菜，都給予正面鼓勵的話
並謝謝Mother Earth。希望小小種子
能夠快快發芽長大結果。果然天道酬
勤，一分耕耘一分收穫，我們終於可

以採收了。

   接下來老師教大家如何採收白
蘿蔔、辨識玉米鬚的顏色，摸摸果粒
是否飽滿，體驗拔蘿蔔、採收玉米及
番茄的喜悅。孩子第一次自己栽種、
採收，非常開心，小朋友除了在學校
煮火鍋吃自己種的菜，採收後大家都
迫不及待的想帶回家與家人分享，有
趣的是，原本不愛吃青菜的孩子因為
要吃自己種的菜而忘記挑食這件事
了，田園教學不僅樣樣新鮮也讓孩子
們收穫滿滿。

未來我們將面臨生活在AI世代，
當到處標榜著國際觀、放眼天下的同
時教育孩子不忘本、友善大地、食物
安全更是不可忽視的，因為沒有了健
康的環境、健康的食物，健康的身
體，我們未來將面臨的是人類生存的
問題。在這寸土寸金的都市，學校能
用心規劃出開心農場讓孩子從玩中學
習，我們覺得很幸福~

文: Teacher Annie

熱情活力的MD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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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乃薾麗喆 課後美語Korrnell LZ
今年是康乃薾麗喆ESL課後班成立的第一

年，由Teacher Danielle 擔任本班的外籍班導
師。剛成立的學生人數較少，卻也是我們的
優勢。老師可以完全照顧到每一位學生，也
讓孩子們的口語能力有更多練習的機會。相
較於剛開學時，班上的孩子現在已可以全英
上課，孩子們的美語聽力進步得最為神速。
Teacher Danielle可以完全不放慢說話速度講
課，孩子們則像聽母語一樣自然的聽課，也能
做簡單的回答，每每看到孩子發亮的眼睛，努
力在腦中思索如何以英文表達自己的意思給外
師了解，就覺得十分感動。Teacher Danielle
的教學也十分有趣，常常丟出讓孩子能分析
思考的問題，並能包容孩子們天馬行空，甚
至是開玩笑的答案。除了Teacher Danielle的

Reading, Science及Language Arts課程外，
還有Teacher Joan的Social Studies，讓孩子
有機會更深入了解美國的文化背景，也學習到
一些關於世界地理的基本觀念，遇到節慶時，
除了校方精心安排的文化教學及相關活動外，
Teacher Joan還會指導孩子一起動手做小點心
吃，這些都是在一般的美語補習班所沒有的，
也是讓孩子繼續學習的原動力!

學習的路很長，堅持到最後才是最大的贏
家。語言是與人溝通最重要，也最直接的方
式，康乃薾麗喆堅持在ESL的道路上，讓孩子
手握開啟未來世界的鑰匙-美語，這把鑰匙帶著
我們的孩子開啟一道道知識的大門，我知道，
康乃薾麗喆的孩子不論未來的走向如何，他們
都是握有選擇自我未來能力的贏家!

文: Teacher Gillian
時 間 過 得 很 快 , 我 們 家 裡 的 寶 貝

Yvonne在Korrnell度過了快樂又充實的
4個月,想當初選擇小孩念公立小學附設的
幼兒園,在一年的大班生活中雖然過得非

常輕鬆,學習了國語的注音,數學以及本土語
言,老師也非常的有愛心陪伴著Yvonne成長,美

中不足的是在美語學習的這項領域非常地欠缺,因為公
幼標榜的學習方式是在遊戲,手作當中來學習各項知識
以及生活常規的建立,但是學習美語已經是不能避免的
潮流以及全球化趨勢!因此,在今年小孩邁入國小一年級
的階段,我們選擇了Korrnell ESL Program作為我們讓
Yvonne學習美語的最佳場所!一方面除了距離家裡非常
近,更重要的是Korrnell從竹北本校創立以來一直標榜，
也是引以為傲的就是全美語的學習環境.不只是軟體部分
選用與美國當地小學相同的教材,更重要的是師資的部
份讓身為家長的我們十分地信賴!畢竟身為Yvonne父母
的我們在從小到大學習的過程當中最欠缺的並不是各式
各樣的外語教材,而是一個學習的環境,也是因為欠缺環
境，才讓我們在遇見外國人時根本不敢開口，也無法流
暢的閱讀各種外語的書報雜誌!

8月底剛進入Korrnell的時候Yvonne不太敢也不習
慣開口使用美語跟同學以及老師溝通,雖然Yvonne是個
開朗活潑的小女孩,但畢竟從小到大沒有給她環境以及機
會來使用美語作為溝通的語言,但是隨著時間一個月一
個月的過去,我們做父母的在旁邊觀察,Yvonne現在變成
在ESL的時間裡完全的用美語來做為6個小朋友以及老
師們溝通的語言,每當放學下課時間去教室接她的時候,

我們在旁邊觀察她跟老師之前的溝通以經完全能使用美
語來做基本表達,這讓做父母的我們真是又驚又喜!

前一陣子學校開放了一個下午的教學參觀日讓我們
實際參觀學校的授課方式以及老師們與6個小朋友之間
的互動,Wow…..上課的方式真的十分活潑生動,例如說課
本裡面教到關於植物各個部位的名稱,外師會帶小朋友們
實際到戶外去做介紹認識,真的很棒!

更重要的是就在上個月學校舉辦了106年的美語演
講比賽,Yvonne不但有機會參加了複賽,更參與了最後的
決賽,雖然並沒有獲得前3名,但對她來說相信是人生當
中一個相當難能可貴的經驗喔!雖然當初並沒有選擇讓
Yvonne直接就讀Korrnell的小學,但是在ESL的部分學
校依舊是相當地用心做課程的規劃與設計,相信在往後的
日子當中Korrnell ESL Program一定是個讓家長幫孩子
們作為美語學習的不二選擇!

最後真心地感謝學校提供了這麼好的學習環境以
及這麼好的師資讓Yvonne來快樂地學習美語,讓她從
一個不敢開口說美語的小女孩變成了在學校裡English 
Only-完全使用美語作為她的語言!非常感謝Tr.Sunny 
Tr.Gillian以及Tr.Mindy平常在學校對Yvonne的照顧,讓
我們非常放心把她交給學校,在學校度過快樂的時光!非
常感謝Tr.Danielle以及Tr.Joan兩位老師非常認真非常
專業的教學讓Yvonne快樂地學習美語,尤其Tr.Danielle
來自英國,非常標準非常棒的英語發音,現在回家之後
Yvonne都會用標準的英語來教導身為父母的我們呢!希
望在未來的日子當中Yvonne能夠一如以往繼續保持快
樂學習以及快樂成長喔!

文: ESL 1A Yvonne 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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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級足球培訓

1999年美洲盃巴西戰委內瑞拉，
Ronaldinho接獲來球，先是把皮球挑高，
魔術般地騙過兩名後衛，最後在門將封堵
下將球打進極窄的球門空間中，歐洲媒體
評這球堪稱世紀末的風華絕代之作，「羅
浮宮應將之納入收藏」。這時，足球不再
只是足球，而是一門奪魂攝魄的動態藝
術。

2005年伊斯坦堡的歐洲冠軍盃決賽，
利物浦在上半場遭到義大利強豪AC米蘭以
3:0的大比分血洗。在現場所有人都幾近
放棄比賽的情況下，隊長Gerrard依然咬
著牙，堅忍不絕地對抗著逆境。然天道酬
勤，Gerrard下半場率先打進一球，成功吹
起反擊的號角，利物浦憑著不放棄的勇氣
與精神最後成功反轉比賽氣走AC米蘭。這
時，足球不再只是足球，而是一份堅忍不
放棄的精神，最好的品格教材！

2018年，前米蘭前場攻擊核心George 
Weah在賴比瑞亞的總統選舉中順利當選。

這時，足球不再只是足球，而是培養決斷
與領導力的最好搖籃！

加上全球最多的收視人口與收益遠超
過奧運的世界盃盛事……等等，我們有上百
好個理由必須推動足球運動。

為了與國際接軌，我們特別將足球課
從一般的體育課程中獨立出來，並且聘請
國足級的教練，為的就是能夠好好打好孩
子的足球基礎，並深化耕耘足球運動。

有別於一般坊間只練傳停帶射的機械
性動作，我們教練很用心地設計了許多生
動有趣的活動來結合足球課程，在麗喆的
孩子們的足球不僅紮好基礎，同時也能夠
享受足球帶來的歡樂森巴節奏。

每年學校也會舉辦別開生面的師生足
球賽，由學生們包辦場佈、文宣、裁判……
等等比賽事宜，然後邀請老師、校長一起
參賽，不僅揮著汗在歡樂中踢球，也能從
活動的籌備與舉辦中學到帶得走的能力。

專業

森巴節奏，深化足球運動
文: 王達偉 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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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Q Me 102 Vitas

 Cat 102 Ivy

Robot 202 Enzo

Pink X’mas 102 Ivy

Bear 101 Bonnie

 Cat 102 Ivy

 Flower 202 Enzo

Flying Bird 201 Rhino Cat 101 Susan

Littele Indian 
101 Bonnie

Fun Xmas 101 Oscar

Flying Bird 201 Rhino

 Cat 102 Ivy

Flower 202 Vicent

Bird and tree 101 Bonnie

Fun Xmas 101 Oscar

 Robot 201 Jessica.H

Bird standing on 
the tree 101 Susan

QQ Cat 102 Ivy

Minions & Dog 201 Ryan Bird & Tree 102 Ivy

Rabbit 201 Joy

Minions & Dog 201 Ryan

 Flower 202 Cici Flower 202 Cici

Flower 202 Kyle

Minions & Dog 201 Ryan

Flower 202 Kyle

Robot 201 Melody

Rabbit  201 Jessica

Rhino with me 201 Rhino

 Flying Bird 201 Rhino  X’mas 101 Bonnie

林利 老師

學經歷:國立臺灣藝術大學美術系

美國舊金山大學 美術研究所碩士   

低年級美術 教學 作品



10月
9月

11月
12月

101 花楷昀 
102 饒恩睿 
103 Ozzie  
201 楊承熙 
202 陳莃
301 凃若睎 
302 李益全 

401 郭馨勻
501 高宜璿 
601 洪維里 
701 王崇仁 
801 尤亮儒 
901 楊姍恩

9 月 節 儉 樸 素
101 李齊軒 
102 謝鎮宇 
103 杜昱辰 
201 陳采威 
202 鄧人豪 
301 張洊川 
302 宋立銓 

401 劉欣彤
501 李佳頤 
601 林恩兆 
701 王新宇 
801 柯建宇 
901 林憲隆

12月
101 陳又炘 
102 張晏寧 
103 張涪柔 
201 陳雅琳 
202 張凱盛 
301 管茜茜 
302 許家陽 

401 任蕾恩
501 謝昀希
601 張茗絜
701 楊詠恩
801 謝佩頤
901 許芳語  
 

11月 勤 奮 好 學
101 謝昀芸 
102 林郁辰 
103 顏又廷 
201 徐翊瑄 
202 林妍君 
301 鄭郁樺 
302 詹宥婕 

401 莊凱勛 
501 任科澄
601 林成育 
701 謝珮均 
801 周子涵 
901 廖芷筠 

自 主 自 律孝 親 尊 長

品 德 楷 模 Model of the Virtues

10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