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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編的話
2018 年『LION』春季期刊在眾所期盼下出刊了，

感謝麗喆的親、師、生共同努力繪製了此份期刊的豐

富與精采。

康乃薾教育體系自實施程式設計教學以來，許多

孩子在老師的指導下一步步完成自己的程式設計作

品，因此從孩子的迴響中看到了孩子正享受設計程式

的樂趣。本期除刊載麗喆孩子的心得外，也分享康乃

薾校區孩子學習程式設計的迴響。

自「麗喆校園新聞 news 168」開播以來，我們

也讓家長看到了更多學校精彩的活動報導，藉由此

新聞平台，我們培養出更多的小主播，讓孩子展現

自信、氣度非凡，今年的電視廣告中 NEWS 168 的學

員，展現了高度自信介紹學校，招募新生。

麗喆校區開辦來的進步有目共睹，本校小學部三

年級以上每位學生出版一本書，統統典藏在這裡，記

錄著學生自己的學習心得與詩詞創作，成為最珍貴的

個人創作，這是康乃薾麗喆的創舉，更是全台中小學

的創舉，「喆學」書展就是在這樣因緣下應運而生。 

本期也特別介紹康乃薾麗喆幼兒園本學期各項

精彩的活動，Speech Contest 美語演講比賽、足球比

賽、動態成果發表會、龍舟作品戲水賽…，在各項活

動中可以看見孩子在這園地裡盡情揮灑的愉快童年。

最後，Culture Day國際文化日及年度動、靜態成

果發表會是本期刊的重頭戲，詳盡報導了每一班的精

采活動，敬請不容錯過。 

發行人／王士杰 

總編輯／顏月娟  副總編輯／張光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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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麼棒的孩子誰 家

補風者 – 探討生活中風力發電的可能性

學校位於大肚山腳下，常常會有落山風，尤其冬天，東北季風更
是吹得連走路都有困難，因此，興起我們研究風力發電的動機，
看看我們是不是也能為節能的工作盡一份心力。我們所做的實
驗，是採用報廢光碟機的馬達、12V馬達、玩具馬達來當作發電
機，加上不同大小的風扇葉，以電風扇模擬強弱不同的風源，
將馬達並聯以提高電流或串聯以提高電壓，並接了能量採集晶
片，將風能轉換成電能。實驗證明，每個馬達約可產生0.1瓦的
功率，成本約30元。本實驗因為尚有許多擴展空間，未能及時完
成，僅獲得佳作。希望未來的研究能夠將學校的五樓陽台欄杆，
全部都裝上風扇馬達，屆時就可以貢獻給學校部分電力。

作者／ 701 莊涴筑
801 魏思涵
801 張恩嘉 

脫離心網的桎梏--翻轉實驗室的加熱習慣

長久以來，在做加熱實驗時，都是用陶瓷纖維的鐵網加熱，但
安全問題卻仍待考究。所以我們想改變一下加熱習慣，如果沒
有陶瓷心網，加熱燒杯中的水溶液，會不會有危險？燒杯會不
會破掉？燒杯會不會破掉？我們利用噴燈、安全酒精燈、一般
酒精燈來加熱不同溫度的水或冰，比較看看燒杯會不會破裂。
實驗證明只要使用不銹鋼網就可以得到安全且快速的加熱效
果，不需有陶瓷或石棉心網。加了石棉或陶瓷只有讓加熱速率
更慢，還有致癌的可能，所有不需再使用任何心網，只要不銹
鋼網就可以。本實驗獲得。

文: 韓順興主任  

106學年 臺中市 國民小學英語朗讀 
恭喜康乃薾臺中麗喆校區 401班郭馨勻同學參加臺中市國民小學
英語朗讀比賽，擊敗眾多勁敵，榮獲全市第一名。Sharon (馨勻) 
在本次比賽中，以流利的英語口音及落落大方的神情，將朗讀內容
詮釋得淋漓盡致，讓評審最後不得不稱讚: 「如果真要雞蛋裡挑骨
頭，那就是這位小朋友表現的太好了!」再度恭喜Sharon 為校爭
光，再為康乃薾精緻的英語教學成果增添新的一頁。

看麗喆孩子允文允武的  優異表現

郭馨勻

106學年度全國學生美術比賽

國中組 英語演講比賽 第三名  

 代表本校參加臺中市英語演講比
賽榮獲第三名的701梁祐瑋同學擅
長即席演講，雖然沒有豐富的肢體
語言，但演講內容精闢深入、見解
周延，加上流利的口語表達，看起

來就像是位成熟的大人所表現
出的風采，這也是贏得評審青
睞的原因之一，相信梁同學未
來將更上一層樓，獲得更佳成
績。

國民小學英語朗讀 第一名

梁祐瑋

議長盃跆拳道錦標賽
106學年 

議長盃跆拳道錦標賽
凃若睎 中年級組第二名 
吳靖涵 中年級組第二名

凃若睎吳靖涵 

奧林匹克數理競賽 

106學年 臺中市第47 屆
奧林匹克數理競賽

 五年級組 自然科優勝 洪秉寓 

縣長盃武術太極拳錦標賽

國小低年級男子組雜兵及北拳  
          雙料第一名 葉齊緯

全國菁英盃數學心算暨英文公開邀請賽

106學年 第七屆 全國菁英盃數學心算暨英文比賽賽
一年級組 英文第一名 
數學第一名 花楷昀

三年級組 英文第一名  
 數學第三名 花楷恩 

106學年 臺中市 英語演講比賽

106學年 苗栗縣
縣長盃武術太極拳錦標賽

兩位同學加入跆拳
道才藝課短短時間
即獲得如此佳績，
實屬難得!  

花楷恩與花楷昀是一對兄妹檔，參加各類競賽經
常獲得佳績，是班上同學的好榜樣。

溫文儒雅的葉齊緯小朋友是個
允文允武的好學生，且在比賽
場上絕不含糊喔!

洪秉寓平日即展現自然科學
天份，喜歡閱讀自然科學書
籍，是老師的小幫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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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謝義鄉 校長 ( 康 )

國中部八年級學生張詠婷、陳佑安、陳立柏、
黄子懿 ( 七年級 ) 等四人，以三件創新發明並請申請
專利之作品，参加 2018 年 5/10~12 第 29 屆馬來
西亞 ITEX 國際發明創新科技展，共有德國、韓國、
中國、土耳其、馬來西亞 .. 等 20 餘國參展，經評選
本校榮獲 1 金 1 銀 1 銅和 1 個印尼發明團特別獎，
共四項殊榮。      

    學生們面對國際評審，分別以非常流利的英文
向評審介绍發明原理與生活應用，终獲評審青徠。第
1 件作品「釣魚趣」，這是一個釣魚玩具，透過轉動
釣竿上的把手，內部的馬達會發電，使 LED 燈條發
光，同時使釣線下方線圈通電，線圈中的鐵棒會因此
產生磁力，吸取釣魚玩具，獲大會主席金牌獎 ( 大會

審慎評選只頒發一枚 )、並獲印尼發明團之特别獎。
第 2 件作品「電子霧化擴香攪拌匙」，它是將電流
通過下方的壓電片，而使正負極的壓電片往復來回快
速運動，連帶的使水分子產生快速震動而氣化成霧
狀，散發到空氣中，獲銀牌獎。第 3 件作品「防風
排煙蓋」，在排煙孔中裝設一片檔板，透過風的方向
使檔板的位置改變，擋住來風，讓排出的氣體不回流
室內。獲大會銅牌獎。

    本校學生英文流利、基礎好，使本次發明展學
生的英語解說及對國際評審的問答極為順暢，讓全體
評審非常驚訝 ~ 台灣國中學生英語能力如此的棒 !!

Go Fishing 
The Electronic Atomization Stirring Spoon 

Anti-Draft Smoke V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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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來西亞科學發明展馬來西亞科學發明展馬來西亞科學發明展馬來西亞科學發明展馬來西亞科學發明展
學生參加 2018 國際發明展  英語、科技均佳
                                                 國際評審驚訝 !

看康乃薾孩子允文允武的  優異表現
106學年度全國學生美術比賽全國菁英盃數學心算暨英文公開邀請賽 新竹縣美術比賽

106學年 新竹縣第58屆科學展覽比賽 
第一名  代表參加全國賽張巽安 吳芷萱 孫庭柔 
第一名 郭庭瑋     
第一名 蔡明叡 張倢睿 李晨亨 楊宸希 陳治翰 
第二名 范閎凱 黃榆傑 黃榆鈞 鄭宇芯  
第二名 楊昕樺 陳楷沅 黃柏皓 邱頌恩 侯昀杉 
第二名 沈宗宥 吳宥希 林訓任 何紹一 鄭傑升 李宥宏
第二名 林縈婕 鍾幸岑    
第二名 汪亮維 佘峻宇 洪丞賢   
第三名 劉冠廷   第三名 黃柏語   第三名 沈庭誼 
第三名 廖宥菘 劉恒睿 張睿育 黃靖荃 徐靖綸 
第三名 王昱崴 凌嘉悌 蔣皓宇       第三名 林芸安 
第三名 李恆燁 施羽謙 范博翔 陳俊翰 簡士宸 李騏佑
第三名 最佳團隊合作  林睿宏 徐睿駿 陳椲宸
                                       黃天越 黃惟昱 劉名喨
第三名 吳睿琦 莊子醇 陳芊亦 謝筱樂  
第三名 林郭瑄 郭育熏 顏睿君 王渝妏 羅子晴
最佳鄉土教材 孫玉芹 王品璇 陳品妤 尤宣喻 林宥妘  
佳作 李品諄 黃明理 楊翔宇   
佳作 陳怡璉 柯宜辰 謝舒宇   
佳作 葉采妮 楊宸容 蔡馥安   
佳作 董心嬡 陳宥伃 張祐薰 蔡欣儒  
佳作 游竣閔 蔡聿林 姜定燁   

106學年 新竹縣美術比賽
繪畫類 國小低年級組 佳作  204 陳薇羽

黃智謙 

107年第三屆誌善盃全國跆拳道品勢錦標賽
國小低年級男子藍帶G組 第一名  303 黃智謙   

全國跆拳道品勢錦標賽

縣長盃足球錦標賽

國民中小學健身操校際聯賽

科學展覽比賽 

新竹縣107年縣長盃足球錦標賽
國小低年級男子組第一名
國小低年級女子組第二名
國小中年級男子組第五名
國小高年級女子組第五名

新竹縣106學年第9屆
國民中小學健身操校際聯賽

國小四年級組榮獲特優
國中組榮獲優等

107年新竹縣杯韻律體操錦標賽
國小低年級組 球類     第三名      
國小低年級組 徒手類   第二名    
國小低年級組 全能類   第二名    

縣長杯韻律體操錦標
賽

106學年第6屆數學心算暨英文比賽
六年級 英文組 第三名  葉宇森
四年級 數學組 第四名  葉宇森
一年級 英文組 第一名  何沛萱
一年級 數學組 第五名  何沛萱

 106學年 教育部 Cool English 閱讀王比賽
閱讀小尖兵獎 304 彭芊容 

Cool English 閱讀王比賽

一年級組 三等獎  許睿峰
二年級組 三等獎  陳彥勳
二年級組 三等獎  周宥全
三年級組 三等獎  周羿均
五年級組 二等獎  徐靖倫

奧林匹克數學競賽

陳若禔

106學年全國第46屆奧林匹克自然科競賽
數學科 三年級組 三等獎 
自然科 三年級組 銅牌獎 

奧林匹克自然科競賽

周羿均

彭芊容 

六年級組 三等獎  朱永煦
六年級組 三等獎  朱永照
六年級組 一等獎  溫智方
七年級組 二等獎  賴邑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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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薇羽

全國第47屆奧林匹克數學競賽

國民中小學健身操校際聯賽

國民中小學健身操校際聯賽
國小四年級組榮獲特優

國中組榮獲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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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RRNELL ACADEMY

文．顏月娟 執行長

現今少子化的時代瀰漫全球，越文明或已開發的國家少子化的狀況越趨嚴重，如美國、

加拿大、日本、英國、法國…這些已開發的國家，甚至韓國及台灣正開發中的國家都進入少

子化的時代，連中國大陸原本限制一胎，現在開放獎勵二胎，也都不被吸引。試想這些國家

100年來有多少學校仍然存在需要生源，然而少子化的今天，變成廟多和尚少，結果蒙其利

的就是今日的孩子，有著更多的選擇，如果我們的孩子具有英語力，全世界會都是孩子升學

與就業的舞台。

英語能力
     讓全世界成為孩子的舞台

今年的會考成績公布了，康乃薾的學子升
學成績又囊括了竹苗區的首席，這不是偶然，
從99學年到106學年，康乃薾學子升學成績第
一志願都圍繞在42% ~ 52% 之間，第一志願
包括了國立新竹實驗中學、新竹高中、新竹女
中，甚至遠到武陵高中、北一女中及建國中
學…等。今天有一位本校的家長(502班) 特別
把去年及今年康乃薾的成績與大新竹地區升學
較優異的學校做一個比較，從數據中我們至少
看見這兩年康乃薾的成績勝過曙光、義民、成
功、培英、仁愛…等中學家長認定的傳統升學
優異學校，所以雙語學校多讀英文並不會實質
影響升學成績，這是最好的佐證，而且康乃薾
學校長達8、9年來的升學成績一致，都維持在
42%~52%的第一志願榜單，這股實力實屬不
可多得。

去年，記得有機會跟從國立新竹實驗中學
退休的黃芳芷校長談論到國中部的升學概況，
黃校長特別強調在任期間每一年當會考成績發
布時，除了自己學校外，第一個一定先看康乃
薾國中部的成績，她認為康乃薾孩子的會考成
績能與實驗中學國中部學生的成績在伯仲之
間，誠屬難得。而且她了解康乃薾美語課程的
規劃與落實幾乎等同於他們雙語部的美語課
程，同時，康乃薾的孩子又需完成教育部規範
的九年一貫中文課程，孩子的負荷幾乎是兩

倍，但升學成績竟然能如此優異，實為奇蹟。
所以她很好奇的想知道我們是如何讓孩子達到
的，其實最終還是要歸於孩子的資質與努力，
當然學校創造出良好的讀書風氣、選擇對的老
師、重視孩子的品格、塑造孩子的相互扶持、
規劃一套完整的升學複習課程…等等，這些都
是對孩子有實質幫助的，最終我們還是要感謝
家長們的信任，把孩子交給學校，並與學校配
合。

現今少子化的時代瀰漫全球，越文明或已
開發的國家少子化的狀況越趨嚴重，如美國、
加拿大、日本、英國、法國…這些已開發的國
家，甚至韓國及台灣正開發中的國家都進入少
子化的時代，連中國大陸本限制一胎，現在
開放獎勵二胎，也都不被吸引。試想這些國
家100年來有多少學校仍然存在需要生源，然
而少子化的今天，變成廟多和尚少，結果蒙其
利的就是今日的孩子，有著更多的選擇，如果
我們的孩子具有英語力，全世界會都是孩子升
學與就業的舞台。早期的美國、加拿大開放
留學，接著日本80%的名校大學開放國際課
程，迎接外國人，接著德國開放有1,000多個
international program，也就是所謂「用英
語教學」的學程，從學士、碩士到博士都有這
樣的「國際化課程」，畢業後拿到的學位受到
國際認證。從去年開始就陸續有學生登陸德國

English Abilities 掌握時代趨勢 創造孩子的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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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同時，康乃薾的孩子又需完成教育部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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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學，他們完成學業也可以合法選擇
留在德國就業，孩子不需要具備德文
能力，只要具有英語力就可以就讀。
因為英語已被默認成為全世界的國際
語言，具備英語力當然孩子的升學舞
台就可以全世界揮灑，未來畢業後具
備英語力在工作崗位的競爭及升遷也
會更勝一籌。

最 近 退 休 的 台 積 電 執 行 長 張 忠
謀，四歲時避難至香港就選擇就讀雙
語幼稚園，無形中培養了英語力，種
下未來至美國就讀哈佛及MIT麻省理
工學院的種子，1972年升任德州儀器
集團副總裁及半導體集團總經理，想
在美國大公司擔任副總裁或總經理等
職位領導美國人，是要有一定的英語
力，方能駕馭美國人或外國人，英語
力絕對是需要從小開始培養與建立，
方能水到渠成，內化成個人的語言，
就如同我們的母語般能如此的自然運
用。所以進入康乃薾中小學前，我們
就規劃幼兒園的英語培養，讓12年一
貫ESL英語課程來成就孩子的英語力，
未來高中成立時更可躍昇成15年一貫
的英語力培養，讓孩子高中畢業後可
以直接銜接國內外的大學舞台，讓孩
子有機會成為第二個張忠謀。看到本
校孩子在演講比賽、辯論比賽、國際
科展產品介紹及畢業致詞，展現出流
利的英語能力，我們看到12年來康乃
薾培養雙語教育努力的成果。  

    今年，為強化培養孩子的英語
力，經過思考後，我們決定推出小一
的ESL菁英班，以每週30節的英語課程
「試辦」取代過去每週20節的ESL雙語
班。主要目的是希望利用小一、小二
期間中文課業最輕鬆的時段來強化孩
子的英語力，這段年齡也是孩子如同
海綿般吸收力最強的時候，來深耕孩

子的英語力。到孩子升上三年級時，
已經種下該年段厚實的英語能力，屆
時因為中文課業的增加(加入社會及自
然學科)，及三年級進入較深入的英語
課程時，孩子也可以應付雙語課程自
如，不至於因負荷太重而產生壓力，
進而動搖捨去，就如同本校國中孩子
進入一般高中時，英語課對他們而言
輕而易舉，他們甚至可以拿讀英文的
時間來加強其他科目，比一般孩子更
顯輕鬆愉快。

感謝家長對今年ESL菁英班的熱烈
反應，不論在竹北或台中校區班班滿
額，甚至在台中校區升六年級及五年
級的班級，家長都希望學校能夠比照
低年級開放ESL菁英班，因為國中會考
暫定將於108年結束，希望讓孩子培
養更強的英語力，另一方面，ESL菁英
班的課程規劃同國際學校的主學科課
程，不同的是孩子可以同時選讀中文
課程，擁有中文能力，另可兼顧同儕
素質及孩子的品格，更重要的也減輕
父母學費的負擔，真是一舉數得。

康乃薾中小學即將邁入第12年，
畢業孩子的腳印也佈滿國內外大學，
依統計約有35% 的孩子選讀國外大
學; 65%的孩子選讀國內大學，不論台
大、清大、交大、台科大、醫科、資
訊、電機、工程…等都有他們的足跡，
國外大學則囊括有美國德州奧斯汀大
學、華盛頓大學、英國倫敦大學、加
拿大多倫多大學、香港大學、香港科
技大學…也都留下了他們的大學生活。
康乃薾雙語教育讓孩
子的夢開花結果，也
逐夢踏實成就了孩子
國內外升學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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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學弟妹大家好，我是麗喆國中部畢業生詹君

頎，去年來到德國學習至今已近一年，在這一年裡有許
多收穫與成長，希望藉由在這裡的學習情形和大家分
享。

當初選擇德國是有原因的，德國為世界上具規模
且國際化的國家，剛好自己英文實力夠好有資格被選
為交換學生，表姊也在德國交換過一年，在她的推薦下
便選擇了德國。另外德國在兩次世界大戰中皆是戰敗
國，在各種困境的挑戰下，卻成為在歐盟一個非常重要
的領導角色，使我非常的敬佩，同時也讓我想進一步了
解這個國家。德國在學制上跟台灣有蠻大的差異，在這
邊只有四年的小學，之後學生就會依自己的程度選擇
不同的管道升學，而最主要有三種學校 : 基礎職業中學
（Hauptschule）、實用專科中學（Realschule）以及文
理科的高中（Gymnasium）。

     我就讀高中 11 年級，11 和 12 年級都在準備
高中會考，每人可以自己選擇兩門專長課程及其他基礎
課程，而每人一定都會修一門外語。在這裡雖然德語是
主要語言，但上起英文課反而變成我的強項，這都要歸
功於當初在國中奠立的基礎。在德國上課要做很多簡
報，而成績的標準大多是上課的參與度，而非考試成績，
這點我覺得台灣可以參考。另外，在 10 至 12 年級是
沒有班級的，全部課程皆為跑班。

    我必須誠實講，這一年真的很辛苦，出來才發現
之前準備會考時的壓力根本不算什麼。德國人與台灣

人比起來真的非常冷淡，在學校完全不
會有人因為你是交換生，而找你搭話或
是特別幫忙，我甚至還遇到被歧視的情
況。這些都只是我遇到困難的一小部份
而已，但既然遇到困難，你只有選擇去
克服這條路而已，如果選擇放棄，前面

的努力就白費了，至少我是這麼說服自己撐下去的。至
於如何去克服，那便是改變自己，使自己成長，我學到
了抱怨對事情沒幫助這點，與其花時間埋怨事情的不
公，不如讓自己變得更好，增加自己的能力或者解決事
情。

在這裡也有許多生活趣事，我在這裡常常在打球，
也因為這樣終於交到朋友，值得一提的是，朋友告訴了
學校，我因此被邀請加入籃球隊，而且加入的時間剛好
在打我們城市的冠軍賽，老師直接毫不猶豫地讓我上
場。另外德國人真的很愛喝啤酒，科隆在 11 月跟 2 月
有嘉年華，基本上除了遊行與裝扮，全程都在喝酒狂歡。
還有，我們有一個環德及周圍國家的大旅行，我只能說
歐洲真的得非常美，中世紀的建築非常的漂亮，如果有
機會，我一定會再來。

 對於未來的規劃目前還沒有很確定，大致有三個
方向，第一是把德語檢定 c2 考過來申請這邊大學或是
以我的英語強項申請德國大學國際部。第二種可能是想
辦法申請獎學金旅美。最後一個，如果在台灣有考上台
大或清大，並且是有興趣的系科，也可能留在台灣念書。

我需要嚴肅的說，德國不適合抗壓性低的人出來
交換，由於民族性的關係，一定要學會主動尋求幫助，
什麼都不說不會有人知道你有需求或困難。記得要表
達自己的想法，在德國家庭裡，客隨主便，任何事都說
好並不是很禮貌，他們會不知道你真正喜歡或想做什
麼。最後是勇於嘗試，既然都出國了，不要只是換個地
方過原本的生活，在不同文化中有許多值得學習與嘗
試的地方。希望這一些分享對學弟妹有所助益，也請好
好把握在麗喆學習的日子，這一段是我覺得最美麗的
回憶，因為老師對我都很好，同學相處也融洽，祝福各
位學業進步，心想事成。

文／麗喆 106 級校友 詹君頎  

    本校去年畢業生詹君頎同學以5A 10 + 滿分的成績錄取臺中一中，同時錄取語文資優班，

並於高一時選擇至德國當起交換學生，在即將屆滿一年的前夕，本校和君頎同學取得聯繫，

希望藉由德國交換遊學的經驗，與學弟妹分享，作為未來生涯規劃的參考。

麗喆畢業生詹君頎同學
     赴德國交換學生心得

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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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構孩子的競爭力

談康乃薾̇ 麗喆中小學 科學與科技教育

For the second consecutive year, students 
at Korrnell took part in the schoolwide spring 
science project. The science project is a time 

for the elementary 
and junior high 
learners to display 
their creativity, 
interests, and 
presentation skills 
to the rest of the 
student body. 
Each class was 
tasked with a 
different objective 
in their science 
projects, gaining 
diffi culty as the 

ages increased. The result was an inventive 
exhibit of models, posters, and research 
papers across the spectrum of modern 
science.

Grade 3-5 students were given the 
opportunity to choose any topic of their 
interest, create a visual model, and present 
their fi ndings to their peers. The process began 
over winter break where students researched 
their desired topics, and came back with an 
idea and outline to present to their teachers. 
Once the teacher gave each student the go 
ahead on their project, they began to write 
a script for their speeches in class, and built 
their visual model at home. Students displayed 
giant erupting volcanoes, powerful avalanches, 
homemade robots, models of the human heart, 

文／   Brian Barry        Korrnell Science Project 2018

ESL課程的科學研究教學~Science Project 

ESL課程的科學專題研習報告(Science Project)已成為康乃薾一年一度的傳統了。每個進入康乃薾的
學生在小學三年級下學期開始，便要化身成為一個小小科學家，運用已學會的科學知識，探索自己的興趣領
域，在外師的引導下訂定他們即將探討的題目。定好題目之後，在未來的兩個月內，外師會已計畫時程讓孩
子做好研究 (Research)，設定假設 (hypothesis)，列出研究的方法 (Research Methods) 和實驗的步驟 
(Steps of Experiments)。經過外師的修改及建議後，在英文口頭報告當天還要接受同學的質詢與挑戰，也
會與同學分享研究的心得。康乃薾就是透過Science Project，從小訓練學生科學的探究精神，灌輸STEM 
(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Math)的概念，徹頭徹尾的落實英文科學的教育理念。

文／ 朱立明 主任(康)

Building A Competitive Edge
airplane dynamics, and even a mystery box that would 
explore the different senses in the body. Each performer 
dazzled the audience with their hard work and charisma in 
the class room. .

Grade 6 students have become seasoned veterans 
when it comes to the science project, so their task this 
year was far more detailed and thorough than years 
before. This class had the opportunity to create their own 
specifi c research topic, and conduct secondary research 
in the classroom using the school’s Google Chromebooks. 
Students were expected to have both a completed 
research paper, as well as a 5-10 minute PowerPoint 
presentation to teach to their classmates. Grade six really 
showed their maturity with this assignment and shared 
topics such as: “chemical equations,”  “how fl ight works,”  
“dwarf stars,” “ice ages,” “food and environment,” “air 
pollution,” “tree anatomy,”  and “thermal energy.” This was 
a true testament to their improvement over the course of 
their time at Korrnell.

KAS8 students were given the hardest and highest 
level task of their young science careers, which was 
to conduct a research proposal on a modern issue in 
science. Students were only allowed to use case studies, 
university level research, and academic journals as their 
sources of information. This really tested their ability to 
determine credibility within the science community, and 
decipher good research from the bad. The KAS students 
produced 10 page cited research proposals to present to 
their peers. Topics included “different types of learners,” 
“earthquake predictions,” “the effect of chewing gum” 
“sheep behavior,” and “factors infl uencing air pollution.” 
KAS really displayed a fi rm grasp of this process and has 
shown their preparation for high school.

Overall, this year’s science projects were a great 
success all around. This is now becoming a yearly tradition 
in the school, and hopefully will gain more traction in years 
to c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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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SL Science Projects一直都是孩子們成
長的一個階段，而這次科展更讓我切確的看到
了孩子的不一樣，不論是了解了新的知識，學
習到新的方法，或是對知識的渴望。
         而其中，外師的用心真的讓我十分感動。
Tr. Michael，他總是不厭其煩的為孩子檢查
文法、格式、內容是否正確，不論孩子是一
個禮拜找他一次還是一天找他三次，他都會
盡全力的為孩子解決問題，並在孩子遇到困
難阻礙時，為他們提供專業的科學知識、引

導方向，並加油打氣。我的孩子的題目為「Is 
it possible for us to make a time machine? 
」，而在家裡觀看女兒的練習中，我不但看到
了孩子侃侃而談的自信表現，也在她的內容中
學習到有一個東西叫「蟲洞」，如果黑洞是蟲
洞，我們就可能可以製作時光機……等等，許
多的科學知識。
          至此，真的由衷的感謝康乃薾為孩子提供
了這麼優質的師資及環境，讓孩子不但能快樂
的學習，更能不斷的成長茁壯。

文／ 601 塗力行家長讓孩子重新愛上科學

Science Project 康乃薾家長分享 

康乃薾的老師和家長們，對學生們的教育
總是相當重視，雖然家庭作業並不輕鬆，但依
著學校課程設計及老師們的鼓勵下，小朋友於
功課完成之餘，還會依計畫利用額外時間，找
出有興趣的科學報告題目，熱切開心地完成內
容，最後再以英文練習演說。

身為604班紫彤的家長，安靜地在旁觀看
著她努力的過程，深刻感受到小朋友的學習
熱忱。研究期間，孩子遇到不解的問題時，
總是想盡方法去鑽研。例如:這次的題目為 
What Technology Can Go Into Our Blood 
Vessels，內容在探討「奈米機器人的醫療用

途」，這主題很顯然地已超出學校的教學範
圍。雖然一開始孩子不懂，但她並不害怕，一
步步地思索探討，很快就找出研究方向，並系
統性地蒐集與歸納資料，最終精彩美觀又有深
度的科學報告就如期完成了。我真是令人佩服
康乃薾的孩子!

         相信每位同學在科學報告的過程中，
都會學習到如何跨出自己的舒適圈，以不同的
角度去思考和解決問題， 培養出自己的觀察
力、創造力和辯證能力，對於未來將絕對會有
正向的影響。 

文／ 604 林紫彤家長Science Project-孩子經歷的美好經驗

六年來接觸到ESL的Science課程，總覺
得好有趣! 從實驗、日常生活問題、與一般觀
察中告訴我們生命、自然、地球、與宇宙、還
有物理化學的奧秘，逐漸自簡要至詳細地說
明種種現象與原理，彷彿經歷過一次豐富的
Science之旅! 

而 從 3 年 級 開 始 要 進 行 的 S c i e n c e 
Project，更是能夠讓學生自己去發掘議題，
定義問題，進而運用資源去尋找解答，或實驗
驗證，或理論推導，而後進行公開發表說明結
果，這是對於一個議題的完整研究過程，可以
激勵出孩子遇到問題進行尋求答案的潛力。

如同今年的Science Project，Arielle自
訂的題目是: Math in Nature，大自然中的數
學。進行的過程中，Arielle自己研讀相關的書
籍並運用網路資源進行資料蒐集與分析，並撰

寫報告與製作海報進行成果分享。Arielle會與
爸爸討論她的發現與想法，從討論中，讓她學
習到做研究不能只靠自己，是需要合作與分
享，不同的思考與看法，可以激盪出新的創
意。有趣的是，原來向日葵種子與松果鱗片的
雙螺旋排列以及鸚鵡螺的殼和蒙娜麗莎畫像，
都是與[黃金比例]相關喔。

從自然觀察中，看到向日葵種子與松果鱗
片的雙螺旋排列以及鸚鵡螺的殼和蒙娜麗莎畫
像，都與[黃金比例]相關。從自然生物的生長
中，我們可以知道在有限的空間中若要擺滿最
多的種子，以[黃金角]來擺會比較符合需求。

課程中安排Science Project的用心值得肯
定，孩子可以透過執行的過程中，除單方向的
吸收知識之外，更能主動去進行問題答案的探
究與思考，培養研究能力。

文／ 602 官嬡家長在korrnell，學習是一場奇幻旅程

ESL

導方向，並加油打氣。我的孩子的題目為「Is 
it possible for us to make a time machine? 
」，而在家裡觀看女兒的練習中，我不但看到
了孩子侃侃而談的自信表現，也在她的內容中
學習到有一個東西叫「蟲洞」，如果黑洞是蟲
洞，我們就可能可以製作時光機……等等，許

          至此，真的由衷的感謝康乃薾為孩子提供
了這麼優質的師資及環境，讓孩子不但能快樂

文／ 601 塗力行家長

途」，這主題很顯然地已超出學校的教學範途」，這主題很顯然地已超出學校的教學範
圍。雖然一開始孩子不懂，但她並不害怕，一圍。雖然一開始孩子不懂，但她並不害怕，一
步步地思索探討，很快就找出研究方向，並系步步地思索探討，很快就找出研究方向，並系
統性地蒐集與歸納資料，最終精彩美觀又有深統性地蒐集與歸納資料，最終精彩美觀又有深
度的科學報告就如期完成了。我真是令人佩服度的科學報告就如期完成了。我真是令人佩服

         相信每位同學在科學報告的過程中，
都會學習到如何跨出自己的舒適圈，以不同的都會學習到如何跨出自己的舒適圈，以不同的
角度去思考和解決問題， 培養出自己的觀察角度去思考和解決問題， 培養出自己的觀察
力、創造力和辯證能力，對於未來將絕對會有力、創造力和辯證能力，對於未來將絕對會有

文／ 604 林紫彤家長

寫報告與製作海報進行成果分享。Arielle會與
爸爸討論她的發現與想法，從討論中，讓她學
習到做研究不能只靠自己，是需要合作與分習到做研究不能只靠自己，是需要合作與分
享，不同的思考與看法，可以激盪出新的創享，不同的思考與看法，可以激盪出新的創
意。有趣的是，原來向日葵種子與松果鱗片的
雙螺旋排列以及鸚鵡螺的殼和蒙娜麗莎畫像，

從自然觀察中，看到向日葵種子與松果鱗
片的雙螺旋排列以及鸚鵡螺的殼和蒙娜麗莎畫
像，都與[黃金比例]相關。從自然生物的生長
中，我們可以知道在有限的空間中若要擺滿最
多的種子，以[黃金角]來擺會比較符合需求。

課程中安排Science Project的用心值得肯
定，孩子可以透過執行的過程中，除單方向的
吸收知識之外，更能主動去進行問題答案的探

文／ 602 官嬡家長

Science 
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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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教育-程式設計教學
programming

我 們 每 天 都 在 使 用 各 種 科 技 產 品 及 平
台服務，如:智慧型手機、平板、google、
facebook、line……，你可曾想過這些科技產
品及平台背後運作的原理?這些工具內建許多
複雜的程式運算，但我們多數人不會去探究這
些程式如何寫出來，因為程式設計的本質就是
設計一個邏輯流程來完成工作需求，並且讓使
用者在無需了解該程式的情況下就能使用、操
作以完成工作需求。

對於中小學來說，學習程式設計可以培養
深入的思考方式，因為設計編寫是將人的想法
實體化的過程，這需要深入、細緻及全面的思
維，才能做到將事物或流程進行拆分，以便解
決複雜龐大的問題。

自工業時代起，我們已經透過設計、使用
各種機器來取代人類過去親手從事具重複性的
工作，如:洗衣、耕種……，人類的工作方向已
轉為機器的研發與維護。而現今由無數程式組
成的人工智慧(AI)正在逐漸接管人類的簡單重
複性思考活動，如:導航、翻譯……，因此未來
人類的工作方向可能會轉為對人工智慧(AI)的
研發與維護，已上足見程式編寫的重要性。

前美國總統歐巴馬呼籲美國年輕人盡早開
始學習程式，更將資訊教育的重視程度提高至

總統層級以為美國儲存人才，此舉足以讓身在
科技島的我們引為借鏡。

本 校 對 程 式 設 計 教 程 規 劃 ： G 7 學 習
Blockly、G8學習Python。Blockly是以積木
堆疊的方式完成程式撰寫，課堂中，上學期我
們以Blockly Games利用程式積木排列，完成
每一關卡的要求，除了透過闖關遊戲，引起學
習興趣之外，也在遊戲中建構寫程式的邏輯。
此外，也要求逐關完成Studio.code.org中G6-
G12的關卡，進一步強化程式積木的概念。下
學期除了繼續完成Studio.code.org的關卡之
外，開始學習使用Blockly Demo這個程式撰
寫的介面，老師設計各式各樣的挑戰問題，學
生必須在Blockly Demo介面上，利用積木堆
疊解出答案。G8使用的Python是目前各行業
常用的程式編寫軟體，學生學習的內容包含辨
別資料類別、數值/邏輯運算、陣列集合、流
程控制、繪圖模組……等，由淺入深搭配老師
設計的題目來學習。

我在教學的過程發現孩子們有無限的可
能，他們的創意豐富、思維深入，給定ㄧ專題
後，他們完成的作品總令人驚艷，學生們喜歡
上程式課，也從中得到成就感。

文／黃雅琪 老師 ( 康 )

學生感言 

學習寫電腦程式的重要性

這是我第一次在學校上有關程式設計的課，
老師將看似複雜的程式碼換成淺顯易懂的文字，
好讓剛接觸的我們得以理解。

在每堂課程中，老師耐心地教導我們，使我
們漸漸地做出自己滿意的作品，再經過老師的糾
正、指導下，一個屬於我自己的網站誕生了，一
個看似極為簡單的畫面，其實是由許多程式碼編
輯而成，一個網站所需的不只是幾十條罷了，可

能有幾百條甚至更多，每條都經過作者的巧思，
令我不得不佩服他們。

透過建立一個自己的網站，使我更了解有關
程式設計的課程，在學校老師親切指導下我才發
現，其實「程式」並沒有想像中的困難，這堂課
也開啟了我對程式的興趣，它的有趣之處在於你
對它的瞭解越深越能發現那深藏其中的奧妙。

上了程式設計課之後，我瞭解到如何去創作一
個網站，也懂得如何去利用 HTML 來設計，雖然
很複雜、繁瑣，但因為未來可能是處處是電腦與AI
人工智慧的世界，我們必須先了解這些知識。有人
可能會說:「可是這些對以後有何用處呢?」不過如
果不學習，那你將在未來失去優勢。

上課時，老師會先指導我們如何去使用、排
版，一步步的累積，就成了現在完美的網頁，就好
像爬山，必須一步步的走，才能爬上山頂，看見世
界的美。

老師，謝謝您教導我們許多有關電腦的知識，
使我們能了解一個網頁的設計，是一個一個字排版
而來的，感謝您的諄諄教誨! 

期望老師可以繼續待在這裡教導我們，引導我
們，了解這世界的潮流，謝謝老師。

我最喜歡的作品: 我喜歡的作品是HTML 程式
設計時做的網站，當完成這份作品時，感覺特別有
榮譽感，真是不錯! 

上了程式設計課之後，我瞭解到如何去創作一
個網站，也懂得如何去利用 HTML 來設計，雖然
很複雜、繁瑣，但因為未來可能是處處是電腦與AI
人工智慧的世界，我們必須先了解這些知識。有人
可能會說:「可是這些對以後有何用處呢?」不過如
果不學習，那你將在未來失去優勢。

上課時，老師會先指導我們如何去使用、排
版，一步步的累積，就成了現在完美的網頁，就好
像爬山，必須一步步的走，才能爬上山頂，看見世
界的美。

老師，謝謝您教導我們許多有關電腦的知識，
使我們能了解一個網頁的設計，是一個一個字排版
而來的，感謝您的諄諄教誨! 

期望老師可以繼續待在這裡教導我們，引導我
們，了解這世界的潮流，謝謝老師。

我最喜歡的作品: 我喜歡的作品是HTML 程式
設計時做的網站，當完成這份作品時，感覺特別有
榮譽感，真是不錯! 

程式設計豐富了我的視野                                            

901 廖芷筠

901 林憲隆 

程式設計豐富了我的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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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感言 

程式設計可以發揮你自己的創造力，還可以
自由的運用你想要的排版。每當媽媽網上購
物時，看到網頁上有著豐富的色彩、規律的
品項，就連價錢也井然有序的排列，這種情
況下，每樣商品都讓你欲罷不能，這就是設
計網頁的小訣竅，所以學校能有一個這麼好
的軟體，有一個這麼好的老師，使我在這方
面變得更加有興趣。
    老師從設計上的一些小公式說起，再來加
上一些色彩的調配，左右對稱，往後越加越

多，使整體的網頁鮮明亮麗也更精緻，最酷
的還有網頁上的跑馬燈，自己也學會了廣告
手法，變換不一，彷彿自己進入到了花花世
界。
    感謝老師的用心指導，讓我們在往後的道
路上也可以運用在不管是自行網頁還是產品
介紹，都吸引眾人來觀看，現在電腦不僅僅
是上網、打遊戲還可以寫程式，創造屬於自
己的世界，相對未來也走向的是E世代，當
你多了一樣技能，你就贏人一大步。

901 許芳語

從以前我就對於電腦沒有太大的興趣，但這
學期老師讓我們嘗試接觸設置網頁。起初我
覺得毫無興趣，也不知從何下手，但老師不
厭其煩的教我們，一個步驟一個步驟循序
漸進的操作。就這樣我慢慢的對電腦操作
熟悉，也開始有了興趣。對於每個禮拜的電
腦課都迫不及待的想要它快點來臨。終於在
我們笨拙的學習下，屬於我人生的第一個網
頁完成了，雖然比不上市面的如此繁瑣、華
麗，但是基本的設置也有了，連字體、版面

都是源自於我的手下，對於這個成果我感到
非常滿意。如果下次還有機會能夠接觸這類
的課程，我一定會全力以赴並更認真聆聽老
師上課的。
    同時，我也要謝謝老師，總是有耐心地一
再教我們，即使我們反覆聽了2、3遍依然不
會，還是會細心地指導我們，讓我從原本一
竅不通的初學者，程為了一個對於電腦有極
大熱情的學生!

901 沈吟霈

    我們上了程式設計課約2個學期學到了很
多，像是網頁排版、插入圖片、網址連結，
做出許多棒棒的作品。因為上了電腦課，讓
我更清楚的了解，原來我們一般看到在網路
上地新聞稿也是這樣創造出來的，也因為了
這個程式—Html，讓我們的生活更便利。
    程式設計讓我們可以輕鬆便利的製作網
頁，老師教得很用心，讓所有人都聽得懂，
並且做出具有個人獨特風格的網頁。也很謝

謝學校能讓我們有這輕鬆愉快地一堂電腦
課，就連國三的我們也不例外。對於以後想
從事電子類的同學很有幫助呢!
    我們在電腦課上得很開心、愉快，也很有
幫助。很謝謝老師這麼有耐心的教導我們，
即使講了上千萬遍也不嫌煩，讓對電腦一切
不通的我們，又再上了一層樓，又更進階
了。老師真的是一位大功臣，讓我們從嬰兒
車的階段變成了學步者。謝謝老師跟學校。

何季蓁901

學習寫電腦程式的重要性
programming

程式設計教學 康乃薾校區學生感言分享

I think it is a fun and great class. I enjoy 
having programming class.

801 陳芸曦 Kristine Chen

I is a great class. I enjoy it a lot.

張婉庭 Ting-Ting Chang801
Programming class is really fun! We have 
learned a lot about computer programs!

張巽安 Andy Chang 801

Having python classes seems useful 
students at my age. I enjoyed the classes 
this semester.

802 黃仲恩 William Huang

I think this class is fun, but some codes 
are struggle for me to me.

802 黃郁晴 Sunny Huang

Having Python classes is a good way 
for us to know more about the field of 
computer technology and I think it may 
be useful for me to choose my future 
learning subjects in college.

802 廖梓喬 Chloe Liao

I think Python is very good. It teaches 
me a lot and I learned a lot of things in 
this programming course, too

803 孫翔飛 Eason Sun

I didn't do any activity like python before. 
This is a unique class and I encountered 
many challenge in this class, but I enjoy it.

803 黃妍理 Lily Huang

In this programming class, I learned 
many different kinds of python. There 
are many new things that I can't learn 
from any other junior high schools. This 
class is very useful, and I think it will help 
me to find a better job in the future.

803 黃詩晴 Sunny Huang

 I like coding before, and now I can learn 
about Python in computer class. The 
teacher told us everything she knew and 
more. I learned a lot from the classes and 
I hope I can make good use of it later on 
in my life.

804 李紋妤  Crystal Li

It is a good lesson. It is not only interesting to 
learn but also helpful to my future career. 

804 邱陵 Corinna Chiu 

Having programming class is quite fun, and 
we can learn some new programs that we 
don't know yet. Programming games are 
about art, and which is my favorite. In class, 
teacher taught us some information that we 
might use in the future. Also we can discuss 
with our friends to increase our social skills. 

701 林雨璇 Anneena Lin

I think computer skill is important for our 
future, so our programming class is good 
and helpful.

702 連晨熹 Ariel Lien

A m o n g  s o  m any  c l as s e s ,  I  f o un d  o u t  t ha t 
programming is the most interesting. It helps me have 
a better sense of logics and a more thoughtful mind.

703 徐子翔 Bryan Hsu

Programming class has taught me the basics of 
coding and how to use tools to create programs that 
come in handy for calculating things and games for 
entertainment.

703 時菲娜 Fiona Stok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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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S 168
麗喆校園新聞

「歡迎收看麗喆校園news 168, welcome 
to Korrnell network news 168, 各位大朋友、
小朋友大家好，我是麗喆小主播 Haney….」
自去年12月中旬開播的麗喆校園news 168引
起廣大迴響，每一則校園新聞都是學生嘔心瀝
血之作，至今已陸續報導超過20則校園新聞，
這些新聞部分已經上傳本校網站或youtube，
其餘仍後製中，相信很快就能與觀眾見面。
在這些影片中，本校固定的活動，如 Culture 
Day、Speech Contest、慶祝母親節「帶著爸
媽郊遊趣」鰲峰山健行活動、期末成果展…，
都是麗喆小記者報導的對象，在這些固定的活
動中這些小記者總能夠捕捉到精彩的鏡頭並加
以報導。    

    此外，也有許多令人驚豔的獨特報導，
例如別開生面的第一屆幼兒園大班足球賽，在
精彩的賽事中，看到大班的孩子奮不顧身大顯
身手，各項射門動作絲毫不輸大人。再者，
達偉老師教授的「預防歹徒入侵」，身歷其境
的感受，讓小朋友學到面對危險時如何應變，
是一堂極有意義的機會教育。而本校第一次以
學生為主體的「喆學書展」開幕式中，趙師慧
小主播用英文並以流利清晰的口條現場報導，
充分展現小主播泱泱大氣的風範。最後，期末

動態成果發表會猶如一場大型歌舞秀，每位孩
子都盡情的舞出美妙的音符、吹奏出高雅的旋
律。   

    自從news 168 開播以來，已引起許多
本校及外校家長的關注，今年新春賀歲影片更
是讓兩位可愛的小主播以流利的中英文上台祝
所有觀眾新春快樂、事事吉祥。他們的表現讓
電視台人員刮目相看，直言本校孩子既有氣質
英文更是流利，實在難能可貴。 

       News 168 將日益精進，報導更多更
豐富的校園新聞，隨著科技的進步， 

今年度的動態成果發表會更是以現場直播
的方式呈現在本校facebook 粉絲網頁中，當
日超過30餘位家長網路中同步欣賞孩子精彩的
演出，這是本校的創舉，為本校活動提供立即
性、互動性的精彩畫面。

       目前news168常態小記者也陸續增加
中，目前共約10位，這一批記者來自於4至9年
級，由生澀到嫻熟，每一位幾乎都可以獨當一
面，面對鏡頭絲毫沒有懼色，可圈可點，這些
小記者不只為校園新聞增添新的一頁，更讓學
生在News 168中磨練出穩健的台風與自信的
風采，每位小記者也任重道遠，將為學校不斷
寫下精彩的樂章。

文／林文敬  主任
News168   麗喆校園新聞 精彩迴響

我在上學期加入了news 168 拍攝工作，每次站上攝影
棚就覺得自己就是新聞主播，雖然常常吃螺絲，但每次完成
了一次的報導，頓時覺得又成長了一大步，心裡也更加踏
實。雖然學校課業繁忙，但能利用空檔學習到許多關於攝
影、剪接、後製、音效等工作，讓我了解到原來一部我們看
似簡單的短片或是廣告原來是花費極大的心力
完成的，有時為了拍一個畫面，可能都要花費
一整天的時間才能拍出來，讓我見識到影視製
作的辛苦，但是拍出來的成果分享給觀眾是甜
美的，謝謝學校給我這機會，希望未來能繼續
報導更多優質的校園新聞，讓更多人認識麗喆
中小學。

小小主播大大夢想
文／ 801 尤亮儒

學生分享篇

20



3月2月

101陳又炘 Terry   
102邱若芹 Mina  
103李熙 Sam 
 201錢治宇 Jeremy  
202傅音綺 Vicky
301王冠喆 Ryder  
302鄒平岳 Ping   

401黃韻宸 Ashley 
501王家柔 Dorothy  
601林恩兆 Kevin
701高千喻 Sherry  
801楊袽安 Ariel 
901廖芷筠 Mggie

2 月 主 動 積 極
101任科源 Jayden  
102張宸維 Roy  
103王宥程Eason  
201鄧有樂 Melody  
202蔡鈞延 Junior
301陳柏勛 Peter   
302徐宣渝 Una  

401鄭紜仲 Vincent  
501陳奕錩 Andy  
601趙師慧 Andrea
701呂彥德 Andrew  
801魏思涵 Haney  
901何季蓁 Ciara

5 月
101邵愛凌 Eileen 
102劉展碩 August  
103莊家學 Harrison 
201 劉泓翊 Ryan L  
202蔡鈞延 Junior
301葉泊睿 Ray
302陳霽霆 Justin  

401陳品辰 Mars  
501任科澄 Jamison  
601洪維里 Willy
701王新宇 Jeffery  
801陳勁廷 Tim  
901涂承華Emily

4 月 團 隊 合 作
101張景筑 Lumi  
102王奕程 Ethan  
103李祐睿 Roy  
201劉蔚倢 Janice  
202 王心妤 Chloe
301 Charlotte     
302花楷恩 Albert  

401吳靖涵 Joyce  
501徐翊宸 Jason  
601李明澔 Louis
701林子又 Zach  
801張詠馨 Dorise  
901林憲隆 Kenny

誠 實 信 用自 尊 尊 人

品 德 楷 模 Model of the Virtues

3 月

4月 5月

文／ Patrick

Every culture in the world has developed 
its own set of values, attitudes, and beliefs 
that motivate the way its people behave. 
These values come from the country’s 
unique history and geography as well 
as from personal inf luences on each 
individual such as family, schools attended, 
friends, religion, political system, media, 
local community, etc. As a result of these 
cultural differences, behavioral styles differ 
significantly from country to country.
Cultures take a long time to develop. There 
are many things that establish identity give 
meaning to life, define what one becomes, 
and how one should behave. 
On 1st of May, Korrnell LZ Academy was 
proud to present a fun filled Cultural Day 
for everyone at the school. All the students 
from grade 1 to 6 including the American 

school program participated in performing 
as a class of a country selected. Students 
produced a research project related to 
something important to their culture of 
interests. They wrote a report and created 
visual representations of their project. The 
students presented the country to their 
parents in the form of speech, singing in 
English and also dancing as well. Parents 
were amazed by how much their children 
excel. 
This event also allows the students to have 
the experience in telling others what they 
have known in front of many audiences. 
This will enhance their confident in public 
speaking and presentation that will be 
needed in their future studies. Culture day 
is a tradition at Korrnell LZ Academy and it 
unites everyone together at school. 

文化日由每班外師親自規畫，中師輔助。孩子們經過了一次又一次的排練，從念稿到背稿，從零亂
至有條理，再加上其他師長們看完預演後給的意見，表演慢慢成形。孩子們能夠在文化日裡快樂的
與家人分享他們在學習上的成果，是經過數個月的磨練與努力。他們的表現可圈可點，令人振奮。                                 

“Cultural Day” builds up students’ 
worldwide vision 

Building Up the English Ability
建構孩子的英語力

23國際文化日



101
  浪漫國度—法國       文 :101 導師  Stacey 

每一年的文化日都是孩子們期待的大活動，
也是落實國際教育的機會，孩子能夠透過文化日
的活動，能夠認識不同國家的風情民俗與文化特
色，增進孩子們的國際觀。

  上學期期末時，Tr.Tiffany已開始思考該選擇
哪個國家是最適合101孩子，她最後選定了外婆的
家鄉—法國，這是一個令她充滿回憶又喜愛的國
家。

  Tr.Tiffany每週設計法國相關主題課程為孩
子進行國家介紹，從國旗、景點、建築、語言、藝
術、文化到美食，讓孩子彷彿身處於法國，教室也
充滿法國的氣息。Tr.Tiffany更特別安排烹飪課程，
讓孩子體驗如何製作法國當地點心—法式薄餅，
因為是自己親手製作的甜點，所以更加美味。

  從三月開始，孩子們開始製作海報、舞蹈練
習和法語歌曲練習，並一次次練習上台介紹法國，

點點滴滴的努力都是為了活動當天能夠帶給家長
們最棒的演出，教室內外各角落都能看見孩子們
的作品與努力。

  文化日當天，教室滿滿的觀眾，孩子們期待
又緊張，一雙雙大眼睛期待著他們的演出，小主持
人們一開場就讓大家驚豔，充滿自信的樣子讓老
師們非常感動，看見孩子們大方的介紹著法國，內
心真是佩服這群孩子的表現，也看見了他們努力
的成果。

  多元的學習能夠讓孩子有更開闊的視野，國
際教育真正的落實是要讓孩子能夠親身體驗，透
過每一次的活動都是記錄孩子成長的點滴。文化
日活動培養孩子國際觀，讓孩子能夠立足台灣放
眼國際。

 Culture Day

Bonjour! Class 101 learned about the amazing 
country France for Culture Day! They learned 
about France by watching videos, learning French 
words, exploring Google Earth, and learning 
things about France:  foods, daily life, weather, 
landmarks, and much more!

To turn the classroom into France, we created 
different art projects about France. Some projects 
we made were the Eiffel Tower on the French 
Flag, The Basket of Apples which was inspired by 
Paul Cezanne, Collage Cutout inspired by Henri 
Matisse, and their own paper city of Paris. 

French people eat all kinds of foods. The 
class learned about weird foods they eat like 
snails and animals tongue. When it was time to 

learn about how to cook some French foods we 
learned how to make crepes. Students were put 
into groups and each had a job to make the batter. 
Everyone had fun making them, but they had even 
more fun eating them! They kept asking, “Teacher 
can we have another one?”

There are many kinds of dances in France. 
We picked two fun dances that French children 
love to do- “Le Danse de Canard” and “Le Danse 
de Penguin.” Students had fun moving their bodies 
and acting silly during these dances. 

Class 101 had fun learning and creating 
things about the country France. They said they 
want to learn more France. Culture Day is a fun 
and unique experience that students enjoy. 

本班的文化日呈現了法國這國家的各種面貌，從國旗、景點、建築、語言、藝術、文化到美食，讓孩子彷彿身
處於法國，教室也充滿法國的氣息。多元的學習能夠讓孩子有更開闊的視野，國際教育真正的落實是要讓
孩子能夠親身體驗，透過每一次的活動都是記錄孩子成長的點滴。

文 : Teacher Tiffany  Full of  wonderful scenes  - France 

國際文化日24 25國際文化日



102
 天空之城—蒙大拿州         文 :102 導師  張襦方

「文化日」的活動對於小一的孩子是充滿好
奇又期待的。Tr.Tiffany在開學時跟孩子們說明
本班介紹的是美國的蒙大拿州時，並說到這是
她的故鄉，她想要將自己的家鄉介紹給孩子們
認識。每個孩子都非常好奇蒙大拿州是怎樣的
地方呢？還有的孩子開始找尋資料，或是回家跟
父母討論，讓孩子展開主動學習的動力。

    蒙大拿州是美國西北部的一州，境內有
冰川國家公園及黃石國家公園。因此，Tr.Tiffany
介紹了冰川公園及黃石國家公園的主要景觀，也
教導了當地一些特有的動物，像是野牛、駝鹿、
熊和灰狼等等。並讓孩子在當天的歌舞中加入
這些動物的表演。

    另外，在當地的美食方面，Tr.Tiffany讓孩
子自己動手做冰淇淋，並在文化日當日讓家長品
嘗，每個家長都笑容滿面、甜在心頭。

文化日當天，教室座無虛席，爸媽們看到自
己孩子們不害羞不膽怯，可以在大家的面前作簡
介，介紹蒙大拿州，每個人都忍不住睜大眼睛充
滿肯定的微笑。接著，獻上精采的動物及牛仔舞
蹈，結束後，家長們報以熱烈的掌聲！可見這群
孩子們的表現，深深的感動了家長，這也是不斷
努力的果實。

   文化日能夠拓展孩子的眼界，在體驗不同
文化的過程中，知道世界的遼闊，培養擁有國際
視野的國際觀，讓麗喆與世界接軌。

初次聽到Culture Day時，還以為是一場嘉年
華會，要每位孩子穿各國服飾就結束了。待從孩子
口中了解後，才知道這樣的規模及深度，遠比我想
像的還大。在Culture Day之前，就會聽見Jonas
提及Teacher Tiffany教了那些這次的主題美國
Montana州的一些相關知識。Jonas對Montana
主動地逐漸產生興趣，也因為如此，他想知道得更
多，也想挖掘更多的知識。

    Culture Day當天，孩子先使用自製的海報
以英文一一介紹關於Montana的相關知識，看著
孩子們做簡報的樣子，真的覺得他們好棒! 雖然每
人只有短短2-3句，但他們小小年紀已經可以落落

大方的在台上作簡介，真的覺
得很感動!孩子們還拿出他們
自製的冰淇淋，當小主人一一
請家長們品嘗，雖然只是淺嘗
一口，但我相信家長們一定都
甜在心頭。短短40分鐘的呈
現卻都無冷場，表演時發號口
令，相互提醒…，都是孩子們自
己來，也都全程以英文交談，我想這才是Culture 
Day的真正精神-「一堂讓孩子主導的主題課程。」
我想我已經開始期待他們明年的Culture Day了!

 家長分享篇 - 一堂讓孩子主導的主題課程 -Culture Day       文 :102 林宥成媽媽

文 :102 導師  張襦方

 Culture Day

Culture day was interesting, exciting, and 
fun experience for 102’s students. Our class 
learned about the state Montana. Montana is in 
the United States. Montana is where I am from; 
it was fun to teach them about a place I love 
and interesting to teach them about a place that 
is completely different than Taiwan. 

The students were able to learn about 
Montana’s animals, national parks, activities 
to do, weather, foods, and people. They were 
fascinated by the pictures of Montana. Students 
were surprised that you can see the blue sky 
every day in Montana (no pollution). When I 
showed them pictures and videos of Montana 
they said, “Wow, it’s so beautiful!”

To decorate the classroom we created 
many things. Some of student’s favorite art 
pieces we created were snowman snow globes, 
paper popsicles, weaving pictures, camping 
stories, and snowboarders/skiers. 

It is very cold in Montana. Sometimes for 
fun people will make ice cream using the snow. 
We made ice cream using ice, Ziploc bags, 
salt, crème, sugar, and vanilla. First, we put the 
ice and salt into a big Ziploc bag. Second, we 
put the sugar, crème, and vanilla into a smaller 
Ziploc bag. Third, we put the small bag into the 

large bag and took turns shaking the bags. After 
shaking for many minutes, we made delicious 
vanilla ice cream.

For the day of the show, we created posters 
that told people all about Montana. We also 
created 1 song to sing and 1 dance to present 
on the day of the show. The song was about the 
animals that live in Montana; it was called “Old 
McDonald Had a Mountain.” After we sang the 
song, we did a dance. Many people in Montana 
do line dances for fun. I created a line dance for 
students to learn to the song “Cotton Eye Joe.” 

All in all, we had so much fun learning 
about Montana. When I asked students who 
would want to visit Montana in the future, all 
their hands shot up! I loved teaching them about 
my home state!

本班在文化日呈現的是美國蒙大拿州，孩子們在課堂上「合作學習」，一次又一次的舞蹈排練，並一次次練
習上台介紹，看著他們從不熟練的動作及台詞，到落落大方自信的展現，真心為他們喝采！

  Montana - the natural and creative state in US 
文 : Teacher Tiffany

國際文化日26 27國際文化日



  一場加拿大的饗宴        
                       文 :103 導師 洪麗涵

Culture Day 是本學期重要的活動之
一，孩子們在準備文化日的這段時間，除
了對自己班級挑選的國家能有更深入的認
識之外，平日在走廊上看見各個不同國家
的佈置或是國旗，也會提高他們學習不同
國家文化的興趣，正好103的孩子們這學
期也開始接觸Social Studies這個科目，
學的是美國文化，課本上所學的字能夠應
用到生活當中，正是最好的學習模式。

103班今年挑選的國家是加拿大，老
師挑選了加拿大的國歌要他們演唱，孩子
們從一個字都不認得到最後琅琅上口，可
見他們的學習潛力無窮。這段期間下課時
總是能聽到班上的孩子們鏗鏘有力的練
唱著，或是不斷練習著上台介紹加拿大的
台詞，看著他們在台上表現自信的模樣，
相較於他們上學期還不太敢開口說英語的
樣子，心中不由得為他們感到驕傲，也希
望他們能繼續保持著積極的學習態度來
面對之後的挑戰，加油！

103
  文化日讓孩子學習更豐富       
                                           文 : 姜奕岑爸爸

我是103班Annie的爸爸，適逢其會
在5月1日參加了學校舉辦的世界文化日，
走進校園的當下，就感受到校方的用心，
入口處的布置、簽名處的安排以及各年級
相關的作品展示，都讓人感到學校的進步
及紀錄小朋友成長的用心。

    走到教室門口，了解到教室內外的
布置都是由所有小朋友共同完成的，女兒也開心
的向我介紹哪些部分是由她完成的。

    在小朋友朗朗上口的加拿大國歌中展開了
整個文化的呈現，小朋友依序上台，解說各自負責
的領域，並搭配海報的方式，述說著加國的特色。
美中不足的是，各自負責的敘述似乎短了點，感覺
上小朋友幾乎還沒站定就下台了!

    孩子透過研究討論，最後以presentation
的方式呈現所學，我覺得這是好的開始，讓小朋友
適應在眾人面前侃侃而談，勇於表達所學。

    想起去年入學測驗時，女兒試後無奈的眼
神看著我說：「爸爸，我都不會啦!我一定零分。」
經過了這8、9個月學習，看到了孩子的進步與成
長，在此謝謝老師們的耐心教導!

 文化日讓孩子學習更豐富  

 Culture Day

The little angles of 103 have been putting in all 
their efforts in preparing for this event for weeks.

We chose Canada as the country that we want 
to present. They learn how to sing the national 
anthem of Canada and they also presented over 
20 facts about the country. Each student told the 
guests what they know about Canada and at the 
end we sang another song call “Hello to all the 
children of the world” with different languages of 
the word “Hello” in the song. Their parents were 
amazed by how much their English has improved.

From this event, they also know the physical 
geography, food, sports and even the national 

animal of Canada as culture is something that is 
shared that is shared among groups of people. 
Culture is growing whole which includes in itself, 
the achievements of the past and present and 
makes provision for the future achievements of 
mankind.  

Furthermore they have an experience of 
standing in front of the audiences and understand 
the feeling of public speaking, so to build their inner 
confi dent in front of others. So in the future, when 
they need to do any form of presentation, they 
would not have that much of a stage fright. 

103 的孩子藉由呈現加拿大的文化，不只學習到當地風俗民情，也學會了尊重彼此，團隊合
作!這是一場精采萬分的演出

文 : Teacher Patrick  Let’s go ! Canada!  

  從文化日看見孩子的自信與笑顏                                          文 : 吳悠媽媽

Culture Day對我們家而言非常特別，因為參與
了小孩小學的國際日活動，用輕鬆的表演，及美語表
達來告訴孩子們世界各國的活動。

   早在數星期前就感受到孩子熱烈準備這個活
動的氣氛，假日時家裡不時會響起加拿大的國歌，搭
配孩子激昂的歌聲，彷彿置身於異國一般，我對於校
方能設計這樣饒富深意的活動深感佩服。

   當天一進到校園內，高高掛上的各國國旗，打
扮各種異國服飾的學生穿梭在校園內，老師們親切
的引導我們參觀校園的布置，班級上的家長都相當踴

躍參與，孩子們一個個規矩地坐在位
子上等待活動的開始，童稚青澀但充
滿精神的歌聲充滿了整間教室，接著
孩子們依序上台用美語表達他們在課
堂上所學習關於加拿大的事，最後孩
子們載歌載舞的演唱了”Hello to all 
the children of the world”，無邪且純真的笑容為
整個活動畫下完美的句點。

    我和先生在台下看著孩子的認真，都看得很感
動，我們已經開始期待明年的”Culture Day”了。

  文化日讓孩子和家長開拓了視野                                              文 : 張涪柔爸爸

非常開心能參加學校舉辦的Culture Day活動，感謝老師們透過歌曲、圖片及品嚐美食等
過程，讓孩子們認識到台灣以外的世界。

每位孩子都有各自的口說台詞及表演機會，原本看似困難冗長的內容，透過不斷地練習及
鼓勵，最後不論唱歌、跳舞或說話，大家都是滿分的表現。

就連Culture Day後，偶爾還能聽見孩子們在哼唱著這些國家的歌曲，或在看見什麼後，
會告訴爸媽這些是屬於哪個國家的事物等等；孩子們的眼界被打開，相信未來一定能以更積
極開放的態度，去面對及探索世界上更多不同國家的文化。再次感謝，各位老師的付出。

Teacher Patr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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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 小導遊，帶您遊德國                                      文 : 201 導師  劉欣瑜

今年文化日，201的各位小導遊們要帶各位
老師和家長到歐洲，進行一場德國的深度之旅，
從寒假之前，孩子們就和Tr.Michelle熱烈的作討
論，從非洲、亞洲再來到歐洲，找了幾份資料、看
了幾段介紹，最後終於一起表決了主題，位於歐
洲中心的工業大國─德意志聯邦共和國。

     在決定完主題之後，接著進行了分組，從
地理、歷史、文化、名人故事及特殊發明，最重要
的當然還有孩子們最期待的德國特有飲食，從各
個面向去作這次文化日的報告。在老師和家長的
協助下，孩子學習從圖書館和網路上找資料，再
練習將重點書寫下來，經過了一次次和組員們討
論，孩子終於分配好了演講的工作，經過了兩個
多月的練習，也能夠在臺上報告自己和同學們研

究的內容。而隨著文化日即將到來，孩子們也開
始分工合作製作海報、練習開場舞、練習主持稿，
整體的展演有了大致的雛型，整個過程都能夠看
到小小導遊們的努力，除了學會作研究之外，也
能思考一場表演應該要如何去作安排，是一次相
當難能可貴的經驗！

     德國傳統舞蹈音樂響起，女孩們穿著可愛
的吊帶裙跳舞出場，201的小導遊們帶著認真的
神情依序上臺進行報告，從各個主題面向都能看
出孩子們花了很大的努力和時間下去作準備，真
正的認識了一個遙遠的西方國家，家長們認真觀
賞的神情也是給予孩子們最大的支持，最後，大
家再一起吃熱騰騰的特製Pretzels，為文化日畫
下一個完美且滿足的句點。

201 Culture Day

                  For Culture Day, we talked about 
Germany. We learned about the geography, 
history, culture, famous people, inventions and 
food of Germany.We worked in a group of three 
children and made posters for our presentation. 

When culture day was near, our class chose 
the hosts for the event. Our hosts were Sophia, 
Yan-Yan, Melody, and Eric. It was easy, but it was 
a lot of work because we need to remember the 
speech for our presentation and for the hosts! 

We worked together to write about the topics 
for our group. We wrote many things that our 
hands were sore. Once we fi nished our poster, it 
was time to practice our presentation and dance. 
First, we needed the paper to help us remember, 
but at the end, we all remembered our speech! It 

was very hard, but very fun!
To begin our Culture Day presentation, we 

started with a traditional German dance. The 
dancers were Ivy, Jessica Chen, Jaime, Yan-
Yan, Jessica Hsu, Melody, and Sophia. It was 
a very easy dance because it was very short. 
The teacher said we need to have a shor t 
dance because the presentation was too long. 
If the dance was longer then we cannot eat the 
pretzels!!!

 We think the presentation was a little bit hard 
because some children were nervous and shy. 
However, we think we all did a great job! Lastly 
came our favorite part, the pretzels. The teachers 
ordered a lot of pretzels for us to eat and share 
with the parents. It was a wonderful day!

德國傳統舞蹈音樂響起，女孩們穿著可愛的吊帶裙跳舞出場，
201的小導遊們帶著認真的神情依序上臺進行報告，從各個主
題面向都能看出孩子們花了很大的努力和時間下去作準備，真
正的認識了一個遙遠的西方國家。   文 : Teacher Michelle

  Germany – a country to be lo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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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鮮、神祕 ~ 埃及文化                               文 :202 導師  張淑芬

早在上個學期末，Tr. Michelle便細心地與孩
子們逐一討論五大洲裡充滿特別風俗民情的國家，
在一一投票表決後，埃及成了我們這學期的介紹國
家。

對於多數的學生而言埃及是個遙遠又陌生的國
家，但埃及文明有著鮮明的藝術特徵、宏偉的建築特
色、神秘又吸引人的喪葬風俗，法老王、金字塔都是
吸引我們的古老文明，我想也因此，孩子們願意一同
探究埃及的文化。

四月起Tr. Michelle與孩子們一面擬著草稿一面
製作發表的海報忙碌得不可開交，隨著完工的布置
整間教室有著濃濃的埃及風味，看著孩子由不純熟
的分享到朗朗上口有的還可以加上誇張的動作、語
調，內心總是感到無限驚喜。

   活動當天，教室裡外擠滿了爸爸媽媽，大家都

來給孩子們鼓舞，小小埃及人們首先獻上一小段舞
蹈，吸引了大家的目光，接著主持人一一介紹出各個
不同的組別：History,Geogoph,Language,God 
and Godness,Sports,Foods……，最後分享埃及的
傳統美食-Hummus 鷹嘴豆泥佐著洋芋片品嘗，為文
化日的活動畫上完美的句點。

上台的孩子或許緊張而膽怯但身為他們兩年的
導師，不得不說這群孩子真的是都是可造之材，每每
站上舞台總有亮眼的驚喜，且在全班彼此鼓舞的氣
氛當中，彼此培養了良好的默契，感動孩子的成長茁
壯，喜悅孩子的成熟懂事，走出台灣看世界，學習越
多視野越廣，願彼此的世界永遠存著謙卑，純淨的心
也能永遠有著無限的寬廣!

202

 文化日讓我孩子的視野更寬廣                        文 : Chloe 媽媽

每年的五月一日除了是勞動節，也是學校辨國際
文化節的日子，由各班級學生討論出一個國家作為
這次的介紹主題，Chloe 的202班選定的國家為埃
及，中外師和全班小朋友用心佈置埃及風情的班級
情境，他們蒐集了埃及的特色，如食物：鷹嘴豆餅乾，
搭配埃及民俗舞蹈，用英文流利的發表該國的地理
歷史，展現孩子們的台風與自信。

透過這樣的文化深度討論與研究，Chloe回家
後會興奮的分享今日在學校所聽所聞，如埃及豔后

的故事，法老王與金字塔的故事等，讓我深深覺得學
校發想Culture Day的活動真的很有意義，讓孩子的
世界觀更的國際多元化，也讓平日所學的英文能學
以致用，每個孩子用英文以分組簡報方式發表該國
風俗民情特色，透過品嘗當地食物、音樂、舞蹈、等親
身感受比教科書紙上談兵更能體驗該國的特色。這
麼棒的Culture Day的活動希望能年年延續下去，成
為康乃薾麗喆小學的優良傳統。

 Culture Day

For Culture Day, we learned about Egypt. We 
learned about the geography, history, pharaohs, 
gods and goddesses, language, sports, and food. 
We learned about these topics from videos, and 
books.

 When we have our groups, we started to 
write the information for our presentation. When 
we were done writing, we chose the color for our 
poster. Then we glued the writing and pictures 
on the poster. We made a lot of mess such as 
spreading the glitter on the floor. We had glitter 
on the fl oor because we used too much glitter to 
decorate our poster. 

 The hosts that our class chose were 
Brandon, Vicky, Junior and Lucas L. The hosts 
then had to practice the speech to welcome 
the parents. It was hard because we have to 

remember two speeches for Culture Day. 
Then when the hosts were chosen, we 

decided to have a dance, but not all the children 
in the class had to dance. The dancers were 
Vicky, Chloe Liu, Chloe Wong, Cici, Eason, Lucas 
Luo, Kyle, Bell, and Jasmine. At fi rst, we thought 
the dance was hard because it was fast. Later, we 
practiced and practiced until we all learned about 
the dance. 

We were all nervous when the presentation 
started, but we did it! We remembered our speech 
and the dance. Then, at the end, we prepared 
a traditional Egyptian sauce called Hummus to 
share with our parents. We tried the Hummus too, 
it was very tasty! Culture day was the best day 
EVER!!!!!

埃及文明有著鮮明的藝術特徵、宏偉的建築特色、神秘又吸引人的喪葬風俗，法老王、
金字塔都是吸引我們的古老文明，我們一起和孩子們探究埃及的文化。

文 : Teacher Michelle

 We did a wonderful Egypt exper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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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日啟發孩子的多元文化知識     文 :301 導師 徐翊軒 

身處在通訊便利的時代，國與國之間也進而
發展成為所謂的地球村，文化的交流與學習也朝
向多元化，透過這次文化日的活動，目的就是要讓
孩子們了解與學習不同國家的人文風俗與歷史背
景，其意義在於讓孩子們學會如何去尊重與欣賞
各種文化所帶來的特色與歷史。

   蘇格蘭，一個擁有豐富歷史文化的國家，
孩子們在學習的過程中認識了蘇格蘭多方面的特
色，像是優美的地理環境、古老歷史的城市介紹、
三種不同的語言、蘇格蘭國旗認識與國歌演唱、了
解高爾夫球運動、知道電視與電話和輪胎的發明
者、夢幻又神祕的獨角獸與尼斯湖水怪、知曉蘇

格蘭特色傳統美食、傳統樂器與體驗穿著傳統服
裝…等，透過台詞的背讀與排演，讓每位孩子無形
中學習到多樣性的蘇格蘭文化，進而愛上蘇格蘭。

    文化日當天演出，孩子們運用生動活潑的
方式展現，搭配各位家長們協助的精心打扮，每位
可愛的蘇格蘭小精靈們有條理的將各項文化特色
做詳盡介紹，演出後 子庭媽媽更是將傳統蘇格蘭
風笛帶來學校讓孩子們感受與聆聽風笛的聲音，
而Charlotte的父母也攜帶蘇格蘭國旗造型蛋糕
讓各位家長與孩子們品嘗，在音樂與美食饗宴中，
讓這次的文化日活動畫下完美的句點。

 文化日啟發孩子的多元文化知識 

 Culture Day

This is the year 2018 and we are in grade 
3. We celebrated Culture Day at school at the 
beginning of May.  It was our responsibility to 
introduce the country of Scotland to our parents.  
We decorated our classroom with pictures of 
Scotland.  There were pictures of Loch Ness 
monsters, Selkies, and Kelpies.  We also blew up 
balloons and made a Scottish fl ag. 

On the big day we were ready and confi dent 
that we would do a good job.  Our parents came 
to school and fi led into our classroom. Everything 
was ready.  The classroom was decorated, we 
were wearing kilts, and the scene was set.  Ting 
even brought real Bagpipes. 

Then the performance started. Peter and 
Charlotte were the narrators.  They did an 
exceptional job.  They told the audience about this 
wonderful country called Scotland.  In groups we 
told our parents about the culture, geography, and 
food of Scotland.

Because of culture day we now know that 
Scotland is north of England, it has beautiful 
highlands and large lakes called lochs.  We 
also know that many inventions were invented 
by Scottish people.  A few examples are the 
television, tires, and the telephone.  Scottish 
people also eat some interesting food like blood 
pudding and haggis. 

All the preparation was worth it because we 
nailed it.  The performance went very well. We 
knew our lines and we delivered them fl awlessly.  
Our parents listened attentively and applauded at 
the end.  We were so proud to do such a good job 
for our parents. 

In conclusion we sang a beautiful song.  It’s 
called Mull of Kintyre. It’s a beautiful song but also 
a bit sad.  We really enjoyed the culture day and 
look forward to doing it again next year. 

蘇格蘭，一個擁有豐富歷史文化的國家，孩子們在學習的過程中認識了蘇格蘭多方面的特色，像是優美的
地理環境、古老歷史的城市介紹、三種不同的語言、認識蘇格蘭國旗與國歌演唱….

文 : Teacher Lourens
  We experienced an amazing Scotland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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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文化日引領孩子體驗美麗的澳洲國度            文 :302 導師 朱雅麗

2018年5月1日是麗喆雙語中小學一年一度的
國際文化日演出，為了這日的演出，除了老師們用心
的節目編排、教室布置外，還有學生們努力的練習，
盡心展現出他們的才能，終於在這一天，孩子們使盡
渾身解數做出完美的演出，身為導師的我，看得都非
常感動，也為他們感到驕傲。

    我們班介紹「澳洲」這國家，從一首「叢林流
浪（Waltzing  Matilda）」──澳洲被譽為第二國歌

──開始，為了將「澳洲」這個國家完整介紹給大家，
孩子們從一個月前就開始練習，除了將自己的臺詞
熟練外，還與自己同組的組員培養默契，慢慢的，以
流利的英文、流暢的動作和嘹亮的歌聲，表演出當日
精彩的節目，讓家長們看得讚嘆不已。這個具有特殊
意義的活動──國際文化日，相信能帶給所有的人許
多感動的回憶。

 澳洲美麗的音符流進孩子的心中                                         文 : 許家陽媽媽

這學期開始孩子回家會輕輕哼著旋律輕快的歌
曲，我問他唱些什麼？他都說等文化日妳就知道了，
原來他們要介紹綿羊比人多的國家「澳洲」。每年的
「國際文化日」是麗喆很重要的活動，學校佈置也煥
然一新，彷彿來到聯合國，各個班級都使出渾身解
數，佈置他們要介紹的國家，透過老師跟學生們努力
研究，深入地介紹各個國家地理、歷史及文化，也讓
參與的家長置身其中，參與了一次深度的文化之旅，
是讓人十分期待的活動！

國際文化日當天，302班上的小朋友分組以流利
的英語輪流深入介紹澳洲的人文風情，地理景觀、
可愛動物、特色食物，輔以生動的投影片，我們彷彿
真的來到澳洲做深度之旅，除了我們耳熟能詳的袋
鼠、無尾熊外，我們更認識了澳洲的有趣動物，鴨嘴

獸、鴯鶓及笑翠鳥，最後孩子以清亮的歌聲，獻唱了
每天哼唱的澳洲非官方國歌「叢林流浪（Waltzing  
Matilda）」，孩子標準的英語、生動活潑的律動實在
讓我們驚艷，原本以為活動在歌聲中畫下句點，沒想
到還有更驚喜的，孩子端來一盤盤塗抹了Vegemite
食物醬的吐司，它的味道大概可以用驚嚇來形容！又
鹹又苦！不過它可是富含維他命的健康食品，也是澳
洲最有代表性的食物，也讓我們深切感受到每個國家
在飲食文化中的差異。

今年是孩子在麗喆的第三學年，從上台十分害
羞，還會拍拍狂跳心臟”驚驚”的小孩，蛻變為昂首
闊步、輕鬆自在以精準英語介紹澳洲的大孩子，這其
中的進步與成長，真的讓家長感到感動與驕傲，這當
然更要感謝麗喆老師們的用心。

 Culture Day Culture Day Culture Day Culture Day Culture Day

In the month of May we celebrate Culture 
Day at our school. It’s a day during which many 
countries are introduced to an audience, usually 
made up of our parents. A lot of preparation 
goes into this day. We need to create posters, 
pictures, and learn our lines. 

We decided to present Australia this year. 
We discovered that it ’s quite an interesting 
country. It’s the largest island but the smallest 
continent in the world. The explorer Thomas 
Cook discovered it as the first European. Even 
though he was the first European, aboriginal 
Australians have been living here for more than 
40 000 years. Our parents listened very carefully 
while we relayed these facts to them.

Owen and Grace were the narrators. They 
did a very good job introducing the different 
topics regarding Australia. We told our parents 
about the unique marsupial animals that live in 
Australia. Animals like kangaroos, sugar gliders, 

wombats, and koalas. 
While we were preparing and rehearsing for 

Culture Day we also learned some interesting 
facts. It’s very good to learn about different 
cultures other than ours. We learn what people 
in other countries eat and do on a daily basis.

It’s very funny to learn that there are more 
sheep than people in Australia. Australians 
must really like to eat lamb or wear woolen 
clothes. We told our parents that there are some 
exotic animals in Australia. They are dingoes 
and camels. They were brought here by early 
settlers. 

 In  the end we sang a ver y  famous 
Australian song. It’s called Waltzing Matilda. 
We really enjoyed singing this famous song. 
Our parents really enjoyed the Culture Day and 
everything went very well. Everyone was very 
proud of us. 

本班藉由呈現澳洲文化，帶著孩子們深入去了解澳洲的人文地理、歷史背景、特殊飲食，還有極具特色
的動物，如無尾熊、袋鼠、鴨嘴獸等，這些總讓孩子們驚呼連連，感覺到跟自己的國家是如何的不同。

文 : Teacher Lourens

  Australia, the country that has interesting fa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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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 : 棨傑媽媽

 文 : Cash 爸爸

 文 : Ashley 媽媽

 文 : 鄭紜仲媽媽

 文 :Brian 媽媽

401
  整個教室充滿濃濃的法國風情               文 :401 導師  游靜宜

學期初，由孩子們票選這次文化日的主題，
「法國」以懸殊的得票數成為401班本次所要探
討、介紹的國家。

    透過這次的活動準備過程，大家認識了法
國的地理位置、飲食特色、著名建築與藝術以及
令歐洲各國為之瘋狂的運動—足球等。每個人
都能用心的練習所分配到的任務，用流利的英
文、充滿自信的神態和穩健的臺風介紹法國的特
有文化。

    為了讓教室充滿濃濃的法國風情，窗戶上
貼上了象徵自由、平等、博愛的藍白紅三色國旗，

孩子們利用Art課繪製了一張張富有個人特色的
艾菲爾鐵塔，還有孩子帶來了巴黎鐵塔、凱旋
門、羅浮宮的積木模型、法國著名的香氛蠟燭、
香水，無不豐富了我們的視覺感受。除此之外，
更要感謝Bryant的媽媽提供馬卡龍，Norbert
的媽媽提供松露乳酪，Abby的媽媽提供麵包，
滿足了大家的味蕾。

     在麗喆，孩子們不止學習世界的共通語
言—英文，大家更透過文化日的活動，認識各國
不同的文化特色，開拓自己的視野，擁有廣闊的
胸襟，與國際接軌，與世界接軌。

The wonders of Paris, the exquisite tastes, 
and the beautiful language were the driving forces 
behind class 401 diffi cult decision.

 The per formance was broken down 
into six key groups, each with their own tasks 
and functions. First, was the Geography group, 
who taught us about the neighboring countries, 
mountain ranges, currency, and population 
of France. Second, was the tourism group, 
who walked us through 10 marvelous tourist 
destinations throughout the country. Third, was 
the History group, who told the audience of the 
great battles, conquests, and warfronts in the 
last 300 years. Fourth, was the language group 
who instructed the audience on how to properly 

say French greetings, questions, and personal 
conversation. Next, was the food group, who 
introduced the importance of cuisine in France, 
and served a delectable meal of cheese, bread, 
and wine to parents and family. After parents 
were full and satisfi ed, the mountain sports group 
excited us with essential skills for exploring the 
mountains. Next, our art group showcased their 
hard work as they walked us through the creation 
of their impressionist paintings. Finally, the football 
group taught us the importance of football in 
France and the rules of the game. O v e r a l l , 
the class really stepped up and displayed their 
leadership and teamwork. Great work 401!

為了讓教室充滿濃濃的法國風情，窗戶上貼上了象徵自由、平等、博愛的藍白紅三色國旗，孩子們利用
Art課繪製了一張張富有個人特色的艾菲爾鐵塔，還有孩子帶來了巴黎鐵塔、凱旋門、羅浮宮的積木模
型、法國著名的香氛蠟燭、香水，無不豐富了我們的視覺感受。 文 : Teacher Brian

  Fantastic French experiences in 401 

 Culture Day
整個教室充滿濃濃的法國風情 文 :401 導師  游靜宜

 Culture Day Culture Day Culture Day

有幸參與401班的國際文化日，我覺得這活動
很有啟發性，小朋友除了可以增進英文口語和表達
能力，更重要的是可以借此了解不同國家的地理，
歷史與藝術文化，例如法語的教學、足球運動和山
岳休閒活動等等。美酒，美食，和有趣的活動，謝謝
小朋友讓我渡過了一個非常法國的早晨。

首先謝謝Tr.Brian的用心指導以及Tr.Yoyo的協
助，才讓文化日能順利完成，這次的感受特別不一
樣，常常聽到孩子在家中口裡細唸著當天的台詞還
有與我們互動著法國這個國家的問候語有哪些？活
動當天經由孩子們細心的介紹彷彿也讓我們上了一
課，使我們對於法國當地的文化、景點、語言及美食
有更深的認識，讓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家長們與孩子
的互動，除了詼諧的帶動也讓我們長知識了，加上當
天所準備的甜點更是一絕，另外值得提到的是深深
發覺孩子們在開口表演的台風比上學期進步很多，
看著他們落落大方的樣子心裡十分的為他們高興～

這次參加學校的文化日發現比去年更加豐富，
在走廊上發現每個班級對於服裝都非常融入各個國
家，這次Brian班上是介紹法國，活動過程介紹了當
地的文化、特色食物、運動及休閒活動.

每段主題都讓我驚奇連連，甚至還有帳棚都
出現了，同學們還跟家長互動，教學如何打繩鎖，在
這個活動中，我看中外師的用心，尤其是帳篷的準
備，現場的搭建，在地上標示了足球的線界規則，以
及特色食物給家長體會，完全都是法國最經典的食
材，只能說老師們花了不少時間在籌劃，當然還有
每個同學。

我每次參加文化日，覺得最大的特色是每個同
學都有參與到，每個人都有上臺表達的機會，這是
非常棒的，不管同學們有沒有怯場，但都能勇敢地
在台上完成自己的發表，真的很棒！我看Tr. Brian都
比同學們還緊張了，這次Brian介紹巴黎鐵塔，當天
我才知道他手上的畫是自己完成的，在臺上演說也
比以前進步很多，比較有自信了。

文化日真的是一個很棒的團隊活動，我已經參
加第三次了，每次都有意猶未盡的感覺，活動的連
貫性佳，都覺得時間一下就過了。401的老師們及同
學，你們是最棒的。

用自信餵大的孩子，人生必定不會平庸！康乃
薾年年舉辦文化日，是真正有效的培養小小領導者
的活動。教育不該只是讓學生搖頭晃腦地死記硬
背，是讓孩子能夠站在台上自信的表演。

    這次活動，401同學從認識主題—法國，到
瞭解相關的背景、歷史典故乃至文化風俗藝術等，
都拓寬了孩子在教科書以外的知識面，也讓401團
隊分工更有了體系！孩子們也通過聯想、發現和感
受，一次次的認真排練和進步，最後呈現一場精彩
絕倫的演出。

     每年的文化日表演都讓學子的成長埋下深
厚的積澱，甚至滲透到孩子的心裡。感謝麗喆慢慢
成就學生的內涵與氣質，培養一個個從容又自信的
小領袖。

參觀了401的Culture Day，要先謝謝學校提
供這種機會給小朋友另一種學習。看到小朋友們主
動站在臺前不怯場，操著流利的英語，努力表演呈
現最好的一面給家長們看。雖然活動事先的準備與
彩排，花了他們很多的時間與精神，不過除了英文
學習以外，我認為他們也學習到法國的特色、人文、
食物與風俗文化， 這種非正式上課的學習方式，非
常值得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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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1
  南美洲的獨特典範 – 哥倫比亞             文 :501 導師  王達偉

一講到哥倫比亞，受到美劇和電影的影響，腦中閃
過的印象大概就是海洛英、古柯鹼、叼著雪茄的毒販、
髒亂的街道、貧窮與難民、武裝叛亂勢力、無止盡的內
戰……等等。比較正面的印象大概就只有在巴西世界盃
大放異彩，隨即重金入籍足球豪門－皇家馬德里的球
星J羅(James Rodríguez)而已。在這個刻板的既定印
象下，聽到外師和學生商量文化日要以哥倫比亞為主題
時，我當時不禁流出了一身冷汗。

隨著文化日的逼近，看著孩子們分工練習介紹當地

的疆域、自然景觀、人文風采、經濟活動、景點、美食、
慶典節日、著名人物……等，我的心態慢慢的因為了解而
開始欣賞這個獨特的國家，而當他們開始試著扭動身
軀來跳個倫巴和莎沙舞時，那個青澀的樣子更是可愛。

整個文化日的過程非常順利，學生們用流利的英
文做口語表達，中間穿插著現做的哥倫比亞美食以及
親子互動的遊戲更是打動家長們的心。而整個活動的
最高潮在孩子們精彩的舞蹈中，為整個活動畫下完美
的句點。

In ESL 5, I was keen to make sure the students helped 
choose the country we would study and present; I began 
by showing the class pictures and clips– there was a 
unanimous decision that Colombia was the country for 
us! The students began by choosing a topic area that 
they would both research and present. We covered a 
wide range of areas including religion, history, traditions 
and popular food. Once this was decided, everyone set 
to work - fi rst fi nding facts and pictures and then writing 
and editing their script until they were happy. 

The next area to concentrate on was the dance. Salsa 
has a unique rhythm and dance, some of the students 
picked up the steps quickly, some struggled with the beat. 
But, after a few weeks of practicing everyone had their 
feet – and hips – moving perfectly in time to the music. 

We practiced as much as we could but when the day 
came everyone was feeling a little nervous. But these are 
skills that will be necessary for lots of us – now and in the 
future – and it was great to see the smiles on their faces 

when they fi nished the whole presentation without fault.
Overall Culture Day was a great success, from 

decorating the classroom to making our very own 
Colombian game and our version of the salty, sour and 
spicy fruit, each and every student got involved and 
helped each other. What’s more, by taking responsibility 
and ownership of a certain topic area, students improved 
not only research skills but also their editing and 
presenting skills. They are left with a deeper appreciation 
and depth of knowledge about a country none of them 
have visited and it has opened their mind to life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world – and they can even speak a bit of 
Spanish! 

As their teacher, I am very proud of the effort everyone 
put in and the mature approach that was taken by all. We 
hope everyone who could attend enjoyed watching our 
presentation as much as we enjoyed putting it together. 
Muchas Gracias!

501同學展現出獨特的南美風情，哥倫比亞的各式各樣文化風俗盡皆呈現在本班展演中。

文 : Teacher  Danielle  Students’ Columbia Wonder  in Class 501

南美洲的獨特典範 – 哥倫比亞 南美洲的獨特典範 – 哥倫比亞 文 :文 :501 導師  王達偉501 導師  王達偉

 Culture Day

  The Egypt Fantasy             文 :Teacher  Aiden

We often know Egypt by watching from 
the movies, such as “ Do the “mummies” 
really exist? Why Ancient Egyptian gods 
were animals? We hope to seek for some of 
the answers which have puzzled us for many 
years. 

    B a s i c a l l y ,  w e  s e p a r a t e d  t h e 
performance into f ive parts. First was 
let ting the students to teach parents 
on how to speak some simple Egyptian 
words and phrases such as: Hello “Alan”, 
Welcome “Alan Wa Salan”, Good Morning 
“Sabaah il Kheyr, etc. After that, each 
student shared two interesting facts about 

Egypt. For example: Egyptian believes 
animals are ancient gods so we have to 
treat them nicely. Also, each pyramid took 
more than 200 years to build it. Third, we 
did a demonstration and the process of 
“mummification”, which is still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tradition and culture in 
Egypt. After that, we presented a show of 
“how to put on Egyptian makeup”. 

    We learned quite a bit from this 
presentation and most importantly was that 
we had “fun”. 

5A Culture 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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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1
  601 孩子的美麗韓國經歷 
  文 :601 導師  詹瑞逸

ESL6的孩子們在這次文化日的演出是十
分令人驚艷的!當大家經過一番討論並且決定
要介紹的國家是南韓後，同學們無不摩拳擦
掌的準備大展身手，從一開始南韓國旗的DIY
到各種韓國傳統食物(泡菜、辣炒年糕、香蕉牛
奶)的製作等，各項事前準備工作，處處可見孩
子們的用心，每個人都元氣十足的積極參與﹗
大家帶著些微的緊張與掩蓋不住的興奮情緒，
終於來到了文化日當天，當孩子們換上南韓的
傳統服飾展現略帶羞澀的笑容，空氣中飄散著
泡菜與辣炒年糕微微香辣的誘人氣味，這同
時帶有嗅覺、視覺的雙重饗宴，讓人彷彿穿越
時空，好像真的置身於韓國一樣，再加上ESL6
的同學們平日訓練有素的英文口語表達能力，
整體表現得十分出色!更值得一提的是，這次
班上從衣著到各項食材的備料，都由他們自己
獨力完成，如此精彩且成熟的表現，讓身為老
師的我也備感榮幸，也十分感謝Tr.Joe對於孩
子的各項用心指導，相信這次的文化日將是
ESL6最美好的共同回憶!                         

This year for culture day ESL 6 studied South 
Korea.  The students took a vote on which country 
they wanted to study and they chose South Korea.  
The students had an interest in learning more about 
the food, music and culture that is now so infl uencial 
in Taiwanese culture.

Before the event the class went to the kitchen 
and made some Kimchi and practiced making Spicy 
Korean Rice Cakes.  The students loved getting the 
opportunity to do some cooking and it was wonderful 
to see them getting to learn about a culture whilst 
using a new and fun form of lesson.

On the day of the event the students had 
organized wearing traditional Korean clothes.  They 
had made the effort to rent the clothes themselves.  
This gave the students the independence to organise 
and take responsibility for a part of the day, completely 
on their own.

On the day of culture day the students had great 
fun preparing themselves for the presentation.  They 
prepared their food and decorated the classroom.  
They dressed in their clothes and looked great.  The 
teachers took pictures with them and their parents had 
the oportunity for photos too.  

I am very proud of how the presentation went.  
From the beginning to the end the project was a great 
opportunity for the students to learn around a subject 
that was actually interesting to them, for a change.

嗅覺、視覺的雙重饗宴，讓人彷彿穿越時空，好像真的置
身於韓國一樣，ESL6的同學們平日訓練有素的英文口語
表達能力，整體表現得十分出色!

文 : Teacher Joe

 Sharing Korea with you and me Sharing Korea with you and me 

 Culture Day KAS 8

This year the KAS class decided to choose 
Turkey as their country for Culture Day 2018. 
The class took a vote and decided that because 
of Turkey’s rich culture and that it was largely 
unknown to most of the class that it would be a 
good chance to learn about a new place.

All of the hard work paid off with all five 
doing a wonderful job explaining their topics. 
Tim told everyone about interesting places to 
visit in the three main cities in Turkey . Wilson’s 
job was to explain how Turkey was the center 

of the former Ottoman Empire . 
Dora needed to explain the importance of 

the Islamic religion to Turkish people and how 
it shapes their lives. Brianna informed us about 
the most popular sports in Turkey and their 
traditional sport of oil wrestling. Finally Miles 
put his cooking skills to the test. He made some 
Turkish style hummus (made using chick peas) 
in class, which is a popular snack for dipping 
bread into in Turkey.

土耳其讓每位KAS 8 的學生學到了裏頭的歷史文化、風俗民情及地中海人文背景等。

文 : Teacher Conor

  Turkey , a shining star in the Mediterranean Sea Turkey , a shining star in the Mediterranean Sea

 Culture 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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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peech Contest
         美語演講比賽

        

幼兒龍舟活動    

◆ Football Competition
    大班足球比賽

2018  Kindergarten Activities
幼兒部校園活動篇

◆ International 
         Culture Day    
    國際文化日

◆ Dragon Boat

幼 兒 部

◆ Mother's Day
Activities    

        母親節活動

◆ Performance 
of 

Achievement    
成果發表

◆幼兒部畢業旅行

We started with a short cartoon; the students 
were able to recognize some things about the 
climate, environment, clothing and landmarks 
of  Egypt ,  l ike the wel l -known pyramid. 
Everyone was really excited to hear that 
pyramids were kind of similar to tombs, just 
much bigger and built a very long time ago. 
They were even more excited to hear about the 
mummies inside the pyramids as they had only 
really heard about “mummy” on Halloween and 
it was known as a scary character. Luckily, I 
was able to go on explain that mummies don’t 
actually chase kids on Halloween but actually, 

they were well-respected Kings, or Pharaohs, 
who had passed away and wrapped in cloth so 
that the body and spirit of this Pharaoh could 
live on forever. It was really exciting to connect 
our current knowledge with all of this new 
information. 
Mickey class has made some very colorful 
Pha raoh  ha t s  and  t he  s tuden t s  have 
even learned how to write their names in 
hieroglyphics, the picture-form of writing used 
by the ancient Egyptians hundreds of years 
ago. We also hope to learn a fun dance!

文／ Brittney

The colorful Egypt        

埃及著名的「金字塔」及「人面獅身像」，
「金字塔」是法老王命令建築師為他建造死後
的陵墓，小朋友對於金字塔存內放著什麼物品
而感到好奇，藉由書籍介紹引領小朋友一步一

步走進金字塔內部，小朋友帶著有點緊張和害
怕的心情來觀看，內部放著「木乃伊」及各式
各樣寶物…等。                                                          

C u l t u r e  D a yC u l t u r e  D a yC u l t u r e  D a y
國 際 文 化 日 排 演 花 絮
國 際 文 化 日 排 演 花 絮
國 際 文 化 日 排 演 花 絮

幼 兒 部



      2018 Speech Contest 經過初賽、複
賽及決賽的激烈競爭後，終於選出了本屆的
前三名及優勝同學。Speech 一直是年度的盛
事，每位老師及學生都是卯足力氣，全力以
赴。因為我們相信孩子們會從演說中得到自
信。孩子面對的未來世界，需要勇敢秀出自
己、在眾人面前呈現自己，這是很重要及無
法避免的。唯有從小給他們機會，給予訓練，
才能讓他們越來越棒 ! 在 Korrnell，我們給
予孩子機會讓他們站上舞台，孩子們經過初
賽的試煉，有人覺得信心大增，但也有人覺
得如果再一次，我會做得更好，於是我們開
放讓有心繼續挑戰的孩子們，就算當初沒通
過初賽，但是只要他願意再努力，跟自己挑
戰，學校都願意再一次給他舞台讓他嘗試，
希望孩子在一次次的挑戰中，知道自我進步

的方法，這不就是我們希望教
導孩子們的比賽精神嗎 ? 通過
了複賽，就是要迎向最後的挑
戰 - 決賽。參加決賽的選手實力
都很堅強，老師也是盡量找時間協助孩子練
習，比賽當天，看見家長們用心為孩子準備
的道具，更是讓老師們深深感到家長的配合
與用心，當然孩子們付出的所有努力才是關
鍵，看著每位孩子在台上自信、有條理的以
清晰標準的英文對這麼多的大人做演說，每
位師長真的深感驕傲與欣慰。猶記得各班老
師剛發下稿子回家給家長時，幾位家長便擔
心的問我，這麼長這麼難的英文稿，才 4、5
歲的孩子有辦法嗎 ? 我當時的回答是 : 只要相
信孩子做得到，他們就一定做得到 ! Korrnell 
Kids are the BEST!

 文: Teacher  Gillian

2018
美語演講比賽美語演講比賽美語演講比賽

 2018 English Speech Contest

2018 Speech Contest at Korrnell
Speech 
Contest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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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週聽到佑宸獲得英語演講比賽優勝時，心中
甚是喜悅，當時我正在國外出差，本來炎熱的天
氣，頓時覺得神清氣爽 ! 果然小孩子的任何一個小
成績，都會讓身為父母的我們引以為傲，並忘卻付
出的辛勞。其實小朋友在幼稚園階段，我們是希望
他能在健康的環境中成長，開心的玩是最重要的，
但是如果能在開心的遊戲中，也能學到第二語言專
長，那就兩全齊美了 !

回想本次演講比賽，
本來從初賽時能把稿念完就好， 到複賽前
花時間把演講的英文翻譯成中文，解釋給小朋友
聽，再教導加上一些動作。到決賽時前的加緊練
習，準備服裝道具，甚至精神講話打氣，過程中也
很感謝 Mickey 班的 Rebecca 及 Brittney 老師，
很用心的協助佑宸完成這次的比賽，讓佑宸的幼稚
園階段，留下美好的紀念 !

 文 : Mickey 林佑宸 家長

    很喜歡學校每年舉辦的演講比賽 ! 因為這可
以帶給孩子一次次的舞台經驗及面對人群表演的機
會。

    原訂初賽的時間恰巧碰到我們要出國 , 於是
老師特別安排 Owen 提早一天到其他班級表演給
小朋友看 , 但是他很害羞的講小小聲 , 於是沒有獲
得晉級 ! 後來跟老師討論完後替他爭取到進入複賽
的機會 , 因為我們知道他其實可以表現得很不錯 !
果然複賽時他表現得很棒 , 也順利地進入決賽。

    在得知進入決賽時我問 Owen 是否需要準
備道具或特別的服裝上台表演嗎 ?Owen 很有自

信 地 說 :「 不 用 ! 只 要
說的很棒就好 ~」聽完
我心裡偷笑到底哪裡來
的自信呀 ? 比賽最後結果
Owen 得到了優勝的成績 ! 他
很開心的說他很喜歡大家看他表演 ~ 他很享受在
其中 !

    謝謝 T.Andrew&T.Annie 的協助 , 也謝謝
學校用心的辦這次演講活動 ! 孩子們能在這樣的
環境下學習是很棒的 ~ 也帶給孩子們難忘的舞台
經驗及回憶。

 文 : Owen Chen 媽媽

很榮幸有這樣的機會跟
大家分享 Suvikki 在這次演
講比賽中的一些感受。

這是中班的她第一次參
加演講比賽，也是她期盼很久

的事情，因為她看姐姐參加過三
次，這次終於有機會上台展示自己。在她還很小
的時候，姐姐在家練習演講，她竟然也能背下姐
姐講的內容，那是我就發現共同學習和互相學習
的力量真的是很強大。Suvikki 這次演講的題目
是 Goldilocks，這是她自己選的故事，這個故事
是她去聽姐姐演講比賽是其他同學講的，她當時
印象深刻，甚至能複述下來，這次演講她說她要
講這個，我很開心，因為我覺得這是她自己選的
故事，必是她喜歡的內容，也是她感興趣的內容，
她就會更好的理解故事的內容，也能更自然的表

達，而不是簡單的死記硬背。對於小朋友來說背
下來故事的內容不難，困難的是如何勇敢的站在
台上將要講的內容表達出來。在她能記住故事內
容後，在家我就叫她講給我聽，我會問她故事裡
面熊爸爸，熊媽媽，熊寶寶講話都是一樣的聲音
嗎，她就知道應該用不同的聲調表現不同的人，
也會問她，你要怎麼表示這個粥很熱呢 ? 她自己
就會做動作來表達，而不是我們告訴她，這裡要
做什麼，那里要怎麼說，當她真正理解自己要如
何表達她要講的內容時才是她最大的收穫。一直
以來都非常喜歡學校的演講比賽，雖然每一位老
師和小朋友都付出很多，但這樣的比賽對小朋友
的收穫真是太大了，他們敢於站在台上，自信滿
滿的表達就是對老師和家長的最好回報。感謝學
校為小朋友創設這麼好的展示平台，期待下一次
他們更精彩的表演。

 文 :Melody class Suvikki 媽媽

家長迴響篇美語演講比賽

很開心 Enya 能得到 Speech Contest 第二
名，這是她的第一次參加美語演講比賽，雖然之
前看著哥哥練習，也有耳濡目染，但是要真正要
自己一個人站在台上完成演說，真的對她是個挑
戰。她知道她通過複賽時，她跟我說，媽媽我很
棒，所以我通過複賽，我想要拿第一名。我深深
地感覺到，她真的從中得到了自信，她對自己能
力的了解與肯定，又更進一步了。我知道，孩子
必須要能夠從了解自己，進而肯定自己，再則知

道自己的不足，想辦
法彌補自己的不足，這
樣孩子才能真正的獨立與自
我成長。雖然她不能如願得到第一，但是她知道
拿第二名時，她說，我已經很棒了，因為我有認
真，可是我忘了一個動作，所以我拿第二。我聽
了以後真的深深的感動，因為我知道，我的小女
孩已經逐漸往成長茁壯的路上前進了。

 文 : Kangaroo 林琪晏 媽媽

恩睿喜歡新的事物，演講對他來說很有趣，
平時在家會有五次的練習，都會開心地聽老師的
錄音。慢慢調整發音後，開始練習動作。在家超
活潑，不只有手的動作，還跑來跑去。但在同學
前卻害羞起來。之後請他雙腳不移動，很快的就
調整比較像正常演講的樣子了。接著開始關掉老
師的聲音，小朋友的記憶很好，還是可以流暢演
說。每次的練習也都錄影，他喜歡看自己的重播，
也讓他對每次的錄影練習更是樂在其中了。

這個年紀的小朋友接
觸的任何事大都是新鮮的，
能保持活潑的態度很重要。所 以
想些方法提高參與的樂趣會更好。我們會試著把
影片分享給親人，告訴恩睿很多人喜歡他的演講。
或是分享在 FB 上，讓他知道有很多人喜歡也按
讚。甚至訂閱。這些對他來說都是非常有趣的。
這次很幸運得到好成績，很感謝學校給了他非常
棒的經驗與回憶。

 文 : Mickey-Enzo 恩睿 爸爸

從演說中肯定自我

回想以往 Julia 的美語
是 從 零 開 始 進 入 Korrnell

學習的，這一年半的時間裡
Julia 經歷二次學校所舉辦的

美語演講比賽，過程中見證了老
師們在演講比賽的訓練與平日教學中不斷的用心
去教導小朋友；並幫助每位小朋友在美語發音與
語調上都能有卓越的進步。

這段期間我也常鼓勵並陪同 Julia 在家練習，
他在老師每日用心的教導下，對美語產生很大的

興趣，加上每日的練習，讓 Julia 站在台上不會
擔心害怕與怯場，把所學盡情在台上表現出來，
這是我們前所未見的，也是我們所期待與樂見的。

語言是人與人溝通上最重要的工具與方式，
在 Korrnell 學習成果證明了學校在生活中自然學
習美語的成效，不僅提高了小朋友的學習興趣，
也讓小朋友部會害怕美語或排斥，學校的教導是
很值得肯定與嘉許的，在此感謝 Tr. Andrew 與
Tr. Annie 的愛心與用心。

 文 : Kangaroo Class  Julia 媽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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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班足球競賽

Oh Ya! Koala 班獲得第一屆 Korrnell 幼兒園足球比
賽第一名，得到金色獎盃，大家都好開心，經過幾個禮拜
的密集訓練，還有幾個有上課後足球的孩子利用體能課，
playground 和下課時間互相傳授練習，班上對足球從原
本的陌生到會基本的傳接球，到了解足球的規則，培養出
團隊的默契，大家都很努力，雖然這群娃娃兵並沒有很棒
的技巧，但大家都卯足全力，全力爭取得分，對這項運
動，有了更多的熱情，看到 Johan 和 Oscar 一有機會就
射門，連老師們都情緒沸騰，孩子們都很有運動家精神，
互相加油即使不是本班孩子在比賽，看到別班踢得很棒也
都給予熱烈的掌聲和歡呼，不論輸贏，大家都覺得這是一
場 Good Game! 運動讓我們更健康，午餐吃更多，身心
都得到滿足，上起課來更專心 ! 

Johan 說 : 等我上 korrnell 小學，我會更厲害，我長
大要去踢世足賽。

Oscar 的媽媽說 : Oscar 比賽前一晚還好緊張，興奮
到問媽媽，明天要比賽了，會不會踢不進。

Koala 班的孩子說 : 足球超級好玩，我們要繼續練習，
下次還要得第一 !

 文 : Grace 老師 With such short notice the first annual football 
tournament was moved from July to the 18th of May. 
We were left with very little time to prepare. Koala, 
Kangaroo and Mickey class all tried our best in the 
short amount of time. Teaching the rules of a difficult 
game was a little hard for all the teachers involved 
but we all managed to do very well and everyone 
managed to grasp the rules quite quickly!

The day of the football tournament was a hot, 
hot affair. With the possibility of rain were forced to 
move the tournament indoors which didn’t help 
with the heat.  We all had to play each other twice. 
Kangaroo class played Mickey class first; Mickey 
class prevailed the score was 1-0. Koala class had to 
play two games in a row which was a little difficult 
because it was so hot inside. Koala class played 
Mickey class first followed by Kangaroo class.  The 
last game that was played was Kangaroo and Mickey 
class. 

All in all it was an excellent football tournament. 
All three senior classes had so much fun as did all 
the teachers. Also a big thank you too all the junior 
classes that came to watch and Tr. David who was our 
referee for the tournament.  

 Go! Champion Koala!                                          

 文 : Teacher Theo

Football G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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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的成果發表會是以戲劇及舞蹈為主，大
班所表演的劇碼是大家耳熟能詳的故事「小美人
魚」，小朋友很開心要呈現這齣劇碼。中小班則以
常見的速食食物為表演做造型，配上逗趣又動感的
舞曲，讓孩子更容易學習。

經過專業的Tr.Yvonne舞蹈老師細心指導，把
各班的表演串聯起來，孩子在舞台上努力完整地表
演，使得表演更加熱情洋溢，當天晚上天氣雖然悶
熱，但館內的氣氛是熱鬧滾滾座無虛席！ 

  在謝幕當時掌聲不斷，回想練習的過程中，
孩子不斷練習、修正、再練習，流下的汗水無數
次，另一方面有家長們肯定支持與配合，讓這次成
果發表更加精采，也忘掉練習過程中疲累的身軀，
感受到努力是值得的，而在閃光燈不斷拍照錄影，
留下更多可愛、精彩、美好畫面，看了讓人嘴角微
之一笑，孩子你們是最棒的！讓此次成果發表圓滿
成功落幕！

海底總動員v.s. 歡樂速食派  文 : Stina 老師

This year we had many classes progress 
towards their new future grade levels. 
We decided to celebrate the amazing 
achievement through a spectacular music 
and dance performance. Our beloved junior 
and middle classes put on a hilariously cute 
performance about healthy food choices. 
And the dangers of eating too much fast food 
and junk. They shook their cute little bottoms 
and danced their heart out. What a sight to 
see! Once the junior and middle classes had 

amazed our audience with their performance 
it was time for the true stars of the show 
to shine; Senior class told the story of the 
Little Mermaid and Nemo finding a group 
of shipwrecked sailors lost on the bottom of 
the sea. There was laughter, cheers, and even 
some shocked gasps as the intense drama 
unfolded. What an amazing way to honor the 
achievement of all the students at Korrnell 
Kindergarten. I can’t wait to see what they 
do next year!

The amazing night in Korrnell kindergarten  文 :Teacher Phoebe

The amazing night in Korrnell kindergart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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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formance of Achievement

中小學 音樂社團學年成果發表

寫在教學成果「Music & Dance」展演後記           文 : 陳瓊珠 主任

『We are proud of you』

當樂團在『proud of you』悠揚的樂聲中結束，演出者出來謝幕，觀眾如雷的掌聲響起，如真精采，
Bravo！Bravo！孩子們，我要大聲的說，我以你們為榮。

每年的期末，學校都會為孩子創設一個表演的舞台，讓孩子有一個展演的空間。從幼兒園到中小學，從
舞蹈到戲劇，從戲劇到音樂劇，孩子展現曼妙的舞姿與流利的英文，演出精彩的戲劇與音樂劇。

本校除了著重雙語的教學，更深植孩子藝文的素養；幼兒園、中小學低年級每星期安排一節music & 
dance 的課程，由外聘專家指導。除了讓孩子學習肢體的伸展外，更從中學習中英文歌曲快樂的歌唱。中
小學三至九年級，推動「人手一樂器」，每個孩子都是音樂家，都是欣賞家，每個週四下午與外聘音樂專家
一起彈奏，共渡一個歡樂的午後時光。

本年度的「Music & Dance」表演已經結束，它是一個句點，也是另一個起點，期待明年精彩的演出再
見！

2018

 106學年

音樂社團

動態成果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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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明珠 - 上海繁華之都巡禮 

 2018 康乃薾 / 麗喆中小學

上海畢業旅行紀實  南京路

交通大學

博覽會 中國館

七寶古鎮

城隍廟

今年康乃薾教育體系國三及小六畢業旅行很另類，首度選擇
號稱東方明珠的上海為畢旅地點，結合竹北康乃薾校區及臺中麗喆
校區共200多位師生進行了一趟5天4夜的上海巡禮，這個百年繁華
之都十里洋場，讓康乃薾及麗喆的孩子體驗了一場不一樣的畢業旅
行。

上海行處處充滿驚奇，進入上海博物館，一起走入時光隧道，
豐富的歷史人文交織現代風情，呈現上海的百變風貌。走入百年歷
史的南京步行街，看見超過百年歷史建築特色，有中華第一街、十
里洋行、百年上海灘。而七寶古鎮雖為古鎮，卻有著不凡的氣度，
這裡也已成為文化活動重要場所。走在上海灘、觀賞萬國建築博覽
群，更讓人體會上海風華。 

另一個充滿驚奇的景點–豫園。到了豫園，很難不被這裡的古色
古香所吸引，   江南園林的迂迴曲折與層次變化，常常一個轉彎，
又發現另一完全不同驚豔的景色，加上曲折蜿蜒的蛇廊串聯亭台樓
閣、假山、水塘，讓豫園充滿江南園林的風格趣味。

上海迪士尼當然是孩子不可錯過的景點，探索別具一格又令人
難忘的六大主題園區——米奇大街、奇想花園、夢幻世界、探險
島、寶藏灣和明日世界，每位孩子來到這裡總是流連忘返。

最後一天參觀了東方明珠塔，這裡曾是大陸的最高建築，至今
仍是上海重要的地標，除了有許多新奇的遊樂設施外，也可到達塔
頂觀賞整個上海的風景，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塔內還有上海歷史
陳列館，是結合歷史、文物及圖片來介紹上海近百年來的發展史，
看完之後，感覺上海史其實是一部悲傷與歡樂的融合史，也造就了
上海人強悍剛強的性格。

這一次旅行社特別安排本校師生至上海交通大學參觀，這是
一所全國性重點大學，也是一所以全英文授課、具有國際課程的大
學，走在校園裡，我們的孩子沉浸在這充滿濃濃的人文氣息校園
中，感受國際性大學的深度廣度。這一趟旅行不只是觀光遊覽，還
富有教育意涵，讓每個孩子裝滿了愉快又充實的行囊滿載而歸。

文： 林文敬 主任

2018年 1月 19日 至  2018 1月 23 / 24日

上海迪士尼

豫園

田子坊

東方明珠塔

黃埔江外灘夜景黃埔江外灘夜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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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 慶 暨 母 親 節 活 動

2018

帶 著 爸 媽 郊 遊 「 趣 」   

     2018年的母親節活動，學校舉行
了”帶著爸媽郊遊「趣」的親子健行活動-鰲
峰山運動公園 ”。邀請本校爸爸媽媽們帶著
孩子們一起郊遊踏青去，藉由踏青活動讓親
子舒展身心、鍛鍊體魄。學校準備了有闖關
遊戲，過了闖關就會贏得小禮物，終點處也
準備了一份給媽媽的小禮物，祝福媽媽母親
節快樂。

    2 0 1 8
年 5 月 5 日 上
午8：30，我
們 的 健 行 踏
青 活 動 開 始
了，當天中
小學及幼兒
園 的 小 朋
友 特 別 支
持捧場，
戴 著 帽 子

背著水壺，踏著輕快的腳
步，隨著學校的規劃，一關一關

的闖，開心贏得了小禮物，
我 和 幾 個 同 事 們 早 已

經汗水滿頭氣喘吁

吁，但看著我們未來的主人翁們卻是腳步輕
盈，走得開心氣喘的，連幼幼班的小朋友都
爬上了最高據點的觀景台，坐在觀景台上休
息，將清水及台中港的風景盡收眼簾。

    在大草坪上家長們帶著各式各樣的道
具，有冰桶、瓦斯爐、點心、飲料---等，野
餐墊鋪在青青的草皮上，小朋友嬉戲，大人
們泡茶聊天，大夥一同享受著快樂清閒的上
午，我也加入了聊天的一員，輕鬆自在增進
感情有益身心健康。

    另一端伴著鰲峰山運動公園的公園遊
樂區(競合體驗遊戲場) ，近3公尺的星際蟲洞
和各種攀爬的繩索組合成的大型體能設施，
還有高2公尺的超大型蜘蛛造形的體能設
施、鍛鍊平衡感的極限飛輪、模仿真實攀岩
活動的格子攀岩場等，家長帶著孩子一起進
行鍛鍊，感謝學校舉辦了這樣的活動，許多
人都還未來過這樣棒的親子運動休閒公園。

    活動接近尾聲，學校還準備了現場打
卡上傳，讓親朋好友都可以分享活動的喜
悅，因此許多家長與孩子的臉上都記錄了今
天的開心與愉快，雖然累了卻是滿滿的快樂
回憶。麗喆的員工及家長學生們在最後一刻
留下了精采的大團照的照片紀錄，活動在照
片中畫下了完美的句點。

文：許璟蓁 主任

背著水壺，踏著輕快的腳
步，隨著學校的規劃，一關一關

麗 喆 校 區

K o r r n e l l L Z  A c a d e m y

2 0 1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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靜 態 成 果 展2018 靜 態 成 果 展

中小學靜態成果展2018 Student Achievement ExhibitionStudent Achievement ExhibitionStudent Achievement Exhib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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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王達偉老師

麗 園 喆 學 書 展 中 高 年 級

讓「認真的孩子與孩子的認真被人看見」一直是老師們一年
一策展的初心理念。從前年的閱讀成果展到去年的影像成果展，
今年，我們把「寫作」的成果搬上檯面。

    從上學期提出構想開始，老師們在課堂上拿出專業引導孩
子寫作，學生們努力地構思讓豐富、生動的作品躍然於紙上。因
為版面有限，在忍痛卻又甜蜜的心情下，我們努力地抉擇哪些文
章該收入版面、同時又心痛的割捨許多優質的作品。

    接著挑選學生的生活照、拍攝封面、打字排版、校對、打
樣送印、對色、再校對……等等，中高年級的老師們個個忙得人仰
馬翻卻又不亦樂乎。

    成品出來後，看到每位家長驚喜又欣賞的表情，透過文章
與照片更加地了解孩子，我們知道，這一切都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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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之星 Star of the Month

3月
2月

4月 5月

101林庭瑜 Tiffany  
102張晏寧 Annie  
103陳星亦 Star  
201陳昀婕 Jessica 
202紀彥新 Leo
301張式珩 Hank  
302陳威利 Willie  

401梁棨傑 Chijie  
501洪秉寓 Carlos  
601鄒貫英 Ethan
701林志藝 Jerry  
801劉人頡 Miles  
901羅威翰 Hank

2 月 主 動 積 極
101張景筑 Lume  
102饒恩睿 Oliver  
103彭聖庭 Santi  
201郭廷妍Yanyan  
202劉欣蘋Chloe
301廖竺軒 Isabelle  
302楊晴扉 Janet  

401黃靖恬 Sophie  
501洪堉綸 Lilliam  
601陳峻碩 Jason
701林楷軒 Jason  
801陳怡臻 Brianna  
901楊姍恩 Amanda

5 月
101蔡定頤 Eason  
102林芷亘 Jenet  
103陳禹彤 Mandy  
201蘇宥玲 Jaime  
202李允凱 Brandon
301廖治捷 Jay 
 302洪維謙 Wesley  

401黃靖傑 Gordon  
501高宜璿 Crystal  
601張茗絜 Joanne
701楊詠恩 Steven  
801張恩嘉 Gigi  
901林憲隆 Kenny

4 月 團 隊 合 作
101葉齊瑋 Oscar  
102柯韋呈 Eric  
103林采忻 Emily  
201林畊宏 Eric  
202金恩浚 Roger
301陳致宇 Jeremy  
302郭彥澤 Zach  

401林弈德 Jones  
501王家柔 Dorothy  
601鄒貫英 Ethan
701陳昱臻 Elia  
801周子涵 Dora 
 901羅威翰 Hank

誠 實 信 用自 尊 尊 人3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