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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校长勉励

正如国家颁布的素质教育模式，西安曲江康桥以求培育学生在思想道德素质、能力培养、个性发展、

身体健康及心理健康上得到全面的成长。我们期待康桥所有的孩子们，能够从生活教育中实践良好品德；

我们重视与坚持的是“社会贡献度=德*(智+体+美+劳)”。

希望每个孩子在这样的教育环境中，都能长成属于自己的样子，适性杨才，培养带得走的能力。

从康桥出去的孩子，自信、善良、有思考力、创造力，一个个都是具国际竞争力的社会菁英。如同校歌

所唱“Kang Chiao brings me the world”，让我们一起许孩子一个美丽的未来！

康桥 是一所跨越海峡两岸的学校

从2002年成立秀冈校区到2014年的昆山校区，康桥学

校备受肯定与瞩目。2018年12月5日接受邀请来到古都西安，

签订了西安校区的合约，从此在文化底蕴丰厚的西安，落

地植下康桥教育的种子。

“培育具国际竞争力的社会菁英，许孩子一个美丽的

未来”是康桥办学的愿景。透过双语、实验、田园、创新

的理念，掌握国际化、乡土化、精致化、人文化、科技化、

人文化的目标，借由双语化的课程教学，融合东西方文化，

能思考、会创新，更有冒险的精神与坚毅的意志力。培育

“厚植东方文化；深蕴西方思维”的康桥学子，让孩子们

都能出的了国门、回的了家门，成为世界级的人才，能爱

国爱家乡，为人类美好的未来贡献所学。

品德是一切的基础

Superintendent Motivational Spee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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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亲康桥创刊了！随着西安曲江康桥学校的

创立，亲亲康桥要把亲爱的孩子、亲爱的家长和

康桥，连结在一起。透过这份刊物的文字与图片，

提要学校的整体运作及重要活动，建立概念式的

理解与支持。平日的联系，则透由交流、微信各

群进行实时沟通与问题解决。

2019年秋天开学，我们双语部迎来了16班525

位学生，其中一年级6班，二至六年级各2班。感

谢各位家长对康桥理念的认同，对学校信任与支

持，让我们在开学的第一个学期，就能欣喜地看

见孩子的多元学习，逐渐看到孩子的转变，绽放

属于童年的纯真笑容，一天比一天更美好的进步。

金色童年 康桥为伴

金色童年，康桥为伴！孩子的成长与发展，

有其生命的意义与独特性，我们用爱与陪伴，引

导他们思考与学习、判断与决定，体验学习的价

值与历程，感受成功的经验与成长的挑战。康桥

以优质的环境与多元的空间、系统化的课程与活

化教学的教学专业，強化以生活为引导与经验的

链结；在学习的过程中，重视孩子的活动体验、

对话互学、沉浸积累、省思改善等循环，让孩子

感知、聆听、对话、思考，经由真实学习的成功

经验而自我肯定，经由过程的竞争合作而团队学

习，促发更多角度的思考。

面对未来发展的趋势，以全人教育的目标培

育完整幸福的人，核心素养与跨域整合的能力是

必要的。在康桥，学习包含了认知、技能、态度

与价值观。认知的学习，必须有学科基础的扎根，

更有跨学科的、经验的与程序性的学习过程；技

能的学习，兼重了学习如何学习的方法、社会互

动与情绪表达、实践的真实历程；态度与价值观，

则以个人为中心，发散对地方、社会、国家、全

球的正面态度与核心价值。康桥扎实孩子的学科

基础，更注重培养具有主动学习、乐于思考、勇

于承担、协调矛盾与困境，以及创造价值的思维

与行动，进而积累他们成为幸福的、具有国际竞

争力的社会菁英！

金色童年，康桥为伴！在迎接12月的家长开

放日、下学期的学生康桥Time、英文专题研究发

表，您一定会为孩子的潜能发展、努力与表现，

点赞与发出惊叹！

康桥邀请您，一起用爱与榜样，陪伴孩子快乐成

长与丰盈学习！

用爱与陪伴让孩子在体验中成长

以扎实的全人教育培育康桥的孩子

双语部校长 邱馨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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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会会长的话

李五亮董事长“成事不放弃”的启发

Chairman of PAC Speech

接到约稿任务的时候，正值康桥创校一周年。在如此盛大的时刻，作为

西安曲江康桥学校的家长会长，我连日来⼀直在思考要和大家分享些什么。

记得在家委会成立当天，我承蒙各方厚爱担此重任，上台分享时我有感

谢三位重要⼈物以及一个群体。

万众国际的李五亮董事长，从5-6年前投身到教育领域的那

⼀刻开始就目标明确，他曾坦言自己读书不多，所以他希望他

的坚持和付出能够让更多的人接受到良好的教育。故此他排除

万难，勇往直前。李董有⼀句至理名言，他说：“兄弟，哥这

⼈就是想办法先把事弄成。”

当一个人不灰心不放弃，看看自己还能不能做得更好时，

成功就在前方等着他。李董就是这样的⼈。

康轩教育的李万吉董事长，我有拜读过他的《铁

⼈教育梦》，人生何尝不是一场漫长的铁人三项赛，

期间缺少了坚毅、果敢，怎么可能有一所所漂亮的学

校长出来。李董在他的书中说铁人赛是一种人生态度，

享受过程及时调整状态方能获得满意的结果。几天前

我在台北和李董夫妇餐叙，他和我分享了一个故事：

他的儿子说耐克又出了一款新的跑鞋，他想送给爸爸

一双，李董想了一下说：我不需要。因为前几天他安

排司机花了100块钱（台币）把旧鞋底补了一下，这双

鞋子还可以再跑2000公里。儿子不解，再次问：“您

真的不想拥有一双？”李董又认真想了一下说：“我

真的不需要”。听到这，我用心整理了一下，我们在

生活中大多数时间是想要的太多，而需要的太少。李

董经常跟我说他不会花钱，听到这个话我就想到勤俭

持家似乎也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之一。

李万吉董事长“坚毅勇敢”的精神

魏巍会长于家委会成立大会真挚
的发言触动每位家长

3



2019, December

KCISXA NO.1

康桥学校的张启隆总校长。如果我没有记错，

他今年已经74岁了。在我们周围，70多岁的人早

就开始颐养天年了，但我们的总校长还奋斗在教

育的最前沿，每天攻城略地，兢兢业业，他为人

谦和、有志节。是他在过往的职业生涯中发现，

我们的孩子们过早的送去国外读书，最后孩子会

没有办法融入他原来的生活，尤其是会造成和家

人情感的疏离。于是总校长提出“让孩子出的去，

回的来”，以中华传统文化为主要导向的双语国

际教育在康桥应用而生。

张启隆总校长“让孩子出的去回的来”

请允许我再占用大家一些时间来谈谈康桥的

师资团队。我的大儿子曾在华东康桥就读，当我

去拜会庄胜利校长的时候，他会安排主任在门口

接我，然后再拿出早已准备好的材料和我推心置

腹的交流孩子的情况。我们西安康桥的钟鼎国校

长嘴边总是挂着一句话：把孩子们照顾好。他即

便再忙都会拨出一些时间来和家长们聊聊学校及

孩子的事情。而我们的邱馨仪校长则像个大姐姐

一样每天和孩子们耐心、细致的互动，交流。西

安康桥还有一位拼命三郎，他有一次带病到外地

去办说明会，结果半夜进急诊，第二天回西安就

手术，他就是林靖翰主任。

正是这些特别的人在一起才成就了现在的康

桥。我时常想做为家长我们要教会小孩子什么，

刚才提到的这些⼈所具备的这些品质不正是我们

希望孩子们未来所拥有的吗？因此，有人问我为

什么选择康桥，我会告诉他（她）为了让孩子和

优秀的人在一起追求卓越。

一个让家长放心的团队

目前西安曲江校区家委会，

是由魏巍会长带领的团队，G1-

G10共十位家长，与学校团队共

同合作，一起让康桥成为更美好

的学校，许孩子一个美丽的未来。

感谢双语部校级家委：

李子琳、刘亚红、符攀、鲍雪莲、

王媛、李军(依年级排列)

西安曲江康桥学校家委会会长

魏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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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语部教务处共有三十位老师，分

属于三个组别，分别为教学组、课研

组、教务组，是双语部重要教学管理

单位之一。

教学组
安排国家课程及地方课程、校本
课程计划，参与制定双语部教学
发展计划、协同落实双语部师资
配备、组织协调各班主任及科任
老师教学计划的实施、协调安排
日常教学调度。具体工作如编制
教学日誌，调控教学进度，监管
教学质量，解决教学问题，组织
考试等。

课研组
组织双语部教学经验分享交流、
完善各类教学评估，教师备课及
课程研究、举办各类教师研修协
助教师成长、协助学务处菁英活
动课程融入。举办公开课观课经
验分享，康桥Time自主研究跟进，
田园课程设计探究等都与课研组
相关。

教务组
组织协调参与落实升学计划、安
排双语部教室空间使用、负责学
生注册、学生教材供应，管理学
生成绩、落实学籍档案管理，发
放学历证明和各项证书申请等与
家长息息相关。

教务处三组的行政老师各司其职，为的是服务小朋友和家长，并为老师们提供最好的支持，希望所有同
学都能够在康桥认真学习，快乐成长！

Department of Academic Affairs

教学不倦 教务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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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1的小朋友经过两个月的汉语拼音学习，终于到
了验收的时间啦！2019.10.30闯关活动还邀请了
各班的家长一同参与，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3.分享时刻

第一关
我会读声母

第二关
我会读四声

第三关
我会识字

第四关
我会看图读句子

第五关
我会写字母

第六关
我会背古诗

2.闯关开始啦

老师们认真地打扫卫生，
迎接家长和小朋友到来

家长认真听取班主任安
排各个关卡的工作细节

家长认真填写闯关卡，
等着可爱的孩子们到来

孩子们在过程中分享自己
的收获，展示自己的成果，

不亦乐乎

家长1：感谢这么
有爱的家庭，感
谢老师如此耐心！

家长2：近距离感受
到孩子们的活力，
感慨老师真的不易，
孩子们都很棒！

孩子1：非常好玩！
好有趣的考试！

孩子2：妈妈
看到了我在学
校的样子，很

开心！

感谢家长的积极参与、感谢老师们的精心准备，
带给孩子们一次快乐成功的闯关体验！4.闯关反馈

1.活动前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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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lcome to the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the Bilingual Department!

We are a "big international family“, the International Division

composed of a director, two coordinators, four specialists, 11

foreign teachers from the United States and South Africa, and 13

Chinese English teachers!

International Dept.

中西合璧 国际处

7

Director of International 
Division Sharon Liao

Before School

Summer Holiday
The First Day of 

School
Special Events

STEM 

Experimental Class

STEM Experimental Class：

The voice pipe activity is one of the main activities of the experimental class. In the beginning, we sang a song to warm

up, then we taught English words of family members and blessing words for Father’s Day to all the students. At the end,

we asked the children to make their own Father's Day cards and send their blessings written in English to D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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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 Training for FETs & CETs：

The school arranges special training for all faculty and staff members. In

order to give all students the best quality education, our FETs & CETs

attended different workshops such as Guided Reading program and

Workshops from Pearson, Mc Grawhil, Mac Millan (Textbook workshops

at all levels), Child Protection workshops and team building activities.

One on One English Interaction：

In order to learn more about the student’s English ability, we arranged

one on one English interaction sessions between students and foreign

teachers.

Reaching out for English classroom:

The new students experienced their first time ever

“Reaching out for English classroom"，everyone is well

prepared for the big challenge.

Parents 'Conference:

On the 21st of September, the School hosted Parents’and

Teachers’ Conference. For our Division, we had both FET

and CET team up in pairs to introduce our English

curriculum and related information in details, which the

parents cared the most about.

On the day, both FETs & CETs met with the parents, and

they really enjoyed the wonderful interaction and

communication among one anther.

Halloween Activities：

In the early November, we introduced Halloween related

knowledge through our English Village course. On the day

of the Halloween event, students dressed up as vampires,

zombies, Spiderman, monsters and many other characters to

Kang Chiao to enjoy the occasion. Who got the most candy?

Who screamed the loudest? And who is the best dresser?

Students needed to pass the VOCABULARY tests to get

the candy they wanted.

Wonderful Intera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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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partment of Students Affair

以德树人 学务处

欢迎各位小朋友们加入康桥的大家庭，相信各位同学对学校各部门一定很好奇，

其中学务处更是让各位小朋友摸不着头绪的单位，现在由我来为大家介绍学务处！

学务处下有五个组别，分别为德育组、辅导组、探索体育组、泳训组以及交通组，这

五个组别的工作则是围绕着品格与生活教育、健体与群性发展到校园生活照顾！

德育组负责协助学生

养成良好的品格、培育
适当的生活习惯、建立
守法守秩序的态度，期
许孩子们能够展现国际
性的礼仪水平。

辅导组主要负责照顾
全校师生的心理健康，
以营造整体友善校园氛
围为主要任务，期许孩
子们都能在校园中稳定
学习开心成长。

探索体育组负责学
生探索教育(Adventure
Education, AE)、菁英
活动(Elite program)、
体育教育课程(Physical
Educataion, PE)及运动
校队培训及管理。

泳训组主要负责全校
学生游泳课程的实施与
发展，让学生在游泳课
程中既能锻炼强健的体
魄，增强孩子体能和意
志，又能提升水上安全
观念和自救能力。

交通组负责全校学生
交通车服务，保障学生
搭乘校车于上放学期间
的安全，期许孩子们能
快乐安全地成长。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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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桥学校的愿景在培养具有国际竞争力的

社会菁英，但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思考，当孩子

们从一流名校毕业后能成为所谓的社会菁英吗?

答案是「不」！

在生命中除了知识学习与探究外，软实力

「Soft skill」更不可或缺，而培养孩子共同解

决问题的能力、勇气与毅力以及多元思考能力则

是首要任务。在康桥的学习环境中，我们透过探

索教育以及菁英活动来为孩子布置不同的挑战课

程并提供吃苦的环境让孩子成长与茁壮。

第一次探索课程「筹组心目中的理想队

伍」。同学们邀请心目中的人选加入自己的队伍，

筹组队伍后并开始讨论小队名的工作；一方面要

独特、响亮，另一方面还得展现出自己小队的精

神。当孩子在讨论小队名时已开始进行第一次沟

通与协调，没有完美的答案但有最适当的选择，

从讨论中学习倾听与尊重。

我们利用全方位价值契约（ Full Value

Contract, FVC）带领孩子认识彼此、从中学习

尊敬与良好互动并进一步建立属于自己的小队契

约，每个人都有相异的价值观，借由认识彼此、

学习尊重、凝聚共识并建立共同的价值观与共同

的目标，让孩子们从活动中学习共同解决问题的

能力。

在一堂堂这样的课程中，看到孩子们认真

的思考与讨论，期望他们能透过从体验与探索中

了解自我、建立自信与培养解决问题的能力，再

透过团队活动，学习同侪相处、共同合作、产生

同理心与社会责任感，让康桥的学生真正达到适

性发展、勇于追求自己梦想的目标。

承诺与责任
-在活动中建立好品格-

学务主任 蔡辉昱

从沟通协调中找到共识与目标

学务处充满活力的团队

体验与探索中拥有追求梦想的勇气

孩子们互相合作解决问题

校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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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务主任 蔡辉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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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forming Arts Center

艺术涵养 艺文中心

自2014年9月加入康桥这个大家庭开始，便着手组

建康桥国际学校华东校区国际部一人一才艺课程与乐团

创立，2017年筹办康桥国际学校华东校区双语部课间社

团及乐团，在学校服务短短这五年来，看着学生透过一

人一才艺的实施，找到自己的兴趣，及学生在各式展演

上迸发的光芒及发自内心的喜悦，实为教师最大的慰藉。

西安校区也即将于下学期组建管弦乐团，希望各位

家长能鼓励孩子加入乐团这个大家庭。

康桥学校，素以培养学生具备“带得走”的能力

着称；而“人文化”的教育目标，也在学校艺文活动

普及化、精致化的全面推展中，逐步达成。

「艺文能丰富生命，教育要讲求多元。」为提升

学生的艺文素养，透过「一人一才艺」教学方案的实

施，将才艺课程列入于正式课程中，全校每位学生都

要选择一项才艺来学，「一人一才艺」的课程培养学

生音乐、美术、戏剧、舞蹈等艺文欣赏、表演与创作

的能力，艺文中心根据学生调查想要学习、有兴趣的

课程去开发，提供同学选择后排序编班，鼓励每位学

生都要学习一样才艺，除了每周的课程外，艺文中心

也推动艺文护照之计划，要求学生每学期需参与静态

及动态至少各一场展演，希望学生能透过观看展览及

演出，增进自身的艺文涵养。

才艺~是孩子带得走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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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文中心组长
徐伟翔

艺文中心组长 徐伟翔



多艺多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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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会 • 纸布艺 • 黏土工坊 • 硬笔练字 • 创意美术 • 乐理知识及乐器介绍

G1以循环课程方式进行，让孩子有机会探索并了解自己的兴趣，

G2以上学生依兴趣志愿序选课，提供学生学习的自主性。
学生为本

多学

多元课程
动静态课程内容选择多样化，让孩子在学校即有机会学习有兴趣的

才艺活动。

G1

G2
小提琴班 • 大提琴班 • 创意美术 • 街舞班 • 拉丁舞班 • 篮球班 • 跆拳道班 •

田园班

G3, G4
小提琴班 • 大提琴班 • 长笛班 • 小号班 • 单簧管班 • 萨克斯风班 • 古典打击

班 • 街舞班 • 拉丁舞班 • 跆拳道班 • 篮球1&2班 • 粘土工坊班 • 素描班 • 动

漫临摹班

G5, G6
小提琴班 • 大提琴班 • 小号班 • 圆号班 • 单簧管班 • 萨克斯风班 • 古典打击

班 • 街舞班 • 足球1&2班 • 篮球1&2班 • 水彩班 • 动漫临摹班 • 田园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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