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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康桥 成就自我

西安曲江康桥学校自2018年12月5日与陕西万众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签约合作以来，已经有一年的时间了。在这一年里感

谢所有的家长对康桥的支持，把你们心爱的孩子送到康桥。在

“厚植东方文化，深蕴西方思维”的理念下，我们从发展成熟

的华东校区及台北校区聘请优秀的行政团队，开始筹备这一所

传承康桥精神并创造领先的西安曲江康桥学校。

传承康桥精神 从无到有开创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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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学校的建筑及硬件设备逐步到位，各学科老师共同

建构学习型的组织、设计创新连贯的多元课程、创造丰富多样

的境教空间，我们将康桥学校从无到有的建设起来，给孩子一

个健康快乐、丰富学习的成长空间，让所有西北地区关心孩子

的家长能有更佳的教育选择。

康桥学校以”培育具国际竞争力的社会菁英，许孩子一个美丽的未来”为学校愿景，将双语、田

园、实验、创新四大元素融入课程的发展，让孩子从小在双语学习的环境中具备开阔的国际视野，在

与外教的互动中能够轻松的听说英语，进而将课程延伸到学术性的内容，以完成从双语教学到国际化

学习的转衔。田园教学作为康桥教育的特色之一，让孩子更加亲近泥土、感受自然，让孩子喜欢自己

生长的土地，让孩子懂得努力获得收获的成果是得来不易的，进而养成爱国爱乡的情怀。同时，结合

义务教育及校本特色发展出创新实验多样学习的适应性发展课程，让每一个孩子探索、发展、创造、

自信、圆满，看到孩子们在教室里认真的学习及课间快乐的运动与合作，感受到生命的活力与希望。

校区校长 钟鼎国

在董事长的全力支持、总校长的筹谋擘划、全体教职同仁的戮力推动下，2020年西安曲江康桥学

校将继续扬帆起航，期待所有学生在新的环境中适应新的学习方式，在这美丽的校园中，传承着康桥

不朽的教育理念，更在逐步精进的环境中成就非凡的自己。

田园课程让康桥学子爱国爱乡爱土地



双语部校长 邱馨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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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师生携手

打造有 的幸福

在欣喜的日子里，我们设计了「传爱到康桥 爱心义卖

园游会」，由双语部学务处策划主轴活动，教务处与国际

处进行融合课程，后勤全力支持，并由班主任邀请各班家

委、班级家长，共同设计义卖摊位，引导孩子们学习成本、

销售的概念，透过亲师生合作，在2019.12.7.展现了满满

的能量，成功的举办创校元年的第一次爱心义卖园游会。

从摊位的准备开始，就是亲师生对话与共学的起点。

选择摊位的主题、内容、分工与流程管控，这是一种团队

做事的方法，用在教育的概念上，是一种「程序性知识」

的学习，是包含的认知、实用智能、策略方法、技能的整

合学习；园游会之前，班级需要设计海报、宣传方式，以

利于营销，展现了创造思考、团队合作的实战力；园游会

当天，不论是在摊位服务的孩子们、带着产品游走在中庭

销售的孩子们，都必须展现沟通表达的能力、态度与行动。

在面临砍价的过程，更凸显了孩子们的应变力！

在会场，我们看见多才多艺的班级亲子团队，平日的大老板、康桥的小朋友们，挽起袖子献爱心，

在爱心义卖嘉年华中，有巧手按摩、行动贩卖、讨论对话、摊位各展风华、大厨展艺、小吃迷人、精致

商品、爱心火花，才艺展能更升值！

在角落的舞台上，一人一才艺、个个展自信。有相声、乐器演出、热舞等Talent Show，康桥的舞

台是展能的平台，也是激发潜能的机会。当大雪老师一展歌艺时，听众惊叹不已；连平日腼腆的一年级

小娃儿，都自动上台伴舞，惊艳全场！

在康桥，学习是一种带得走能力！学习是培养孩子全面发展的能力与素养。学习是亲师生一起遇见，

更美好的学习，更美好的自己！

西安曲江康桥学校一周岁了！

康桥宝贝 才艺无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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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爱到康桥 爱心嘉年华

一阵阵飘香，一攒攒人群，乍一看，
真的以为是来到了一个大型游乐园的
美食街呢！这就是12月7日在西安曲江
康桥学校的校园里，举办的慈善游园
会,爱心义卖活动。作为学生家长，我
为自己能陪孩子一起参与其中感到非
常的荣幸。经过这次活动，我想要对
康桥说一声感谢：感谢你让我们看到
不一样的孩子们；感谢你让孩子们在
用心的付出中得到收获；感谢你给了
孩子们一颗快乐的慈善之心！

601 马一丁妈妈

12月7日在康桥让我感动满满，收获满满，幸
福满满，首先感谢为本次活动精心准备的各位
有爱心的家长们，其次感谢我们充满爱心责任
心的张老师，最后感谢康桥学校的各位领导和
后勤服务人员，让我再次感受到给孩子选择康
桥学校是多么的智慧。在活动中我看到孩子们
个个脸上洋溢着笑容，每个人都是小主人，可
以参与其中，连我都觉得好幸福能够在这里感
受到家的温暖，在这里可以让孩子们尽情绽放，
发挥天赋，做自己。一切尽在不言中，除了感
恩还是感恩。

302 夏一豪妈妈

12月7日上午,我带着儿子满怀欣喜的来到

学校，参加学校隆重举行的“爱心嘉年华”
活动，虽然冬日的早上有些寒冷，但是我
能感受到学校这个大家庭和我们302班家长
及小朋友的爱心和热心，让这次活动收获
满满、爱心满满！孩子的能力不可估量，
总会带给我们惊喜！通过这次爱心活动看
到孩子们脸上都洋溢着灿烂的笑容，孩子
们好幸福！通过这次爱心活动的沟通与联
系，也和各位家长从陌生到熟悉拉近了距
离！让孩子之间共同合作，促进友谊，期
待下次活动的到来，我们和孩子一起努力
做到更好！让我们一起陪伴孩子健康成长！

302 李天泽妈妈

开始接到游园活动筹备通知，我内心有些
许忐忑：毕竟是北方冬天的露天环境，空
气冰冷，寒风凛冽...这样的天气环境，
大家会各得其所，乐在其中吗？
活动当天，刚到达布置现场，我立即就被
如火如荼的热闹气氛感染了！果然每个摊
位都各具特色，精彩纷呈！大朋友小朋友
都兴奋地加入这场热血沸腾的派对中！
感谢学校的这次游园活动，使我有幸从准
备到收尾全程参与，多了一份很难忘的经
历！感谢校长、教师、家长、学生全员热
情参与，大家是主人又是嘉宾，共同营造
出如夏日暖阳般的火热气氛，同时又享受
到如沐春风的亲切暖意。

202 习羽妈妈

家长心得
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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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有幸参加了康桥学校举办的这次爱心义
卖游园会、我们601班的卖场是烤肠和二手
书籍及物品，岳老师说把自己的物品拿来义
卖更有意义。孩子们在此次活动中也能深刻
的体会到通过自己的努力也能帮助到那些需
要帮助的人，让他们感受到生活的美好！感
谢康桥能给孩子和家长这样一个奉献爱心的
机会，就像一首歌里这样唱：只要人人都献
出一爱、世界将会是美好的人间！

601 罗皖卿妈妈

章鱼小丸子、爆米花、台湾烤肠、图书文
具……吆喝叫卖，人来人往，好不热闹！
这不是集市小镇，是西安康桥国际学校一
年一度的游园会。这边孩子们拿着喇叭卖
力的为自己班的商品吆喝，为卖出一份商
品欢呼雀跃，那边高年级的青春少年劲歌
热舞，尽情释放自己的青春。身为一名家
长，真的庆幸自己的孩子也能成为康桥大
家庭中一员，孩子笑容越来越灿烂，而学
校成为他真正快乐成长的地方，我更相信，
在康桥，孩子们一定能收获一份不一样的
青春时光。

601班 蔡松良妈妈

筹备了近一周的“302班爱心嘉年华文具类售卖活动”
于12月07日终于落下了帷幕！这一天虽然有冬日的寒
冷，但也冬日的暖阳和大小朋友们的爱心，热心，耐
心，让我们收获满满。 在这次筹备活动的过程，有太

多感动的点滴，和各位家长从陌生到熟悉，家长和小
朋友之间团结友爱，共同协作最好的一次历练，让我
们收获友谊和成长！感谢班主任张老师对此次活动的
支持和指导，302是我们最大的集体，感谢默默付出的
每一位家长和小朋友的全情投入和付出，没有你们我
们怎么能完成这么艰巨的任务。让我们一起陪伴孩子

成长，做最好的榜样，成就孩子们最美的未来。
302陆梓濠妈妈

家长心得
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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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开放日

为了展现活化教学特色，彰显双语教学成效，同时与家长分享

学生在校的学习历程，建立良好的亲师合作关系，12/10-12/11两天，

双语部举办了2019秋教学开放日活动，小朋友和家长都非常期待！

英文课上，中外教采用了多种教学方法，如自主探究、

小组合作、分角色朗读、分组对抗朗读；同时借助多

种教具，如变频麦克风、水杯搭塔……生动、有趣、

活泼的英文课堂令人印象深刻。

家长怀抱着期待的心情入校园！

教学组组长 郑伟娜

英文观课

中文观课

班主任老师精心设计每一个教学环节，会意字卡片拼

接、小鸟归家、摸球游戏、成语你演我猜、感恩的心

学习单填写……孩子在有趣的活动中学会了解决实际

问题，别具一格、独具匠心的活化教学受到了家长的

好评。

大合唱与乐团说明

大课间，家长一同欣赏了小朋友带来的合唱表演，并

由艺文中心伟翔组长为家长做乐团的说明。

感谢各位家长积极参与本次的教学观摩活

动，并给予我们许多正向的评价，您们的

回馈与建议，我们也会虚心改进与成长，

下学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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魅力个性化
自主学习大闯关

为了激发学生对学习的学习兴趣，发展小学语数补救教学

的教材，以期提高学生的语数应用能力，双语部教务处特地规

划了“大课间个性化自主学习”活动，同时，此次活动也可提

供西安雾霾天大课间无法进行户外活动的学习选择，为学生提

供一个较为静态自主的学习机会，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因第一周闯关现场人数较多，有些小朋友未能如愿闯关，失望而归，教务处老师及时增设闯关教

室、增加闯关时间，搭配每月一次国学课程进行整班闯关。

大排长龙，个个摩拳擦掌准备挑战！

从学生的神态中看到对学习的认真与坚持！

我觉得闯关很有趣，闯关的题目与课本上学习的内容有很大的关联，在闯关的同时也可以复习考试
内容，一举两得。我想闯完所有关卡领一个奖牌，这会给我带来很强的荣誉感，如果我第一个拿到
奖牌，就可以呼吁更多的同学来参加。

老师，我语文数学全部通关啦！
好期待校长给我颁奖哦！

老师，你快看，我已
经闯过这么多关了！

我们感受到学生脸上溢出的幸福感与成就感，期望孩子们永远对学习充满期待和热忱！

课研组组长 兰婉宁

教务处

KCISXA N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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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ristmas at Kang Chiao

It's that wonderful time of year again when people

are filled with happiness and even the air seems

merrier during this festival. It symbolizes peace,

harmony and love. It is for this reason that we, at

Kang Chiao, decided to have all of our students

spread their love by making something to celebrate

Christmas. After learning about the holiday

traditions that the students can enjoy during winter

holiday, we invited them to create their own special

Christmas card or letter to Santa.

The Grade 1 & 2’s made Christmas cards for Santa,

the Grade 3 & 4’s wrote a letter to Santa and Grade 5

& 6’s wrote their New Year’s Resolutions.

Here is Grade 1 students

Showing off their Christmas cards to Santa

G1-G2 G3-G4 G5-G6

ID2020, January

KCISXA NO.2

Coordinator Charmaine Be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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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e of the age old beliefs of Christmas is the

Santa Claus. Santa is believed to be an old man

in a red suit who bring gifts for children. He

comes in the early morning hours of Christmas

with a bag full of gifts. On this day, the children

eagerly wait for their gift by Santa. It invokes

love, peace and humanity among the people.

Upon reflection, it was a great activity as the students learnt a lot about Christmas and

doing the arts and crafts really helped the students to get into the Christmas spirit.

Christmas is not a tradition that all students celebrate or are familiar with, however it is

fun to imagine and to get into the true spirit of Christmas.

Santa is coming!

KCISXA NO.2

ID 2020, Janu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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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教育课探索教育课

沟通与协调是团队建立的基石

课程名称：抢救原子炉

挑战前--如何观察分析从道具中寻找突破

每个班级，以小队为单位合作将桶内的原子核移至另一

个桶内，以完成中和反应解除原子炉危机。由于两个桶大小

不同，因此需要相对应的策略来完成任务。

挑战中--如何团队协作合理分工，各尽其职团结一致

课程开始，老师们营造模拟情境。小队队员们参观核电

站，在介绍核发电原理过程中，发生核泄漏，小队需要在有

限的时间内利用现有资源解除危机并让核电站重新运转。

通过情景模拟增加孩子解决问题的热情。要求以团队合

作的方式完成挑战，培养孩子以合宜的态度与人相处，有效

地处理人际互动的能力。提供有限制的工具增加挑战难度，

让学生养成规划时间及合理分配资源的习惯。

困境时--如何不断尝试调整思路寻找突破

结束后——如何反思总结，学习、交流、分享

课程结束，同学们都积极分享本小队人员安排、游戏方

法、方案策略及资源的分配。

同学A：我们小队有9个人，挑战任务5人，观察者负责互相沟

通2人，指挥者负责协调团队2人，我觉得每个人都扮演不同

的角色，每个人要选择自己擅长的角色完成任务。

同学B：道具资源分配非常重要，6根长短不一的绳子，要想

完成这个挑战必须要做好资源分配。

兴趣是孩子最好的老师，是孩子自觉学习和发展的动力。一个成功的教学课堂必定是一个孩子最

喜欢的课堂！探索教育课程将游戏挑战融进课堂，激发孩子的学习兴趣，让孩子主动参与到课堂中，

成为主动的学习者！培养孩子共同解决问题的能力！

探索老师 秦仁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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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梦康桥 圆梦秦岭

从秦岭走向世界培养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社会精英

G6菁英活动

2020年六年级圆梦秦岭.逐梦康桥的菁英课程，让

学生提升吃苦耐挫力、培养毅力与勇气、从活动中探

索与发现自我并培养共同解决问题的能力。

本学期六年级的学生8小队于子午古道进行两次徒

步训练。首次训练适逢冬日里的秦岭，雪落山梁，脚

踏千年古道，学生们行走在如画般的山谷里，仿佛置

身于画作当中。雪花不仅为古道增添了诗意，同时也

为同学们的训练增加了难度，泥泞的山路很容易打滑，

小队成员相互搀扶、互相鼓励，“我的登山杖给你用”

这句话成了当天最暖的话，疲惫的身体和寒冷的天气

双重考验着他们，但各小队用他们坚强的意志和坚持

不懈的信心，战胜了所有的阻碍完成任务，此时雪花

凤舞在空中，像是大自然为他们的成功洒下礼花。返

回途中山谷里，浩浩荡荡的行进队伍像是战胜归来的

胜利之师，鞋底厚厚的泥土，像极了战士们军功章。

第二次山训，迎接他们的是12.5公里蜿蜒崎岖的

山路。这次我们将登上子午台，相较于首次训练爬升

的距离更高，距离加长外，坡度显得陡峭。经过首次

山训同学们互助的精神再次的发挥在过程中，适时的

彼此加油鼓励，协助彼此穿越陡峭之坡面，全员顺利

抵达子午台，疲惫的身体在风景如画的山顶上，顿时

已抛九霄云外。

学生们分享成功的喜悦与收获：
喜极而泣的泪水，不是所有人都可以感受到，感谢队友不离不
弃，感谢自己的不放弃，更要感谢康桥学校提供了如此有意义
的菁英课程、感谢领队老师的悉心照顾，希望同学们能在以后
的旅途中更加珍惜山林美景，不要让垃圾遮盖美景。

2020, January

探索老师 谢迪

不畏寒冷勇敢向前的勇士们

不涉水，无法到达彼岸，不登高，

无法一览盛景，在体验中学习，在

学习中改变，在改变中成长。最后

愿你们更坚强！愿你们更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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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团 向来是康桥一个很重要的象征，但其实很多

数的家长对乐团的概念尚未形成，其实乐团涉及合

奏、重奏、协奏等，声律合拍、八音和谐，一人出

错，全盘皆错，因此在乐团里，团队成员间的相互

协作是何等精密，培养这种协作能力是何等重要。

参加乐团的学生，透过家长与老师的引导，他们能

更懂得分配时间，并妥善规划好自己的学习！在康

桥许多优秀的团员，在学业的表现上更是出类拔萃。

乐团其实就像个小型社会，可以给孩子很棒的磨练与训练，学

习到很多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并会更懂得彼此尊重，学习到与人

配合的能力，在练习的过程中，培养负责的态度、遵守纪律，并且

在一次次的困难挑战中，提升自我的抗压性！更因团员间长期配合

的默契，因此找到彼此志同道合的朋友。

一个乐团的组成，需要很多的乐器，缺一不可。有些家长误以

为，乐团人数这么多，请假并不影响！但其实不然，试想，今天若

是在球场上有球员请假，那这支队伍就少了一个战力！现在就培养

他重视自己的角色、看重自己，将来出了社会，才能够自律并且拥

有负责的态度！乐团另一个迷人的地方，就是可以享受大家一起合

奏的乐趣。许多乐团成员，都是零基础开始，透过老师与学长耐心

的陪伴跟指导，能够以最有效率的时间来学习，进而能在乐团发光

发热！在舞台上表演的剎那，被自己演奏的音乐所感动，相信每位

参与过乐团的同学，都会觉得那是一段难以忘怀的美好回忆！

艺文中心组长 徐伟翔

每个乐团成员都是重要的小螺丝钉，

参加乐团培养对自己对团体负责的态度

浅谈参加乐团的好处浅谈参加乐团的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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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8迎来西安曲江校区第一次的一人一才艺

展演，本学期一人一才艺上课周数才12周，孩子们能

在这么短的时间就能上台展演，实属不易。大部分的

孩子都是第一次接触一人一才艺，也就是零基础，在

开课前艺文中心跟外聘教师们沟通交流，把康桥的教

育理念跟我们的期待传达给教师们，并在开课前跟教

师们做宣讲，然而不能否认的是还有进步的空间，艺

文中心也会持续跟教师们磨合。

一人一才艺期末展演一人一才艺期末展演

这次的展演，看到了非常动人的一幕，中提琴班

的周千雅同学，由于是第一次接触这个乐器也是她第

一次面对观众表演中提琴，因此怯场而导致演出没有

发挥平常的实力并忘谱，然而在中提琴老师的心理建

设下，千雅同学克服了心理，回到台上完成演出，台

下的同学也不吝给予最大的鼓励和掌声。千雅同学不

怕难不怕错，碰到困难是想着要如何解决、克服，而

不是逃避问题。希望每个孩子都能具备这样的能力，

而台下的所有同学也非常值得赞赏，完全没有孩子嘲

笑她，也在她第二次回到舞台上时给予极大的鼓励，

在别人遇到挫折时给予鼓励是一个美德，透过这次展

演，希望孩子可以择其所爱。爱其所择，艺文中心会

陆续规画各种动静态展演，提供孩子更多的舞台。

艺文中心组长 徐伟翔

面对挫折也不放弃

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