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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所培育未來人才的幸福學校 
金華國際教育的推動已經邁入第二個五年，第一個五年金華國際

教育社群教師從課程出發，建立課程模組，透過社團活動與導師帶領

班級操作，進行許多國際教育課程的實驗創新。第二個五年，則是進

入成熟與推廣階段，不只節慶卡片交換、文化盒交換、國際筆友課

程、接待學生培訓課程、出訪學生培訓課程、專題探究(糧食、水資

源、東南亞文化)……等課程模組持續在校內推動，為了讓學生可以參

與更多國際間的實際互動，開始有組織、有主題，帶領學生進行出國

進行教育文化參訪、國際志工服務，及移地體能、藝術交流等活動。

期待未來的金華學子，能透過這些多元課程的學習，逐步培養國際移

動力，並將校內所學發揮、應用，透過真實的交流互動與世界接軌。 

                                                              

                                                                                  

                                                                                  校長  莊政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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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報導  

金鐸揚聲華實兼備，與米其林主廚江政誠有約          課研小編採訪報導 

       2018 年 7 月 2 日，臺北市教育局籌辦彭博全球教育基金會(global scholar)專案成果發表會，邀請名主廚江政誠

老師，來為這次的學生發表擔任評審。這次專案的主題是糧食議題，著重在學生要認識與了解在地食材，重視均衡

營養之餘，又能減少糧食浪費，不破壞環境。學生在一學年的社團課程與國外學生線上互動討論後，逐步釐清與認

識糧食相關的觀念:在地的特色食材、均衡的飲食、剩食的利用、友善環境的栽種方式……等，最後以一道能代表金

華的食材創作，為這個課程專案畫下句點。金華彭博社團與小田園社團的師生群，首度合作，並在短短的一個月

內，共同攜手打造了一道代表金華國中的菜色:「金瓜藏玄雞，華麗現茄盅」之「金雞茄盅」，當中利用了學校小田

園社團栽種的南瓜、薄荷與九層塔，也運用了臺灣在地友善養殖的雞肉、有機番茄、有機鳳梨等有理念的食材。除

此之外，教師團隊同時協助學生訓練廚藝與中英口說能力、PPT 製作，江主廚對金華學生所展現的學習成果感到十

分驚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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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焦點 

日本多氣町姊妹校住宿家庭體驗暨教育參訪 

2017 年 7 月，暨前一年日本姊妹校來訪與接待體驗後，金華國中一行 30 人，由前校長俞玲琍、教務主任黃振

祐帶隊，組團前往日本多氣中學、勢和中學，進行姊妹校回訪與住宿家庭生活體驗。以往金華國中舉行的國外參

訪，多集中在美術班、管弦樂團等藝術交流參訪，這次招募普通班學生，從出訪前籌組社團集訓，到準備英日文致

詞稿、表演活動、構思伴手禮、學習日誌、行前文化學習……等，由教師團隊規劃一系列課程，學生自己主動參

與、執行，並在出訪後，於全年級週會進行參訪成果發表。學生從準備出訪到出國體驗日本中學生日常，真實覺

察、接納兩國文化的異同與衝擊，這樣的跨國行動學習經驗，十分難得也收穫滿滿、感動滿滿。 

▲社團活動的體驗，學生指導學生 

 

 

 

▲地方新聞媒體與學校慎重其事的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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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心得 

920 鹿島法子 

       這次的日本姊妹校交流讓我收穫很多，即便自己就是日本人，但還是學習到了很多不一樣的事物。一踏進學

校就深刻的感受到不一樣的氣氛，映入眼簾的是憧憬的教室，和平時看的漫畫一模一樣，感覺好奇特，讓人很想要

在這裡一直讀書下去。中間和他們一起上了理化課，發現他們理化老師好會畫畫！實驗過程都畫得非常精緻，就算

看不懂日文，只要看了黑板上面的圖，就可以知道怎麼做了。還有一堂課是介紹日本七夕的由來，大家寫了自己的

心願綁在柳葉樹上，看了他們的心願都覺得好激勵人心，有人想在縣大會上獲得優勝、有人想要考上自己理想的高

中等等.......看得我都有種想要好好努力的感覺。在學校最喜歡的就是他們的熱情，不論是誰只要看到我們就會打招

呼，相比去年金華接待他們的時候，金華同學好像有點害羞。寄宿家庭更是讓我印象深刻，我這次去的住宿家庭是

經營神社的，裡面超大超豪華，感覺怎麼繞也繞不完，Home 爸還帶我們進到平時看不到的神社內部，這些體驗真

是特別！要離開學校的那天早晨，總覺得再也遇不到了，心中充滿著不捨，不知道下次見面是何時，....無數的擁抱

都只是為了想要再多相處一會，但離別總是會來臨，上了車後我們還是朝著外面向他們道別，這時Home媽拿出了

一張海報，上面居然用中文寫著再見，我們的眼淚又瞬間流了下來....真的很感謝他們這幾天的照顧，每一次的離別

都是為了下一次的見面，我們不只感受到日本家庭的溫暖，也學習到許多不同的文化，回國後心中只有一句話，這

次能參加實在是太好了! 

      
 

  
▲907 王永瀚、902 邱筠淇、蕭郁熹、賴宣佑等人於週會課上臺發表學習心得簡報。 



Internation Education in Jinhua                107 學年度臺北市立金華國中國際教育專刊 
  2 

 
.  

  
年度焦點 

金華國中合唱團出訪，臺馬音樂交流盛會!  

台上十分鐘，台下十年功。金華國中合唱團歷史久遠，在張愷芯老師、符仙老師、鄧之珍老師、吳國豪老師

的指導下，歷年成績卓然有成。合唱團的成員們犧牲平日的午休與周末，辛勤的練習與集訓，不只培養了良好的

團隊默契與合作力，更從悠揚的美聲中得到了成就感與心靈的滋養。2018 年，帶隊老師們有個夢，想要帶著孩

子用歌聲和世界接軌，主動接洽馬來西亞獨立中學，進行兩地中學的合唱交流，藉著舉辦售票音樂會，將平日練

習的好默契、好聲音，推向台灣以外的天空，也讓兩地同樣愛唱歌的孩子，有更多不同以往的合唱體驗。回國

後，學生也在週會向全年級同學分享國外合唱交流的豐富心得。 

學生心得 

910 吳樂儀   這趟旅程帶給我的不僅僅是照片，還有滿滿的快樂回憶，滿滿的情誼，及滿滿的收穫。我們將金

華 105 合唱團最後的和聲，獻唱給這片天空，這片和馬來西亞共有的合唱天空。這趟馬來西亞之旅的重頭戲，

當屬那場售票音樂會了。在售票音樂會開始前，興華中學用熱情的歡迎式為我們暖身，猶記得大家懷著惴惴不安

的心情踏入興華中學校園的那一刻，立即被興華中學熱情響亮的掌聲撫平，然後在兩校學生共同練唱、吃飯、談

話的過程中釋放羞赧、放鬆並融入彼此。 

       當音樂會正式開始，我們和興華中學輪流上台表演，他們是由八十多人組成的合唱團，一上台，便氣壓全

場，一開口，飽滿立體的和聲，高音部嘹亮，低音部沉穩，都令我佩服得五體投地。相較之下，我們的合唱團顯

得小巧精緻，但活潑多元的歌聲展演，卻也獲得台下聽眾的肯定。如果說興華合唱團像高級腓力牛排，那麼 105

金華合唱團就像法國可口的甜點。最後，聲勢浩大的百人大合唱上場了。我們和興華中學合唱一首〈You raise 

me up〉。大家都站定後，屏氣凝神等待國豪老師的指示。鋼琴一起音，大家一同吸氣……在這呼吸一瞬間，我

忘記了國界之分、年齡之差，只知道我們現在一起聚在這裡，是為了要把這首歌唱好。全場觀眾似乎也感應到

了，靜悄悄的。和聲一出來，如行雲流水，沉穩卻不滯重，盛大、莊嚴，卻不霸道，聲音是那樣的純淨，又那樣

的相融，隱隱的，似乎勾出了大家心中最深最底的音樂魂。這一支跨國組成的百人合唱團，每個人來自不同家

庭，各有各的特質，但在每人捐出一個音符的剎那，大家似乎都來自同一個地方，同一首歌，身子擠在一起唱，

可也把心，緊緊的牽在一塊兒了。這個歌聲，把台灣和馬來西亞，緊緊的抱在一起。 

       我從來沒有這麼全心全意，又這麼享受合唱 

的過程。尤其是最後一個和聲，我幾乎已經把全 

身每個細胞中的情感與音樂投注在裡頭了。掌聲 

與安可聲四起，叫好和讚美聲彼落。突然間，如 

雷的掌聲和叫好聲突然都變成背景音樂似的，觀 

眾也變得像景深效果般遙遠，只剩眼前同學的微 

笑和蠢蠢欲動的淚水。餘音繞梁，三日不絕。那 

首完美的百人和聲，一路隨著我們回到台灣。每 

個人心中，都深深烙下了那一夜──那一夜的感動， 

那一夜的笑顏，那一夜悸動的淚水，還有，那永 

不停止的歌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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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唱團交流花絮 

   
▲興華中學合唱交流 

 

▲出發前的行前練習                                                     ▲ 抵達飯店也不忘集訓                                               

▲坤成中學的交流表演                                               ▲參觀粉紅清真寺 

 

902 吳岱凌 



Internation Education in Jinhua                107 學年度臺北市立金華國中國際教育專刊 
  2 

  

  東南亞文化專題研究 

七年級的文化學習課程 

從一場輔導室主辦，廖雲章女士(天下雜誌總監)的週會演講開始，七年級的學生從移工文學獎的介紹中，更

加認識東南亞移工，讓學生知道外籍移工其實也是具才華、有理想的一群人。臺灣每四十人就有一位外籍移工，

臺灣的老人照護、營建業、漁業都非常需要移工的人力支援，臺灣需要他們卻常常忽略也不願認識這群友善的朋

友。改變觀念要從教育做起，金華部分教師從一場演講後，規劃班級一系列東南亞文化課程:共讀書目--外婆家有

事、欣賞電影--我的火星媽媽、東南亞歷史文化介紹、國際志工 Sabrina C. 尼泊爾希望學校分享，並善用社區資

源，進行臺北清真寺宗教巡禮。這一系列的課程讓孩子學習試著換一雙眼、一個角度看國際移工的日常。學生們

的心得與收穫也相當令老師們振奮與感動! 

       

▲廖雲章總監蒞臨七年級週會演講                        ▲712 臺北清真寺參訪，與馬教長合影留念 

        

 ▲701.708.709.712 學生週會演講心得                                            ▲701 蘇佩妏老師影片導讀--我的火星媽媽 

     

▲班會課東南亞文化課程介紹與作業         ▲701.708.712.715 學生自製海報邀請卡，參加 Sbrina C.的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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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慶卡片花絮 

iEARN 國際節慶卡片交流 

       今年是金華第五年參加國際節慶卡片交換活動，參加此活動的班級有 701.712.713.723.725.726 等五個班

級。卡片交換的對象有美國、俄羅斯、白俄羅斯、烏克蘭、克羅埃西亞、巴基斯坦等六國，學生們非常用心準備

台灣不同節慶的卡片與說明，也陸續收到其他國家的聖誕節節慶介紹。在交換卡片的同時，訓練了英文書寫能

力，更培養了接納異國文化的國際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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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筆友花絮 

美國 Sarced Heart High School 國際筆友書信交流 

在周佩誼老師的牽線下，與美國 Sarced Heart High School 筆友計畫已經邁入第三年。今年主要是由 708

班學生擔任文化交流小尖兵，與美國學生進行書信往來。第一封信的主題是自我介紹，第二封信的主題為兩國國

中生的生活甘苦談，目前進入到第二封的書信往返。這次的筆友計畫和以往不同的地方是，預計以同一個班級進

行長達三年的書信交流，期望透過世界重要議題的深入探討與英文書寫，更具體達到跨國文化交流與學習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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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加州南麓學校姊妹校締結與互訪 

美國加州私立南麓學校姊妹校(SHA)合作關係締結 

        2018 年美國加州私立南麓學校主動聯繫拜訪金華國中，希望能夠和金華國中締結合作關係，並招募金華學

生至美國參加相關教育課程，體驗美國教育特色。2018 從締結合作關係到美國當地踩線了解該校現況、2019 確

定開辦美國姊妹校教育參訪暨 STEAM 課程體驗，期待新的嘗試與合作，可以帶來更多課程上的新火花，為金華

的學子多一個暑假跨國體驗學習活動的選擇。 

   

▲美國加州私立南麓學校榮譽校長、孫校董與亞洲區負責人薛穎小姐蒞臨本校拜訪，雙方交換禮物與簽約。 

2018美國踩線與 STEAM課程觀摩心得—楊諮燕老師                     

        為更了解美國合作學校的現況與辦學的情形，本校楊諮燕老師趁著暑假去美國的機會，順道拜訪了姊妹校

加州私立南麓學校，並讓小孩親身參加該校暑假課程與體驗住宿家庭。以下為楊老師的美國踩線心得 

從美國教育中找亮點，以 Breakthrough 及 South Hills Academy 為例 
今年暑假美國行，讓我有機會看見兩個迥異的美國教育型態，一個位於聖荷西(San Jose)的 Herbert 

Hoover Middle School，另一是位於洛杉磯(Los Angeles)的 South Hills Academy，兩所皆為美國加州的中

學體制學校，我以實際進行訪談及探查的方式，看見許多台灣教育可以引以為借鏡之處，以下分述之。原本在台

灣預計參訪 Herbert Hoover Middle School 的學校環境，並且與校內校長、教師進行教學對談與分享，未料該

校恰遇校長交接，所以原本擬定的參訪型態無法順利進行。因緣際會於 San Jose 官方網站看見 Breakthrough

機構恰巧於 Herbert Hoover Middle School 舉行辦學理念說明會，不需任何參加費用，是一個認識美國非正式

教育管道的好機會，肯定得好好把握。 

進入 Herbert Hoover Middle School 校區，即有兩個八年級的孩子接待我，他們已參加兩年

Breakthrough 的課程，透過他們的介紹，我了解該機構在六年級即對此區各個學校發出招生通知，想要參加的

學生需要符合幾個篩選條件：(1)家庭經濟低落、(2)成績在某個層級以上、(3)學生與家長對於未來有念大學的動

機。為瞭解上述條件，申請時必須填寫家長、學生、教師三份表格，核可後，學生可以在課後、暑假完全免費參

加課程。Breakthrough 機構在各地辦理課程，他們的目的只有一個，即透過 7-12 年級的課後免費義務支持系

統，提升高動機低收入孩子上大學機會!Breakthrough 課程有數學、科學、運動、文學，老師不會主動告知知

識，所有的學習都要求學生嘗試後得出答案並分享。以科學課程為例，其以地震為主題，讓學生嘗試設計一個如

何穩固建物的作品；文學課程部分，則由老師先從圖書館幫學生借書籍，學生須於課後閱讀，並於課堂上提出摘

要重點，老師於課堂中拋出許多開放性的問題，讓學生進行討論與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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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台灣教育體制不同，Breakthrough 的課程都不會有成績，其教學理念完全動機取向，該機構盼望學生

憑藉動機學習知識，回到自己學校以後，整體學習狀況提升，藉著這六年的學習過程，訓練自己語言表達、做學

問的方法、自主思考，進而增加六年後上大學的機會。這次的參訪經驗，讓我看見另一種非正式教育組織進入社

區，聯合數個學校，進行低社經高動機學生的輔導計畫型態，期許台灣教育亦能打破升學迷思，屏除各校間之競

爭模式，能以更長遠的眼光看待學生學習，或以官方機構，或以民間團體進行整體教育規劃，回歸教育初衷，讓

有能力有盼望的孩子，有更多機會可以看見高等教育的殿堂。 

美國之行第二個參訪學校是金華國中姊妹校 South Hills Academy。透過入班觀察，讓我實際體驗美國教

育方式。其中令我印象最為深刻的，是一堂連續三小時不下課的數學課程。此班級僅有 6 位學生，該堂課的數學

老師先教授簡單二次函數概念，之後讓學生製作投石器，透過實驗的方式，讓學生了解投石的時間與距離，以印

證二次函數公式與結果。我在課程中看見幾個令我開眼界的亮點：(1)每位學生可以運用任何工具、任何方法製

作自己的投石器，並不是所有投石器都能順利運作，學生透過不斷修正、與老師討論的方式，調整自己設計的投

石器，這是從做中學、讓學生透過自我嘗試、同儕合作的最佳體現；(2)實驗過程，必須配合手機進行測量，測

量結果紀錄於學習單中，因測量數據非常複雜，所以學生於課程中可以使用計算機進行計算，這是科技輔助學習

的一種表現，他們不耗費時間於重複演練上，而是以工具輔助知識的獲取，達到更高層次的學習；(3)實驗數字

定會因投石器品質、手機測量、目測測量結果而有所誤差，然授課教師認為，此不妨礙教學目標之達成，因為他

的目的只是要學生了解，課本上的知識，竟可活生生地在生活中上演，孩子可以利用數學解決生活中的問題，生

活中的問題亦可以數學進行分析，是故，數學不再只是測驗紙上的數字與圖形，教育可以賦予他生命。這一堂寶

貴的數學課，讓我對數學教育有了另一番體悟，然而要進行這樣的數學教育，必須具備幾個條件，其一學生人數

不可過多，否則老師無法一對一指導、修正、給建議；其二學生數學資質必須有一定程度的能力，否則無法有足

夠能力解決臨場發生的問題；其三數學課程不能僅為短暫 45 分鐘，需要長時間大結構課程才有辦法讓學生連貫

學習，而不因下課中斷對目標知識的思考。台灣中等學校，每班學生人數偏多，且能力分散不均，會影響上述課

程之授課品質，加上教學時數總是固定 45 分鐘，學習常會因時間過短而中斷，此亦為上述授課方式受影響因素

之一，然而既然有機會看見 South Hills Academy 如此貼近教育理想的數學教育模式，也許我們可以思考，打

破部分僵固結構思維，是否能讓我們的孩子有更卓越的學習! 

     上述兩種學習型態，讓我回台灣再次步入教育場域時，有著強烈的衝擊，Breakthrough 告訴我們如何協助社

經地位薄弱，但學習動機強大的孩子追夢；South Hills Academy 的數學課程教我們，教育方法真的可以不一

樣。面對每年都有不同口號的教育政策，面對即將到來的 108 課綱變革，只要方向對、方法正確，再多的不同，

其實都相同! 

                  

▲Breakthrough 課程類似社區補救教學   ▲South Hills Academy 的數學課，投石器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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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淡江大學外籍生真人圖書館 

來自東南亞夥伴的入班教學! 

    淡江大學華語中心主任，透過本校雅琪老師的引介，已經連續二年帶著外籍生進行文化交流分享，從東

南亞美食製作分享到入班介紹自己國家，金華學生們會事先準備提問設計，請外籍生為學生解說大家感興趣的相

關提問。學生們透過這次的提問與對談，有了截然不同的文化新體驗。 

    

▲學生提問單                       ▲來自貝里斯的外籍生，介紹自己的國家  ▲學生努力用英文相互對談 

        

▲學生熱情地與印尼外籍生交談                                   ▲雅琪老師與淡江華語中心教授合照 

世界文化盒交換 V.S.美國 Analy High School 

 

在導師郭思妘老師的支援下，712 學生與美國 Analy High School 

(Sebastopol, CA- USA)高中生進行筆友與文化盒的交換，除了 PPT 的

自我介紹的email交換外，目前也收到來自美國學生所準備的文化盒，課

研組到班級開箱的那一剎那，學生們都十分興奮，透過筆友的文字介

紹，更了解美式文化的風格，是非常有趣的一次文化體驗。期待二月份

金華學生臺灣文化盒寄出，也給對方另一種異國文化特別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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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擬聯合國活動介紹 

金華畢業生 923 張心柏同學參與模擬聯合國之心得與返校分享 

創立於 1945 年的聯合國，曾幫助許多國家解決困難並提供對話平臺。現在，風靡全球的模擬聯合國活動，

吸引了許多高中生、大學生參與，學生透過模擬聯合國的開會方式，進一步了解國際議題及危機，例如緬甸羅興

亞人居住的爭議……等。在模擬聯合國裡的討論，會以聯合國會議程序進行，每一個國家代表皆需要準備決議方

案，以便對議題進行討論與做成決定。 

國一那年我第一次參加模擬聯合國， 

因為聽親人說過，也看過雜誌敘述它對學 

生的幫助。第一次參加時，我非常緊張、 

害怕出差錯，在參加前詢問學長姐和當記 

者的堂哥，關於會議議題、決議方案的寫 

法，緊張到會議一個月前就把稿子準備好 

。在會議的三天裡，因為沒經驗，很少機 

會發言，卻學到如何正確的尋找資料，及 

了解議題對不同國家的影響。一向對社會 

學科很有興趣的我，從中增加了國際觀， 

使得學習社會科目更簡單。每一次參加模 

擬聯合國都很興奮，想看其他參加者提出 

何種方案以解決問題。模擬聯合國會議中，有許多不同的議會，討論世界重大議題。每位參加者需要穿著正式服

裝，並以官方語言英語發言，每位參加者都是一個國家的代表，國家都是隨機抽選。面對議題時，每位代表以國

家立場及利益，針對議題提出解決方案，也需要與其他國家代表合作，說服他們投票給你的方案。比方說，當議

題是全球食物浪費，每位代表以自己國家的立場提出協助方案，有些代表會一起參與討論。雖然你可能代表開發

中國家，但是如果你能說服已開發國家代表，你的方案票數就會增加，當說服多數代表同意你的方案為決議案

後，你就可能獲得「最佳國家代表」的殊榮。 

 藉著參加模擬聯合國，我不只提升了英語的演講辯論和寫作的技巧，更深入地了解國際問題，這些都不是

中學課堂上能教導的，是自我多元學習的成果。國際觀的養成並不容易，但參加了模擬聯合國後，讓我有很多的

收穫與成長，期望學弟妹們有興趣可以多多報名參加。 

香港大學畢業生來臺實習 

    金華國中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實習輔導處合作，接受外籍學生來臺進行暑假教學試教實習。今年是香港大學

一位中文實習老師蒞臨本校，實習生的學習態度相較臺灣大學生，更加認真且更具有競爭力。感謝國文老師陳盈

伶老師細心協助班級經營與教學指導，實習老師不僅收穫滿滿，也體認到兩岸三地大學生的不同之處，臺灣大學

生具創意，大陸大學生具拚勁，香港大學生則介於中間，而臺灣國文教育在他眼中，相對十分扎實，是香港學生

需要再努力的。偶然的機會有這樣的教學交流迴響，對指導老師與學生而言，都是相當難能可貴的學習成長。 

 試教    教授評議課      頒發實習證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