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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志

帮助完成家庭作
业的9个小技巧

向五年级的领导
们问好

参加多种运动
的好处



2

重要的日期 
10月1日            U9 足球 @ RASU11 足球l @ SIS
10月2日           足球节 @ MCM 中午1点
10月4日            RPFE电影之夜@ RAS户外影院
10月4日& 5日    RAS U16 少年队(JV) 足球邀请赛@ RAS
10月7日             游泳比赛 @ MCM
10月10日     U13男足@ RAS
10月11日     第一学期的最后一天
10月12日-20日    学校秋季假期
10月21日     第二学期开始
10月26日     万圣节舞会 @ RAS宿舍
10月28日     小学阅读文化周
10月30日-11月1日      书展
10月31日     书籍万圣节
10月31日     家长日 (下午3点30分- 晚上8点）
11月1日     学校假期（家长日-早上8点30分- 中午12点30分） 
11月11日     游泳比赛@RAS
11月29日     学校假期（美国感恩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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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没想到, 开学至今已一个半月了。当你玩得开心的时候，时间真的过得很快! 走在校园
里，无论是在上课时间，还是在体育和CCA的活动中，都能看到和感受到活动的热闹气
氛，感觉很棒。

在RAS，我们一直关注一般学习成果法(GLOs)。学术是极其重要的，但GLO帮忙为学术
与现实世界架起了桥梁，是21世纪取得成功所必需的技能。这个月我将通过尊重的视角
来关注性格和人际交往技巧。当我在校园里步动时，我欣慰于我们学生的是多么的有礼
貌。他们几乎都会对你说“早上好”或“你好”。在食堂，我看到他们把自己的盘子拿到洗
碗区，在没有被要求的情况下把椅子推回去。一个小学生总是评价我的领带有多好(即使
它们可能并不好)。这些都是预期的行为，但在年轻人和成年人中都越来越少见。这似乎
是一个毫无意义的举动，但科学家们将把尊重他人的行为与更好的个人幸福联系起来。
据说，像微笑这样简单的事情也会传染。除了微笑如何影响他人，现在有很多关于微笑的
科学和它对微笑的人的好处的文章。密苏里大学堪萨斯城分校列出了一份清单，我想和
大家分享一下:
微笑能让你看起来更年轻。
微笑能让你看起来更瘦。
微笑能提升你的情绪，创造一种幸福感。
微笑比巧克力更能给大脑带来快乐。
即使是一个勉强的微笑也能让情绪高涨。
微笑让你看起来彬彬有礼、讨人喜欢、能干。

还有一个不包括在这个列表中，但正如我们每天在学校看到的那样，微笑也是多种语言。

学监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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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YLE MOLTZAN

作为父母, 我们是否意识到, 我们的孩子时常在观察我们的行为,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行
为要有目的性:早晨向保安挥手,当你在杂货店拿回你称重好的蔬菜或在餐厅拿到你的食
物时，说声谢谢, 对加油站服务员微笑。这些简单的举动帮助我们的孩子培养坚强的性格
和人际交往能力，并尊重他们周围的人。



6

RAS的孩子们每天都阅读

在小学，读写能力被视为我们的中心。我们
的核心是每天训练孩子们的技能以培养他
们成为有活力的读者、有创意的作家、高效
的倾听者和自信的演讲者。在学校，学生们
每天都在听故事，阅读我们学校图书馆的
新书，学习不同的文本特征和挑战自己以提
高他们的技能。

家长们，您们是孩子们的第一批教育者，所
以您们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例如在家
与孩子们一起阅读，用母语给孩子朗读，
都会对他们的语言和文化发展有很大的帮
助。每天阅读对他们的学业成绩也有很大
的影响。
那么，您会如何在您的家庭中推广阅读习
惯?

我们如何共同努力实现这个目标? 
答案很简单——“莱佛士美国学校的孩子
们每天都阅读! 美国莱佛士学校的孩子们每
天都阅读! 莱佛士美国学校的孩子们每天都
阅读!”

小学校长的话

ANITA  MCCALL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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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从生长的环境中学习
在指责中成长的孩子，容易怨天尤人。
在敌意中成长的孩子，学会好勇斗狠。
在恐惧中成长的孩子，容易畏首畏尾。
在怜悯中成长的孩子，学会自怨自艾。
在嘲弄中成长的孩子，容易消极退缩。
在嫉妒中成长的孩子，学会勾心斗角。
在羞辱中长大的孩子，容易自责难安。
在鼓励中成长的孩子，充满自信。
在宽容中成长的孩子，学会忍耐。
在赞美中长大的孩子，懂得感恩。
在接纳中长大的孩子，学会爱人爱己。
在称许中长大的孩子，容易喜欢自己。
在认同中长大的孩子，容易掌握目標。
在分享中长大的孩子，慷慨大方。
在诚信中长大的孩子，学会真诚处世。
在公平中长大的孩子，懂得刚直正义。
在善良、体贴中长大的孩子，学会心存敬意。

这句话摘自 Dr. Dorothy Law Nolte （多萝西·罗·诺尔特博士）65年前写的一首诗。
作为父母们，时不时地退一步，听听一些好的建议是一件好事，所以我想从这首诗中指
出几件事。你会注意到这首诗是关于因果关系。
我喜欢把它看作是对逻辑结果的描述。如果一个孩子决定触摸热的东西，逻辑上的结果
是感到疼痛或烧伤。这是合乎逻辑且不可避免的。我们都明白这一点。作者用词一致。负
面的结果将会是负面的，积极的结果将会是积极的。这些简单的生活经验其实可以直接
翻译到抚养孩子的任务。重读这首诗，让字里行间的情感流露出来吧。

中学校长的话

TYLER BISH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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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几个月里，我一直在与大家分享有关莱佛士美国学校双语课程的最新信息，以及
有关双语教育益处的研究。很明显，教育的作用正在改变，我们对适当教育的看法也正在
转变。我们在学校的教学方式和教学内容都在不断地发展，随之而来的是我们给课堂带
来的资源的根本性变化。科技和万维网从根本上改变了学校教育，作为教育者和家长，我
们必须意识到这些变化，以便更好地满足学生和儿童的需求。考虑到这一点，我想与你们
分享一些我们在RAS双语中使用的程序。

作为一个双语项目，我们的学生必须在英语和汉语两种语言上打下坚实的基础，这样他
们才能继续发展他们的技能。要支持不断增加的职等的复杂性，必须有一个牢固的基
础。为此，我们实施了由国家地理学习开发的“边缘”英语系列。通过这个精心设计的课
程，学生在作为第一语言不是英语的情况下，接触美国英语，这将为他们的大学和职业成
功做好准备。此课程会以关联性和激励性的内容进行教学，并有系统和集中地使用教学
材料。通过EDGE项目，学生可以接触到“信息文本”以及结合阅读与写作技能发展。通
过各个级别，学生将被教导符合该年级水平的词汇，并通过国家地理学习的设计和开发
标准化评估进行评量。

正如我所提到的，我们必须建立一个坚实的基础，使我们的学生有继续发展所需具备的
鹰架。因此，我们的莱佛士美国学校双语项目实施了“Lexia”。Lexia是一个由罗塞塔石
碑公司设计并支持的识字项目。通过此软件，我们使用“Power Up”项目来加深对英语
的理解。该项目为学生提供个性化的识字学习体验，并解决他们的年级水平的技能，使他
们可以成为熟练的英语阅读者。该项目旨在针对我们学生的特殊学习需求，协助他们发展

双语校长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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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词识别，语言理解，最终阅读理解。

正如你所看到的，有许多新的工具可供学校和教育工作者使用，这只是我们在莱佛士美
国学校双语项目中实施的两个项目。我们将继续寻找帮助我们发掘您孩子全部潜能的项
目，让每个孩子都明白他们是有价值的、有能力的，最重要的是，他们是特殊的。

用纳尔逊·曼德拉的话来说，“教育是你可以用来改变世界的最强大的武器。”

GREGORY VAN GOIDTSNOVEN

在10年级双语班的生物课，学生将学习生命和影响
它的过程。在深入研究生命的基本原理之前，我们
必须认识到所有的生物都是从化学开始的。在学生
的第一单元《生命的化学》中，双语班的学生接触
到了生命的真正组成部分:不是细胞，而是原子和分
子。在一项活动中，学生们建立简单分子的模型，
看看不同原子的排列如何能产生大量分子。其中一
些较大的分子(称为大分子)对生命是必不可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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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对于我们的低年级寄宿生来说是一个充满乐趣和兴奋的季节。最精彩的是9月7日星
期六到乐高乐园的一次充满乐趣的远足。这一天我们先到海洋探索中心逛逛，之后就到
水上公园玩滑梯和游泳池。大家度过了愉快、兴奋和欢笑的一天。

这个月，我们的低年级学生在星期五下午花了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在厨房里制做美味的点
心。今年9月的菜单上有巧克力松饼、馄饨、Nutella薄饼、自制巧克力和日本咖喱乌冬面。
它是如此美味，我们迫不及待地想再尝试一次。

我们在9月9日（星期一）当天欢迎高年级学生来到我们的低年级公共休息室，一起进行有
趣的绘画活动。一只手涂成红色，另一只手涂成蓝色，为了欢庆最高元首诞辰，每个学生
都有机会将自己的手印印在自制的马来西亚国旗上。那个星期五，我们也一起庆祝了中秋
节，低年级学生们一边玩游戏、听音乐，一边分享月饼和其他美味小吃。这是一个愉快和
充满欢乐的月份，大家探索了世界各地不同的口味和同时在低年级宿舍里花时间与朋友
相处。

低年级宿舍

KERRY WA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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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一个漫长的假期，总是需要一点时间回到寄宿生活的常规和用勇气和创造力满足学
校的要求。今年也不例外。在员工的支持下，我们的新旧寄宿生都适应得很好，已经适应
了需要纪律和团队合作的日常生活。

上个月的几个公共假期意味着我们有更多宝贵的时间和寄宿学生在一起。因此，我们能
够安排额外的活动，让学生参与和保持活跃。除了日常的商场之旅外，同学们还可以支
持我们的RAS星期五晚上的足球队，参加攀岩课程，在天文馆看电影，以及参加公主港
（Puteri Harbour）的美食节。

在寄宿项目中，学术处于成功的最前沿。为了让我们的学生达到他们的目标，我们的专业
导师每周都会与他们的导师小组见面，讨论他们的学业进展、时间管理技巧和良好的学
习习惯。

我们期待着我们的寄宿生在本学年及以后的日子里不断成长壮大。

Live.Learn.Play   生活.学习.娱乐

高年级宿舍

CHRIS CHOY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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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猛禽队的粉丝,

RAS赛季的比赛已经开始了! 我们的足球赛季正如火如荼，我们的游泳运动员和羽毛球运
动员正忙于为即将到来的比赛做准备。

猛禽足球队
我们的猛禽队以一种很棒的方式开始了这个赛季。我们的U16男队和女队分别参加了两
场JSAC联赛，一胜一负。我们的U13、U11和U9足球队不参加正式的联赛，因为他们的重
点是球员和球队的发展。这对我们U16的球队来说显然也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记录和记
录他们的分数可以让我们进入下一个阶段。不幸的是，由于雾霾，我们不得不取消了过去
几周的一些比赛，但希望我们能够在未来几周弥补错过的比赛。

RAS JV足球邀请赛- 10月4日和5日
在RAS田径/足球日历上即将到来的最盛大的活动是RAS少年队(JV)足球邀请赛。来自吉
隆坡国际学校、新加坡美国学校、达拉国际学校(槟城)、马尔堡学院和双威的16岁以下男
女学生代表队将到来RAS参赛。我们希望看到更多的猛禽球迷来支持我们的球队!

其他体育新闻
我们的羽毛球运动员和游泳运动员一直在努力为他们的第一次比赛做准备。我们的游泳
猛禽队将在10月7日星期一参加他们的第一次游泳比赛，我们正在与新山的其他学校合
作，计划在10月初举行我们的第一次羽毛球比赛。更多的游泳和羽毛球新闻将在下个月
的杂志上刊登。

体育与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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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 RAPTORS!

多种体育运动员
随着职业运动员越来越被崇拜，为了更好地提高一项运动的必要技能，孩子们常常被要
求专注于一项运动，使他们比其他运动员更有优势。研究表明，这是一个错误的假定。这
里有一篇优秀文章的链接，它讨论了孩子参加多种运动的好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RAS
有不同的运动季节，让我们的学生尽可能多的接触不同运动的部分原因。

https://sportdev.org/USAB/Blog/Benefits_Playing_Multiple_Sports.aspx

LENNART VAN VLERKEN

https://sportdev.org/USAB/Blog/Benefits_Playing_Multiple_Sports.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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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作业
虽然我们学校的课程都不是以家庭作业为中心的，但学生在家里练习课堂上所学的技能
仍然很重要。以下是两篇有趣的文章，能帮助你的孩子完成家庭作业。

让家庭作业进行得更顺利的策略
要点是:
为完成作业设定一个固定的时间和地点。
制定家庭作业时间表。
理解孩子完成家庭作业的需求。
他们需要休息吗?
给他们选择
讨论关于妨碍他们完成家庭作业的行为，并提出解决方法
使用计时器作为视觉指南
有一个激励系统来帮助激励你的孩子
签订家庭作业协议

如果你想阅读全文，请到链接:

https://childmind.org/article/strategies-to-make-homework-go-more-smoothly/

在课外活动中找到平衡
孩子们过着忙碌的生活，课外活动成了生活的一部分。这篇文章探讨了课外活动的利弊，
以及为你和你的孩子找到平衡的方法。

https://childmind.org/article/finding-the-balance-with-after-school-activities/

支援／辅导服务

https://childmind.org/article/strategies-to-make-homework-go-more-smoothly/
https://childmind.org/article/finding-the-balance-with-after-school-activ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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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LEWELYN  FRIEDRICHS

10年级人文地理-世界人口

在过去一周左右的时间里，我的10年级人文地理课专注在人口地图及对其的理解，学习
人口密度的入门知识。这堂课的目的是让学生能够画出他们自己的地图，描绘出所发现的
世界各地不同的人口格局，并与这些信息建立联系。学生们参与活动，把他们最终所学到
的知识，以及自己对人口分布的解释绘制成一张地图，并向全班展示了他们的研究。

作为一名老师，我非常自豪地看到我的学生所投入的成果，展示了他们创造性的一面以及
他们所学到的知识。我很期待接下来的日子里他们的会有什么表现!

中学课堂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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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月, Pre K-3的学生们在我们的 “所有关于我”（All about Me）单元，学习了了解
自己，其中包括了自己的情感、学校的日常事务和五种感官。

学生们喜欢描述自己的感受，并识别彼此的情绪。我们一直在通过互动模仿和问候来构
建他们的句子结构和社交语言。我们将在课堂上和整个上学期间继续努力让他们学习更
多。

我们的学生们还通过五种感官探索了世界和了解了如何看、听、尝、摸和闻。在那其中，
他们最喜欢的是玩转声音和通过有趣的新声音和嗓音唱熟悉的歌曲。除此之外，不久后，
我们将开始专注于“我们的身体”，学生们将通过歌曲、舞蹈和其他动作来进行学习。

在这期间，Pre K-3的学生们也很享受和喜欢在学校学习新东西!

小学课堂焦点

MEAGHAN ROSHET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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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我们五年级的领导者们

我们小学部今年的一个新计划是我们的五年级领导计划。
热烈祝贺Arvin, Tasmia, Lydia, Vincent和Steven，他们被选为今年的小学领导。

这些孩子向四年级和五年级的同伴发表演讲，阐述为什么他们会被选为我们小学部的好
领导。

基层领导的主要职责是:

成为其他学生的榜样
运行小学部每个月的例会
找出可以使我们的学校更好地服务学生的方法
与学校的其他学生们交流有关我们可以做的不同事情来建立我们学校社区的想法
在更广泛的社区中帮助其他人

四年级和五年级的学生们也已经向我们五年级的领导者们提出了一些他们对学校的一些
想法，以及那些希望校方可以采取的行动以帮助他人的方法。

他们在这个职位上很负责任，也做得很好，我们迫不及待地想看到他们在今年所做出的
成绩!

小学课堂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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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在RAS教授什么?你以前在哪里教书?
我现在教10年级的ELL和10年级体育课。在这次教学任务之前，我在美国加州旧金山湾区
的东湾教学了23年。我教过几门不同的课程，包括体育、历史、经济学、西班牙语，甚至
驾照培训。

你能介绍一下你自己吗?
这是我执教的第24年。我和Heather Olson-Garcia结婚，她也是RAS的一名教师。我
们有两个成年的孩子，Roman, 25岁，Rylee, 22岁。我出生并成长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
的旧金山湾区。这是我第一次住在美国以外的地方，我非常喜欢这里。
 

老师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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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经历过的最冒险的假期是什么?
我和我的妻子喜欢旅行，我们迫不及待地想在未来体验更多。几年前，我们带着40名学
生和家长去哥斯达黎加旅游。当我们在那里的时候，在雨林中滑行，爬上火山，泛舟激流
等等。这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是一次奇妙的经历!我也附上了几张这次旅行的照片。

你最自豪的成就是什么?
我最自豪的成就之一是成为一名教师。在过去的20多年里，我很幸运能和这么多的年轻
人一起工作。我觉得我对许多学生的生活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我的许多学生也对我的生
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你最崇拜的人是谁?为什么?
我最敬佩的人是我的父母。我的父母在他们20岁左右时从墨西哥移民到美国的。我的父
母都只受过小学教育。然而，他们都学会了西班牙语和英语的读写。他们也养大了我和我
的4个姐妹。他们鼓励我们努力工作，保持专注。他们以身作则，这让我成为家里第一个
从大学毕业并获得学位的人。

在RAS当老师，你最喜欢的是什么?
在RAS的教学，我最喜欢的是我们优秀的学生! 在我的教学生涯中，和这么多来自不同国
家背景的学生一起工作，拥有了最美好的时光。能来到RAS我感到非常幸运。

FIDEL GARC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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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0日(星期五)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庆祝日。我们的国际日既代表了我们的种族和文
化多样性，也代表了一个我们都可以感到自豪的团结社区。代表我们学生群体的26个国家
制造出一种复杂的、充满活力的、和谐多样性的编织景象，完美象征了这一活动。

我们的活动由我们的学生和教师拿着各国旗帜开始游行，色彩斑斓的传统服饰，给人一
种热闹、快乐、兴奋的心情，为节日增添了一抹色彩。游行之后，Lyle 先生为我们发表了
简短的欢迎致辞，紧接着是我们的RAS爵士乐队的表演以及我们的客座演出者Garcia先
生、Garcia先生和Garcia先生(被亲切地称为三个好朋友!)

在接下来的庆祝活动中，还有来自中国、韩国、澳大利亚、日本和德国的一些文化舞台表
演和活动，让大家陶醉其中。

大量令人垂涎欲滴的食物供所有人品尝。这些食物包括北美的辣椒，澳大利亚的拉明
顿蛋糕，韩国的杯饭（cupbab），非洲的香肠（boerewors），马来西亚的椰浆饭（nasi 
lemak），中国的饺子，沙特阿拉伯的枣子，以及西班牙的土豆煎蛋饼（de patatas）和 
parlamentario。

早在5个多星期前就开始了这项活动的筹备工作，但这项活动的真正成功是许多贡献者共
同努力的结果。这些贡献者包括我们的学生、家长、教职员工，以及88位莱佛士家教协会
的会员、维修人员和行政人员，我要感谢他们所有人的共同努力。

特别感谢我们的RPFE小组协调人，以及所有准备食物和装饰的家长，还有那些组织文化
表演的人。

莱佛士家教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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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欢迎各位同学、家长及教职员参加十月四日的 “星光下” 电影之夜。这部电影是家
庭喜剧《老鹰埃迪》。电影将与我们的RAS少年队足球邀请赛合作。我们鼓励所有的家庭
能来RAS支持我们的足球队，之后来欣赏一场户外电影，当天会有食品餐车售卖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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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IP 8 年级制作纸火箭

LIFE@RAS

作家到访

4年级到苏丹依布拉欣
大楼实地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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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兴EIP吉他演奏 

爵士乐队练习

U16足球比赛对阵诚光
教育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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