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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日期 
1月31日
2月1日
2月4日
2月4日
2月5日
2月5日
2月6日
2月12日
2月12日
2月13日
2月14日
2月20日
2月26日
2月28日
3月6日
3月6日
3月7日
3月9日
3月18日
3月19日
3月20日

篮球比赛（槟城）
篮球比赛（槟城）
RPFE会议 （早上8点30分，美迪尼商场星巴克)
U9篮球 @ RAS； U11 @ MCM
U16男子篮球 @ RAS （多数在傍晚，待定）
U16女子篮球 待定
U13 篮球 @ Tenby
U16男子篮球 @ RAS 对阵 嘉德
U16男子篮球 @ RAS 对阵 嘉德
教师职业培训-没有上课
中期休假-没有上课
家长资讯会议- 基准评分（早上8点，MPH)
第三季CCA开始报名
第二季CCA结束
第二季体育结束
‘仲夏夜之梦’ 艺术表演- 时间待定
‘仲夏夜之梦’ 艺术表演- 时间待定
第三季CCA和体育开始
中学部运动日
小学部运动日
春季学校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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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喜发财! 祝大家农历新年快乐。在这鼠年里，愿你被赋予力量去克服全年需面对的挑
战，并拥有一个成功和繁荣的2020年。

这是我们在这新的一个十年，第一版的RAS月刊。我们现在已经完全投入到了第二学期
的学习中，学生们也已经开始积极的行动。

我想让我们的学校社区有所意识到，从1月1日开始，马来西亚颁布了一项新的法律。这项
法律规定，所有体重在25公斤以下的儿童在乘车旅行时都必须使用儿童安全装置。36公
斤以下的儿童需要固定在加高座椅上。

上周，有几位家长来到我的办公室，探讨有关不同学校的教育体系对美国、英国、加拿
大、澳大利亚或其他任何国家的大学的适用性。这是人们的一种误解，认为孩子上美国
学校更容易被美国大学录取，相对的如上英国大学、加拿大大学等。如前所述，这是一种
误解。大学喜欢多样性，并有符合相同标准的各种学校的入学要求。例如，就英国课程而
言，英国大学的特定课程可能被评为AAA。他们可以将此转换为IB成绩36分，以及针对美
国课程的话，需要美国高考成绩3学分，至少2科4学分和1科5学分。每一所大学都有自己
的转换表来配合不同的课程，这样无论学生完成了哪个教育系统，他们在录取方面就会
得到平等的对待。

学监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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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部校长的话 
庆祝世界朗读日

您的孩子多久看到您阅读一次？ 您的孩子是否看到您乐于阅读中？ 全神贯注于一本书，
以致您无法放下它？ 您的孩子多久阅读一次？ 他们对此感觉如何？

孩子们喜欢与父母一起阅读。当孩子还处于幼小阶段时，我们会努力保持这样的习惯，但
是为什么我们在孩子长大并且有能力自己阅读时却停止这样做呢？ 《学术儿童与家庭阅
读报告™：第7版》显示，超过80％的孩子和父母们都喜欢朗读时间，因为他们认为这是
一起度过的特别时光。 通过在家中为孩子们大声朗读，您可以帮助他们通过故事学习语
言，词汇，语法和创造力。

这是您和家人庆祝阅读的好机会：参与2020年2月5日的世界朗读日。我们将在这一天
在课堂上大声阅读。 您将如何与家人一起度过这个节日？ 关上电视，收起iPad，手机和
电脑，然后一起阅读！ 在忙碌的一天中抽出时间与孩子们一起阅读，就是间接的告诉他
们，他们很特别，和他们在一起的时间很重要，是被珍惜的。 这是能一个传达爱，接纳和
有价值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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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ITA  MCCALLUM
Elementary Principal 

以下是一些在家一起阅读的小贴士：
• 收集孩子最喜欢的书籍，并经常阅读！
• 在阅读故事时以及故事结尾时，向孩子提问一些有关故事的问题。
• 讨论故事中的角色，故事发生的背景以及角色和背景如何连接。
• 阅读或聆听故事时，一起演说故事。 寻找与家人一起享受故事的创意方法。 最近，一

年级的学生们在各种各样的地点阅读故事，做很多有趣的事情。例如， 在浴室里，在
桌子上，或者穿着妈妈和爸爸的大衣服！

• 在家里创建一个特殊的阅读空间； 一个舒适安静孩子们可以坐着享受阅读的乐趣，
避免分心的地方。

“世界朗读日”是由学术机构和全球扫盲非营利组织LitWorld共同发起的全球性活动。 
其目的是为了唤起人们对朗读的关注，并与来自173个以上国家的家庭和学校社区互相大
声朗读和分享故事。 庆祝这活动，以提醒阅读的重要性。

确保这一天在社交媒体上分享您的阅读，加入#WorldReadAloudDay的对话，并确保
标记@rafflesamericanschool。
在世界朗读日，与您的孩子们一起创造美好的回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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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的秘密在于始终如一的目标

我们生活在一个及时行乐的世界。很少有人对耗时数小时、数周甚至数年才能完成的事
情感兴趣。更常见的是人们放弃那些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完成的事情。成功通常始于良好
的意图。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失败始于同一个地方。我们都想把故事讲完，但很多人都失
败了，因为我们不愿意努力去完成整个故事。
 
在专业领域里有很多关于注意力持续时间的讨论。对关注力时间的持续的普遍理解是：
一种将注意力集中在一项任务上并保持注意力的能力。 通常，这个定义还包括如下语
句“这对实现目标至关重要”。遗憾的是，研究人员表示人类的注意力持续时间正在缩
短。事实上，市场研究表明，在过去的15年里，人们的注意力持续时间从12秒降到了8.25
秒。这是不是太短了? 如果一个网站没有加载，你会等待多长时间? 我发现自己最多只给
了10秒钟的时间就离开了。我很震惊地看到一些互联网统计数据显示，平均互联网页面
的访问时间不到20秒。似乎人们不愿等待。我相信我们上网的习惯导致了我们注意力持
续时间的缩短。通常情况下，互联网像是一个娱乐中心，我们漫无目的的游览，寻找可以
娱乐我们的照片和视频。互联网很少用于实际的研究或实际的学习。我们习惯于寻找快
速的视觉享受。商业研究人员称，一名办公室职员平均每小时查看电子邮件30次。我们只
是不停地找啊找，漫无目的地找啊找;但只是表面上。

 

中学部校长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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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YLER BISHOP
Secondary Principal

当我年轻的时候，我记得有人告诉我一个帮助我实现目标的策略。我被告知做一个小海
报并写明我的目标，把它放在一个非常显眼的地方，一个我每天会经过很多次的地方。
对我来说，那地点就是冰箱。一天有几次，我看到我的海报，我应该问自己:你今天做了什
么来帮助你实现你的目标?. 如果你的目标是减掉10磅，那么你显然需要长期坚持这个目
标，并定期锻炼。你不可能一周做一次艰苦的工作。每天问问自己是否做了什么事情来帮
助你实现目标，可以使自己有目标地行动。如果你的目标是在学校科目中获得A, 你需要
承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做出一致的努力。如果你的目标是成为一名职业运动员，这不是一
朝一夕的事，它需要多年的发展才能实现。我们的学生需要知道成功不是一蹴而就的。相
反，它来自有目的的努力。我们必须纠正注意力短暂综合症，并学会把注意力集中在我们
想要的生活上。我们需要有目的且耐心地做每一件小事，让我们离成功地实现目标越来
越近。事实上，也许明智的说法是成功的秘诀在于目标坚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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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语能力和文化意识
 
最近我在一次对话中谈论了有关我校的英语密集教育课程，以及双语课程在美国学校体
系中所扮演的角色。会谈中讨论了许多话题。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学习英语”是一项需
要完成的任务的强烈关注；也是一项有始有终的任务。这项任务需以一种容易达到的基
准和目标的方式来组成，目标是在这一门科目中取得“及格”的等级。
 
直到会谈结束，我才有时间思考会谈中所说的话，我才意识到文化对英语学习得的影响
有多大。学习一门外语，例如英语，不仅仅是理解词汇而已。学习另一门语言需要的不仅
仅是一个“及格“的等级。我相信很重要的一步是我们必需改变传统的观点，既我们如何
学习语言和意识到发生的过程不仅要求学生练习语言形式，他们还必须熟悉的文化语言
以便沟通。换句话说，语言中的文化语境决定了学生对任何情境的互动和感知方式。如果
一个人不了解一种特定语言背后的文化，他就不会完全理解该语言应该如何使用，以及某
些词在什么语境下才能恰当地使用。
 
我们许多人把语言习得看作是把注意力集中在语法结构和词汇上，然后随意地把它们投
入到对话中去进行有效的交流。这些认知和陈述并不能准确地代表语言开发系统的复杂
性。“若一名语言学习者须在自身级别与另一名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沟通，他不仅需要了解
文化影响在他人的行为，还需要认识到自己文化对其思想、活动和语言表达形式的深刻影
响。“（采自 Ismail Cakir, TOJDE 2006）学习一门新的语言不仅仅是掌握语法正确的单

双语部校长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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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和形式，还要知道什么时候使用它们以及在什么情况下使用它们。
 
跨文化交际领域的研究突出了文化意识在英语教学中的重要性。他们强调了在交流过程
中练习语言的重要性。通过互动式的课堂活动，学生可以认识词汇的含义，积累词汇，提高
语法准确性以及培养交际能力。
 
通过我们的EIP（英语密集班）以及双语课程，莱佛士美国学校了解语言发展的复杂性，并
实施有助于加深理解的教育策略。我们给学生时间去探索、思考、分析、研究和讨论，这
样他们就能培养对英语用法的理解。我们鼓励学生继续发展他们的文化意识，并了解社
会环境的语言和文化会如何影响人们之间的互动。
“教育不是灌满一桶水，而是点燃一团生命的火焰。”——威廉·巴特勒·叶芝

GREGORY VAN GOIDTSNOVEN
Bilingual Princip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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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莱佛士美国学校宿舍第二学期的全面开始，我们所有的寄宿生在圣诞 / 寒假后都很
好地安顿下来了！我们欢迎11位新的寄宿学生加入RAS宿舍，我们很高兴他们能加入我
们!
 
我们的宿舍之所以成功，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保持一个时间表并坚持下去。时间管理和守
时对学生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他们学会了个人责任，分清事情的轻重缓急和活出高效
生活的重要性。宿舍的学生和宿舍的工作人员一起建立和发展这些生活技能，因此RAS
宿舍就像一个紧密联系的大家庭，在这里学生都有成长的机会。
 
我们在高年级宿舍的首要任务必然是让学生拥有优秀的学业。我们继续通过几种不同，
以学生为中心的方法来实现这一个目标。第一是我们每天晚上的学习时段，我们的教职工
作人员会监督学生，以确保学生得到需要的支持并完成作业或功课。教师给予个性化的
支持和帮助那些需要额外指导的学生完成他们的家庭作业。除了学习之外，我们11和12年
级的学生还需要与宿管会面，讨论SAT考试、大学报名、时间管理技能以及其他重要的领
域，帮助他们为过渡到中学后的教育做好准备。
 
在我们的低年级学宿舍，我们保持着一个非常互动性的时间表，同时利用一个整体的方
法，让我们的年轻学生“通过玩来学习”，同时帮助塑造技能，如独立性，责任感和毅力。
这些特征是通过社会互动和活动的概念来进行培养和实现的。此外，还有专门的学习时
间，教职员鼓励学生明白专注学术、善用时间并密切的监察他们的发展的重要性。

宿舍



13

CHRIS CHOYCE

最后，我们丰富的周末活动安排也让学生们更有互动时间，学习社交技能，这将帮助他们
成为全球公民，未来在大学中拥有出类拔萃的社会性和情感。大多数的周末，学生们都可
以去购物中心或与朋友聚会，参与烧烤会、萤火虫之旅、跳蚤市场之旅、爆米花和电影之
夜等等。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RAS宿舍的资讯，请直接联系宿舍部或招生部。您也可以查看我们的
RAS Boarding Facebook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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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份，我们的第2季运动以触式橄榄球，篮球和网球为本季的主要运动展开了。
 
到目前为止，我们的U16篮球男队在联赛中成功以 (42-10) 击败 Crescendo (吉星国际
学校) 及以 (61-15) 击败 Tenby (腾比国际学校) 取得了两次的胜利。而我们的U16女队仍
在等待他们的首场联赛，但季前赛以 (34-18) 顺利地击败 Excelsior (毅德国际学校)。
 
而RAS本季篮球日程表上的主要活动是于1月31日 (星期五) 和2月1日 (星期六) 在槟城的
Dalat (大叻国际学校) 举办的篮球之旅。由于最近的胜利，我们的球队将带着极大的信
心前往槟城，继续他们的胜利之路。

我们的U9，U11和U13篮球队也在上周举行了他们的首场比赛，并迅速的成为出色的篮球
运动员。 在这些年龄组中，球员和团队的发展是重点，因此分数是不被记录的。

我们的中学部触式橄榄球队也已与Marlborough (马尔堡国际学校) 和Crescendo (吉
星国际学校) 的球队进行过各种比赛，也获得斐然的成绩。明年我们必定能够将这项运动
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并希望有更多的比赛机会。

体育与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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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NNART VAN VLERKEN

给所有RAS家长们的信息

“活跃的身体，积极的思想”是一个经常用来强调体育活动对儿童重要性的一个短
语，因为它为儿童提供了适当整体发展所需的精神，体魄和社会方面的福利。 我们在
RAS提供各种各样的CCA活动，我不需要再强调您的孩子每周至少参与一个CCA活
动的重要性。 我 们在RAS拥有非常出色的体育老师，但每周只进行2个小时的体育锻
炼不足以获得潜在的健康益处。 世界卫生组织（WHO）建议每天至少进行1个小时的
体育锻炼。

让我们活跃起来吧！

GO RAP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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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贺所有成功参与并完成叮当书假期阅读奖励活动的同学! 1月24日（星期五），超过80
名学生上交了他们填好的表格，我们为他们举办了披萨派对的庆祝活动。阅读的人确实
无误的成功了!

图书馆资讯

RITA MOLTZ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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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ch 6th and 7th 
7:0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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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快乐！（来自辅助服务处的祝福）

现在是我们12年级学生申请大学的重要时刻。祝贺那些已经收到录取通知书的学生。
 
为了帮助我们的学生和大学辅导员完成申请大学的过程，我们在学校引进了Cialfo，一个
大学咨询平台。上个月我们举办了两次的会议，向家长们介绍Cialfo。更多信息请参考他
们网站的链接。https://cialfo.co/intl/en-US/home.
 
最近我们第一次把Cialfo介绍给我们11年级的学生。Cialfo平台是一个学生可以存储申
请大学所需的所有重要信息的地方，比如成绩、课外活动、暑期项目和实习。他们还将完
成性格和职业评估，这将有助于指导他们选择大学。Cialfo也是一个搜索引擎，它将帮助
学生搜索学院和大学，并制作大学申请名单。以下是11年级学生应该考虑的一些事情：
 
·       完善你的大学名单
·       个人陈述(如何展示你难以量化的技能和兴趣)
·       研究奖学金
·       简历的格式
·       更新SAT、PSAT和AP课程的考试成绩
·       申请暑期项目、参观大学或寻找实习机会
 
如果您需要任何进一步的信息，请联系Derek Winchester或David Norman。

支援/辅助服务

DAVID NOR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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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年级生在本月的科学课上，开始探索水的循环。我们的首要任务是找到以下问题的答
案：“为什么河里的水会流动？”学生们自己思索出了很棒的想法，其中包括：“因为河流
连接大海，大海将水推向河中”，“因为河中的鱼类和其他动物使水流动”及“因为水从山
上往下流”。

接下来，是时候进行一些实验了。根据我们在神秘科学的朋友道格（Doug）的指示，我们
建造了一些纸山，并有山脊和山谷（上学期我们的地形单元复习得很好）。然后，我们用
一些水溶性记号笔在山上的高处做标记，然后小心翼翼地用水弄湿整座山。当学生们观
察到墨水被稀释并带下山时，他们意识到他们的同学是对的，河中的水由于下山而流动！

等我们的纸山干了之后，我们得以在走廊漫步，讨论收集水的不同方式，这些水是根据朋
友纸山的陡峭程度和形状所收集的。这堂课甚至为我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来练习和建
立自己的成长心态，因为我们第一次的尝试是使用不溶于水的白板笔来制作山脉。结果并
不大理想，我不得不向孩子们保证我们会再试一次。 “这并不代表说我们将永远看不到
水顺着山坡流下来，而是我们还没看到！”

小学课堂焦点

MATT WARHOLIC



20

小学课堂焦点

MEGAN WOOD

在整个学年中，学生们接触到各种不同形式的艺术，材料，工具，技能和工艺，例如粘土，
绘画，自然艺术，雕塑，编织，波普艺术，协作艺术，绘画，文化艺术等。
在一年级，学生了解了最古老的艺术形式- 史前洞穴壁画。 他们学习了如何使用沉积岩和
天然材料来制作颜料。通过活动，学生们可以亲手使用碎石和胶水混合自己的颜料。他
们甚至可以通过在桌子底下从下方绘画来体验绘制洞穴壁画的感觉。学前班的学生在制
作形状机器人时则需要使用侦察和解决问题的技能。他们通过寻宝游戏，找出隐藏在教
室中的各种形状。最后，他们必须将找到的形状放在一起才能制造出机器人。而绘画技能
对五年级生来说是非常重要。通过了解不同铅笔的等级，有助于他们创作出一幅欧普艺
术绘图。 他们必须使用不同等级的铅笔来描画出阴影，高光和渐变。

为了庆祝学生们的努力和创造力，我们学生的艺术作品每学年将有两次会在RAS艺术画
廊展出。 每个学生都有机会展出一件艺术品给莱佛士社区欣赏。十二月份的画展已在莱
佛士家庭日期间公开让公众观展。 画廊是用于教导学生有关辛勤工作的艺术展示，参观
博物馆/画廊的礼节以及展示艺术的重要性。 这也使他们对自己的成就感到有信心和自
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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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课堂焦点
在高中的公民和经济学课程中，学生不仅学习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概念，而且还学习如何将
它们应用到现实世界的场景和个人生活中。上学期的一个亮点是一个长期项目，全班分成
四人一组。每个团队都创建了一个对RAS同学们有吸引力的产品构思。然后，他们为自己
的产品制作了一个小规模的广告模型。接下来，每个小组在“商业展销会”上向同学和教
职们展示他们的模型和广告。参与者将为他们最喜欢的构思投票。最后，每个学生都写了
一份反思报告，将他们从这个项目中学到的东西与他们在课堂上学到的微观经济学理论
联系起来。到目前为止，该班级还完成了其他项目包括研究数据以比较两个国家的经济
系统，在几周内跟踪和评估10只公司股票的表现，跟踪和比较几个国家的短期和长期汇
率。

MATT TILF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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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课堂焦点
欢迎来到RAS体育部门。我的名字是Marty Garcia，我在教6-8年级和11-12年级。在过
去的几年里，体育管理部门和老师们努力开发出一套扎实的体育课程，围绕运动、游戏和
整体健康设计。作为一名体育教师，我并不是要培养运动员，而是要培养健康、全面发展
的人，让他们喜欢保持身体健康，和培养玩团队游戏的团队精神。通过玩游戏，我试图教
我的学生，他们不仅改善健康和健身状况，还提高了社交技能，拥有乐趣，并交朋友。作为
一名教练，我在寻找每个学生身上隐藏的天赋，希望他们在运动和学业上都能取得成功。
在第一学期，我们学习了敏捷、速度和快速、球拍类运动、游泳和篮球。
 
这学期我们以体能和循环训练开始新的一年。寒假期间，我们很多人又回到了假期懒惰
的状态，我的目标是帮助学生们回到放假前的健身计划中。健身计划的一部分包括:弓
步、俯卧撑、仰卧起坐、跳绳、下蹲、平板支撑和跑步。学生以30秒开始，然后以每周10秒
的速度递增。这些锻炼的好处是你只需要很少的设备，可以在家里自己做。除了健身和循
环训练，我们还会介绍排球的技术和技巧。本单元结束时，我们的目标是让学生了解并享
受排球这项美丽的运动。
 
在今年剩下的时间里，我们将专注于田径、体操、舞蹈、户外入侵游戏、以及打击和防守
游戏。
 
我真的很喜欢和我们优秀的RAS学生一起工作，我的最终目标是激励我们的学生成为健
康的成年人，通过锻炼享受健身的乐趣。

MARTIN GARC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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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在RAS教授什么？ 您之前在哪里执教？
我目前在莱佛士美国学校教导小学生的体育课。 我还曾在泰国普吉岛和美国科罗拉多州
博尔德市任教。.

你能介绍一下你自己吗?
我出生在希腊雅典。我六岁的时候搬到了美国。我在一年级前的那个暑假学习了英语。“
我在芝加哥生活了四年，在那里我爱上了芝加哥小熊队，我也因此决定要像迈克(乔丹)
一样。在我四年级的时候，我们搬到了科罗拉多州的一个小山村。在这里我发现了落基
山脉，在相同的地点，我学会了滑雪和山地自行车。高中毕业后，我决定休息一段时间
去旅行。我在夏威夷的一艘游轮上做过酒保，后来我搬到新奥尔良去帮助卡特里娜救
灾。2009年，我从丹佛的大都会州立大学(Metropolitan State University)毕业，获得了
戏剧和广播新闻学学位。不久之后，我收拾好车并搬到加利福尼亚的好莱坞去寻求名利。
经过6年的等候时间，我决定搬到泰国，尝试一下教书的工作。

你经历过的最冒险的假期是什么?
几年前我去了哥斯达黎加的一所冲浪学校。显然在哥斯达黎加有咸水鳄。我是吃了苦头
才知道的。PURA VIDA! （*Pura Vida 意思是简单生活）

老师焦点
Andreas Sgourd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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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最骄傲的成就是什么?
出演《美国角斗士》是我儿时的梦想。2007年，我有了这个机会。经过13个小时的试镜排
队，在3个月的时间里通过了4轮试镜，我实现了儿时的梦想。不幸的是，我在节目中摔断了
腿。至少没有被电视转播。

您最崇拜的人是谁，为什么？
我佩服很多人。 作为一个人，我很佩服我的妈妈。 作为旅行家，我欣赏安东尼·布尔登
（Anthony Bourdain），作为教育家，我欣赏罗杰斯先生。

在RAS当老师，你最喜欢的是什么?
首先，我爱我的学生。我每天都期待着看到他们的笑脸，他们给了我动力和能量来度过艰
难的日子。我爱他们的热情，他们的求知欲，他们的拥抱和他们对学习的渴望。其次，我
很幸运能和优秀的同事一起工作，我现在把他们中的许多人当作朋友。我们很幸运在RAS
有一群敬业和充满激情的老师。我很幸运能和一个很棒的团队一起工作。我也有幸为一
位很棒的校长工作。我很高兴能和他们一起成长，并期待着在RAS看到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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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rbucks Mall of Medini 8:30am 
Tuesday 4th of Feb

email: rpfe@rafflesamericanschool.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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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欢迎来到月刊的学生会版块。我们的学生会由四名执行委员组成：Hana 
Iskandar（主席），梁子璇（副主席），Preethisha Ramalingam（秘书）和姜云（财政）
。学生会还包括六年级以上的班主任代表和我们的学生会顾问。我们经常参与一些活
动，例如：国际日、RAS铁人三项、家庭同欢日以及其他社区活动。我们很庆幸今年的学生
会有这样一个富有成效的团队，他们热衷于建立一个委员会来为RAS月刊投稿，这是一个
很好的机会。

这个月刊栏目的标题是「RAS学生多样性」。每个月，我们都会介绍一位代表一个国家的
学生，并为他们、他们的国家、他们的文化奉献一篇文章。在RAS，我们高度重视多样性。
这些文章将有望成为一种新的方式来庆祝我们学校广泛的民族和文化。这些文章将由学
生委员会领导的委员会撰写：由学生撰写，为了学生而写！

学生会

From left:  Sally, Hana, Hannah and Preet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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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Active Sports足球课

LIFE@RAS

物理课-热物理研究

仲夏夜之梦第一
次排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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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队排练

学前班-农历新年锅幸
运派对

篮球@R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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