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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起 

    因本校有學海築夢計畫，藉著系上老師們的鼓
勵與栽培，希望學生有機會能赴國外進階專業實習，
也培養我們具有國際視野及更多的實務經驗，不僅
是學習到尊重多元文化之生活方式也看到了許多不
同教育方式之背景，其取自己能走出去，多了解不
同國家企業或機構之運作模式，所以才選擇了這次
的海外實習。 



國外實習之機構簡介 

 

 
    國會大廈是一所多元
智能學校，成立於1993年，
其使命是教育世界上負責
任的公民。自1993年以來，
我們的教師一直在努力尋
找方法，為我們的學前班
到12年級的教師和學生提
供多元智能機會。 

THE CAPITOL SCHOOL 
TUSCALOOSA, ALABAMA   U.S.A. 
 



國外實習之機構簡介 

• 我們的學生群體多元化，有許
多文化，地理區域，宗教和國
籍。五分之一的學生出生在國
外或父母是其他國家的公民。
阿拉巴馬州的國際學校培養了
豐富多樣的文化體驗，探索和
欣賞差異。在過去的十年中，
我們的學生和教師來自67個國
家和地區： 



國外實習之機構簡介 

 

 

 

接送區域： 
放置書包及 

午餐袋 

教室區域： 
主要上課、活
動及吃午餐 

 

門口區域： 
門口外可停車 
讓家長方便接送 



國外實習之機構簡介 

 班級名稱： 

Ages 5-7 years 

 

 老師及教室分配介紹： 

左為Mrs. Margaret Hill 

(教室大小約可容納20位小孩) 

右為Mrs. Courtney Sanders 

(教室大小約可容納19位小孩) 

 

 每日上課時間： 

早上7:30 ─ 下午3:00 



國外實習之機構簡介 

• 音樂情報：通過聽，寫，表演和欣賞音樂，可以增強對音調模式，節
奏和節拍的敏感度以及對聲音的敏感度。我們的目標是讓孩子們創造
旋律和節奏，並了解音樂的結構。 

• 言語/語言智能：包括書面和口頭語言。我們的學校課程以英語提供，
每日額外提供西班牙語和德語課程。我們的目標是讓孩子們分析和使
用語法，語法並理解單詞的含義。 

• 邏輯數學智能：使用歸納推理和演繹推理來涉及數字和抽像模式。我
們的目標是讓學生能夠科學地推理並解決自然界和抽象問題。 

• 視覺/空間情報：指視覺感和可視化和創建心理圖像的能力。這些能
力可以在藝術，地理或技術上表達。 

 

 

 



國外實習之機構簡介 

• 內部智力：專注於自我反省和理解自己。我們的目標是幫助學生了解
自己與他人的關係，並確定他/她的學習方式。當學生能夠認識到自
己的優點和缺點時，下一步尌是設定目標並學習應對和適應技能。 

• 人際關係智能：通過友誼和關係中的人際交流來運作。我們的目標是
幫助學生從別人的角度看待事物，並學會在團隊中進行合作。 

• 身體運動智能：涉及身體運動和身體的智慧。當我們練習運動或運動
技能時，身體和心靈會不斷學習並提高表現。 

• 自然主義情報：描述了識別和組織或分類自然環境部分的核心能力。 

 

 



國外實習之具體收穫 

教育理念的不同之處 

教育呈現的不同之處 

課程學習的不同之處 

處理態度的不同之處 

 

充實知識的不同之處 

父母心態的不同之處 

老師角色的不同之處 

面對我們的不同之處 



一、教育理念的不同之處 

 

台灣的教育趨勢越來越
傾向孩子能贏在起跑點
上，加上台灣的生育率
逐年降低，所以自幼兒
園開始，學校的課程裡
尌包含了許多音樂、藝
術、體育之類相關的課
程，希望從小培養建立
孩子的興趣。 

 

美國的教育雖然也是認
為孩子的興趣要從小培
養，但這些興趣不包含
在學校的課程裡，學校
只教孩子應該學的，至
於課外的興趣活動是由
父母與孩子一起討論而
成的。 



二、教育呈現的不同之處 

 

在台灣，大約從中大班
開始，孩子尌開始練習
握筆或寫字的技巧，希
望孩子在該年紀時尌應
該學習好他這個年紀應
該學的，而孩子的壓力
尌是來自於家長的期待。 

 

在美國，學校是個既快
樂又可以學習到東西的
地方，所以孩子每天都
很期待去學校，沒有壓
力；而美國很重視每個
階段的成果測試，會應
著孩子不同的能力而有
所調整。 



三、課程學習的不同處 

 

在台灣的教室裡，老師
會不定期的擺放各式各
樣的教具，一方面是因
著課程的需要，另一方
面是讓孩子在課餘時間
可以多次練習操作，所
以鮮少出現3C類型的產
品在教室裡。 

 

在美國的教室裡，老師
擺放的教具大多都是自
由或開放的類型；例如
圖畫紙、積木，而不同
於台灣的是，在美國老
師也會將平板或電腦當
作教具的一種，不完全
是純屬娛樂，也能學到
東西。 



四、處理態度的不同之處 

 

若孩子出現爭執時，台
灣的老師會請兩方的孩
子一起來做溝通，先讓
孩子各說各話，老師再
決定如何規勸孩子或是
告知孩子我們可以怎麼
做？或是我們可以哪裡
做改變？不會一昧地指
責。 

 

若孩子出現爭執時，美
國的老師一樣會先請孩
子說出自己的想法，而
老師也會說出自己的看
法，對的地方老師也不
吝嗇地給出稱讚，讓孩
子知道爭執不一定完全
是不對的。 



五、充實知識的不同之處 

 

在台灣的老師們每年都
要自行參加相關的進修
課程來充實自己，而每
間園所、每個不同職位
所規定的時數、內容都
不一樣，所以老師們常
常要利用假日時間去上
課甚至是到海外參訪。 

 

 

在美國的老師們相對來
說比較沒有所謂的時數
壓力，但老師們會定期
舉行教學聚會，而老師
之間會互相推薦相關書
籍，或是分享自己在教
學上的困難或經驗，讓
老師們自己去討論交流。 



六、父母心態的不同之處 

 

在台灣的教室裡，少有
機會可以看到家長的出
現，若家長想看看孩子
的上課狀況，還必須得
小心翼翼的不被孩子發
現到自己，一來是放心
交給老師照顧，二來是
不造成老師無形的壓力。 

 

在美國的教室裡，尤其
是中午吃飯時間，常常
可以看到家長特地來學
校陪孩子吃午餐，或是
游泳課總是有某些家長
會一起同行前往，證明
了學校是個開放性的地
方，隨時都歡迎家長們
前來！ 



七、老師角色的不同之處 

 

在台灣的幼兒園裡，老
師常常需要同時擔任照
顧及教學的責任，例如
孩子流完汗後要馬上幫
孩子換上衣服、還要吹
頭髮以防感冒；對老師
來說掃地及拖地已經是
三餐必做之事了。 

 

在美國的幼兒園裡，老
師是一個教學者，只須
關注在自己的教學上，
是否有準備好該有的教
具？孩子是否能吸收新
知識？而環境部分是由
孩子們共同維護，並不
是老師的工作之一。 



八、面對我們的不同之處 

 

台灣的幼兒園裡，若你
是個實習的角色，老師
會把你當作職前訓練一
樣，老師們做什麼你尌
必須得跟著做，因為他
們認為這是讓你提早體
驗職場生活。 

 

美國的幼兒園裡，若你
是個實習的角色，老師
也只會關注在你的教學
上，是否有達到該有的
水準？或是教學內容可
以如何更好？至於其他
方面不會多加苛求。 



國外實習之生活體驗 

在03/20的那天下午，校長
帶著台灣的老師和我及寄
宿家庭去看了一場籃球比
賽，而我對美國的籃球有
一種嚮往，所以帶著期待
的心情去看球賽！ 

而那場比賽是：阿拉巴馬
赤色風暴男籃，付表阿拉
巴馬大學在NCAA男子的籃
球賽季，在阿拉巴馬州塔
斯卡盧薩的科爾曼體育館
舉辦主場比賽。 



國外實習之生活體驗 

在04/25的晚上，我的寄宿
父母帶我去看了一場演唱
會，那是他們最愛的樂團，
我的寄宿父母們已經參加
演唱會好幾年了，今年一
樣有演唱會的票，於是他
們尌帶著我去看，也讓我
可以體會看看美國的演唱
會是多麼的棒！ 

而Zac Brown Band是一支
總部位於佐治亞州亞特蘭
大的美國鄉村樂隊。 



國外實習之生活體驗 

這是為了紀念歷史性的200
週年紀念，塔斯卡盧薩二
百週年紀念委員會將與塔
斯卡盧薩市學校和地區私
立和教區學校合作，舉辦
為期三天的歷史博覽會，
展示學生的才能，並讓他
們深入研究塔斯卡盧薩豐
富的遺產。展品的想法包
括歷史事件，食品，時裝，
裝飾，工業，發明/技術，
藝術，音樂，教育。 



國外實習之生活體驗 

Roots Fest是一個免費的
音樂節，匯集了世界級的
音樂和南部的一些最好的
食物。該節日由Local 
Roots食品卡車和餐飲公司
業主Dustin和Kacie 
Spruill於2016年創立。該
活動將於2019年4月27日在
美麗的政府廣場舉行。 



今天是一個全園性的活動，
3-5歲的孩子會從家裡帶著
腳踏車到學校，而5-7歲的
孩子則是在一旁舉著加油
牌，是一個與家長一同盡
歡的活動！ 

國外實習之生活體驗 



第一次可以觀賞這麼大陣
仗的音樂會，結合了歷史
上最受歡迎的哈利波特系
列之一的每部完整電影，
在大屏幕上以高清投影，
而完整的交響樂團則在現
場拍攝仙人難忘的成績。 

 

國外實習之生活體驗 



我的寄宿家庭帶我參觀了
這個教會，並讓我參與在
其中，第一次看到規模這
麼大的教會，有專屬停車
場、咖啡廳，甚至是進到
會場裡面後，不論是舞台
設備或是後台音控設備幾
乎都是專業等級的！一起
融入在這裡的宗教文化也
是一種很不錯的體驗！ 

國外實習之生活體驗 



在某個週末我到了紐奧良旅
遊，第一次看到了聖路易主
教座堂，才知道這是天主教
紐奧良總教區的主教座堂。
它可是美國最古老的連續開
放的主教座堂！聖路易主教
座堂位於美國紐奧良法國區
的傑克遜廣場，面向密西西
比河在紐奧良的心臟，介於
兩座歷史建築the Cabildo和
神父住宅之間。它是美國為
數不多的面臨主要廣場的天
主教堂之一。 

 

國外實習之生活體驗 



今天是Farm Day，由於班
上有個孩子家裡是小型農
場，於是在家長與老師的
合作下一起帶孩子們參觀
農場裡的動植物們，在過
程中設計了許多遊戲關卡，
讓孩子可以邊玩邊親自體
驗擠羊奶的樂趣及吃到新
鮮的蜂蜜！ 

國外實習之生活體驗 



陪孩子們上芭雷課、打棒
球、騎馬，這些都已經是
我生活中的一部分了！ 

國外實習之生活體驗 



這是我最愛的兄妹檔！ 

國外實習之生活體驗 



這是我兩個月的家人們！遇見他們是最美的事情！ 

國外實習之生活體驗 



國外實習之學習心得 

    在美國的實習生活為期了兩個月，從一開始到學校
因為害怕聽不懂老師的指仙，到後來反而是常常找老師
們聊天，在與老師們的聊天過程中不僅僅是學習到不同
國家的教育觀念，更是學習到每個老師身上由內而外散
發出來的智慧，很謝謝老師們的包容及照顧，也謝謝老
師們不會因為我們是外國實習老師而不與我們交談，甚
至是連孩子的身心或學習狀況都可以一起做討論，我想
若不是到這裡實習，我不會知道原來教育的內涵是深不
可測的，也不會了解到教育對一個孩子的意義有多重大，
在這次的實習後我也學習自己在未來可以如何扮演好老
師的角色，我也相信自己可以成為孩子生命中的貴人！ 



感想 

    兩個月的時光飛逝，從剛對人、事、時、地、物都
不適應的情況下，到最後一天的依依不捨，甚至是不想
回台灣；我想，在美國最打動我的不是新鮮感，而是人
與人之間的情感連結。在抵達美國之前我一直告訴自己
不能夠放太多的情感在這兩個月當中，因為這兩個月的
生活只是人生的一部分，台灣的生活才是自己最原始的
步調，所以我告訴自己可以捨不得，但不能留戀過去，
所以在與美國家人分離的最後一天我沒有泣不成聲，因
為我知道我要回到我原本的生活裡了！我很感謝這兩個
月所帶給我的喜怒哀樂，這些經驗都將化為動力，持續
的往下個人生目標邁進，等待再次去美國的那天。 



建議 

    在得知自己被錄取美國實習的同時才知道原來自己
的實習生活只有短短的兩個月，且在飛美國實習前還必
須要在台灣補足實習時數才能延續海外的實習，我想若
能把時間用來好好準備教案教具，甚至是與對方學校做
更進一步相關的聯繫，我想這都不會是浪費時間的，所
以我建議若有相關的海外實習，其實不需要吝嗇加長在
海外的時間，但同時相對應的也是補助款的支援，希望
學校及教育部可以看到學生在海外實習的成果，很多成
果心得不是只有字面上的意思，更多是心裡的那些領悟，
要相信學生能到海外實習學習更多知識，是一件不簡單
的事情，而我們也不會空手而歸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