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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學海築夢/新南向學海築夢學生出國實習

心得報告內容大綱 

獲補助年度 106年度 

薦送學校、系所、年級  中臺科技大學 兒童教育暨事業經營系  

四年級 

中文姓名  賴家威 

國外實習國家(含城市) Tuscaloosa, Alabama, U.S.A. 

國外實習機構 The Capitol School 

國外實習考評成績或評語 附件一 

短片時間及標題 名稱:106年學海築夢中臺科大賴家威         

時間:04:43 

網址: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g27v35ifAw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g27v35if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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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緣起 

 

  (一)就讀兒教系的原因 

    回想起當初還在電腦前選填志願的自己，壓根兒沒有想踏入幼兒教育相關科

系的想法，因緣際會下踏進了這個美麗的漩渦中。還記得大學開學第一天，老師

問了我一句話:「家威，不錯喔!一個男生竟然願意選擇就讀幼保系，是因為家裡

有相關產業嗎?」其實當下的自己很想告訴他，我現在才知道這是個以幼保為主

軸的系，我以為是事業商管經營方面的系所。 

 

  不過，也因為這個美麗的誤會，讓我有機會進入這個神聖的教育殿堂，上完

四年的專業課程，我漸漸拋開了舊有的幼教觀念。我相信很多人也跟大一的我有

同樣的想法，以為幼稚園老師是所有教師職業中最輕鬆的一種，每天只需要帶孩

子唱唱歌、跳跳舞，教教簡單的基本常識，工作輕鬆寫意。事實上，除了基礎教

育課程外，還需要充實許多專業，例如幼兒音樂、幼兒律動、基本救命術、嬰幼

兒按摩、保母實作等等，而且這還只是基本功，想多進修還有更多更深入的課程

可以學習。想從事幼兒教育真的不簡單，自從我踏入職場實習後，又是另一個層

次的成長，我深刻地感受到即使是一個小細節，對孩子的未來都有可能造成影響，

所以從課程的規劃到班級的管理，再到環境的布置，都是需要幼教師去好好深思

熟慮的。記得一位深具經驗的教師對我說一句話:「教育,不只是為了孩子本身,

更是為了國家的未來奠定基礎。」 這句話深刻的打動了我的心，或許這也是我

一直沒有轉系的原因吧。 

 

  每當我看到孩子為了自己而努力學習，我都會替他們感到驕傲，身為老師的我

們無法替孩子選擇他們的未來，卻可以成為他們的鞋子，默默保護著他們、陪著

他們走過未來的道路，或許我們會被別人給取代，或許孩子在長大之後不記得誰

曾經是他的幼教師，但是我希望自己對教育的熱忱和初心能永恆不變。 

  

(二)參加學海築夢的原因 

    第一次知道教育部的學海築夢計畫，是因為上一屆入選的學姊返台後在系上

向學弟妹報告，聽完學姊們的詳細介紹後，只覺得能到國外實習是一件了不起的

事，也啟發我想出國觀察比較我國的教育文化和美國有什麼不同，為什麼這麼多



 4 

人願意花錢去國外讀書，我也讀過許多推崇西方的教育文章，促使我去思考台灣

的教育到底有什麼應該改進的地方?其次是希望到國外體驗不同的風土人情，品

嘗不一樣的食物，居住不一樣的環境，透過與不同的人接觸增加自己的人生經驗。

畢竟不是每個人都能有機會出國實習，為了自己的未來，也為了回饋我國的教育，

我下定決心要爭取海外實習的機會，使自己收穫滿滿，更上一層樓。 

 

 
圖片說明：在桃園機場準備出發赴美，內心興奮無比。 

 

 

  



 5 

二、 國外實習機構簡介 

 

  (一)基本資料 

    我們此次實習的園所名稱為 The Capitol School，位於阿拉巴馬州塔斯卡

盧薩市，和我們系已有多年的合作關係，其基本資料條列如下： 

  地址: 2828 6th St, Tuscaloosa, AL 35401 美國 

  教學年齡: 兩歲半~高中畢業 

  校長: Dr.Barbara Rountree 

  各級主要負責老師:  

        幼兒園部:Kathy McGuire 

        國小部:Margaret Hill 

        中高年級部:Monica Rodgers 

   園區教室:  

        學齡前部一區(一歲到三歲) 

        幼兒園部兩區(一區為幼小班(兩歲半到五歲)，第二區為中大班(五歲到 

        七歲) 

        國小部一區(七歲到十二歲) 

        中學部一區(十三到十五歲) 

        高中部一區(十六到十八歲) 

    師生比: 5:1 

    官方網站: http://www.thecapitolschool.com/ 

 

(二)辦學理念(引用並翻譯自校方資料) 

1.我們相信所有孩子都各有所長，且更應該在這些領域有所成長。 

2.我們能帶給孩子安全的學習環境。 

3.我們期望家長能參與孩子的教學過程。 

4.我們認為學生需要具體的學習經驗，使教學和學習相輔相成。 

5.我們認為教學應該是個別化的，以滿足所有孩子的需求。 

6.我們利用各種方法來評估孩子的學習狀況，並向父母報告他們的學習進展。 

7.我們相信我們能提供給孩子一個舒適且乾淨的教學環境，讓人感受到家的溫

暖。 

8.我們利用最新的教學模式,激發孩子的成長。 

9.雖然不是每個孩子都能達到最好的學習目標，但我們堅信他們每個人都能透過

多元的智能課程而有所成長，為未來的教學環境做出一些貢獻。 

 

http://www.thecapitolschoo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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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說明：學校的校徽，外圍環繞各國國旗，代表接軌國際與兼容並緒的教育理念。 

 

圖片說明：就讀 The Capitol School 的小朋友開心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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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外實習機構之學習心得 

    我的實習教室是在 preschool的 Mrs. McGuire班上，班上另有一位主教老

師 Mrs. McGuire，副主教 Mrs. LaMoreaux。這個班是年紀較小的幼小班，因為

我在國內實習時只待過大班，缺少和更幼小的孩子的相處經驗，一開始有點不太

適應，但經過班級導師的指導教學後，我漸漸的步上軌道。這裡的教學模式提倡

孩子自主學習，有時候我們的過度幫忙反而會造成孩子無法學習自理，這和台灣

的教育文化會盡量幫忙孩子有很大的差異。 

 

班級每日作息表 

  08:00~10:15  教具操作時間 (提供點心) 

  10:15~10:45  主題課程、孩子的展示時間(孩子可和大家分享各種玩具以外                            

               的事物) 

  10:45~11:30  戶外遊戲時間 

  11:30~11:50  外語課程時間(星期一、三、五華語課，星期二、四西班牙語              

               課) 

  11:50~12:20  午餐時間 

  12:20~12:40  收拾時間、外語課程時間(德語課) 

  12:40~13:00  戶外遊戲時間 

  13:00~14:15  午休時間 

  14:15~15:00  教具操作時間 (提供點心) 

  15:00~15:15  外語課程時間(星期一、三、五西班牙語課，星期二、四華語課) 

  15:15後      放學與戶外遊戲時間 

 

※ 有時德語課程時間會跟西班牙語課程時間交換 

  
圖片說明：音樂帶動唱 圖片說明：華語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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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說明：西班牙語課 圖片說明：德語課 

  
圖片說明：利用顯微鏡觀察昆蟲 圖片說明：戶外遊戲場玩樂 

  

圖片說明：主題課程「種植」,了解土壤

中的生物 

幼兒合力操作教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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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國外實習之生活體驗 

 

  (一)食物 

    飲食方面，多半是配合寄宿家庭的選擇，所以常常吃具有異國風味的美食，

除了基本的美式飲食文化外，因為實習場域位於美國南方靠近墨西哥，所以附近

有許多墨西哥餐廳，我個人非常推薦，畢竟在台灣要吃到道地的墨西哥料理還滿

難找的。我最喜歡墨西哥捲餅，大而厚實有類厚皮春捲，裡面包著墨西哥炒飯、

多片大又多汁的牛肉、大量的起士和一些番茄生菜,大口咬下，滿嘴充滿了墨西

哥香料濃郁的香氣，非常過癮!配菜是鹹紅豆泥，我們台灣人紅豆喜歡吃甜的，

但墨西哥人卻是鹹口味，上面再加上一些起士絲，吃起來竟沒有一點違和感，真

是非常特別。 

 

  (二)衣著   

    美國因人口結構多元，穿衣的文化很自由，一般人都穿設計簡單的衣服，除

非真的很冷，不然他們都是以短褲短袖上衣為主。習慣了台灣的溫暖，雖然我們

抵達時的美國是春天，但對我來說還真冷，我穿著外套卻見美國人只穿一件短袖

加背心，有點哭笑不得。我會建議下一屆的實習生多帶一些薄長袖，外面套一件

防風外套差不多就能應付 3、4月的天氣了，不需要帶到羽絨外套，且當地早晚

溫差較大，以洋蔥式穿搭較好。 

 

  (三)住宿 

    園所在我們去美國之前已為我們找好寄宿家庭，所以住的方面不用操心，寄

宿家庭基本上都非常有禮貌且大方熱情，有任何需要他們都會盡量協助。只是今

年我比較特別，換了三次寄宿家庭。第一個家庭的爸爸因為工作關係，在學期中

要搬到另一州，因此我在寄住了幾個禮拜後，換到第二個寄宿家庭，這家的主人

是實習機構的美術老師，也曾接待過 3次的寄宿生，對台灣人的生活習慣有一些

了解，沒有太大的問題，但一個月後他們要整個家族要去南美旅遊，有十天無法

接待我，於是我又搬到第三個寄宿家庭，是我班上其中一個學生的家庭，因為我

是他們孩子的老師，寄宿家庭的爸媽在孩子面前會以老師稱呼我，向孩子表達對

我的尊重。我所有的家庭對我都非常好，且他們都非常有禮，願意傾聽我的感受，

尊重我的意見，使我像是在自己家一樣輕鬆自在，是一個非常有趣的寄宿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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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說明：第一個寄宿家庭 

 

圖片說明：第二個寄宿家庭 

 
圖片說明：第三個寄宿家庭 

 

  (四)交通 

    我到學校上下班都是和寄宿家庭一起行動，雖然有時有些不方便，且要早早

到校，但讓我能和班級老師一起分享寄宿家庭孩子的學習狀況，拉近與班級老師

的距離，有時試教遇到一些問題時，老師也會利用我早到的空檔和我分享教學經

驗，讓我在試教上能游刃有餘，不必擔心有什麼突發狀況發生，這點令我非常開

心，能和有經驗的前輩交流，相信對我未來的教學生涯有非常大的幫助。 

 

  (五)娛樂 

    在實習期間，園所的老師曾帶我們去一個密西西比文化遺址:蒙德維爾

(MOUNDVILLE)，它在公元 11到 16世紀是附近區域的政治文化中心，並發展成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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邦國家。蒙德維爾是密西西比文化第二大遺址，僅次於北方的卡霍基亞遺址。發

展程度為新石器時代晚期到銅石並用階段。這裡除了遺址之外，還有一座博物館，

館內展示了許多印地安文化的服飾及首飾，非常值得大家去感受印地安文化。另

外，校長也特地安排我們參訪阿拉巴馬大學(University of Alabama)，讓我們

更了解塔斯卡盧薩市的文化，他們非常以自己的大學自豪。UA 是一所著名的公

立大學，成立於 1831 年，是阿拉巴馬州規模最大的大學之一，其橄欖球隊「紅

潮隊」（Crimson Tide）是美國最富盛名的大學橄欖球隊，2009、2011和 2012

年都拿到全美大學生橄欖球比賽冠軍，成為 BCS 總決賽第一個蟬聯冠軍的大學，

因此我們時常看到當地居民穿著印有橄欖球隊名的服裝，對他們來說這所大學就

是他們驕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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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國外實習之具體效益 

 

(一)教學方面   

美國教育非常重視孩子要有自己的想法和主動學習，因此在上課時，常常會

發現孩子主動去問老師問題，老師們也必須時常閱讀各種讀物，隨時為孩子的提

問做好準備，且他們也希望孩子從小就能養成生活自理的能力，年紀大約兩歲半

的孩子就已經在學習自己擦屁股、整理餐具了，不像台灣認為安靜專心上課、乖

巧聽話才是好學生,他們認為有自己想法的孩子,才能對自己的未來負起責任，對

我來說這是新發現。 

 

  (二)硬體設備方面 

    園所提供許多角色扮演區，讓孩子能盡情的發揮想像力，創造屬於自己的一

片天空。教具方面也非常完善，各種教具應有盡有，且備有西班牙語、德語及中

文等多種語言的教具，滿足孩子的語言發展。教室配置各有獨立的一道密碼鎖逃

生門，安全方面十分有保障。孩子的遊戲區佔地廣大，有多種沙的玩具，讓孩子

能盡情操作，地面上也都舖有軟塑膠塊，確保孩子的安全。 

  (三)課程方面 

    教師會因應季節或節日更換主題，且提供許多自行體驗的課程，讓孩子能身

歷其境地融入在教學的氛圍裡，繪本的數量非常充足，園方會定期採買新書或是

請書商在校園中舉辦書展，提供教師或家長有不一樣的教材選擇，此外，實體教

具也非常多元，能配合課程或孩子的成長狀況調整，讓孩子們能夠更深入的了解

課程內容。 

 

 
圖片說明：操作教具 

 

  (四)教師福利方面 

    學校為了維持教學品質，提供教師很不錯的待遇，教室外還設了一個小型零

食區，提供一些餅乾或飲料，為教師打造一個舒適的職場環境。另外，學校也提

供了相當多教材資源，不管是文具或是文書處理材料應有盡有，讓教師能盡情發

揮所長，為孩子打造豐富的學習環境。 



 13 

  (五)未來期許 

    經過這兩個月的實習後，我發現自己學習到了許多不一樣的教學模式，此外，

美國的家庭教育風氣和我們也有很大的不同，相對於美國人，我們太過於保護孩

子，無形中剝奪了孩子的自主學習空間，這點值得我們去好好深思改進。對於未

來，我希望能把這次所學到的知識帶入以後教學的班級中，盡可能打造出最適合

每個孩子的教學環境，為我們國家未來的主人翁舖路，身為老師，我們都希望培

育出更優秀的下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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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感想與建議 

  兩個月，說長不長說短不短，現在回頭看，我真的很慶幸自己鼓起了勇氣踏出

這一步，還記得當初臨行前的猶豫，回想起來非常感謝老天爺促成我的成行，這

次的實習不僅是個學習更是成長，人生中總有幾次時機必須鼓起勇氣邁步向前，

我很慶幸自己堅持到底。  

  還記得第一天到美國時,那種既緊張又害怕的心情，每走一步都會繃緊神經，

深怕做錯事說錯話，一大堆陌生的訊息(英語)在腦中衝擊，唯有持續的思考才能

冷靜以對，我很慶幸自己遇到許多貴人，在我舉止無措的時候，指引我前行的方

向。包括第一次了解到寄宿文化，一個陌生家庭願意張開雙臂邀請我參與他家的

大小事，在異國提供我一個舒適又安全的庇護所，感受到家庭的溫暖。海外實習

的每一天都充滿驚奇，隨時都有新的事物值得學習，是我覺得最開心的一件事。 

  雖然說換了三個寄宿家庭，但我不怨任何人，因為這三個家庭對我都非常的用

心，且懂得尊重不同文化的生活習慣，生活在他們家讓我感覺像是生活在自己家

一樣輕鬆自在，跟他們聊天還可以學習到不同文化的差異。每一次的談話對我來

說都是一種學習，這三個家庭的孩子個性及年紀都截然不同，一開始比較辛苦，

必須先了解他們的生活型態，不同個性的孩子在教育上也有所不同，第一個家庭

的孩子是個年紀小的特殊兒，需要額外的視覺刺激，我必須要先思考如何吸引他

的注意力，再利用故事的引導教導他正確的人際溝通。 

  第二和第三個家庭的孩子年紀較大，只要提供給他們有趣的教學內容，他們自

然會想自己操作。這些都是我在寄宿家庭中學習到的，雖然午夜時分我也曾經稍

稍想過，自己是否那裡做得不夠好以致於一再換寄宿家庭，但回頭想想，我很感

謝這些寄宿家庭給了我不一樣的生活歷練，讓我成為一隻浴火鳳凰，從逆境中昂

首飛翔，從今以後我將無所畏懼，大步邁向自己的未來。 

  最後，我要感謝教育部提供我們這次出國實習的機會，讓我們有機會放眼國際,

另外我也要感謝我們的指導老師無怨無悔的幫助，從一開始與實習機構的溝通到

最後的心得報告，一切的辛勞與付出令我銘記在心。我還要感謝實習機構的老師

們，幫助我在教學的路上更為成長,最後我要感謝我的學生們，因為他們我了解

到學習的真，感謝大家在我人生的路途中，為我造橋鋪路、踏過荊棘，看見最美

的彩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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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附件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