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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緣起 

首府學校的創辦人 Dr.Barbara Rountree 是一位學養豐富、氣質高雅的主任，

一談起教育則是興致盎然，似乎有用不完的精力，工作的拼勁絲毫不遜於年輕人。

她曾在阿拉巴馬大學教育研究所擔任多年的教學和研究工作，在 1992年獲選為

阿拉巴馬大學傑出教授，以及還有阿拉巴馬州教育輔導員、海外教育指導員等職

位。她已經在阿拉巴馬州和田納西州獲取認證教師資格。擁有二十多年的教學及

輔導國內外學校的經驗，可說是一位最具資格提出教育觀點的人。 

在當時的社會情況下，她深信著將來孩子們面對社會的競爭是相同的，即使

是深山海邊、窮鄉僻壤長大的孩子，社會並不會特別的優待他們，孩子們必須要

擁有足夠的競爭力，才能在變遷神速的社會中立足。身為教育研究者和輔導者，

決定由本身做起，她說：「假如你想期待更多，你就必須付出更多！（If you 

want more, you have to spend more.」。為了趕上時代變遷，為了能將多年的

研究及輔導經驗發揮應用出來，苦思多日後，毅然決然改變其教學生涯，與三位

理念相同的同事創辦首府學校-一所多元智慧啟發教學的學校，也是阿拉巴馬州

唯一採此理念的學校，她期盼因她的努力能推動教育的改革。 

The Capitol School 成立於 1993年，其宗旨是教育世界負責任的公民-多

元智能學校。自 1993 年以來，她們的教師一直努力尋找方法，通過 12年級納入

學前教育為我們的教師和學生設計多種智能的機會。 

現今此校分為六棟，辦公室和語言教室、小學部和中學部、學齡前、圖書

室和高中部、幼兒園和幼幼班、藝術教室。已知年齡分布如下: 

• Nursery (1 - 3 year-olds) 幼幼班 

• PreSchool  (2.5 - 5 year-olds)  學齡前 

• Kindergarten(5 - 7 year-olds) 幼兒園 

• Elementary (7 - 9 year-olds) 小學部 

• Upper School (12 - 18 year-olds) 高中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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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實習機構簡介 

首府學校是一所招收二歲半至十七歲的完全學校，不分國籍、種族，只要

認同該校辦學理念即可申請，該校安排豐富、創意、多元及有系統的課程活動，

多年來深獲當地人士及家長的好評，學生人數急遽增加。 

以下介紹我在幼兒園實習的部分： 

幼兒園教學目標： 

1.培養幼兒獨立自主的精神並負責任感。 

2.培養幼兒發現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  

3.培養幼兒體能、心靈協調的能力。 

4.培養幼兒遵守秩序、尊重他人、且能與他人分享。 

5.培養幼兒對社會生活的了解與適應。 

6.奠定幼兒銜接小學的基本學科能力。 

7.培養幼兒專注學習並能延伸學習領域的能力。 

8.激發幼兒七大潛在智慧能力，並得以均衡發展。 

 

幼兒園教學特色： 

1.採混齡教學。 

2.幼兒可以在上午 7:30入校，下午 5:30離校。可以彈性選擇上午班、或全天班的課程。 

3.孩子無論年齡大小、種族、膚色，在校園裡彼此熱絡的打招呼，校長、老師職員們熟記

每位孩子的名字，笑容可掬且親切問候，孩子們在此受到極大的尊重。 

4.以孩子為中心設計課程，依課程內容深淺度不同，採取團體、小組或個別教學。 

5.師生比例為 1:10，老師們可較深入了解幼兒之間的個別差異。 

6.佔地寬廣的大自然戶外遊戲區，除了可以促進大肌肉發展之外，還可以讓幼兒盡情地探

索、發現，尤其因為四季變化而出現不同的昆蟲、植物，吸引幼兒們觀察和討論。另

外還有安排游泳、足球、網球、溜冰等課程。 

7.每位幼兒一學年擁有一冊「個人學習成長檔案」及「電子書」的回憶記錄本，記錄在學

校學習的情形，尤其是較難以書面呈現的藝術創作、戲劇表演、說故事等，另外每位

班級老師都有專門設置 Facebook班級官網，隨時能直播現場狀況，讓家長能及時掌握

孩子的在校表現。 

8.學習區裡配合單元擺設豐富的教具、教材及多樣化的創作材料。教室的學習區設有：益

智區、語文區、圖書區、電腦遊戲區、蒙氏日常生活區、團體討論區、點心區等。 

9.幼兒音樂活動（Kendermusic Program)是該幼兒園課程的特色之一，除了小組鋼琴指導

之外，透過音樂活動來發號指令。如：集合、洗手、收拾玩具、準備用餐......等。

也藉著音樂來說唱、舞蹈、戲劇表演，教室裡聽不到斥責、叫罵的聲音，孩子之間少

了爭吵、搶奪或打鬧，只聽見悠揚的鍵盤樂聲。 

10.應用電腦科技，來了解並輔導幼兒在語文、數理、邏輯概念方面理解的程度，並加以

記錄、輔導、追蹤，記錄保留至小學部、中學部，提供給日後老師們教學做參考。 

11.為了使學習能力與日常生活連結，透過戶外教學廣泛運用學校外及社區資源。如：兒

童博物館、歷史博物館、美術館、電視公司、氣象中心、兒童醫院、老人醫院、警察

局、消防局、大型超市、海邊、森林、賓士汽車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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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每年舉辦音樂學習成果發表會、每位學生都要上台表演，以增進孩子們的膽量、擴大

孩子們的視野。 

13.幼兒家長每週必須到校義務工作一小時，這項工作可幫助家長了解幼兒在學校的學習

狀況，激發家長對幼兒的學習扮演更積極的角色。 

14.不定期舉辦家長座談會、家長聯誼會，配合動態、靜態的活動，將學校的辦學理念、

教學方式、活動目的，一再地和家長溝通。 

首府學校提供多元的學習領域，啟發孩子全人智慧的發展。而這理論乃是出

自於 Dr.Howard Gardner，他認為人類與生俱有語文智慧、邏輯-數學智慧，空間

智慧，肢體-動覺智慧，音樂智慧，人際智慧，內省智慧、自然主義智慧。這些

智慧是人們用來學習、解決問題以及創造的原動力，這些智慧如果獲得充分的啟

發，將可以豐富每個人的認知、情意、技能，使將來生活的領域更開闊、更多采

多姿。 

 

‧多元智能 

（一）語文智慧 

涵蓋書面和口語。我們的學校課程以英語提供，每天增加西班牙語和德語
課程。我們的目標是為孩子們分析和使用語法，語法和理解詞彙的意義。 

（二）邏輯-數學智慧 

涉及使用歸納和演繹推理的數字和抽像模式。我們的目標是讓學生能夠科
學推理，解決自然界和抽象問題。 

（三）空間智慧 

指視覺和視覺化和創造心理圖像的能力。這些能力可以在藝術，地理或技

術上表現出來。 

（四）肢體-動覺智慧 

涉及身體運動和身體的智慧。身體和精神繼續學習更多，並提高表現，因

為我們練習運動或運動的技能。 

（五）音樂智慧 

通過聽，寫，演奏和欣賞音樂，可以增強對音調模式，節奏和節奏的認識
以及對聲音的敏感度。我們的目標是為兒童創造旋律和節奏，並了解音樂
的結構。 

（六）人際智慧 
通過友誼和關係中的人際交往進行交流。我們的目標是幫助學生從別人的角
度看待事物，並學習在一個群體中進行合作。 

（七）內省智慧 

專注於自我反思和理解自己。我們的目標是幫助學生了解自己與他人的關
係，並確定他/她的學習風格。當學生能夠認識到自己的優缺點時，下一
步就是設定目標，學習應對和適應技能。 

（八）自然主義智慧 

描述了識別和組織或分類部分自然環境的核心能力。我們的目標是幫助學
生觀察和理解自然界的模式，並對植物和動物進行分類。 

 



6  

三、 實習心得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實習前 

真的很榮幸能夠來到美國的首府學校實習，在我們還沒來到這裡之前，已經

有前兩屆的學姊來到這實習過的經驗，學姐們當時分享的實習簡報深深的吸引我，

也因此學姊們成為我努力的目標，下定決心在學校一定要拿個優秀的好成績，讓

自己的大學生涯不留下遺憾，藉此機會還能到地球的另一端開闊視野，也因能去

美國是我遠不可及的夢想。 

在出發前我們已經先準備好教學的教具，擬好了教學計劃，按部就班先從數

字、顏色、形狀、天氣、兒歌、故事繪本作為中文教學。此外，我還為了我的寄

宿家庭的孩子準備了陶笛，是我們台灣特有的樂器，更代表著我們台灣的藝術文

化，加上我會吹陶笛！並教了幾首歌，他們都很喜歡。送寄宿媽媽的則是客家花

布包，出門買菜逛街都很搶眼的時尚新包包喔！只可惜這兩個月來沒看到媽媽提

出門；送寄宿爸爸的是雀巢檸檬紅茶，哈哈哈！再加上自由女神杯緣子～恰巧的

是爸爸喜歡喝茶又是紐約人！看著他開心的跳進房門，代表他真的很喜歡這個禮

物，我也是相當幸運的來到這個可愛家庭。 

「幼兒園的每個時刻，都是挑戰」-實習中 

一開始我是先在 Preschool 實習，照著我原先擬定好的計劃進行中文教學，

只可惜一、二週老師請我先適應班級環境在進行試教，因此前二週的計畫延後實

施，但我並沒有因此閒著，因為我還得協助製作班級教具、準備材料、打掃清潔、

搬動桌椅、微波餐盒再來搬動床鋪，這是我在這每天的工作內容，我也觀察到主

教老師不用做這些雜事，而是交給副教或實習生、其他語文老師來協助幫忙整理

教室環境，有時副教常請假，主教提早下班，就只剩下實習生及語言老師在帶整

班小孩，這是我感到疑惑的地方。 

在教學上，我利用遊戲的方式增加孩子對中文的記憶，像是第一堂課的認識

中文數字結合跳格子遊戲，使得課堂氣氛變得活潑、生動有趣，在加唱一首數字

歌，有旋律的音樂更能幫助幼兒學習，教學上孩子們也會做適當的回應，尤其此

年紀的孩子是最喜歡玩遊戲的階段！因此建議教學內容有「遊戲」是再好不過了。

但......也有些較年幼的孩子專注力不夠，因此我們得需要利用道具來吸引孩子

的目光，久而久之大家開始熟識後就會提升一些專注力喔！而在一開始時，不用

擔心老師會幫忙帶走這些小搗亂的孩子，可能是擔心會影響氣氛。另外，在教學

過程中叫上名字更能提升孩子的成就感喔！ 

實習完一個月後在來轉為教大班的孩子，先前教的是學齡前班，所以幼兒的
年紀較小，但在真正進入 kindergarten 後，就能真的體會當老師像上戰場一般，
除了事前要先做好充足的準備，在授課當中更是要擔任全方位的角色，要隨時處
理孩子拋出來的問題，或是避免已經潛藏已久的地雷，要如何立即性的處理這些
臨時狀況，這真的需要靠長時間的經驗累積，或是以就有相識的經驗來克服。孩
子在上課的時候，絕對不會與我們理想中的流程完全符合，有時候孩子會鑽到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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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底下玩耍不聽你說話，有時小組女生還會互相聊天說個不停，整體的教學過程

變得很雜亂，還好有 Miss Hill 的幫忙，她是我見過最勤勞的老師！總是看著她
拿著筆電，又要跟三不五時會來找老師的孩子解釋問題，但老師卻又能到處把握
機會將文件打完，效率有夠快！這真的是我很崇拜她的地方。 

在教學上，我利用了紙筆測驗加上插圖等圖案，讓兒童們練習寫生字，除了
認識生字之外，還記得要會說、寫、唱。完成後可以塗上顏色，則其次也能學習
筆劃順序，當然寫也不是這麼簡單，我會提供各種不同的馬克筆、顏色、大小、
粗細、甚至是毛筆，來讓兒童感受不同的筆寫出來的感覺，寫得好不好是其次，
最重要的是讓我看見他有在學習寫中文，當我記得有個小男孩來問我說：「這個
中文怎麼寫時？那時候我真的非常的興奮！」因為他主動來找我學習寫中文字，
而且還是在他的自由活動時間，他願意放棄遊樂場來學習寫中文，這是我感到很
開心的地方！ 

此外，我在這裡 Miss Hill 給我一個很重要的任務，就是要請我用中文佈置
整間教室環境，當然是佈置孩子們的中文作品，因此我每天都要有進度讓孩子們
完成一些作品，當時的我也感到很猶豫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做的好，但另外一方面
又很興奮說我可以像四季藝術幼兒園的老師一樣展現我的才藝，畢竟這是我第一
次！有些孩子認真學習中文的模樣，也讓我想好好研讀我的英文，老實說所有專
業科目中就屬於我的英文是最低門檻的，因此能夠來到美國實習真的是給我相當
大的學習機會與挑戰，在這裡我的英文聽力也進步了不少，反應速度也加快，雖
然在溝通方面還需要加油，但在這裡我的英文說話受到了很多人的鼓勵，更激發
起我想認真學習英文的動力。在這裡實習將會成為我最難忘深刻的回憶，非常謝
謝所有人，更謝謝寶靜老師給予我這個機會，我將會好好學習，帶回台灣，打造
全新的教育環境成為一位優質優秀的老師。 

「實習兩個月，充滿無限感動」-實習後 

感謝中臺兒教系與連寶靜老師，提供我們這個難得的機會前往美國的首府學
校實習，這裡的主任十分和藹可親，每件事情都親力而為，每位班級的指導老師
也十分專業，感謝 Miss Freeman 和 Miss Hill，給予我這麼多的自由去嘗試教
學，在您們身上我也學到了很多的專業知識與教學經驗，未來定能將這些學到的
知識傳授下去，幫助更多需要幫助孩童，將好的教學策略帶回台灣，教育我們台
灣未來棟樑。 

此外，感謝我的實習夥伴們，能在國外與你們相互合作真的很愉快，我們一
起共同分擔解憂，遇到困難一起去克服，才能使我們的實習如此的順利。 

這裡的每一位孩子們都很有自己的特色，來自不同的國家，擁有不同的個性
與習慣，我們能夠熟悉孩子們的一切都得感謝班級老師，並且以輕鬆愉快的心情
談論孩子們，這些都是非常開心的事。我好喜歡在美國的每一位孩子，孩子們的
每一份笑容都是我最珍貴的禮物，感謝緣分讓我們相遇，能與這裡的每位老師、
實習夥伴一同成長是很幸福的事。 
 

  這次的實習給了我很深很深的印象，我誠心的覺得這一次的實習真的很棒，

這也將會是我一輩子的回憶，不管是園所、主任、老師、孩子們，我都會深深的

烙印在我心裡，下一次存夠錢，我想我將會在飛一次看妳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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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生活體驗 

在美國實習的過程中，我居住在被安排好的 Host Family 家中，在先前我

們每位實習生都有製作『影音履歷』及『英文自傳』寄給貴校的主任，由主任

協助幫忙尋找願意接待我們的寄宿家庭，最後主任會再通知接納我們的寄宿家

庭的聯絡資訊，以方便我們提前認識。先來介紹我的房間，我擁有大張的雙人

床、六顆枕頭，還有獨立的衛浴設備和衣櫥，就像五星級飯店的小套房一樣，

一走出房間門外還有專屬於我個人的小客廳，在這裡我可以做功課與看電視，

真是夢寐以求舒適的好地方。關於「食」的部分，早餐、中餐都可以由自己處

理，但多數都是由寄宿媽媽協助幫忙，會連同小孩的午餐一起準備，大多是隔

晚的食材續吃，晚餐時間時常以外食主義為主，由於我的寄宿父母都是醫生的

關係，因此採用最簡便省時的方式來結束晚餐，其實看到這就能明顯的感受到

美國對於飲食的部分較為簡便，就連孩子的午餐可能就只有餅乾、熱狗或三明

治，好在這裡的父母還會準備水果給予孩子，不然亞洲人看到還真的會覺得好

奇怪，應該會不營養吧！ 

「天氣」的部分，是屬於溫帶大陸性氣候(夏熱冬乾)，且還發現我們實習

的地方與台灣是同一個緯線，因此天氣溫度與台灣大多相似(20~33 度 C 左右)，

所以如果是接近夏天去，千萬不要帶太多厚衣服，因為回程真的是個沉重的麻

煩，但記得要多準備一件外套，有時變天下雨溫度會瞬間轉為 10 幾度，在美國

可小心別感冒了!因為這裡的掛號費可能就要 150~500 美金，實在讓我們外地來

的看了都傻眼！此外，記得準備一件正式禮服，最好是裙裝！因為有時寄宿家

庭會帶妳去神聖的教堂或高級餐廳，因此一套漂亮的服裝與鞋子是必須的！ 

假日的時光，只要寄宿父母沒有工作，就一定會帶我出去玩！像是去市集、

大學城、大型購物商場、超市、墨西哥餐廳、中國餐廳、美式餐廳、日式餐廳，

總而言之，我應該是來到這吃盡各國餐廳的料理吧！還有到伯明罕城市看了多

間的家具店，寄宿媽媽下手快狠準直接把米奇米妮的床櫃與沙發一刷寄到妳家，

且印象深刻的是我的寄宿父母還專程安排到亞特蘭大玩兩天一夜，也剛好爸爸

的家人從紐約搬來這裡，因此我們住在爺爺家！省了一筆住宿費，好開心~ 

另外小常識告訴大家，來到美國真的地大，有時想去超市買個東西就需要

搭約十五分鐘的公車，或是走四十分鐘以上的路程，且採買過程必須精打細算，

隨時留意價錢是否合理，尤其是在結帳的時候！若發現已超出你的預算可以告訴

賣家:「I don’t buy this！」在這裡價格差異就非常明顯，往往一餐餐費用

等於一天都自己料理的食材費，精打細算就成為非常重要的能力。再者，我閒暇

時間偶爾會去市鎮探險，實習生活與上班生活非常相像，有時候餓了，就會簡

單買個披薩吃，由於這兒的披薩便宜又實惠(一盒約 4~9 美金)因此可說是美國

的家常菜，再加上漢堡與熱狗也是當地人的最愛，但對於東方人來說我們還是

最愛吃熱驣驣的米飯，也因此來到這就是要來體驗不同的文化，感受西方國家

的生活，來到一個全新的地方開啟不一樣的人生，美國真的是一個很酷的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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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具體效益 

以下將以列點式陳述所認為海外實習達成的具體效益 

1. 英文能力強化，更勇於接觸國際   

  在美國完全使用英文的狀況下，我的英文能力在聽說讀寫都有非常明顯的進 

步，從原先不太敢說話，到現在能說個不停。而這樣的能力強化，是因為我有接

觸美國生活，迫使我的英文需要不斷提升，才能讓我周遭的人聽得懂我的語言，因

此我不再害怕英文，當別人聽得懂我說的話時，對我來說是提升極大的自信心，也

讓我敢於接觸更多不同國際機會，我想這對我而言是一件可喜可賀之事。但也感慨

說這個世界太大，未來台灣的教育一定要和世界接軌，這樣才能讓我們的孩子擁有

國際視野，當然我們必須敢於向國際機會招手和把握，這樣的實習經驗讓我勇於向

過國際社會踏出第一步。 

2. 擴展見聞，增進國際觀 

美國是與台灣非常不一樣的社會人文情況。個人主義的盛行，聯邦制下的州 
權力、更多不同族群的衝突融合，我認為都在文化之旅與實習過程中，有非常明 
顯的感受。而這樣的見聞，大大增進我的國際觀，也可以理解在州在美國的意義 
與縣市政府在台灣的意義是相當不同的。州更自治。這樣的擴展見聞，幫助我更 
好理解美國的時事與政局變化。而美國又影響世界甚大，因此也可以比較好的理 
解，美國社會的轉變和世界大事。 

3. 專業的國際比較，可以將專業放在國際水平比較 

實習的過程中，有實習也有參訪，這些安排更讓我拓展視野，並能夠將台灣

的教育狀況與美國的教育工作比較，了解彼此優劣。像是在 preschool 教課須持

有蒙特梭利教師執照，所有任課老師都須要有教師執照以及修專業的教育學程，

老師普遍都有碩士畢業，也有進修(實習老師); 體育老師須有專業教練執照; 資

深老師薪資約 2,600 美元(約台幣 78,000 元)。但相較台灣多數專業老師都以高

階學校聚集，甚至是到國外發展，因此顯得一般教育機構的專業逐年降低，人口

流失過於嚴重，倘絡有高薪說不定還能留住人才，但台灣首要第一步就是要栽培

人才，改善我們的教育機制，雖說美國教育概況以及學習環境，與台灣是不可比

擬的，但目前為何而存，未來何去何從。國際化是不可避免的，在國際潮流當中，

要如何看待自己的專業，往往要借助這樣的國際比較去思考台灣教育的定位。 

4. 跨文化體驗，建立信心更訂立未來目標 

  這也是我申請海外實習最大的動力。藉由海外實習的計畫，體驗長時間在國外

生活並感受不同文化間的差異，學習當地的語言提升自我英文能力，體驗美國文化

並且師生交流，讓自己不再害怕緊張接觸外國人，學習他們的教學模式、了解學校

的教育體制以及豐富的多元文化，藉由此次實習使自己能獨立生活，擴展自己的視

野，並給自己一個考驗，檢視自己是否能夠將課堂所學的知識理論學以致用，期望

學習到更多課堂所無法學習到的新知識、充實自我經驗、努力去追尋我的幼教夢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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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感想與建議 

我認為這次的海外實習真的非常值得參加，除了有政府的大額補助之外，還

能在國外結交朋友開拓視野，讓我能了解到美國教育現場的工作和看待美國社會

的變化及需求，且在這裡的每一天都讓我感覺到新奇，就以我的寄宿爸爸媽媽為

例，我的爸爸媽媽都是家庭科醫生，階級是屬於上級社會的人物，因為都是博士

畢業的！這讓我感到非常的崇拜，印象中我記得爸爸的車很酷在還沒載人上車以

前，就可以先發動車子開啟冷氣降低車內溫度，這真是高科技的進步。另外，媽

媽的配備則是手錶、手機、平板皆為 Apple 產品，有許多結合著電話功能，因此

只要電話一響，三台同時叫醒！哈哈哈，再來這裡的電視皆有聲控選擇頻道，所

以你只要動嘴巴就能搜索到你想要看的節目。此外，家裡的廚房用品、居家品質

也相當的乾淨整潔，我們家還有專業的瑪麗亞呢～有一次回到家時我已經看到我

的私人衣服已經都被整齊的擺放至我的床鋪上，這真是無敵的感動，我簡直就像

公主的生活。 

另外，由於我們家庭事業都是醫生較為繁忙，因此皆以外食居多！但媽媽只

要一有時間她也會親自下廚，我敢保證媽媽煮的義大利麵是我 21 年當中吃過最

好吃的！但有時因為受照顧特別多，因此我們借住人真的要有所表現，像是教寄

宿家庭的孩子中文、彈鋼琴、吹陶笛，或者是以誠意製作個卡片，請他們吃飯或

送個小禮物也行，記得隨時都要保有感恩的心，常說謝謝！盡量幫助家裡各大小

事，減少寄宿父母辛勞及對妳的擔憂，有問題時自己可以先想想問題是否能自行

解決，深思熟慮之後再來決定是否要請寄宿父母幫忙，像是申辦續約電話卡，請

記得一定要找你的寄宿父母幫忙！因為我就是自行處理，所以才會沒有了$24 美

金～哭哭！這過程是一個很漫長的一天。 

針對此次的實習機構感想，我發現這裡的教育方針重視孩子快樂且自在的學

習成長環境，且重視孩子的生活規範與禮貌、注重親子關係教育隨時老師與家長

平均兩天一次 email，每次家長接送孩子時都會和老師討論孩子的學習狀況，多

元的教學內容老師皆採用鼓勵的方式適當的給予幼兒讚美勇於讓孩子嘗試更多的

新食物，不會拒絕孩子，新的孩子與孩子之間建立起信任感。以上，是我在這親

身體驗的，而根據學校的評量方法：「老師會針對課程或教具設立一些評量標準

透過觀察法去評估孩子的學習狀況。」評量的方式都是由任課老師自己設計表格，

針對孩子的課程規劃設計期末評量的評估表，一方面是為了要讓家長了解孩子在

學校的學習狀況，另一方面製作學習單的目的是為了讓家長了解孩子的程度與學

習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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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對整體學海築夢計劃的建議如下： 

建議ㄧ：出發前先準備好教學計劃 

在之前像是基本的問候（你好，大家好），數字、顏色、形狀、衣物、天氣、
教室工具、動物...等等。我們都已先幫這裡的孩子建立好一些中文基礎，但由
於英語系國家的關係，久而久之也會忘記，就像我們背英文單字一樣，需要運用
在生活環境中才能更提升學習效果。 

建議二：和平相處才是首要條件 

雖然參與海外實習的四位同學並不一定是很要好的朋友，但由於我們四個人
都住在不同的寄宿家庭裡，因此生活習慣也需要跟著寄宿家庭改變，有時因為寄
宿家庭太忙沒有吃飯，可能借住實習生也會沒有東西吃，所以同樣是台灣人，我
們就要互相幫忙拿食物給同學，或是約出來一起去超市，很多時候會有一些價值
觀不同的想法，我們能盡量避免大吵大鬧這才是首要條件，有時聽聽別人給的意
見我們也可以去思考是否自己的觀念要改，若真心的對這件事情覺得不對，可以
已自己的角度來告訴對方，千萬不要帶話傷到別人，這些都是我們需要學習的事！ 

建議三：配合寄宿家庭，有疑問勇敢發問！ 

像是幾點起床，今天起床我身體不舒服啊，或是我可以幫忙主動洗碗整理、
照顧孩子，能做的就盡量做，或是有疑問媽媽幾點來接送，你也可以問說：「我
應該怎麼做？」記得要找到適當時機發問，這才是最聰明的方式！但每當媽媽安
排去哪裡時，你就跟著去看，久而久之妳就會知道媽媽的行事作風，這都是有她
的道理。 

建議四：提早海外實習，才不會臨時趕報告！ 

當然有幾項我要說，由於我們是三月出發六月初回來，為了趕在我們的畢業
典禮之前完成報告，因此我們僅限一星期的時間就要完成這兩個月來的海外實習
總報告，這實在是太累！太殺腦細胞了！所以希望能有事先告知的措施，以及行
事曆的方式呈現告知所有海外實習的學生，如果能提早知道繳交的時間，我們就
能做出最棒、最好、最完整的實習報告，而不是真的認為回國內兩個月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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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附件（經驗分享） 

   在實習出發之前，下定好決心一定要在這兩個月內將我的英文達到我的最高極

限，由於我的英文程度是我二十一年來所有專業科目中最弱的項目，因此有了這項挑

戰更推進我的學習動力，打從大一新鮮人開始對於學姊們的海外實習分享會有非常大

的憧憬，坐在台下的我深深的被吸引，看著學姐們精彩的分享，心中也默許下這個小

小的心願，期望自己也能爭取到海外實習的機會，並希望在未來的我也能站在台上與

台下的學弟妹們分享我所經歷過的事情，當然那時只是我小小的萌芽，沒想到如今我

真的實現我的願望，覺得我的人生活得值得了！ 

 

首先當知道自己錄取時，那一股腦兒的興奮整個湧現出來，總覺得難以置信，我是真

的要去美國了嗎？問著我的夥伴激動的到處跳腳，實在覺得像天外奇蹟般的禮物。 

但關鍵是在錄取後的準備，以下是我用條列式整理的以下幾點： 

 

（一）錄取後的準備 

1.每週觀看兒童相關的 TED 影片，並做筆記將自己不懂的文法、單字理解清楚，再寫

下觀後心得，上傳給老師做確認及分享。 

2.英文自傳一篇，主要分為四大段（1.）自我介紹、家庭背景（2.）說明美國實習主

要目的、能為寄宿家庭做的事（3.）感謝老師及園所給予實習機會（4.）再次介

紹自己並留下聯絡方式。 

3.英文影音履歷，上傳至 YouTube。 

4.中文影音履歷，分享給予下屆學弟妹做準備。 

5.自傳海報最終章，連結英文影音履歷寄送給主任方便宣傳觀看。 

6.外國講師教學英文課（一小時 800元）或參與教會免費英文課程。 

7.每週安排自學英文，需將筆記上傳給予老師進行確認。 

8.外師每週一篇文章，口說分享心得並做筆記。 

9.外師講課-實用英文 app（翻譯、羅馬拼音、學英文）。 

10.蒙氏教具課程教學 

11.聯絡主任並自我介紹 

12.海關模擬情境題 

 

（二）出國前的申請工作 

1.辦理護照 和 國際學生證 

2.首府學校要求文件 

3.身體健康檢查、警政署良民證 

4.ESTA簽證（線上刷卡繳費） 

5.換美金，開卡（信用卡-萬事達卡）  

6.線上預約拜訪 University of Alabama (Tuscaloo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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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日誌 

實習省思週誌  

實習省思週誌(二週一次) 
日期 四月初 時間 一日作息 

地點 
Preschool 

Freeman Class 
紀錄者 李佩蓁 

 回顧這週印象深刻的事件 

在美國我被分配到了 Preschool，這裡的幼兒可以在上午 7:30 入校，下午 

5:30 離校。可以彈性選擇上午班或是全天班的課程。 

孩子無論年齡大小、種族、膚色，在校園裡彼此熱絡的打招呼，這裡的老師也

相當親切，親自帶領我們認識教室內的教具以及環境，孩子們在這裡受到極大的

尊重，藉此我也瞭解到孩子在操作的過程中，老師在旁不加以干涉，除非孩童提出

協助，老師在進行幫忙。 

另外，上午的時間從入校開始就進行蒙氏操作直到上午 10:00 整，老師敲響三

角鐵即可收拾。進行團討時間（此時副教進行協助清潔桌面、放置餐盤及孩童餐

盒）在上午 10:30 為大肢體戶外遊戲時間，促進孩童大肌肉發展之外，還可以讓幼

兒盡情地探索、發現，尤其因為季節變化而出現不同的昆蟲、植物、吸引幼兒們觀

察和討論。 

在上午 11:00 回到教室進行洗手廁所，準備上外文課（例如：西班牙文、中

文）至 11:30 午餐時間開始，12:30 用餐結束後在讓孩童到戶外遊戲場活動（老師

進行清潔地面及搬運床鋪等作業）到中午 1:00 午休時間至 2:10 起床，在繼續進

行蒙氏工作，直到下午 3:30 再進行戶外遊戲時間，依序孩童父母接 送回家，另

外接送孩子家長必須得簽名（簽到表及簽退表的時間）已方便清楚知道為人接

送，維護孩童安全。 

 這個事件對我學習上的意義為何 

在這裡我發現師生比例為 1:13，孩童數量相當的多，老師較常以個別及團體模

式作為教學，且每學年皆有學習檔案紀錄孩童在校的學習情形。 
在不同語言的環境下,我深深體會到英文的重要性，因為做為一個老師，要了解

孩子的想法是需要藉由溝通來理解過程的，但因為我的語句表達不佳，導致我只

能以吱吱嗚嗚的方式講出幾個單字，印象深刻的是一位男孩無奈地 離去前對我

說的話：『為什麼你會聽不懂？』哈哈哈『哇！這句話還真讓我身心受創啊～』但

奇怪的事，這句話我卻聽懂了！哈哈 

 

 

 

 

 

 

 

  

 我如何應用到未來的專業工作 

當然首要條件就是先訓練好我的聽力及口說能力，我一直堅信著只要我的 英文

進步學成了，我在台灣就不怕沒有工作了！畢竟在台灣的教育社會是很 看重文品

跟長才的，只要我多學會一種語言，多一樣不同的海外經驗，不管 是對工作還是

計劃未來出國旅行讀碩士等等，這皆會是未來方便的通關要素。 

另外，在班上中所學的專業是操作，根據每個小孩的年齡、操作程度皆能 自

由挑選想工作的教具項目，每當孩子有困難時老師會以親切小聲的口語告 訴孩

童，並且讓孩子嘗試操作，而關於需要冷靜的孩子老師會以看著我的口語進行指

導，並且必要時會請孩童到旁休息，告訴他原因等到冷靜再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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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省思週誌 

實習省思週誌(二週一次) 
 

日期 四月份 時間 本月作息 

地點 
Preschool 

Freeman Class 
紀錄者 李佩蓁 

 回顧這週印象深刻的事件 
本週是我在 Preschool 的最後一週，而在這裡我發現『主教老師』皆會稍早 

離開學校，下午時段則交由副教或外語老師處理，這是我感到疑惑的地方。在課 

堂中，每天皆會有分享心得的團討時間（在操作結束後），這裡的老師相當注重 

孩子在發表及分享的這個部分，一開始老師會以唱歌方式引起動機，讓幼兒選擇 

手中白板上的一個數字，不管是 0 或是 29，老師皆會跟著幼兒一起數到孩子所 

指定的數字，然後請他分享屬於他的故事。 每當指定的幼兒分享完他的故事，

老師會請台下的幼兒舉手發表想法及意見甚至 是一些讚美的話，都對分享者起

了很大的信心作用，這也是我認為相當不錯且印象深刻的團體活動。 

另外，『每月慶生活動』這裡的安排是在團討時間，老師點起玻璃小蠟燭，幼 

兒將蠟燭端起走線（年齡與圈線相符），分享每位壽星成長照片，而在中午用餐 

時間皆會有一至二位的幼兒家長陪同一起吃飯，而部分家長會分享與幼兒製作的 

點心與卡片，真的很幸福。在這裡的生活悠閒又涼爽，環境舒適教學壓力也不會 

過大，比起台灣，這裡的教學環境確實是寬廣自由許多。 

 這個事件對我學習上的意義為何 

  在這裡我學到老師在帶孩子的一些技巧，輕聲細語，柔美歌聲吸引幼兒注

意，不要常說 NO!而改說：『STOP! 或者是 Calm down! 』皆對孩子有用處。 另

外，我的英文聽力也有明顯的進步，觀察力也提升不少，畢竟聽不懂別人說什 

麼，我們只能用觀察的方式來協助自己的實習工作，此次這裡還有 Easter Egg 

Hunt 以及地球日的活動（種花種樹），與每位家長的問候真是我難忘的經驗，且 

協助一起擺設裝飾拼盤，試教美勞復活節兔子製作，這都讓我有一個新的機會體 

驗，我也發現成穩的性格是我所需要的特質，過於活潑好動是好是壞這我要定義 

清楚，也因此心靈的轉程有很大的變動，更訂立自己接下來想完成的目標。 

 我如何應用到未來的專業工作 
  我想提供更多的探索戶外活動時間，讓幼兒能到戶外發現螞蟻樹葉蟲子這些

可做為自然教學的一種並且不強求午睡以及固定喝水，這裡的孩子沒有一個人是

在 吃藥的，都是處自然教育為原則。很有盧梭教學的風範！ 

『蒙特梭利教學法』是我能夠運用在未來工作上的教學優勢，復活節的活動我也 

能夠帶回去台灣實施在我們的幼兒園上和製作彩蛋或裝飾餅乾的相關活動，植樹 

節能與幼兒一起清除雜草父母能協助幫忙種花，這皆是一個很棒的親子活動！說 

真的我很捨不得要離開 Preshool，這裡的小孩很貼心也很可愛～大家都很喜歡上 

我的中文課，且他們現在對於顏色有很大的中文學習，我也發現在教學上我需要 

採用能吸引幼兒注意的繪圖及歌曲，像我這次畫的 Easter Bunny 顏色中文學習 

作業就很受到大家喜愛，十分的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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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習省思週誌 

             實習省思週誌(二週一次) 
日期 五月初 時間 一日作息 

地點 
Kindergarten 

Hill Class 
紀錄者 李佩蓁 

 回顧這週印象深刻的事件   
這是我第一週來到 Kindergarten ，這裡的時間很不一樣，孩童一樣是在上午 7:30 入 

校，但下午 3:00 得需全體離校，速度非常之快！則其餘還未接送回家的孩童皆到學校辦 

公室及公園遊玩。這裡的孩童年齡五到七歲，已經有連續三年來自中文的實習生待過的 

經驗，所以對這些孩子的中文來說，他們已經建立好不錯的基礎，基本上的問候『你好！ 

數字與顏色』已經充分的瞭解，並且能說出口，每天都超乎我預想的進度，因此我需要 

準備更多的紙筆測驗，兒歌律動來加深他們對中文的印象。另外，這裡的教材資源十分 

豐富，處處可見教室的佈置有多種的語言及書籍，這裡的孩童還有各式各樣的檔案夾及 

作品展示畫框，硬體設備-電腦,耳機,滑鼠皆以 Apple 產品為主。 

而此次這週還有「騎腳踏車活動」由 preschool 主辦，kindergarten 負責擔任加油團， 

我們寫了各式各樣的海報為 preschool 的幼兒加油，當天還有記者前來進行採訪拍攝將其 

公告在當地的報紙上，這真是十分歡樂的活動。 
此外，這裡的作息安排皆有展示公告在牆上，老師會利用上午時間 9:00~10:00 告訴 

孩童今天是星期幾？有什麼課程需要留意，天氣如何？以及倒數天數（跟畢業天數有關） 

結合數數教具，而 10:00~11:15 為體育課（有公園活動或游泳課）11:15～12:00 午餐時間， 

此外有個『疑問』！這裡竟然沒有午睡！老師說：『因為這年紀的孩童處於精力旺盛時期， 

多數孩童沒有午睡的意願，另外這裡的父母也不強求孩子一定要午休，也可能由於孩童 

若午睡飽了！晚上回家就會不睡了！這是家長們都覺得麻煩的事，所以多數家長都會安 

排孩子下午去上『課外活動』的課程培養才藝。像是：芭蕾,跆拳道,小提琴,網球…。 

而午餐結束後則到公園遊玩，大致上一小時多會結束，才開始進行語文課程，有時我們 

也會到圖書館去聽故事,買故事書，則接下來是我進行中文教學 13:20~14:20(一小時，分 

組教學)，最後 14:30~15:00 西班牙文課，結束一天。 

 這個事件對我學習上的意義為何 
  首先我要感謝我的老師她總是很親切地會給我一些學習英文的資料，讓我能在這有

效的學習孩童用的英語單詞。此外，教室的佈置有豐富的語言掛圖及配件，即便孩子不

知 道怎麼說，但孩童會對看到的事物或是所做過的紙張作業都會相當的有印象，這也

是孩 子們的專長。另外，對於我們老師在管理秩序上，有相當特別的做法，就是將

「電燈關 掉」！由於大班的孩子總是無法控制自己的音量，因此老師想到此方法真是

最快速的解 決辦法。此外老師也會唱起 listen 之歌，讓孩童視線能立即掌握在老師身

上，所以老師 在管理秩序上有很多的策略是我需要好好學習的地方。 

 我如何應用到未來的專業工作 

  當然好的教室佈置是我們每個幼兒園老師所需要具備的條件之一，而展示幼兒作品也 

是相當重要的一環，但卻要看似平凡又不雜亂的佈置，這需要靠觀察及他人經驗分享去 

做為學習，另外不強求午睡這一點，我覺得可以實施，因為飯後直接進行午睡導致兒童 

猝死的狀況居多，希望能藉此多提供戶外活動的機會，使幼兒能夠探索大自然的奧妙及 

美麗，激發孩子學習的樂趣，給予足夠的時間進行探究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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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省思週誌 

          實習省思週誌(二週一次) 
 

日期 五月份 時間 本月作息 

地點 
Kindergarten 

Hill Class 
紀錄者 李佩蓁 

 回顧這週印象深刻的事件 
最後一週的 Kindergarten 日，有某種解脫的感覺！哈哈哈～因為這裡的孩子 

學習速度太快，感覺我的精神有點靈魂出竅的感覺。另外，在這週我印象深刻是 
一位男孩，他叫『麥克斯.韋爾』我發現這個男孩在寫中文字的時候速度非常之快， 
所以我用鼓勵的方式讓他能專心的漫漫寫好中文字，沒想到沒多久他拿著一張白 
紙問我說：嘿！『我愛你』中文字怎麼寫？我很感動終於問我問題了！於是我不 
以為意的就先寫給他，想說他可能是要給媽媽或是妹妹，還問他說：『你是要給男 
生？還是女生？』他回我說：是『女人』沒多久他又問我：『妳的名字』中文怎麼 
寫？我超興奮～假裝也就不以為意地寫我的中文名字給他，還問他說：『你確定要 
寫我的中文名字嗎？我的名字很難寫喔！』他竟然回我說『簡單啦！』沒多久他 
又問我說：『你好棒！』中文怎麼寫？哈哈哈，覺得這孩子真的很喜歡寫中文字。 
過了一陣子，他遞給了我一張在學校工作的日記紙，在上面他畫上了我與他自己， 
還有日記部分寫上中文，他寫著：『我愛你！李佩蓁！你好棒！』我看到的當下都 
快要哭了，真的很感動，第一次收到中文的卡片，而且還是七歲的小男孩寫給我 
的！完全 Sweet~此外，這週我還幫忙佈置了教室整間的中文環境，孩子會藉由佈 
置而提升他們對中文的喜愛，並且能增加印象達到自然的學習效果。 而實習最後
一天為 The Capitol School 高中的畢業典禮，相當的熱鬧有趣！ 

 這個事件對我學習上的意義為何 
 在這週老師給我一個很重要的任務，就是請我用中文來佈置整間教室的環

境， 而這也真的是我夢寐以求想做的事，希望自己能像四季藝術幼兒園的老師
一樣， 具有佈置的技能，能欣賞教室的美感，讓孩童有個漂亮的學習環境。 
另外，有些小孩認真學習中文的模樣，讓我也想好好研讀我的英文，所有的專 

業科目中就屬於我的英文是最低階的，因此能來到美國實習真的是給我相當大的 
學習機會與挑戰，我的英文聽力也在這進步了不少，我能感受到 Miss Hill 的專 
業經驗相當的豐富，時常老師都放我自由教學，讓我相當的緊張！但整體表現來 
說，老師很欣賞我準備的教學材料，每次老師都感嘆我做得太精緻，但實際上到 
後期我都是用寫國字的方式來加強訓練他們的國語能力！當然還會再附上我親自 
畫的插畫圖，才顯得有趣許多，孩童們也特愛著色上去，這是我相當驕傲的地方， 
我有這項長才。 
 我如何應用到未來的專業工作 
 我會將所有的國字練習本畫上插圖，還能搭配筆畫順序，清楚明瞭寫字的關

鍵 要點，英文學習可用日記本的方式來作為學習，上方有框格讓孩童作畫，下方
有 線條讓孩童書寫，不用限字字數，只要求至少一天一篇日記英文工作，想做就
做。 當然！這是屬於 5~7 歲以上孩童所做的事，寫得好不好是其次，有沒有去
做這才 是關鍵，沒有完成沒關係，可以放入資料夾內，並兩側分類好一邊是『完
成』，一 邊是『未完成』，其我還能附贈上請加油！這是我覺得這裡資料夾做得很
好的地 方，未來我也能運用到我的工作上，並且將學校孩童的資料夾，也需放入 
A4 型的 小海報！讓人看起賞心悅目，美麗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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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教案 

                                   中文教學課計畫 1 
 

活動名稱 中文數字一二三 教學年齡 
學齡前 

27位孩子 

設計人 李佩蓁 

  教學時間 15 分鐘 
教學內容 

1. 學習認識中文數字 

2. 一~十, 練習口語/說 

3. 一~十, 教寫作/筆畫順序 

4. 遊戲-跳格子 

教學材料 

一~十,中文數字卡 
跳格子 
紙張 

鉛筆或色鉛筆 
橡皮擦 

教學目標 

1. 認識與學習，並理解數字的含義和使用。 

2. 數字使用的能力 (時鐘, 手機, 我的家有幾個人?)。 

3. 練習學寫中文數字，瞭解中文數字的筆畫順序。 

 

 

教學準備 

教師準備 

一~十,中文數字卡 

跳格子 

紙張 

鉛筆或色鉛筆 

橡皮擦 

 

 

 

幼兒準備 

握筆寫字的經驗 

 

 活動內容 

 

1. 教唱手指數字歌。 

2. 認識卡片中的數字。( 練習口語/說)  

3. 學習寫中文數字，並能按照筆畫順序寫在紙上的格子裡。 

4. 數字遊戲（跳格子）從遊戲中讓孩子學習數字，並理解規則與條件。 

5. 評估 （口語測試、 紙筆測驗、 多媒體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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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nese teaching lesson plans1 
 

Activity name Chinese Numbers Teaching objects 
Preschool 

27children 

Designer Ms.Li 

Teaching time 15 minute 
Teaching 

content 

1. Learn Chinese numbers 

2. 1-10, Practice speaking 

3. 1-10, teach writing/ figures 

4. Game hopscotch 

Teaching 

materials 

1-10 Chinese numbers card 

Hopscotch 

Paper 

Pencil or color pen 

eraser 

Teaching 

goal 

1. Cognitive learning, understand the meaning of figures, and use. 
2. Figures use ability of (clock, phone, there are a few people in my family). 
3. With the Chinese number of practice, the Chinese number of strokes 

have a preliminary understanding. 
 

 

Teaching 

preparation 

Teacher preparation 

1-10 Chinese numbers card  

Hopscotch 

Paper 

Pencil or color pen 

Eraser 
 
 
 
 

Children preparation 
Holding a pen writing experience 

 

Active 

content 

1. Figures first taught songs. 
2. Understanding numbers in cards. (Practice speaking) 
3.  Learn how to write Chinese numbers and write on the paper glow in the 

stroke order. 
4. Numbers game（Hopscotch）From the game lets kids learn numbers, 

and understood the rules and conditions. 
5. Assessment (oral test, paper-and-pencil test, a multimedia tes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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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教學課計畫 2 
 

活動名稱 中文顏色 教學年齡 
學齡前 

27 位孩子 

設計人 李佩蓁 

教學時間 15 分鐘 
教學內容 

1. 學習中文(顏色) 

2. 學習著色的技巧 

3. 享受繪畫的樂趣 

4. 找出相同字卡顏色，並著色在紙上 

 

教學材料 

中文顏色卡 

紙張 

彩色筆 

關於顏色的故事書 

教學目標 

 1. 認知學習，認識中文字的顏色。 

 2. 區分不同的顏色，享受繪畫的樂趣。 

 3. 在生活中，學習中文可以瞭解其應用顏色。 

教學準備 

教師準備 

中文顏色卡 

紙張 

彩色筆 

關於顏色的故事書 

 

 

幼兒準備  

握筆寫字的經驗 

 

活動內容 

 

1.認識中文顏色卡。(練習口語/說) 

2.我問:「這是什麼顏色?」 

孩子們回答：「這是紅色！」 

這是黃色，這是綠色，這是藍色，這是粉紅色……依此類推。 

3.顏色遊戲。老師說出中文顏色名稱，孩子拿取老師指定顏色，並告訴老師。 

4.分享關於顏色的書籍, 認識書中的顏色, 並說出顏色的中文名稱，請找出有

關於一樣顏色的東西。 

5.評估（口語測試、 紙筆測驗、 多媒體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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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nese teaching lesson plans2 
 

Activity name Chinese Colors  Teaching objects 
Preschool 

27children 

Designer Ms.Li 

  Teaching time 15 minute 
Teaching 

content 

1. Learning Chinese.(Colors) 

2. To learn painting techniques. 

3. Enjoy the pleasure of painting. 

4. Find the same word card color and   
color on paper. 

 

Teaching 

materials 

Chinese colors card 

Paper 

Color pens 

Color story book 

Teaching 

goal 

 1. Cognitive learning,Understanding Chinese word colors. 
 2. Distinguish the colors of different, Enjoy the pleasure of painting. 
 3. In life, learning to speak Chinese can understand its application color. 

Teaching 

preparation 

Teacher preparation 

Chinese colors card 

Paper 

Color pens 

Color story book 
 
 
 

Children preparation 
 Holding a pen writing experience 
 

Active 

content 

 
1. Understanding chinese color in cards.(Practice speaking) 
2. What color is it? 

It’s red.(紅色). 

yellow（黃色）, green（綠色）, blue（藍色）, pink（粉紅色）…. 

3. The color game. Teachers say Chinese colors, kids take out the color, and tell the 
teacher. 

4. Share books on color, know the colors in the book, and tell the color name, 
please find out about the color thing. 

5. Assessment (oral test, paper-and-pencil test, a multimedia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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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教學課計畫 3 

 活動名稱 中文動物 教學年齡 
學齡前  

28位孩子 

設計人 李佩蓁 

  教學時間 15 分鐘 
教學內容 

1. 學習中文(動物) 
2. 學習唱中文歌 
3. 了解動物的特徵 

4. 兒童觀察 

教學材料 
老虎歌 

中文動物圖卡 

（貓熊. 野狼. 山羊. 乳牛. 長頸鹿. 熊. 獅子. 猴子. 大象. 老虎.） 

教學目標 

1. 認知學習，學習講中文的動物名稱。 

(知道動物的中文名稱) 

 2. 瞭解動物的習性，培養孩子的觀察能力。 

 3. 在生活中，學習中文和瞭解動物的名稱。 

 4. 學習唱出中文歌（兩隻老虎）。 

教學準備 

老師準備 

老虎之歌 
中文動物圖卡 
我的指揮棒(手指) 

 

 

 

 

幼兒準備 

 有認識動物的經驗. 

 

活動內容 

 
1. 理解動物中文名稱的卡片。（練習口語/說） 

2. 問孩子們，談論這些動物的中文名稱。 

老師問：這是什麼動物？ 

兒童回：『這是貓熊，這是狼，這是山羊，母牛，長頸鹿，熊，獅子，猴子，

大象. 老虎…』。 

3. 動物圖卡遊戲。請孩子拿取圖卡，拿到哪個動物說出『動物的中文名稱』。

老師會給予提醒或說明它們。 

4. 讓兒童模仿動物的聲音或特徵。 

5. 分享中文課程活動。 

6. 老虎之歌。兩隻老虎，兩隻老虎，跑的快，跑的快，一隻沒有耳朵，
一隻沒有尾巴，真奇怪！真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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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nese teaching lesson plans3 

Activity name Chinese Animals  Teaching objects 
Preschool 

28children 

Designer Miss.Li 

  Teaching time 15 minute Teaching 

content 

1.Learning Chinese.( Animals) 

2.Learn to sing Chinese songs. 

3. Underst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nimals. 

4.Child observation. 

 
Teaching 

materials 

Tiger Song 

Chinese Animals Card 

（Panda. Wolf. goats. cow. giraffe. bear. Lion. monkey. elephants. Tigers.） 

Teaching 

goal 

1. Cognitive learning, learning to speak Chinese animal names.  
(Known in Chinese animal names) 

 2. Underst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nimals, cultivate children's ability of 
observation. 

 3. In life, to learn Chinese and understand the animal's name.  
 4. Learn to sing Chinese songs. 

Teaching 

preparation 

Teacher preparation 

Tiger Song 

Chinese Animal card 

My baton (Finger) 
 
 
 
 

Children preparation 
 Understanding an animal's experience. 
 

Active 

content 

 
1. Understanding chinese animal in cards.(Practice speaking) 
2. Ask children to talk about the names of these animals. 

What is this animal? This is Panda(貓熊). Wolf（狼）. Goats（山羊）. Cow（母

牛）. Giraffe（長頸鹿）. Bear（熊）. Lion（獅子）. Monkey（猴子）. Elephants

（大象）. Tigers（老虎）… 

3. Animal picture cards games. Please child moved to extract the picture card, to 
which animal would say the animal's name. Teachers giving hints or help them. 

4. Lead the child to imitate animal sounds or characteristics. 
5. Sharing Chinese class activities. 

6. Tiger Song.兩隻老虎，兩隻老虎，跑的快，跑的快，一隻沒有耳朵，一隻
沒有尾巴，真奇怪！真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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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教學課計畫 4 
 

活動名稱 中文復活節 教學年齡 
學齡前  

15位孩子 

設計人 李佩蓁 

  教學時間 30 分鐘 
教學內容 

1. 學習中文(復活節關鍵字) 
2. 學習唱復活節的歌曲 
3. 製作復活節兔(手偶) 

4. 尋彩蛋 

教學材料 
復活節的歌 

中文-復活節關鍵字的卡片 
（復活節兔，彩蛋，尋蛋，滾蛋） 

教學目標 讓孩子知道更多有關於復活節的活動，並透過老師的教學
演講與好玩的遊戲中來認識復活節。 

教學準備 

老師準備 

彩蛋 

冰棒棍，蠟筆 

棉花球，貼紙 

白膠，剪刀 

形狀紙, 彩色筆 
 

幼兒準備 

學習中文的經驗 

學習剪貼的經驗 

活動內容 

 1.哈囉！大家好。今天是復活節呦！ 

  怎麼說呢？我想教你們關於復活節的中文， 

 2.認識中文的復活節關鍵字卡（練習口語/說） 

 3. 學習唱復活節的歌曲。 
 4. 製作復活節兔(手偶)。 

使用一根冰棒棍黏貼在復活節兔上，使用各種顏色塗在兔子身上後，在將棉花球

（尾巴）用白膠黏貼，即完成。 

 5. 尋蛋活動。 

每個孩子的家長來到學校準備了很多的復活節彩蛋，雞蛋，糖，準備把它放在我們

學校的操場上。完成之後，老師把我的孩子們帶到遊樂場上, 開始尋找彩蛋遊戲，

一人僅限 19 彩蛋，不能超過！超出一個或多個將把它放回公園，這是遊戲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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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nese teaching lesson plans4 
 

Activity name 

 
Chinese Easter Teaching objects 

Preschool 

15children 

Designer Miss.Li 

  Teaching time 30 minute 
Teaching 

content 

1.Learning Chinese.( Easter keyword) 

2.Learn to sing Easter song. 

3.Making Easter Bunny. (hand puppet) 

4.Easter eggs hunt. 

Teaching 

materials 

Easter Song 

Chinese Easter keyword Card 

（Easter Bunny 復活節兔, Easter eggs 彩蛋, Easter eggs hunt 尋彩蛋） 

Teaching 

goal 

     To make students get to know much and are much familiar with  

    Easter holiday via teacher’s presentation and funny games. 

Teaching 

preparation 

Teacher preparation 
Easter eggs 
Popsicle stick, crayons 
Cotton ball, stickers 
White glue 
Scissors 
Shaped paper, Colored pens 

 

Children preparation 
Learn Chinese experience. 

Experience in learning clip art. 
 
 

Active 

content 

1.Hello everybody! Today is Easter day,  
How to say I want to teach you about Easter Chinese. 

2. Understanding chinese Easter keyword in cards.(Practice speaking) 

3. Learn to sing Easter song. 
4. Making Easter Bunny. (hand puppet)  

Use a popsicle stick to stick in the bunny, color in bunny, tail and on the adhesive 
sticker to complete! 

5.Easter eggs hunt. 
Every child's parents came to school prepared a lot of Easter eggs, egg, candy, 
ready to put it in our school playground after completion, teacher and I took my 
children to a playground began to look for eggs game, qualifying only had 19 
eggs, cannot exceed! More than one has to put it back in Park, this is the rules of 
the g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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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園-1 

名稱: 數字和顏色和日常生活的中文名稱 

領域:-中文-語言 

材料: 數字卡,顏色卡,日常生活卡 ,紙張 ,鉛筆 

教師準備:紙上問答的遊戲設計，材料， 

評估 （口語測試、 紙筆測驗、 多媒體測試）。 

孩童先決條件: 學習寫的經驗。 

                     學習中文的經驗。 

目的:  

1. 瞭解數字和顏色和日常生活圖卡的中文名稱。 

2. 理解和學習寫漢字。 

直接: 透過圖片卡可以有效地理解和記起中文名稱。 

間接: 顏色的概念，對文化的觀察和美麗的寫作，並説明從遊戲的記憶體。 

詞彙:  

yee(一),uhr(二),sahn(三),suh(四),woo(五),lyo(六),chee(七),bah(八),jo(九),shur(十). 

年齡: 5~7歲，團體教學。 

演藝文稿 I:  

（1）大家聆聽 聆聽 聆聽（一首歌）。 

（2）哈囉！大家好。我的名字叫李小姐。歡迎來到我的中文課。 

今天我要來教你們認識中文數字和顏色和日常生活圖卡喔！ 

所以，好！第一個～請告訴我 

老師問：『這是什麼顏色？』 

孩子回答：『這是紅色』。是的! 中文說 Hungˊ Seˋ! 像是蘋果。  

黃色 Houng Se！綠色，藍色，粉紅色… 

沒錯！ 

（3）數字之歌。展現我的數字卡，更多的孩子認識理解， 我將會給每個人一份家庭作業練

習寫數字 (中文). 

（4）日常生活字卡。 

家人，爺爺，奶奶，爸爸，媽媽，姊姊，妹妹，兄弟，哥哥，弟弟。 

廚房，叉子，湯匙，盤子，碗，杯子，椅子，桌子…… 

擴展: 著色，繪圖，彩虹著色，圖卡，中文寫作。 

趣味點: 筆畫順序，交換顏色，記憶遊戲。 

錯誤訂正: 橡皮擦，立可白 ，老師提醒，再嘗試一次。 

延伸: 顏色和外觀（像是午餐盒，服裝）皆有顏色。  



25  

Kindergarten-1 

Name: Numbers and colors and daily life of the chinese name. 

Area:-Chinese-Language. 

Materials: Numbers card, Colors card, Daily life card ,paper ,pencil. 

Teacher Preparation: Design on the paper quiz game ,Materials.  

Assessment (oral test, paper-and-pencil test, a multimedia test). 

Child Prerequisites: The experience of learning to write.  

                                    Learn Chinese experience. 

Aims:  

1. Learning numbers and color words, and daily life of the Chinese name. 

2. Understanding and learning to write Chinese characters. 

Direct: Through picture cards can effectively understand and speak the name. 

Indirect: Color concepts, observation of the culture and beauty of writing, and helped from the  

game memory. 

Vocabulary:  

yee(一),uhr(二),sahn(三),suh(四),woo(五),lyo(六),chee(七),bah(八),jo(九),shur(十). 

Age: 5~7year old, group guidance. 

Presentation I:  

（1）Everybody listen listen listen~（song）.  

（2）Hello everybody!  My name is Mr.s Li. Welcome to my Chinese class!   

Today I teaching your Chinese numbers and colors and the daily life of the characters!  

So,ok! First～ tell me,   

What color is it?  

It’s red.(紅色) Yes ! Chinese say Hungˊ Seˋ! Like apple.  

yellow（黃色）Houng Se!, green（綠色）, blue（藍色）, pink（粉紅色）… 

That’s right! 

（3）Numbers song. Show my Number cards, most children understand, I will send a piece of 

homework for everyone to practice writing numbers (Chinese). 

（4）Daily life cards. 

Family(家人)-grandpa(爺爺),grandma(奶奶),father(爸爸),mother（媽媽）Sister（姊妹）

,Brother(兄弟). 

Kitchen（廚房）-Fork(叉子),Spoon(湯匙),Plate（盤子）,bowl(碗),cup（杯子）,chair(椅

子),table(桌子)... 

Extensions: drawing,rainbow coloring, painting, pictures online, and chinese writing, hopscotch. 

Points of Interest: Writing order, swap colors, memory game. 

Control of Error: eraser, white out ,teachers reminded, try again. 

Variations: The color and look for (lunch, clothing) there are co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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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園-2 
名稱: 學習寫中文字 （主題: 我的名字，家人，形狀，衣物，教室，食物，動作，剪春聯，

生肖。） 

領域:- 中文 –語言。 

材料: 紙張，鉛筆，彩色筆。 

教師準備: 紙上問答的遊戲設計。 

評估 （口語測試、 紙筆測驗、 多媒體測試）。 

孩童的先決條件: 學習剪貼的經驗。 

                 學習寫字的經驗。 

                 學習中文的經驗。 

目的:  

1. 學會寫中文字，理解含義並在生活中使用。 

2. 理解中文，增加記憶，學習說話。 

 

直接: 透過學習寫字可以有效地理解和記起中文名稱。 

間接: 理解中文名字的重要術語，有的在生活中的實際應用能力。 

詞彙:   

新年快樂，做春聯。 

（1）生肖，鼠，牛，虎，兔，龍，蛇，馬，羊，猴，雞，狗，豬。 

（2）家人，爺爺，奶奶，爸爸，媽媽。 

（3）廚房，叉子，湯匙，盤子，碗，杯子，椅子，桌。 

（4）形狀，圓形，正方形，三角形，長方形，橢圓形，星形。 

（5）教室，畫架，原子筆，紙張，剪刀，時鐘。 

（6）衣物，衣服，褲子，眼鏡，手套，鞋子。 

（7）食物，三明治，漢堡，熱狗，薯條，麵包，披薩。 

（8）動作，寫字，繪圖，畫畫，閱讀，剪貼，坐，站，推，拉，吃，喝。 

年齡: 5~7歲，團體教學。 

演繹文稿 I:  

（1）大家聆聽 聆聽 聆聽（一首歌）。 

（2）歡迎來到我的中文課！  

今天我要來教你們學習寫中文生字。 

老師手中有一些家庭作業，還有很多有關於我們的生活將會使用到的英語單詞，但今

天我們要把英語翻譯成中文，跟我來享受學習中文。 

（3）製作春聯。 

    學習使用一把剪刀來剪出吉祥語在中文和理解中國新的一年的故事。 

（4）中國農曆新年的動物故事。 

告訴孩子們，我們有 12 種動物，將開始新的一年的變化。 

（5）家人- 可以用中文說出家人的名稱，並能做出區別。 

（6）廚房- 瞭解廚房餐具，並可以識別不同的圖片，用中文學習。 

（7）形狀- 用中文說出形狀名稱，並運用在生活中。 

（8）教室- 學習說出教室工具中文名稱。 

（9）衣物- 能知道和運用中文說出衣物名稱。 

（10）食物- 理解並能說出中文名稱。 

（11）動作- 在生活中可以理解並運用說出中文。 

擴展: 著色，繪圖，中文寫作。 

趣味點: 筆畫順序，交換顏色，記憶遊戲。 

錯誤訂正: 橡皮擦，立可白，老師提醒，再嘗試一次。 

延伸: 翻牌遊戲，結合書本共同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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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ndergarten-2 
Name: Learn to write the chinese word. (Theme: My Name ,family ,shapes , thing to wear ,the 

classroom, food ,actions ,chinese new year) 

Area:- Chinese -Language. 

Materials: paper ,pencil ,Colored pens. 

Teacher Preparation: Design on the paper quiz game, 

Assessment (oral test, paper-and-pencil test, a multimedia test). 

Child Prerequisites: Experience of cut and paste. 

The experience of learning to write. 

Learn Chinese experience, Experience in learning clip art. 

Aims:  

1.Learn to write the chinese word in understanding meanings and use in life. 

2.Understanding Chinese characters, Increase the memory, Learn speak.  

Direct: Through learn write cards can effectively understand and speak the name. 

Indirect: Understanding Chinese names of important terms, capable of practical application in life. 

Vocabulary:  

Chinese New Year-Making the couplets. 

（1）Rat(鼠),Ox(牛),Tiger(虎),Rabbit(兔),Dragon(龍),Snake(蛇),Horse(馬),Sheep(羊),Monkey(猴
),Rooster(雞),Dog(狗),Pig(豬). 

（2）Family(家人)-grandpa(爺爺),grandma(奶奶),father(爸爸),mother（媽媽）. 

（3）Kitchen（廚房）-Fork(叉子),Spoon(湯匙),Plate(盤子),bowl(碗),cup(杯子),chair(椅子),table(

桌子)... 

（4）Shapes-(形狀)-Circle(圓形), square(正方形), triangle(三角形), rectangle(長方形),oval(橢圓
形),stat（星形）. 

（5）Classroom(教室)-easel(畫架),pen(原子筆),paper(紙張),scissors(剪刀),clock(時鐘). 

（6）Thing to wear- Clothes(衣服),pants(褲子),glasses(眼鏡),glove(手套),shoe(鞋子). 

（7）Food(食物)-sendwich(三明治),hamburger(漢堡), hotdog(熱狗),French fries(薯條),bread(麵
包),pizza(披薩). 

（8）Actions(動作)-write(寫字),paint(繪圖),draw(畫畫),read(閱讀),cut(剪),stick(貼),sit(坐),stand(

站),push(推),pull(拉),eat(吃),drink(喝). 

Age: 5~7year old, group guidance. 

Presentation I:  

（1）Everybody listen listen listen~（song）.  

（2）Welcome to my Chinese class!   

Today I teaching your learn to write the chinese word.  

Homework on the teacher's hand, there is a lot about our lives will use the English word, but 

today we want to translate the English into Chinese, come with me and enjoy learning 

Chinese. 

（3）Making the couplets. 

     Learning to use a pair of scissors to create auspicious words in Chinese and understand Chinese 

new year's story. 

（4）Chinese new year animal stories. 

Tell children that we have 12 animals, will begin to change in the new year. 

（5）Family- Can say Chinese family names, and can tell the difference. 

（6）Kitchen- Learn about kitchen cutlery, and can identify different pictures to come out in 

Chinese learning. 

（7）Shapes- Chinese say the shape name and the use of life. 

（8）Classroom- Learning to speak in the classroom tool name. 

（9）Thing to wear- Can know and learn say dress everyday words in Chinese. 

（10）Food- Understanding and tell the chinese food names. 

（11）Actions- Understanding and application in life. 

 

Extensions: drawing, painting, pictures online, and Chinese writing. 



28  

Points of Interest: Writing order, swap colors, memory game. 

Control of Error: eraser, white out ,teachers reminded, try again. 

Variations: Flop games, Combining books common teaching.              
 
 幼兒園-3 
名稱: 母親節 

領域:- 中文 –語言。 

材料:媽媽故事書，顏色紙卡，彩色筆，鉛筆，剪刀，白膠。 

老師準備: 母親節關鍵字卡，剪 19 卡片，材料。 

評估 （口語測試、 紙筆測驗、 多媒體測試）。 

孩童的先決條件: 學習剪貼的經驗。 

                學習寫中文的經驗。 

                學習過中文的經驗。 

目的:  

1. 知道關於母親節的關鍵字（中文）ex: 使用中文語言說 ：母親節快樂！  

2. 了解故事內容，並能重複述說。 

直接: 知道母親節快樂的關鍵字和故事書. （中文） 

間接: 瞭解母親的一天，知道謝謝媽媽感恩節的重要原因的假期。 

詞彙: 母親節快樂，母親節，母親，謝謝你，我愛你。 

年齡: 5~7歲，團體教學。 

演繹文稿 I:  

（1） 小朋友你知道嗎？下週就是母親節囉！母親節是一個很重要的節日， 

       所以啊～今天我想跟你們分享我的故事書是關於媽媽喔！從台灣帶來的！  

       這是我最愛的一本書喔！ 

       書名是我媽媽, 中文說『我媽媽』你看！你看！ 

故事內容:這是我的媽媽！ 

我媽媽是一個棒極了的廚師;她是一個偉大的化妝師;她是全世界最強壯的女人;她還是一個奇

異的國藝師，可以讓任何植物生長;她是一個仙女，在我沮喪的時候她總是有辦法讓我開心起

來;她的歌可以唱得像天使一樣好;她吼起來像一頭獅子;我的媽媽像蝴蝶一樣漂亮又舒適的像

沙發...她常常逗我大笑，我愛我媽媽，而且你知道嗎?媽媽也愛我，而且會永遠愛我。 

（2）閱讀之後的分享 

每一個孩子心中的媽媽都是最好的。 

(1.) 在舞台上分享自己聽完的經驗。 

(2.) 請告訴我你聽到老師說什麼故事？（覆說故是內容） 

(3.) 你認為你的媽媽是……? 

(4.) 老師分享。我的媽媽是一個很棒的廚師喔！ 

(5.) 從故事書的關鍵字裡，老師說一次，孩子重複說一次。 

(6.) 記得用中文對媽媽說聲母親節快樂. (說：母親節快樂！) 

(7.) 老師唱母親節快樂歌.(中文) 

(8.) 結束活動。 

擴展: 也有關於我爸爸的故事書籍，它穿梭現實與想像，這樣孩子才能真正體驗你的生活中

的小故事。 

趣味點: 每個小地方有意義的故事，有趣的故事，每當你讀書會有新的發現。 

錯誤訂正: 老師提醒，再嘗試一次。 

延伸: 結合書本或圖片並共同教學。 

Kindergarten-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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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me: Happy Mother’s Day 

Area:- Chinese -Language. 

Materials: Mother’s story, Colors paper card ,Colored pens ,Pencil , Scissors, White glue. 

Teacher Preparation: Mother’s Day key word, Cut 19 cards ,Materials , Assessment  

(oral test, paper-and-pencil test, a multimedia test). 

Child Prerequisites:Experience of cut and paste. 

                                  The experience of learning to write. 

                                  Learn Chinese experience. 

Aims:  

1. Know about mother's day keywords.（Chinese）ex: Use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to say happy 

Mother's Day.  

2. Understand story content, and repeatedly telling. 

Direct: Know mother's day keywords and story. （Chinese） 

Indirect: Understand the important reason for mother's day, thank you MOM's Thanksgiving 

holiday.  

Vocabulary: Happy Mother’s Day（母親節快樂）, Mother’s Day（母親節）, Mother (母親
),Thank you(謝謝你),I love you(我愛你) 

Age: 5~7year old, group guidance. 

Presentation I:  

（1）Did you know? Next week is mother's day, is a very important holiday，So today I     want to 

share my story about the mother brought from Taiwan.  

this is my favorite story books. 

Book name is my mom, Chinese say 『我媽媽』look~ look~ 

Story content: This is my mother.這是我的媽媽。 
I mother is a rod very has of Chef 我媽媽是一個棒極了的廚師; she is a great of makeup Division

她是一個偉大的化妝師; she is world most strong of woman 她是全世界最強壯的女人; she also 

is a singular of gardening Division, can let any plant growth 她還是一個奇異的國藝師，可以讓
任何植物生長; she is a fairy, in I frustrated of when she always has approach let I happy up.她是
一個仙女，在我沮喪的時候她總是有辦法讓我開心起來; she of song can sing have like Angel 

as good.她的歌可以唱得像天使一樣好; she roars like a lion.她吼起來像一頭獅子;my mother 

pretty like and comfortable sofa like a butterfly...... She always makes me laugh. 我的媽媽像蝴蝶
一樣漂亮又舒適的像沙發...她常常逗我大笑 I love my mom, and you know what? 我愛我媽
媽，而且你知道嗎? Mother loves me and will love me forever. 媽媽也愛我，而且會永遠愛我
。 

（2）After reading sharing 

Every child heart mother is the best.每一個孩子心中的媽媽都是最好的。 
(1.) On stage sharing stories of children listening experience. 

(2.) Please tell the teacher to hear what in the story? 

(3.) What do you think your mother? 

(4.) Teachers share my mother is a great Cook. 

(5.) Keywords from the story, Teachers say the name(Chinese), allow children to repeat the 

exercise said. 

(6.) Remember to say happy mother's day to MOM in Chinese. (說：母親節快樂！) 

(7.) Teachers sing happy mother's day song .(Chinese) 

(8.) End activity. 

 

Extensions: There are also stories about my father's book, it shuttled between reality and 

imagination, so that children can really experience the story in your life. 

Points of Interest: Every little place has a meaning in the stories, interesting stories, whenever you 

read will have a new discovery. 

Control of Error: teachers reminded, try again. 

Variations: Combining books or pictures common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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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園-4 

名稱: 製作母親節卡片 

領域:- 中文 –語言 

材料: 很多的紙張，鉛筆，彩色筆，剪刀，白膠， 卡通郵票 

老師準備: 剪 19張卡片，材料，在製作卡片之前先完成一張卡片。 

孩童的先決條件:學習剪貼的經驗。 

                學習寫中文的經驗。 

                學習過中文的經驗。 

目的:  

1. 知道關於母親節的關鍵字（中文）並寫在卡片上。 

2. 了解製作母親節卡片的意義。 

直接: 知道母親節的關鍵字以及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節日。 

間接: 學習如何做的東西，並欣賞媽媽為我們所做的所有事情。 

詞彙:母親節快樂，母親節，母親，謝謝你，我愛你。 

年齡: 5~7歲，團體教學。 

演繹文稿 I:  

（1） 哈囉！大家聆聽 聆聽 聆聽（一首歌）.  

（2） 孩子分享上星期的母親節故事。你們還記得嗎？ 

你們還記得如何用中文說：母親節快樂嗎？ 

（3） 今天我想分享我完成的母親節卡片。 

（4） 我們今天要製作母親節卡片送給媽媽，但這張卡是很不一樣的卡片!因為有立體花，

所以我需要孩子們幫助我做小的立體花，然後在剪下一片花瓣黏貼起來，其餘的孩子

們都負責著顏色，寫上中文母親節快樂，我們就完成了最特別的立體花母親節卡片。 

（5） 完成卡片。蓋印章完成裝飾紙袋。 

擴展: 在此事件上，我們可以將製作立體花的經驗，擴展到其他人不一定在母親節這一天。 

趣味點: 在製作卡片，孩子們根據自己的喜愛來選擇他想要做些什麼，在完整的立體花呈現

時，孩子們都十分喜歡。立體花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關鍵簡單和美麗。 

錯誤訂正: 老師提醒，再嘗試一次。 

延伸: 結合書本或圖片並共同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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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ndergarten-4 

Name: Making the Happy Mother’s Day cards 

Area:- Chinese -Language. 

Materials: many paper, pencil ,Colored pens, Scissors, White glue, cartoon stamps. 

Teacher Preparation: Cut 19 cards ,Materials , Teaching before making the finished card to show. 

Child Prerequisites:Experience of cut and paste. 

                                  The experience of learning to write. 

                                   Learn Chinese experience. 

Aims:  

1. Know about mother's day keywords（Chinese）and  write on the card. 

2. Understand the significance of  making the  Mother’s  Day cards. 

Direct: Know mother's day keywords and is a very important holiday. 

Indirect: Learn how to make things, and appreciate all the things that moms do for us. 

Vocabulary: Happy Mother’s Day（母親節快樂）, Mother’s Day（母親節）, Mother (母親

),Thank you(謝謝你),I love you(我愛你). 

Age: 5~7year old, group guidance. 

Presentation I:  

（1） Hello~Everybody  listen listen listen~（song）.  

（2） Children sharing mother's Day story you  remember  my last week, do you remember  how 

to say happy mother's day to the Chinese? 

（3） Today I want to share my complete mother's day cards. 

（4） We today to make a mother's Day card to MOM, but this card is not the same card! because 

of dimensional flowers, so I need to help me with my little stereo take the children, and then 

cut out a petal paste, the rest of the kids are responsible for color, writing Chinese on happy 

mother's day, we just completed the most special stereo to spend mother's day cards. 

（5） Card complete, cartoon chop to make a tote bag to complete. 

Extensions: We can spend the making experience can be extended to others not necessarily on 

mother's day in this event. 

Points of Interest: In the process of making cards, children in accordance with their own interests to 

choose what he wants to do something, in complete dimensional flowers when children are quite 

rewarding, dimensional flowers is one of the very important point of interest is simple and beautiful.  

Control of Error: teachers reminded, try again. 

Variations: Combining books or pictures common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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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ctures Of Chinese teaching  
實習機構：The Capitol School   

班級：兒教四乙(FE4B)           學號：F10207039         姓名：李佩蓁 

Preschool 

  

照片說明 

教唱中文的身體之歌（Body Song）。 

頭而肩膀膝腳趾。實習生進行教學，依程

度搭配動作唱跳，孩子認真且喜歡學習。 

動物的中文教學，反應熱絡。孩子都很喜歡

學說中文動物名稱，另外加入考驗記憶翻字

卡遊戲，提升教學氣氛的歡樂。 

Kindergarten 

  

照片說明 

學寫中文字，過程中我們可以認識不同國

字的形狀與聲韻，寫完後複習。且跟著我

來說說看，看誰能先找到我指定的中文

字。 

藉由故事書來認識家人的中文名稱，主要學

寫字之外，我們正準備著製作母親節的花朵

卡片，大家都很期待趕快來上中文課。 

生活團體照 

 

 

 

照片說明 

這一天是美國的地球日，一同與

Preschool 的孩子和家長種花種樹，佈置

校園遊樂場的周圍環境，並在這留下我存

在的記號。     

這是我們四人在 The Capitol School 實習

的最後一天，所有老師及孩子們準備了驚喜

禮物送給我們，真的很感動!好想再回去擁

抱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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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ppy  

Mother’s 

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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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ppy     

Ea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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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生活照 
我的寄宿家庭 Bevel Family 

 

我美麗的家 
 

 

 

 

我家的車庫 

全家來吃 BBQ 
 

 

 

 

 

我的家庭孩子：Brooklyn 布魯克林 
 

 
Erica 媽咪帶我來吃香蕉口味冰棒 亞特蘭大-可口可樂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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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abama大學參訪 

 

 

文化之旅 

 

 街坊走走 
 

 

兒童博物館 

 

 國際文化展覽會 
 

 

學校 
 

 

 
我與主任、班級老師的合照 我們與主任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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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旅行  
奧蘭多 Orlando Disney’s Worl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