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學海築夢學生出國實習心得報告內容大綱 

請於封面上方列標題 (選送生獲補助年度、薦送學校系所、年級、 

中文姓名、前往國外實習國家、國外實習機構名稱、國外實習考評

成績或評語及短片時間及標題)  

獲補助年度 105年度 

薦送學校、系所、年級  東吳大學英文系四年級 

中文姓名  姜韋帆 

國外實習國家(含城市) 美國休士頓 

國外實習機構 
Houston Gateway Academy 

Houston Christian High School 

Stafford Primary School  

University of St. Thomas - Houston  

University of Houston - Victoria 

Sharpstown International School  

KIPP Houston Public School  

一、 緣起 

五專出身的我，經歷了一番波折，當時順利在畢業後，考了插大轉學考，進到了東

吳就讀大二，也在一年之後，更加朝著自己的夢想前進- 我，進入了教育學程，幸

運地有這個機會受師資培訓。 

在現今的社會裡，如果旁人聽到自己未來想要當個老師，十之八九，大家可能都會

很驚訝的問說：「什麼? 現在的流浪教師那麼多，為什麼你還要選擇走一條那麼艱

辛的路?」 但我一直深信，只要有心，沒有什麼做不到的事情，也因為自己曾經是

五專生，在相對較放鬆的體制下學習而更加有深刻體悟，我了解到學生如果要真心

喜歡學習、積極主動學習，當然除了自己要找到自己的興趣之外，老師扮演著極度

關鍵的腳色：必須要懂得因材施教，針對不同的學生也要懂得善用不同的教學型態

才行，也因此在修教程的期間，我一直都在每門課程上學習著未來要怎麼當學生的

好老師，不只要學習如何豐富學生的學識，更要學習如何成為學生的心靈依靠。 

而在一次的因緣際會之下，我得知了東吳大學師資培育中心即將舉辦美國休士頓實

習分享及徵選說明會，因此雖然我從未出過國，對美國的記憶又僅只於書本上所瞭

解到的內容，但既然得知了教育部與東吳合作的這個學海築夢計畫，也知道這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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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好機會，可以親身看看國外的教育體制到底跟台灣有何不同，那我為什麼要膽

怯，不敢提出申請呢？也該是時候走出台灣、增廣見聞、開拓自己的視野了。 

二、 國外實習機構簡介 

1.Houston Gateway Academy 

這是休士頓當地的一所特許學校，提供大約1300名位於休斯頓南部和東南的學生來

就讀。所謂的特許學校，就是州政府立法通過，讓老師、家長或各種教育專業團體

這些非營利組織來經營公費負擔的學校，注重達到公家及私人雙方所預想的教育成

效，而不受一般行政法規限制。HGA把資訊技術融入課程，以協助學生們精通閱讀，

寫作，數學，科學和訓練批判性思考能力，因此在這裡的老師們都要懂得善用電腦

才行。 

2.Houston Christian High School 

這是一所獨立非營利的且男女同校的私立高中，學校的設備皆良好齊全，學生普遍

社經地位都經過篩選，大致而言也都相當有氣質。學校很注重學生的領導能力，還

為了訓練其而設立了領導課程。而學校裡也有所謂的AP課程，這類的課程主要可供

優秀的高中生來修習，在修完這樣的課程後，學生要考一個試來檢核學生是否有達

到應達到的能力指標，如果有達到，即能抵掉大學的學分，讓學生有更多的機會學

習新的事物。 

3. Stafford Primary School 

這是休士頓當地的一所公立學校，其中包含了幼稚園、國小、國中、還有高中，學

校注重因材施教、希望學生朝多元發展及學習，同時也希望能夠培養學生的獨立思

考及剖析事物的能力，也期許學生能夠有創見、並且懂得不冷漠地看待這世界。 

4. University of St. Thomas – Houston 

UST是一所天主教的大學，位於休士頓的市中心，是一個根基於博雅教育的全方位

大學，學校期望學生能夠學會批判思考、有效溝通、最後事業有成、且積極正向、

有道德規範的過人生，也期望學生能夠擁有世界觀。 

5. University of Houston - Victoria 

UHV提供許多多元的課程給學生學習，包括面授課程及網授課程。學校內有著優良

的設備，蠻注重多媒體教學，也有一些特色課程供學生學習，像是VOICE Program 

(Victoria Online Initial Certification for Educators)，或是提供一些

International Program給國際學生學習。 

6. Sharpstown International School 

SIS是一所以以升大學為主要導向的中等教育學校，學校老師的教法有條理、有組

織，學生普遍都積極向上，顯現出好學的精神。學校有著一般的課程、PreAP的課

程還有AP的課程，也有像是「模擬聯合國課程」這樣的特色課程， 學生可以透過

此課程模擬聯合國的開會方式，提出自己的觀點及主張，進而訓練自己的邏輯思維

能力及培養世界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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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KIPP Houston Public School 

KIPP (Knowledge Is Power Program)即代表知識就是力量。這間學校裡的學生大

致都來在清寒家庭，而學校裡的老師有很多不同於一般教育界所用的教學方法，這

些老師注重班級經營、活化教學以及懲罰制度，並且他們深信只要專注、用心教學、

對學生有信心，並提供充分教學時間的老師，很多清寒家庭出生的小孩不一定亞於

富裕的郊區學生。 

而KIPP的校訓是 “There is no Shortcuts.” 和 “Work hard, be nice.”在KIPP

裡，幾乎隨處都可以見到這兩句話，此外，學校也愛用一些激勵人心的精神標語當

作路上的布置，充分體現了境育的重要。 

三、 國外實習企業或機構之學習心得  

1.Houston Gateway Academy 

Houston Gateway Acadamey附近的街道比較擁擠，

早上如果不早點出門上課，可能會塞車。進入學校

後，校長帶我們去找負責接洽我們的華語班張老

師，熟悉了一下學校環境及教室環境，接著，張老

師告訴我們他只教第一節及第三節課，而我們五個

要負責教第四五六七八節課，而其中有兩班是十年

級，三班是九年級的學生。 

先從學生這部分講起，這裡大部分的學生是墨西哥

裔，普遍也較弱勢，且上課的文化跟我們台灣也有

點差異。在臺灣，我們的學生似乎較注重秩序，而

在 Houston Gateway Academy的學生有的會在上課時間走

到垃圾桶旁邊吐口香糖，或者在上課時間到教室牆上拿著

Boy's pass 或 Girl's pass並前往洗手間，有時候老師

有點控管不住學生們。而相同點是，他們也會像臺灣的國

高中一樣，偶爾會小小捉弄老師或者趁老師不注意在桌子

底下偷偷作弊，但雖然他們很頑皮，看得出他們對於新知

也很感興趣，從觀察張老師的兩堂華語課，到我們親自上

台都可以明顯看到他們眼神中那閃爍的好奇小光芒。 

而這趟實習最重要的就是學習如何教，不只是自己單方面的用自己的方式教學生，

也要觀看每個老師不同的教法及包括自己的伙伴們怎麼教。因此，在觀看張老師的

華語班時，我看到他如何用英文拼音來教華語，但由於先前未看過其他的華語課，

因此無從比較，但大致而言，我認為老師教學認真，只是相較於台灣，教學的進度

就沒有那麼快，內容也不會塞的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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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來是針對自己教學的部分，

這次我負責的其中一個主題是

跟夥伴 Claire一起，主題為介

紹中國樂器，教的是十年級的

學生，這一班的學生較安靜內

斂，但普遍也有顯示出對中國

樂器的興趣，在教學過程中有

遇到一些小困難，像是網路連

不上，導致網路上的影片不能

播放，而我們的臨場反應也不

夠快，有時候會愣在那裏不知

道要回答學生什麼，有可能是因為先前備課不足，所以造成這樣的結果，因此針對

這些問題的處理方式，我認為可以先將影片下載下來，才不至於當下感到慌亂無法

處理。 

另一個主題則是跟夥伴 Jill一

起，主題為介紹文化衝擊及刻板

印象，教的是九年級的學生，這

班的學生簡直吵到不行，但是雖

然吵，他們都很踴躍發言，也對

於很多內容感到有興趣。其中最

令我印象深刻的是當我們跟他們

聊天聊到台灣不管在任何地方都

是不能攜帶槍枝的，他們對此感

到非常的驚訝，甚至問我們為什

麼會這樣，這樣的話，我們是要怎麼保護我們自

己，我們就告訴他們台灣的治安其實蠻不錯的，

人民也普遍都親切、善待他人，他們的反應都好

可愛好真實，也讓我看到了文化衝擊的體現。在

這堂課中，也有一個弟弟讓我印象深刻，他是一

個非常想要到東方讀書的學生，放學了還特別跑

回我們的教室找我們聊天、問我們有關於要如何

申請獎學金在中國或者台灣讀書等等的問題，雖

然有時候我們不是很能回答太專業的問題，但我

想我們給他的感受是很好的，而且是會想來台灣

這個地方看看的，很喜歡這種交流的感覺，我想

我會一直都記得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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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Houston Christian High School 

到了 Houston Christian 

High School，可以明顯

感覺到這間學校的氛圍

與 Houston Gateway 

Academy 很不同，學生普

遍相當有氣質、有禮貌，

學生的社經地位也都經

過篩選，主要族群偏白人

為主。學校也為了注重學

生的領導能力還設立了

領導課程。而學校裡也有

所謂的 AP課程，這類的課程主要可供優秀的高中生來修習，在修完這樣的課程後，

學生要考一個試來檢核學生是否有達到應達到的能力指標，如果有達到，即能抵掉

大學的學分，讓學生有更多的機會學習新的事物。 

在Houston Christian High School，我們有到不同的班上觀課，看看老師是怎麼

教學的。其中一個我很喜歡的老師是Mr.Lazo，他告訴學生不要害怕犯錯，甚至學

生回答問題回答錯了，他還會發糖果給

他們，或者如果問了一個好問題，他也

會給他們糖果，他也告訴學生所有的學

識不該是用死記強記的，而是要去證實

它然後應用他，他也告訴我當一個好的

老師，要懂得每15-20分鐘換一個教學模

式，才能獲取學生的注意力。而令我最

印象深刻的是老師還挑選那些平常不常

成為領導人的人來當一組的Leader，然

後實際做一些課堂小活動，讓這些小

leader能有機會展現他們的長才，他說

雖然學校有領導課程供學生學習，但他

認為 “Leadership should be 

everywhere.” 

另外，我們也有到一位張老師的課堂觀看他如何呈現他的中文課，因為沒有在國外

看過這麼進階的中文課，所以無從比較，但針對學生的部分而言，我認為這群學生

蠻厲害的，他們可以用完整的句子表現出他們的想法，也很願意在看到句子後學會

造樣造句，令我印象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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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這裡除了觀課以外，也有機會

跟校長、副校長、及老師們共進午

餐，校長問了我們實習生很多問

題，像是從他們的學校觀察到什

麼?從觀課之中又學到了什麼?對

美國的教育體制有什麼想法?美國

教育體制跟台灣的教育體制最大

的差別為何? 我們互相交流分享

彼此的意見，有個愉快且有收穫的

午餐時刻。 

  

3.Stafford Primary School 

在前往休士

頓以前，我與

其他實習生

們都各自有

準備兩個主

題的教案要

到當地進行

教學，但到了

當地，在要參

訪 Stafford 

Primary 

School的前

幾天，我們才得知要臨時設計一個教案來教幼稚園到小學的學生，但由於我們不確

定自己會教到的學生為幼稚園的還是小學的，所以不太知道要怎麼拿捏教案的難易

程度，因此我選擇了一個幾乎兩個年齡層的學生都能接受的主題-動物。我介紹了

台灣的動物園及最能代表台灣的兩個動物-貓熊和台灣黑熊，也設計了一些有獎徵

答來引起學生的興趣，最後放了一段前陣子很火紅的影片《動物方程式》，告訴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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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們主角哈茱蒂雖然只是一隻小小的邦妮兔，但是在大家都看輕這隻小小兔子可以

當警察的同時，她很有志氣的讓大家看到沒有什麼事不可能，她當上了警察，完成

了從小的夢想。在這之後，我問學生你們未來的夢想是什麼?有些人說想當警察，

也有些人說想要當消防員，看到學生們個個都心懷大志，讓我覺得這世界真的充滿

希望，也讓我想到我從小的夢想就是當老師，而慶幸的是我現在正一點一滴地邁向

這條路上。而在那之後，我要每個學生把自己的夢想畫下來，然後等等可以分享給

其他同學聽，學生都好喜歡這樣的活動，他們喜歡畫畫，也很喜歡與他人分享。經

過這一次的教學，我重拾了自信心，更理解到如果設計能提升學生興趣的教案、且

備課十足，才能真正呈現好的教學內容給學生。 

  

而除了教書以

外，我們又有

機會能夠跟副

校長及老師們

共進午餐，我

們向這些老師

們介紹我們自

己是誰、來自

哪裡、是哪間

學校的學生、

現在是幾年

級、為何會參加這個計畫來

到休士頓實習、還有未來的

夢想是什麼等等，也有些老

師們主動告訴我們一些工作

管道及機會，最後學校還送

我們一人一件制服及一些小

禮物，這裡真的是一個很溫

暖、充滿愛的一個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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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University of St. Thomas – Houston  

這裡是一所天主教的大學，位於休士頓的市中心，學校期望學生能夠學會批判思

考、有效溝通、最後事業有成、且積極正向、有道德規範的過人生，也期望學生能

夠擁有世界觀。早上剛到University of St. Thomas時，先與校長開了個早晨會議，

校長笑容可掬、總是親切待人，也略懂中文，我們聊得很愉快，最後也合影做紀念。 

  

在與校長談話後，我們中午12點左右前往了Dr.Gozalez的教育學程課，班上人不

多，大概20個以內，其課程內容主要都是在講好老師應該要有什麼樣的特質，這些

教育學程的學生畢業後是要當小教老師，所以這堂課主要是在講小教教育。接著這

些學生們開始進行分組討論，我們這些實習生也加入不同組進行討論，這裡的學生

們大致都很有想法，也都會專心地圍繞主題進行討論。 

 
 

除了校長老師以外，這裡的學生都很友

善，剛來到學校時，我們迷了路，有名

叫Rebecca的學生為指引我們路到校長

辦公室，途中我們也經過了幾條馬路，

學校非常大，必須費點力才找的到校長。 

而在一整天的參訪結束，也有兩名越南

籍的學生帶領我們參觀部分校園，讓人

生地不熟的我們不至於迷路，真的感謝

有這些學生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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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University of Houston – Victoria 

多虧了一位叫做林欣慧的教授，我們才能夠來這個學校參訪，她請不同的老師來向

我們分享解說，徹底讓我們更加了解美國的教育體制及各種能在德州任教的途徑，

真的十分受用， 後來我們也聽到了許多在UHV內的課程，例如：由Dr. Amy Barnhill

來介紹教育學程 Dr. Liping Wei

所介紹的英語教學法 (TESOL)的

課程、Dr.Rachel Martinez所介

紹 的 特 殊 教 育 課 程 (Special 

Education)、由Dr.Mary Lasaster

所 介 紹 的 VOICE (Victoria 

Online Initial Certification 

for Educators)課程、還有Ludimi 

Herath所介紹的給國際學生所修

的課程，使我們看見UHV的用心辦

學。 

最後我們也與校長及其他跟我們介紹各個課程的老師合影留念，此張照片也有出現

在UHV的校園網站內：http://news.uhv.edu/release.aspx?id=2428。(此篇文章即

是在講東吳的實習生到休士頓當地實習、並前往UHV參訪的詳細內容。) 

 

6. Sharpstown International School 

跟台灣一樣，Sharpstown International School 也會在一天正式開始上課以

前開朝會，而我們為了看高年級朝會，所以有一天我們提早了半小時出門，七點半

就到校了。到了以後，副校長說我們今天很幸運地剛好遇到十二年級的朝會，他們

這次的主題是畢業舞會，他們每個人都會拿到一張紙，上面有著要學生們投票的選

項，其中包括 shirts, class slogan, prom themes, field trip 要去哪裡等等要

http://news.uhv.edu/release.aspx?id=2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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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票的事項，舞會主題通常都可以從網路上查到，可以整套都買的下來，包括佈置

等等，也有可能辦在 hotel，蠻特別的，也是我們台灣高中較少見的狀況。 

  

而 除 了 朝 會 以 外 ， Sharpstown 

International School 也有很多特

色課程是我們台灣的高中所沒有

的，例如 Dr. Frank 的 guitar 

class。老師是個蠻熱情奔放的老

師，很有自己的個性，上課比較隨

性一點，他也告訴我們他曾經在麥

迪遜廣場和舊金山演奏，也幫過席

琳狄翁伴奏，感覺是一個擁有雄厚

背景的老師，令人欽佩。在觀課期間，我也有注意到老師即使是在跟我們談話也是

有在幫學生調音，也告訴學生要學好吉他要注意的不是左手按弦的地方，而是要注

意要靈活運用右手的手腕刷弦，上課時，老師的指令也都很清楚，也會幫學生打節

拍，學生也有練習的時間。除此之外，老師上課時也會點出學生做得好的地方，以

增加學生的自信心，也會用一些有趣的小技巧教導學生，像是他會說手腕要像打開

罐子一樣的勾起來，這樣撥弦才會好撥，聲音也才會好聽，也叫學生在數 16 分音

符的時候邊講 Where’s your daddy，這些有趣的方法都能使學生發笑，看的出來

學生們都很喜歡老師，就連我自己都不例外。老師也很厲害，上課途中就直接幫學

生在吉他上面鑽孔，然後把背帶掛上去，這在台灣，其實通常很少有吉他老師可以

做到這樣，因此老師這樣的親力親為，也讓人看的出來他是真的愛音樂，也愛教學。

下課時有機會跟老師聊到天，老師彈了幾首歌給我們聽，解釋了何謂藍調何謂華爾

滋何謂鄉村音樂，也彈了耳熟能詳的 A Thousand Years，讓我更加了解吉他，也



 11 

知道真正要彈好吉他，絕對不是紙上談兵而已，需要很多很多的練習和實作才是。 

 

而最令我印象深刻的為模擬聯合國的課程，

因為一起前往聽此堂課程的還有另一個實習生，

她說在台灣的高中是沒有這樣的正式課程，要到

大學的社團才會有這樣的課程。在 Sharpstown 

International School 的這堂模擬聯合國課程

中，老師首先給學生看了川普的政見，要他們從

中提出他們反對那些政見、為什麼反對、也至少

提出一點是學生自己同意的政見，接著也談論了

一些小小的議題，最後進行到像聯合國平常開會

那樣的議題討論小活動，學生都會拿一張牌，一

個人就像是代表一個國家，要發表言論時就舉牌

子，不過他們在牌子上寫的字通常是他們自己亂

取的名字，不是一個國家，例如像是 Dr.Vera 這

樣的名字。他們討論的主題是制服的議題，其中就有提到 Can girl’s clothing at 

school lead to bad grades for boys? 

這類的問題，討論進行大概 20分鐘，

在這個討論中可以看到學生非常積極

地回答，一個學生發表這樣的言論，

另一個學生可以說我不同意你的想

法，因為怎樣怎樣，所以我不同意你，

當然反之亦然。而在這段討論結束

後，老師拿了一張「 Phrase for 

resolution」的單子，要學生們剛剛

同意要穿制服的學生們集結成一組，

不同意的集結成一組，然後寫下針對議題的主張跟如何實行這個主張，下次來的時

候再進行討論。這堂課真的給我很大的啟發，十分特別，對我而言完全是一個全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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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領域，值得我去探討及學習。 

而由於這間學校也非常注重學生的

音樂教育，所以我也去聽了 Dr. 

Mathis 的合唱團課，老師聲音優

美、教學蠻有效率、會要學生用一

些手勢來數拍子、注重分部教學，

但因為有進度壓力的關係，有些學

生分心了或其實只有對嘴型沒有唱

出聲音，老師也無法一一顧到，就

有一點可惜，但整體而言，看的出

來一整堂課下來學生事都有學到東西的，也透過一次一次的練習唱得一次比一次

好，不會像有時候台灣的音樂課幾乎沒什麼學到東西，有的時候甚至是會整堂課都

在看無相關的影片，這點我覺得是台灣的音樂老師可以改進的部分。而我也注意到

在教室佈置的方面老師把 CHOIR 這五個英文字變成 Cooperation, Harmony, 

Opportunity, Involvement, 還有 responsibility，我覺得這樣的標語是不管在

任何領域上都可以好好學習的，精心設計一個好的激勵人心的標語，也是另類鼓勵

學生的好方式。 

還有另一個很特別的音樂課即

為 Dr.Eads 所教的管樂合奏課，在

英文裡叫作 Wind Ensemble。我很

喜歡這個老師的教學模式，雖然我

本身不是音樂系的學生，但我覺得

如果我是學生，我會喜歡這樣的老

師。老師會彈手指引起注意、用指

揮棒敲節奏、也會拍手、聲音也夠大，不至於被

音樂蓋過，老師也觀察透徹，會發現誰吹錯，一

種一種樂器分開教學，數 1234 拍時，也會伴隨聲

音的音調高低起伏，不會只是數拍而已，也會用

不同的方式吸引學生注意力，而教室布置方面也

令我印象深刻，樹狀圖最後引導出的內容都是

keep practicing，我覺得這樣很好，可以讓學生

了解學海無涯。而令我訝異的是因為學生普遍社

經地位低，學校扮演輔助的腳色，一直提供樂器

給學生學習，從國中開始學，一直學上去， 我認

為這對學生而言實在是一大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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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這趟休士頓實習，觀課固

然是重點，但怎麼教書亦是

我們此趟實習的目的，因此

我也跟我的 Mentor Dr.Gomez

爭取能上台的機會，老師非

常好，讓我擁有完整一堂課

的時間來自由運用，因此我

將原本在台灣就設計好的文

化衝擊教案再做點微調，然

後就上台教學了。這次上台

已經沒有第一次在台上那樣

的緊張害怕、不知怎麼控

班，我基於劉楊小姐所寫的

《東西相遇》(East meets 

west)這本書做延伸，從容不

迫 且 清 楚 地 向 這 些 國 三

PreAP 的學生介紹中西方在

表達方式上的大不同，並且

帶入一些自己觀察到的不同及最後放一

些影片及口頭介紹台灣給這些學生認

識，這些學生都對其感到很有興趣，最後

Q&A 的時候，還提出非常多的問題來問

我，讓我在這堂課的 50 分鐘下來，感

到非常有成就感，也覺得自己更加成

長，因為當一個老師不只是在教學生，

同時也是在跟學生學習，這大概就是所

謂的教學相長吧！ 

我也真的很感謝我的 MentorDr.Gomez，我

向他學習到很多教書的小技巧，學會如何有

組織、有成效的教導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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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 Sharpstown International School 後，第一次觀了很多跟自己完全不同領域的

課，很新鮮，完全是全新的體驗，但我也不會因為是不同領域而不認真觀課，反而

我認為我觀察到的都是跟此領域相關的同學所看不到的，包含老師的教學方式及學

生的上課反應及回饋等等，也對於模擬聯合國這個課程有蠻深的感觸，看完模擬聯

合國課程，讓我深深的思考了為何美國會是強國，而台灣會稍嫌落後，這些都是有

原因的，這裡的學生不管回答什麼，總是很踴躍發言，不怕犯錯，他們了解沒有什

麼是正確答案，而是每個人的想法不同罷了，我想也許這樣的班級氛圍就是我們當

老師的要一直去創造的。 

  

7. KIPP Houston Public School 

在來KIPP以前，我在台灣就已經有先買

了嚴長壽先生所推薦的這本介紹KIPP的

中譯版本《讓每個孩子都發光。》，這

本書主要都在談論KIPP從創辦以來怎麼

辦學、如何打破學習的困境、扭轉孩子

的未來，因此讓我對於這間學校更充滿

了好奇心，急著想要到美國來一探究竟。 

終於，最後一個禮拜，我與同團的另外

兩個實習生終於來到了 KIPP實習，在前

往大廳的路上看到走廊上及建築物上

有蠻多激勵人心的標語，而除了一些激

勵人心的標語外，也在牆上貼上團隊合

作比起一個人單打獨鬥來的重要的團

體合照，也有在牆上一一標示出學校從

創辦以來學生畢業後所進入的大學等

等，看得出來學校在辦學上的用心，也

可以看出這些小孩雖然都來自清寒家

庭，但他們很努力的力爭上游，闖出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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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自己的一片天。 

   

  

除此之外，我注意到校長沒有所謂的辦公室，他的辦公室就是在門口一進來廁所旁

邊的一個小位置，十分特別，感覺如此以來更能貼近學生每天的生活，也注意到校

長位置旁有一區是他推薦給學生的書，我覺得這樣很好，學生在課餘時間也能增進

課外的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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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KIPP裡，有許多老師有著完善的班級

經營模式，並且很有組織、很有效率地將

自己要教學的內容教導給學生。像我最喜

歡的一位英文老師：Mr.Crumbine，他上

課時所用的課桌椅為可旋轉式的滑輪式

桌椅，而他上課有 7種 formation，每進

行不同的活動他會用不同種的 formation

來上課，例如：如果是考試的話他就用

formation 6，如果是上閱讀課的話他就

用 formation 5等等。除此之外，在 Mr. 

Crumnbine的班級裡，天花板上的燈都被

類似藍色垃圾袋的塑膠袋貼住，老師說因

為他覺得燈太亮很刺眼，學生會因此而分

心，這回答真的十分標新立異，跟以往我

們在台灣接受教育的認知很不一樣，我們

都會認為如果燈太暗，學生會打瞌睡，不

專心聽講，但 Teacher Crumbine 卻用行動證明了他的班級經營模式是能夠顛覆我

們的想像的，非常值得我們去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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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也有教一門 Life lesson課，

這堂課很特別，是只有在星期五才

會上的課程，而這個課程是男生女

生分開上的，然後是在不同時段上

課，兩堂課我都有去觀課，內容都

大同小異，只是教男生時，老師的

口氣跟在教女生時有些許差異，在

教女生時，老師會比較活潑，然後

了解女生們通常好像都喜歡一些比

較可愛的小事物，所以音調也不知不覺可愛了起來，但大致而言不管教男生還女

生，老師介紹了 KIPP 從創辦以來的歷史，也透過互動唱歌跟呼口號方式讓學生記

下美國許多州的州名，也有分享了一些故事要學生們懂得省思懂得幫助他人，或者

遇到事情要怎麼解決等等，這堂課不僅僅只是教書而已，也是在教人生。 

Mr.Crumnbine上課時也會不斷的教學生們怎麼握筆、怎麼在練習簿寫好英文字母，

老師說他認為寫好字是非常的基本及重要的，因為他們從小以來的老師都沒有好好

教他們怎麼寫字，因此他要趁現在能幫助學生改過來的時候盡快改過來才行！ 

   

還有一個我很喜歡的歷史老師：Mr. Olson, M 的歷史課，我非常喜歡他的教法，

他給學生的內容跟台灣國中所上的內容完全截然不同的。他先是叫學生根據 XXX is 

better than XXX 的框架隨便想出一個 Statement，不管什麼主題都可以，像就有

學生的 statement 寫了 The movie me before you is better than don't breathe. 

Google is better than Firefox.等等，然後 Mr. Olson, M要學生們想完之後一

組一組的討論：為什麼你會有這樣的 Statement? 而且一定要給理由。老師是想藉

由這樣的開頭，然後帶出你講任何的 statement 都要有例子跟原因來佐證，緊接

著，接下來的活動正式進入課程，老師要學生 make a claim related to sports, 

movies, music, food, snacks, video games... and then give evidence and 

examples. Don't just use I claim... 並且要學生說出 What is important 

information can you identify? Write down anything you noticed related to 

this picture.，透過這個活動，老師有組織的教導學生 topic, the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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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ement...等等。在這個活動之後，老師也接著在實務投影機投射了一張埃及地

圖，要學生觀察並說出在地圖上看到了什麼，有學生說 All the cities are 

surrounded by the water so they may need to take the vessel to other cities. 

然後藉由這個 Statement，老師即歸納 The map says there are almost 7 cities 

near the water，然後再拿這句話的內容推論延伸到像是經濟、農業、運輸等等的

大主題，雖是歷史課，但可以看到老師卻也在教導學生的邏輯思考能力跟寫作能

力，跟傳統的講述很不相同，學生也可以藉由此來訓練自己的敏銳觀察力。 

    

還有一門很特別的課是 Mr. Martinez 的課，一進到教室，可以看到學生室全

部坐在地板上的，整間教室幾乎都快被擠爆，老師在上 The Wizard of Oz，當老

師要學生們看 The Wizard of Oz 的電影時，可以看到學生們好像都像排練好一般

全部躺在地上看著電影，實在讓我驚嘆，因為學生沒有因為如此然後直接睡著，反

而可以看到他們眼裡的興奮，但我覺得除了是學生的積極向上，也許也是因為老師

的教學模式是會先給學生看一小段影片，再進行即時的回饋，回饋完再繼續看下一

段，不會一次看太久的片段導致學生睡著。老師同時也很重視學生的回應跟回答，

並且不管回答什麼都會給予很正面的回應，也會一直給學生方向來回答學習單的答

案，最後再給予一個比較大方向的正確解答。以這樣子的鼓勵方式教導學生，也難

怪學生都很敢發言、不怕犯錯，再次體會氛圍的製造對於課堂也是不可或缺的一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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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 KIPP的五天實習中，我們除了去國中部實習，也有到高中部去觀課。其中一

個我很喜歡的課程為 Mrs. Mikell, T.教的 Musical Theatre，在課堂中可以看到

學生們是趴在地板上面向老師圍一個圈的，跟台灣的教育方法非常不同。課程中老

師教學生在兩兩

練習同時拍手

時，掌聲要同

時，透過這個培

養自己的專注程

度，而下一個活

動是老師要學生

進行兩個兩個一

組互相分享最近

發生的任何大小

事都可以，然後

互相給予對方回

饋，最後課程尾

聲，老師將學生

分為兩兩一組，老師給予情境，要學生表演，令我震驚的是他們每個人根本就是天

生的演員，不管是情緒的表現、聲音的起伏跟大小聲的控制都很到位，老師也會針

對每組不同的優秀程度，給予不同的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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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另一個比較特別的課

程為 Mr. Owoyemi 的

Algebra II，課堂中，可

以看到老師善用各種教

具，每個學生都各有一個

白板跟白板筆，學生會在

白板上寫出算式，而老師

呢也是一個會運用實務

投影機實作給學生看的

老師，像是他會將他正在

畫數線、圖示等等的時

候，將這些內容投影到大

畫面給學生看，而除了這些之外，最基本的互動他也有顧及到，他會教到一半就問

學生目前你學到了些什麼，要學生講出來，也會善用一些小教具，讓數學更貼近學

生的生活。 

學校除了注重老師的教學之外，也注重學生要會使用電腦、與國際接軌。這次有看

到一堂課是 BrainPop 課程，班級內沒有老師，只有助教在班上，前半段主要是要

學生到一個網路資源平台創一個帳號，登入後然後從歷史及科學中的幾個主題挑出

一個主題來，先看一段影片，然後再進行電腦的小考試，而因為這堂課是做完這些

課程，學生就開始自由活動，因此有學生開始跟我聊天，與我分享很多他們正在使

用的網路資源，有 Zearn、Thinkthroughmth 等等，我覺得這些網站都挺有趣的，

不但用遊戲提升學生興趣，還會有全班排名、全校排名、全德州排名，讓學生知道

自己的能力大概落在哪裡。 

     

而這堂課進行到後來變成是我們實習生與學生的互動，我們幫幾乎每一個學生的英

文名字都寫下了中文，學生都對台灣、對繁體字表示極大的興趣，最後我們也與全

班合了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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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裡我們有蠻多機會能夠與學生

互動，這些孩子有的也許學習能力較

為低落，但是都很天真善良，也有自

己的天賦所在。離開時我也在幾個學

生的筆記本上寫下一段話勉勵他

們，孩子們都很開心，捨不得我離

開，我想這大概就是當老師們的成就

感所在吧！有朝一日，我一定要成為

一個好老師，不只懂得善用教學方法

教導學生，更要成為孩子們的心靈導

師。 

  

離開 KIPP前我也請最喜歡的老師們在我的書上寫下一段話勉勵我，最後我也向副

校長拿了實習證書，正式的從 KIPP畢業，回到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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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國外實習之生活體驗 

1.我們的溫暖住處 

  

  
 

這裡是我們每天生活的地方，我們在裡面煮飯、吃飯、洗澡、睡覺、開每日的檢討

會以及打每天的實習報告，在這裡，我們學會彼此包容、彼此體諒，也體會到了分

工合作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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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總是很認真打實習報告，有的時候甚

至打到睡著，所以日常生活中，只要逮到

機會我們就會補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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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逛遍各式各樣的超市(Walmart, H.E.B,99 Ranch market......) 

  

   

   
 

美國的超市應有盡有，還記得我們第一次去就在裡面逛了快三個小時，買了很多生

活用品，之後每次去，也都會添購一些實習中午的午餐。我想如果有學生想要到美

國生活，由於美國的物價高昂，我想超市絕對會是學生的好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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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各國美食的嚐鮮 

   

     

 

 

 

 

 

  
 

 

 

Choptle 墨西哥食物 電影阿甘正傳內出現的海鮮餐廳 

The Cheese Cake Factory，美國

很有名的連鎖蛋糕店，喜歡吃甜

點的人一定要去試試。 

Buffalo Wild Wings- 一家結合

各項體育賽事轉播的運動餐廳。 

德州有名的道地 Barbecue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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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FBCC福遍教會 

在休士頓這段期間，雖然我沒有特別信

奉耶穌，但每當沮喪悲傷、感受到挫折

時，教會就成了我的心靈寄託。去過好

幾次教會，每一次的活動都不同，有的

活動是福音會，有的是小組討論，其中

最讓我有感觸的是一次在小組討論中的

影片分享，總共撥放了兩個影片，其中

一個是在講一位有腦性麻痺的美術博士

黃美廉，出生時被婦產科醫生用吸頭吸

出來後被判定活不過六歲，但她說她只看自己所擁有的，不看自己所沒有的，她感

恩知足、發揮自身擁有，她拿顏色當作冒險、總是畫可以關心弱勢、傳達快樂的畫，

因為她說畫即是在教育他人、影響他人。羅馬書上記載使徒保羅說：「患難生忍耐、

忍耐生老練。」黃美廉博士用她的雙手創造不可能，何況是我們雙手健全的人呢?

我們做任何事都不該輕易被打敗，該正面克服它才是。 

因為住在中國城附

近，所以常常有機會到

那吃飯，這家店叫作

Pho Ten，是很有名的

越南河粉店。(左圖為

越南河粉加上生牛

肉、右圖為越南的珍珠

奶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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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會偶爾也有打籃球的機

會，讓我們在繁忙的實習生活

中也能用運動來調劑身心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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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Texas State Capitol in Austin 

德克薩斯州議會大廈位於奧斯汀的市中心，州議會和州長辦公室所在地，是義大利

文藝復興建築，進到裡面無不被他的構造所吸引。而我們去的時候有導遊一一為我

們導覽及解說，我了解了德州的許多歷史，與墨西哥的戰爭背景、故事等等。 

  

  
 

5.NASA’s Johnson Space Center 

  
來到這裡，怎麼能不來NASA呢? 雖然我們的地陪已經來過很多次，但由於我們要

求，我們還是來了，我們看到了很多新的科技，也知道了許多有關太空人的知識，

像是女生也有女生專屬的太空人裝等等，我們也看到了控制火箭的中控室，最後也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5%A7%E6%96%AF%E6%B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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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看了火箭並與它合影，十分壯觀。 

  
 

6.Natural Bridge Caverns 鐘乳石洞 

  
鐘乳石洞真的蠻特別蠻壯觀的，雖然路很暗、很濕、水一直滴、腳又進水、導遊走

路又走得有點太快讓我們找不到人，但真的很開心自己能親身置身此地，好好感受

這樣子的大自然景觀。 

 

7.San Antonio’s River Wal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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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船繞著河，聽著熱情的導遊解說河旁的街道歷史，還看到坐在我對面的外國人老

夫老妻般一直牽著手，看到他們這樣，真的覺得何等的浪漫和幸福，好羨慕這樣真

摯的情感。而且這裡的人都好親切好溫暖，到哪裡都有人跟你問好，邊錄影還有外

國人學我講話然後入鏡say hi，真的超級可愛。一直以來就很想體驗坐船遊河岸，

因為這趟休士頓行我終於體驗到了，此生無憾啦！ 

   

8.The Minutemaid Park 棒球場 

  
在台灣，我就有在看中華職棒，也有自己支持的球隊，雖然沒有看美國職棒，但既

然來到了休士頓就一定要看一下啊，跟台灣很不一樣的是，台灣不同縣市的棒球場

都是室外棒球場，而The Minutemaid Park超級涼，可以邊吹冷氣邊看球，超級開

心。而我們看的這場是Houston Astros 對上Tampa Bay Rays ，我還免費拿到了Jose 

Altuve的搖頭娃娃跟Nick Franklin的簽名，超級幸運的。 

 

9.The Musuem of Fine Arts 

除了一些動態的活動，當然也要到美術館培養一下文藝氣質阿，剛到美術館時，剛

好遇到草間彌生的展覽，但是因為我們有點太晚去了，所以票已經賣光，只能看其

他原先就在美術館裡的各式各樣作品，很喜歡這邊，雖然有時候有些畫的意境太

高，但是能夠這樣近距離欣賞美的事物，真的會覺得即使今天心情不好，烏雲也一

下都揮之而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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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國外實習之具體效益(請條列式列舉)  

◎自我能力的提升 

1.走出舒適圈，將自我的生活打理得井然有序，懂得時間管理、變得更加獨立。 

在台灣時，我就是一個獨立、很多事情都是靠自己的人，在家務方面，我偶爾也會

自己煮飯、洗衣服、曬衣服，但是到了國外，當每天都要早早起床到學校實習教書

且觀課，回到住處又要跟教授、其他實習生們開平均大約三小時的檢討分享會外，

又要煮飯、洗衣服、曬衣服、倒垃圾維持環境整潔等等，時間管理就變得格外重要，

因此這一個月下來我覺得我更懂得時間管理，也變得比以前還要更獨立了。 

2.在處理人際關係時變得更加圓融、與同團實習生相處融洽、及分工合作的重要。 

離家到一個人生地不熟的地方生活，一定有很多人事物是我要去一一適應、一一克

服的，五個個性迥然不同的實習生們要相處融洽，必定要懂得互相包容體諒、也要

懂得在日常生活中做好妥善的分工，因此，一個月下來，我更懂得怎麼與他人有效

溝通、更加圓融的與他人相處。 

3.英語口說大幅進步，不再用害怕及生硬的語調與他人對話，而是可以輕鬆對談。 

在台灣，即使是像我一樣的英文系學生，還是很難講英文講得很流利，甚至很有可

能在與外國人講話的同時，一直結巴，不知道自己在講什麼，剛開始到休士頓時，

我就明顯感覺到自己是如此，但經由一些與校長老師們及與學生們的互動後，才發

現其實要開口講英文不難，只要心境轉換一下，多思考、多觀察、多開口講話，似

乎就較能輕鬆對談了。 

4.英語聽力能力大幅進步，可以從美國人的說話內容抓取重點。 

剛開始到休士頓時，我發現自己十分的不適應，因為在台灣，即使我們受過一些專

業的英語聽力訓練，但那些聽力的內容似乎都較制式化，也比較不會聽不懂，但是

到了美國當地，才發現他們講話之快、口語化的字眼也很多，很多時候他們講了一

長串，根本還來不及反應就已經接下一句了。但如同英語口說的大幅進步，我也是

靠與校長老師們及與學生們的互動後，才更可以從他們的說話內容抓取重點，然後

正確無誤的對他們所講的內容做回應。 

5.了解台灣及美國教育制度的差異，並且能夠真正進入美國課堂教書、觀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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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是在參訪各國小、國中、高中、大學的那個禮拜，還是最後兩個禮拜在

Sharpstown International School 和 KIPP Houston Public School 的實習，我

們都有很多機會是能直接跟學校裡的高官們一起共進午餐，因此在雙方交流的時

刻，我們可以深刻地了解台灣及美國教育制度的差異，也能在知道這些以後，用不

同於台灣以往的教學模式，真正進入美國的課堂觀課及教書，實際的進入課堂才是

真正了解台灣及美國教育制度差異的最好途徑。 

6.教學上課程設計的能力提升。 

在前往休士頓以前，我與其他實習生們都各自有準備兩個主題的教案要到當地進行

教學，但到了當地，在要參訪 Stafford Primary School 的前幾天，我們才得知要

臨時設計一個教案來教幼稚園到小學的學生，但由於我們不確定自己會教到的學生

為幼稚園的還是小學的，即使是小學，也不知道自己可能會教到的年級為何，因此

妥善且完備地設計課程就變得十分重要，經過這一次的課程設計，我覺得自己的能

力又更加提升，也更加有自信將自己欲教的內容呈現給學生。 

7.教學上班級經營、控班能力的提升，處變不驚、臨危不亂。 

還記得第一次在Houston Gateway Academy時，自己因為第一次上台，又由於學生

比較頑皮、自己備課也不足，導致自己在教完以後感到挫折感很重，但經過這一個

月下來，我發現自己有明顯成長，最後可以在台上處變不驚、臨危不亂的把自己要

教授的內容呈現給學生。 

8.增加國際視野，進而影響我的生涯發展。 

為期一個月的休士頓實習，使我的視野變寬闊，想法也更加國際化，在這裡，這些

學生的積極主動激勵了我很多，讓我覺得身為學生，我更應該隨時隨地展現我的求

知慾，也因為如此，我開始深度思考我是否要在畢業後、完成教師的實習後，未來

到底該不該申請出國讀教育相關研究所，如此一來，才能使自我的能力更加提升，

增進自己的內涵。 

◎對於東吳大學、台灣整體而言 

1.推廣東吳大學，讓他人看到東吳人是有禮貌的、且積極主動。 

很榮幸能夠被學校選上，讓我有這個機會在休士頓進行為期一個月的實習。在休士

頓，我知道自己不管到哪裡即代表東吳人、代表台灣人，所以只要走出住處，我總

是禮貌待人。不只如此，因為看到美國學生的積極主動，我也認為既然自己身為台

灣的學生、東吳大學的學生，那我們也要讓他人看到我們是多麼優秀，所以只要有

機會，我總是展現我的積極性，有問題就問，沒問題也要告訴自己要給這些所遇到

的人們一些回饋，不只是讓學校校長老師們看到我們是素質良好的學生，也讓美國

人看到我們是的台灣人。 

2.推廣台灣，讓他人看到台灣的美，吸引他們前往台灣，增加觀光率。 

就如同第一點說所說的，我知道自己不管到哪裡即代表東吳人、代表台灣人，因此

讓休士頓當地人了解台灣在哪裡、人民素質怎麼樣，有著什麼特色等等都顯得十分

重要。在學校，因為剛好自己其中有一個教案的主題為介紹台灣與美國間的文化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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擊，所以我用課程來推廣台灣，也有放一些宣傳台灣的影片，讓學生看到台灣的美。

而在日常生活中，即使是跟一個星巴克的店員聊天，我亦是如此，期望有一天，這

些聽過的人能對台灣感到興趣，來台灣親身體驗一下台灣與美國的差異性，接納並

包容不同的文化，最後喜歡上台灣。 

六、 感想與建議 

為期一個月的美國休士頓實習就這樣結束了，離開最後一間學校的時候，跟很多老

師道了再見，很捨不得就要離開美國這個領土，也很捨不得就要跟這一個月以來身

處的美國教育制度說再見。 

很謝謝教育部跟東吳大學給我這樣難得的機會，讓我能完成別人所不能完成的夢

想：真正進到美國班級上觀課並教書，也感謝東吳教授們的指導、老師及助教的協

助、當然還有在休士頓當地照顧我們的地陪、這次所參訪的各個學校校長老師們的

照顧、支持我的家人們，當然還有我的實習夥伴們，因為大家，我這一個月的實習

生活才可以如此精彩。  

 

這一個月以來除了到 Houston,San Antonio, Austin, San Marcos 走訪了一些名勝

古蹟、瞭解並體驗當地的風情文化、到處拍拍照、吃美食、買紀念品等外，也到了

各小學中學大學參訪、觀課、加上台教書，這趟旅行真的收穫很多，學到了非常多

以前所沒有學到的，是再多的文字都無法言喻的。 

這段期間曾經因為要上台教書感到壓力很大，也曾經因為自己教得不好而挫折感很

重，有時候也會因為想家想朋友或者想回到舒適圈而多愁善感的哭了，但只要靜下

心來仔細想想，遇到問題就是要努力去克服去解決，那就也沒有什麼過不去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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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進到美國的課堂後，才發現這跟以前只是用耳朵聽到什麼所謂的美式教育真的

是大大的不同。很多人以為所謂的美式教育就是放任孩子不管、讓孩子做任何他想

做的事，而忽略了其實美式教育並不是不管小孩，而是美國的社會氛圍已經讓幾乎

每個小孩都很自動自發、很有自己積極正向的一套想法，而家長及老師所要做的似

乎就變成比較偏向於引導學生，而非一味的主宰學生的學習模式甚至是填鴨式的教

導學生。 

在美國，大家都很勇於表達自己，尤其是學生。在我觀過這麼多課後，讓我最有感

觸的是美國國高中生的思考及表達能力，是很多像我一樣的台灣大學生甚至是大人

都所沒有的，不是崇洋媚外，當然也不是美國的教育就是全然的好，而是看到了台

灣與美國間的教育大不同，也看到美國的學生們都是多麼的努力跟積極。 

拿我自己來舉例，其實剛來休士頓時，我就是典型的台灣學生，我很害怕每一個遇

到我的外國人都會一直問我每天的各種感受，好像每個人都一定要很有想法一樣，

像是他們會問我：「你覺得休士頓怎麼樣？」 「你今天過得怎麼樣?」「你在這發

現了什麼?」 「你認為什麼東西應該是怎麼樣?」等等一堆繁雜的問題，讓我覺得

每天都應接不暇、疲勞轟炸，但隨著時間，因為這樣的社會氛圍，我覺得我自己改

變很多，我開始懂得更加培養自己的觀察力、邏輯思考能力、剖析事情的能力，也

開始逼迫自己即使對一件事完全沒評論，也要逼自己講些話、做些回饋，這一個月

的進步神速，是我自己連想都沒有想過的。 

台灣的教育當然有他的成功之處，台灣的學生其實也很努力，老師教學也很用心，

只是我們的努力往往好像都是因為教育的制度是這樣、社會的氛圍是這樣、想要進

所謂更好的學校、過著所謂更好的生活、有著所謂更好的工作，所以我們努力、所

以我們去補了一堆習，但卻沒發覺其實有時候只是在埋頭苦幹、找不到自己真正要

的是什麼，所以也才會在社會新聞上總是看到有一堆學生有著大學文憑，但畢業卻

等於失業，因為沒有專才。 

還記得 Sharpstown International School 的丁碧玉副校長跟我們分享她年輕的奮

鬥史，她繞了一大圈，最後才找到自己要的是什麼，但她不後悔，因為她積極學習

的心讓她這一段路程都沒有白走，這真的激勵了我很多，她最後也告訴我們 

“Never say never.”現在的我相信，只要有心，沒有什麼事情做不到。 

這一個月下來的實習遇到很多意料之外的事情，但我也都一一的克服了，在美國，

我了解到，只有有問題，不要羞於提出，因為沒有人會注意到你的需求是什麼，你

必須自己說出來，必須主動才會找到問題的解答，因此，我期許自己在往後的日子

裡也還是能像現在一樣，永保一顆熱忱學習、積極主動發問的心、也會一直將 KIPP 

Houston Public School的校訓放在心中， “Work hard, be nice”，當然除了

這個之外，我也期許自己未來要當一個可以靈活且有效地運用不同教學模式的老

師，成為學生生命裡的那一道光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