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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Special word from iEARN Taiwan 

去年 7/9日接到天主教聖功女中 Nela 老師的 line，邀請

我參加聖功女中 iEARN 學生社團 7/10 日在台南大社國

小舉辦的 PBL夏令營閉幕式，我訝異不已，心中想著，高、

國中學生帶著小學生做 PBL的夏令營活動? Is it a mission 

possible?  

     外面下著大雨，我依約前往大社國小。一進入活動

教室，聖功女中的 iEARN 小魔女們滿臉笑容地跟我打招

呼 (這些優秀的聖功學生都參加過學會舉辦的 PBL 專案

發表會，對我並不陌生)。看著她們認真地用英文跟小朋

友互動做專案、玩遊戲等，心中感佩不已。 

     閉幕式熱鬧開始，家長也來了，各組小朋友用簡單生澀的英語發表他們所

做的專案。在台上主持的聖功 iEARN 社團社長熱淚盈眶，姊姊長，姊姊短地呵

護叮嚀小朋友們，依依不捨地離別。兩天的相處竟然能融入那麼深的情感—

amazing, unbelievable. 

     教育的志工大愛需要傳承，生生不息。今年在聖功女中 鄭麗蓉校長，文賢

國小 蔡玉仙校長大力推動下，聖功 iEARN 社團的小魔女們繼續揚帆，航向文

賢國小，進行 PBL 冬令營活動。 2020年 1/21日早上，站在文賢國小的中廊，

我看見許多生澀的小臉龐，用所學不多的英語跟聖功的大姊姊們進行「破冰活

動」，你一言我一語，好不熱鬧。我前後逛了一下，見到樓梯上的每個階梯都貼

滿了英語的格言，走廊上方掛滿了世界各國的國旗及該國簡介，聖其老師奔波忙

碌，一會兒打手機，一會兒爬樓梯，這些在在都證明，為何文賢國小的 iEARN

國際教育做得那麼出色，引人為傲。開幕致詞後，我滿心歡喜地離開文賢。活動

進行兩天，學會由前理事長 吳翠玲老師代表，與鄭校長，蔡校長共同參與閉幕

式。豐碩的成果，你我都知道，正如大社國小的夏令營，一切盡在不言中…。 

愛心校長們的推動，熱心老師們的奉獻，iEARN Taiwan 學會的支援，這種

「大手牽小手」的教育模式，必能在學生的心中留下不可磨滅的「國際化教育」

印象，同時也會播下「大愛與關懷」的種子，不是嗎。 

謹代表學會感謝 鄭校長，蔡校長，聖其老師，Nela 老師與聖功 iEARN 社

團，您們共同為台灣的教育開創出一條嶄新的國際教育康莊大道。 

 

                                              

 

 

台灣國際教育資源網學會    陳富奎 iEARN Taiwan秘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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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題：「國際教育」始於足下─記聖功女中‧文賢國小牽手閱世界 

    作為臺灣人，是上天恩賜的榮寵。 

    我們擁有壯闊的海洋環抱，蔥蘢山

脈綿延護國，地形多樣，物種豐沛，生

態多姿。 

    歷史輾轉，先民墾獵漁商。葡、

西、荷、日來去，原漢各族共存，蘊育

臺灣人文薈萃，眾聲爭鳴；我們的母親

臺灣─以最偉壯的懷抱兼容並蓄，成就

今日多元開放、國際交融的海洋文化。 

    2019年，臺灣十二年國教新課綱啟行，聖功女中以「From local to 

global」，踏足臺灣、交友世界的全英文課程作為校訂必修，旨在培育能

參與世界轉化的地球公民，全校學生皆必經全球議題課程的洗禮。 

    我們很榮幸，適巧在 108課綱啟動的冬天，受到仁德文賢國小蔡玉仙

校長、陳聖其老師之邀，透過聖功「iEARN國際交流社」社團指導老師林

怡君(Nela Lin)老師的帶領，開心、熱情地和文賢國小的小天使們共同完

成一場以「永續發展」為主題的精采冬令營，除以本土語言及英文多聲頻

的互動表達，更融入台南在地的生態觀察、環境議題、生活素材及虛擬情

境等，文賢的孩子透過成果發表，表現可圈可點。 

    「iEARN國際交流社」及「SKMUN 聖功模擬聯合國社」，是聖功校內素

有盛譽的國際議題、全英語探究社團，鍛鍊深厚、十分活躍。未來，我們

期待能持續以中學端學生較精熟的語言表達技巧、數位工具能力，以及多

領域主題演繹能力，來服務帶領國小端清新、敏求的小朋友，讓本土之愛

及全球關懷的精神，透過大小手相攜，共伴推進。祝福文賢國小全體師

生，學習開心、生活充實。 

 

 

 
天主教聖功女子高級中學校長 鄭麗蓉   109.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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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課綱之下的素養導向教學，

強調培養學生未來出社會所應具

備的知識、能力與態度。「核心

素養」強調學習不宜以學科知識

及技能為限，而應關注學習與生

活的結合，透過實踐力行而彰顯

學習者的全人發展。牛津經濟學

院指出，未來國際人才需具備：

數位技能、靈活思考力、人際溝通能力與全球作業等能力。全球跨國產官

學界提出「21世紀需要被評量與教導的技能」為：思考的方法、工作的

方法、操作工作工具的方法、生活的技能等四大類。為培育 21世紀所需

具備的能力。當前教育趨勢包括：激發主動學習、鼓勵合作學習、提供個

人化與因材施教的學習、有效的學習及公平的學習。教育不應該只侷限在

課本的知識內容上，教師應該以更多元方式帶領孩子去應對未來的世界。 

          今年文賢國小國際教育已邁入第六個年頭，108學年度是一個

嶄新的階段，學校開始把重心轉移到聯合國的永續發展目標(SDGs)，在

108學年度我們聚焦在永續發展第十二「負責任的生產與消費」與十四項

「海底下的生物」，期許文賢的孩子能夠透過一系列的課程，對於國際海

洋生態議題能夠有更進一步的了解並且能夠付諸行動能夠。文賢國小參與

iEARN已有四年的時間了，透過英語教師陳聖其的引薦，認識聖功女中

iEARN社團。很感謝天主教聖功女中鄭麗蓉校長與林怡君組長的用心，帶

領天主教聖功女中國際 iEARN 社團至文賢國小進行兩全天的 iEARN 冬令

營，活動內容豐富且多元嘉惠文賢的學子，也感謝鄭校長百忙之中撥冗參

加結業式，這次一切的活動均從 SDGs 指標內發展，謝謝聖功女中

iEARN 國際交流社蒞臨文賢拓展孩子們的國際視野。                      

 

                     文賢國小校長   蔡玉仙  民國一零九年三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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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mething about iEARN Teachers 

A word from Nela Lin   
Sheng Kung Girls’ High School 

I am a teacher at Sheng Kung Grils’ 

High School (SK), a private senior high 

school in southern part of Taiwan, Tainan. 

My classroom and my club are the places to 

inspire iEARN projects. Students will find 

curiosity, create opportunity, and grow 

potential. Where everyone include me is 

challenged to do different iEARN projects 

and learn new things at the same time.  

    Fortunately, in this winter vacation, I had the most fun I’ve ever had as a teacher. I 

had a chance to guide my students to design and lead my iEARN senior leaders for 

iEARN English winter camp at Wunsian Elementary School. It was a long preparation 

for my students, but it was so fun! My students have never taught in the winter camp 

before but I realized it, outside of school it will be the best place for them to learn and 

applied what they have learned in the classrooms. I am serious! It was all about 

curriculum, instruction, and social-emotional learning for my students.   

      During our preparation time, teaching English in Wunsian elementary school is a 

great move for SK students because they want have meaningful experience and have 

some adventure. Moving to a new unknown school to teach English is a daunting 

process on many accounts academic or people’s shock to work in, the logistics involved 

in setting themselves up in a new school, all of these things are difficult for seniors or 

juniors to deal with, both practically and mentally and I am very proud of saying that, 

they did it!  

     Thanks Ken for giving SK students this great opportunity of joy in teaching. I am 

sure, my students had wonderful experiences with Wunsian children. As teacher it is 

nice to see the encouragement and the brave on my students to give their knowledge and 

time to people who are in need, it is a good memory for all of us to hold. 

 

 
 
 

林怡君（Nela Lin）國際組 組長 
臺南市天主教聖功女子高級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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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word from Chen Ken Sheng-Chi   
Tainan Municipal Wunsian Elementary School 

I am an English teacher in Tainan 

Municipal Wunsian Elementary School 

which located at Rende, southern part 

of Tainan. My school is in the remote 

area in Tainan City. It’s very tiny but 

beautiful. We only have six classes 

from first grade to sixth grade. There 

are totally 128 students in the school. 

Most of the students at the school come 

from a modest background. They don’t go to cram school or have other activities after 

school. School is the only place that they can acquire culture stimulation. I have a strong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I believe that teachers should help students build up a global 

vision of the world and be aware of international issues. Although not all students have 

the chance to travel to other countries, they can still learn about diverse cultures and 

world issues through their teachers, and I would be glad to give them the chance to 

virtually travel around the world. Although teachers have a key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international awareness, there are also many chances which were provided 

by iEARN, a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and help them expand their horizons. 

Remember three years ago when I participated in an iEARN teacher exchange 

meeting, I met Nela. From that time, I knew there is an iEARN club in Sheng Kung 

Girls’ High School She has a positive personality. She likes to devote herself to students. 

We have good chemistry with each other. Being a teacher, we have a lot in common.  

     Thanks to Nela who provided this opportunities for us. It really took a long time to 

train students. It’s not easy. It’s our first time having iEARN winter camp in my school. I 

can see through students in SK made a lot of efforts for this winter camp. It’s also a good 

memory of us. I hope in one day, SK iEARN can come back for holding another 

winter/summer camp again. Thank you!  

 

 

 

 

陳聖其（Ken Chen）英文老師 
臺南市文賢國民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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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iEARN English Winter Camp 

Our Motivation -活動目的：  

 
快樂學英文、開心交朋友 

 
接軌國中英文教學內容 

 
增加不同領域才能 

 
學習團隊合作精神 

 
獨立思考 全人發展 

 

 
培養學童國際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Through or Winter Camp, we use core competencies from 12-year basic education:  

1. We want to focus on students’ basic foundation by learning daily life vocabulary and 

practice basic language usage by that they can be future lifelong learners. Also in 

difference real-life scenario, developing them critical thinking skills.  

2. We want to develop students’ interactive communication. We want them to 

experience artistic culture, by appreciation, creating and sharing arts.   

3. We want to encourage students’ social participation by developing self-exploration, 

creating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and teamwork.  

4. We want to give students more cultural and global understanding through games.  

Here’s our approach  

of 12 year education  

diagram: 

 

 

 

 

Lifelong

Learner

Real-life

scenario

Logical 
thinking

Artistic 
appreciation

Global 
understan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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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ur preparation –我們的準備 

 Having to organize and hold a winter 

camp is a daunting task, especially for new 

SK iEARN members who haven’t done it 

before. For iEARN English camps, me as a 

teacher typically will make students to 

create up to 10 lesson plans. Each class 

hour will be around 50 minutes. Winter 

camp is for short two days only. The main 

goal of an iEARN English camp is to have a 

fun and memorable time with the younger 

students while practicing English. 

However, there is a lot more to an iEARN English camp than just playing some games. 

Since students need to create and prepare their lessons in advance, they have collected a 

list of games and fun activities for Wunsian children.  

 

2020 iEARN English Winter Camp: build your own story by saving the ocean and ocean 

pollution.  

iEARN Teachers Nela, Ken and iEARN Club 

leader, Savanna believe that Wunsian 

children are interested involved in what they 

are learning and one of the best resources to 

teach them is through stories, hand-on 

projects, creating mind mapping, songs, and 

games. Through all the above curriculum and 

children’s imagination also will help them to 

develop language skills. They can learn 

vocabulary words, retell the stories, and 

listen to the lyrics of the song.  

We were preparing different materials during different club times with different groups.  

At the end of semester I, preparations to English winter camp were really came to the 

final touches.  

2020 iEARN Winter Camp - Mee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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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time our camp will be a little bit 

different than normal camp. The theme of 

incoming edition to the camp is about “our 

living environment.” We will mainly focus 

on saving the ocean and ocean pollution.” 

 

We were planning for Wunsian children to 

have an interesting learning through hand on 

projects, and making experiments. More than 

that, I am sure, our SK students during the 

camp will learn how to manage different class levels and preparing English classes for 

younger age.  

 

 

 

 

 

Props will make our winter camp a lot more 

fun and exciting for the Wunsian students. In 

contrast to their regular English classes, I 

personally believe, winter camp should 

involve a lot of interactive games and 

activities. We are creating different kinds of 

different props for our winter camp, ranging 

from frozen lantern, DIY cup holder, mind 

mapping using art supplies, coloring, glue, 

and empty bottles. 

Once we’ve got a variety of props, we can start creating fun lessons and activities. It’s 

also better to take a game and blend it with other games to create a new one. Also, think 

like this: If you were the student, would you enjoy this game? We are trying to create 

different fun games for all grade levels.  

 

 

 

Through Wunsian winter camp, we developed in three different levels: beginners, 

intermediate and advanced. Our winter camp curriculum is mainly focus on developing 

It’s all About Fun… and Props! 

It’s all About Teaching Curricul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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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mmunications skills that will give Wunsian children the confidence to take 

advantage of the wide range of opportunities they encounter in life to present their 

experiences, knowledge, ideas and opinions. 

For all three level to be come true, we need to do planning, preparing, combining, 

composing and do our teaching effectively. 

 

Wunsian children will: 

 Acquiring useful language they need to apply what they have learned in the 

classroom. 

 Brainstorming ideas for engaging content and group discussions 

 Organizing ideas into an outline, creating mind mapping 

 Adding impact during a presentation, they need to think a strong introduction and 

conclusion 

 Oral presentation using eye contact, body language and talk loudly.  

 

 

 

 

 

 

 

 

 

 

 

Useful 
Langauge

Brainstorming 
ideas

Organizing 
ideas

Adding 
impact

Oral 
Presentatins

Our Winter Camp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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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ter months and long hours of working and 

preparing for our iEARN winter camp, it is 

the right time for Sk stduents to give a 

teaching demonstration. It is important for a 

teacher to see what they are getting into and 

how their teaching can effectively prepare for 

the lesson, if they are not well prepared, they 

cannot participate in winter camp.  

 

A demonstration lesson is a planned lesson 

taught to a group of students to assess their 

teaching abilities and skills. The process can 

vary depending on their lesson and the 

amount of materials they have been prepared.  

During students’ teaching demo, I was 

aware of the following points:  

1.They have to teach me the entire with 

specific topic or a particular skill. 

2. They have to teach the entire lesson 

3. At the end of teaching demo, teacher and students should have feedback or reflection.  

4. They have to make some changes to their lesson right away.  

     

Students’ Teaching Demo 

 

What is a teacher demonstration les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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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r teaching materials and students’ booklets 

finally come to the end. 

Winter camps will keep kids busy while 

school is out. Fun activities include art, 

games, reading exercise, lyrics of music and 

more.  

This booklet you will find our camp 

schedule, grouping names, mind mapping, 

story for beginners and intermediate, and 

advanced levels. Also children will practice 

Conversation in English.   

Topics are included: 1. Ocean and pollution through music and reflection, 2. learning our 

camp slogan, 3. critical thinking, 4.vocabulary exercise, 5. learning sheet and 6. guessing 

words.  

 

Saving our ocean and the ocean pollution, we need to know 3Rs: Reduce, reuse and 

recycle. Through DIY section, we created two useful things for Wunsian children to put 

everything in practice: 1. Olaf nigh light lantern, 2. paracord cup handle, 3. Chinese 

whale red envelop and 4. Chine couplets with straw. 

  

Do you want to build a snowman? 

Olaf snowman will never melt, in fact he shines in the middle of the 

night! He makes a great Chinese new year lantern light for children. 

Not only that, Olaf will make a great companion for little sleepers or 

those who are afraid of the dark.  

 

It is simple and quick to make it.  

 

 Materials:  

 

 

Our Camp Booklet 

DIY= DO It Yourself 

Making Frozen Night Light lant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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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Recycled water or milk bottle  

2. Sticky tape  

3. Small pieces of color papers for nose, mouth and eyes 

4.  1 battery operated tea light 

  

Preparation:  

1. To make the hair, we cut 3 small sections from the paper 

2. To make Olaf's face we used a sharpie pen, googly eyes & triangle of orange 

nose with different colors of papers.  

3. After everything is cut it, we glue different pieces on the bottle.  

4. At the end, we through battery tea light inside the bottle.  

 

 Note:  

Costing very little to make this Olaf l night light lantern. DIY 

toy has inspired SK girls some wonderful imaginative play, 

creative thinking, & magical moments, both during the day & 

evening. With a recycled bottle can create so much magic and 

fun! 

 
  
 
 
 

 

We need to learn how to save our mother earth. For saving our 

mother earth, we need to reduce the amount of garbage first. By 

doing so, we need to create useful products for everyone to use 

it. We came up with the idea of using paracord to make a cup 

holder for senior Wunsian students.  

 

  

Materials:  

 

 

1. 2x150 cm paracord any color 

2. 1 paracord plastic double cord stop 

3. Scissors 

4. Lighter 

Paracord Cup Hand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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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paration:  

 

 

1. Cut the cord into 150 CM 

2. Fuse ends of cords with lighter, make it easier to work with 

3. Fold core in half, lay on flat surface 

4. Bend one core at mid-point, lay midpoint over core strand about 60Cm from bed in 

core 

5. Tie over-hand knot around core with the main strand so knot will be behind it (cores 

need to slide through knot) 

6. Make sure both ends are equal 

7. Set cords for braid 

8. Start weave  

9. Tighten first strand of braid 

10. Repeat with right top strand 

11.  Repeat until you get the end of the cord  

12.  Finishing off wave 

13.  Attach cord stopper 

14.  Finally it is finish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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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New Year is just around the corner. It is good to teach them handmade 

red envelop. A simply traditional red envelop is boring for children, if we add a different 

shape it will be a little bit interesting. 

 

 

 

 

 

The material is very simple 

1. A traditional red envelope 

2. A pair of scissors 

3. Stapler with staples or glue  

 

 

 

Preparation: 

 

1. Fold the paper in half 

2. Tape two adjacent sides of two square sheets of red envelop together 

3. You can draw or tape the face of the whale 

4. You can add the tail on the back of the envelop 

5. It is really to give your red envelop to everyone 

 

      

 

Small Red Pocket Gold Fish Envelop = Hong Pao or 紅包 

Materi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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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ring Festival is coming the day after iEARN English winter camp. We thought it is a 

good idea for Wunsian students to make Chinese couplets or Chunlian. By doing so, it is 

the most common and important custom when celebrating Chinese New Year. This 

tradition is widely kept both in modern cities and rural areas in Taiwan.  

 

Through this art craft, we want Wunsian children to make their own couplets by written 

their poems in English.  

 

 

1. A piece of red paper 

2. Black pen or marker 

3. 2 clean used straws 

 

 

1. First, choose a topic and come up with the first line of your poem 

2. Next, list some words that rhyme with the last word 

3. Then, write the second line of your couplet 

4. Finally, count the number of syllables (use your fingers or clap your hands) to make sure 

that it has the same meter as the first line 

5. Cut the straw into on single line but not too much 

6. Insert the paper into the straw (upper and down) 

7. It is done! Enjoy your house decoration with handmade couplet 

 

 

 

 

 

 

 

 

Chinese Couplets or Chunlian 

Materials: 

Write a couplet 

Product 

Materi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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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 Wunsian teacher Ken Chen spending 

his valuable time for coming to Sheng Kung 

and brought us his story books.  

 

Also we spend some time looking at different 

teaching material for different grade levels. 

 

Basically, the outcome for Wunsian winter 

camp are: 

1. Improving children’s oral, listening and communication skills in English. 

2. Creating leadership and teamwork skills 

3. Knowing more Wunsian iEARN projects 

4. Enhance children’s personal responsibility 

 

Wunsian Ken, SK Nela and iEARN club leader Savanna will create a good team for this 

winter camp. Why are we are great team? 

1. We support and empowered way of working  

2. We are flexible to change things right away 

3. We are communicating properly in different times of the week 

4. We are achieving what is the bet for Wunsian kids 

 

 

 

 

 

 

    

   
 

Our Final Touches with Teacher Ken Chen 

Here is our PPTs for 
different lessons: 
 

If you want to see each 

teaching PPT, please scan 

the QR code be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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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功女中 Nela老師到 Wunsian替寒假的

iEARN winter camp 招生～ 

 

Children at Wunsian elementary school are 

so cute. If my club members can come with 

me, I am sure, they will love them.  

 

 

Thanks Ken and principal Tsai for your valuable time! 

   

 

We are excited to prepare everything for tomorrow’s camp 

   

  
 

As a teacher, I can see everyone is working hard and preparing for tomorrow’s camp! 

Recruitment at Wunsian Elementary School 

Before the camp 

Prepa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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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組 

 

 

 

我們依照分組進行了課程以及活動闖

關的進行 

 

 

 

 

 

 

 

 

Our Jobs 

這是組員的分工 

 

 

 

 

 

We are Ready! ~  

 

We are ready to go  

要去認識文賢國小的小小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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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天早上，姐姐們很開心又興奮的迎接小朋友 

     

簽到、點名、發名牌都是姊姊們的工作之一 

    

   

 

最興奮的是隊輔姐姐也認識了自己小隊的小朋友 

營隊聖功女中 SK iEARN 團隊教師、姐姐與文賢國小孩子自我介紹，互相認識對

方，伸出友誼之手。 

     

     

Day One - 第一天 

 

 

Ice breaker 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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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幕式~ Opening Ceremony 

       

 

 

 

 

 

今天早上是營隊的開幕式，Sk iEARN 鄭宛妍(Savanna)社長真的很熱情，希望接

下來的課程和分組活動能讓文賢國小朋友有很多收穫唷！開幕式是不是帶給大家

很專業地介紹呢~ 兩天正式開始囉 

    

 

 

     

 

 

SK iEARN團隊一起布置開幕式的

場地，布置後 整個場地好美喔! 

It is our team work! 

 

iEARN 英語冬令營開幕式，陳富奎 iEARN Taiwan秘書長、

SK iEARN 社 林怡君老師、文賢國小教導主任 楊雅吟、教學

組長 楊大偉、英文老師 陳聖其致詞鼓勵孩子勇於開口說英

文與積極學習。 

我們以營歌作為開場，請小朋友與我們

一起踏上這兩天的神奇之旅，並告知活

動流程。也十分感謝開場有老師們溫暖

的鼓勵給了我們兩天營期滿滿的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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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課程我們分為三個部分同時進行 

我們一部分帶領高年級小朋友製作 

1. 手作編織杯套、 2. 寶特瓶 DIY燈籠創作、3. 可愛小掛幅 

 

 

第一部分是【手作編織杯套】 

帶領高年級小朋友製作【手作編織杯套】首先引導他們了解這個活動的意

義，接著展開環保杯套的教學。 

     

過程中小朋友嘴上嚷著很難做不想做之類的，不過還是沒有停止手中編織的動

作，仍是跟著領隊姊姊的步驟走，期待著專屬於自己的環保杯套。 

   

在這個過程中，我們學習如何去跟小朋友溝通，請他們認真的去完成課程的部

分，並且專心地聽從指示，當然的，這耗費了我們很大的功夫，但是小朋友教導

了我們要耐心溝通，在著互相學習當中我們也從小朋友身上學習到了不少。  

  

 

     

                                                         

課程 1 : 環保介紹與手作 

 

 

Camp Curriculum 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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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是【寶特瓶 DIY 燈籠創作】 

我們請小朋友帶來家裡不要的寶特瓶，教導他們創作自己的燈籠，並

以廢紙創作外型的部分。 

       

在一開始小朋友便把寶瓶拿出來，跟著班上的同學們一同討論外型的創作，有的

說要製作時下最流行的卡通人物，有的則是簡單的小花紋 

 

    

 

完成這個創作的時候小朋友們拿出最滿意的成果互相比拚誰的最為優秀，畫面有

趣又可愛。  

     

 

 

第三部分是【可愛小掛幅】 

 

   

我們是以喝過的吸管來製作小掛幅的卷軸部分，使用色紙和廢紙來畫

出及作出自己想表達的東西 



 

SKGSH 23 

 

2020 iEARN English Winter Camp 

有的小朋友製作了春聯有的則是畫上了他最愛的恐龍，各種不同的創作都擁有他

們最不凡的意義，還有個小朋友畫上了他最愛吃的麥當勞薯條，童稚的臉跟我說

他希望能夠有吃不完的薯條，所以畫了這樣的畫，十分的天真，好是可愛。  

 

    

 

     

看他們的作品很有成就感 , it is our Sense of accomplishment 

 

  

 

 

這個主題，我們分成兩班去進行 

第一組我們透過了 Moana「海洋奇緣」的歌曲，去學習相關的英文字詞 

Moana電影主題曲〈海洋之心〉(How Far I Go)，歌詞中有這麼一段：「看那在海

洋上閃爍的光芒，耀眼奪目，從沒有人知曉，海洋有多深遂，彷彿是它在呼喚著

我，來找尋我吧，讓我知道，在海天交會的那一端是甚麼，我能夠跨越它嗎?  

See the light as it shines on the sea? It’s blinding/But no one knows, how deep it 

goes/And it seems like it’s calling out to me, so come find me/And let me know, what’s 

beyond that line, will I cross that line? 

以帶來歡笑、編織夢想起家的迪士尼即使有瑕疵可議，但其為夢想奮力前行的信

念特長，始終一貫的出現在作品裡，對觀影的未成年人來說，仍是值得一看，不

錯的激勵和學習。 

                        

課程 2：電影中的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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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組我們透過了 Under the Sea「小美人魚」的歌曲，去學校相關的英文字詞 

 

《小美人魚》插曲 在海底 

Under the sea. Under the sea 

Nobody beat us, fry us and eat us in fricassee 

We what the land folks loves to cook, under the sea we off their hook 

We got no troubles. Life is the bubbles under the sea. Under the sea 

Since life is sweet here We got the beat here naturally 

Even the sturgeon an' the ray. They get the urge 'n' start to play 

We got the spirit. You got to hear it. Under the sea 

 

這兩組都是透過小朋友比較知曉的卡通電影去教學關於海洋方面的議題及單字，

我們也引導小朋友去思考「海洋生態」的重要性，大家一起愛海洋！ 

 

 

 

 

生物多樣性是保育的情報先鋒， 人有良心，我們不能眼看著大氣被污染、水源被

污染、食物被污染、土壤被污染、棲地被破壞，造成物種頻頻絕滅，而無動於

衷。 

 

     

 

 

人的責任要阻止這些殺害，要有生命就有希望，所以最能激起我們的希望的地

方，莫過於覆蓋這藍色星球、渾然一體化生萬物的婆娑之洋。感覺得出小朋友也

投入其中並且熱烈的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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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語會話我們分成兩班去教學 

主題內容則是著重在「問候語」、「興趣」、「學校生活」以及「餐廳點餐」的簡單

句子去完成一個對話，還有一位三年級的小朋友跟隊輔姊姊說，終於知道怎麼用

英語點餐了，以後他出國玩也可以自己跟餐廳人員對話了，聽到這樣的回饋，真

的很是開心。 

 

        

 

 

國際闖關日 

SK iEARN 姐姐們利用校區建築與營隊課程內容，設計了許多的闖關遊戲和大地遊

戲 讓小朋友在朗爽的下午邊玩邊學習，Wunsian iEARN Projects！  

 

     

 

 

 

   

 

 

此課程我們分為三個部分同時進行，不同教室 

我們一部分帶領高年級小朋友製作 

1. 英文會話、 2.心智圖&會話、3.金魚紅包袋、4.引導高年級 SK iEARN PBL 專

案、5.結業式 

課程 3 : 英文會話 

 

 

 

Day Two - 第二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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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將此課程分成高年級以及中低年級兩個課程去進行 

高年級的小朋友我們以小王子地故事為原形去構想小王子來到了「海洋星球」 

並發現了許多動植物及特色的景觀，介紹了這些新奇事物的英文中低年級的小朋

友 

    

中低年級的小朋友則是透過簡單的引導，教了一些小單詞之後，便讓小朋友動動

大腦透過這些單字去編造、連結一個小故事。有些自動分享故事的小朋友所說的

故事，真的是天馬行空，可愛又有趣。 

    

 

 

 

 

給小朋友看有關海洋污染造成的缺點，引發他們好奇的動機，並了解到海洋跟我

們的息息相關性，以及環保愛地球的觀念，一步一步地指引他們完成一大幅的心

智圖。 

 

         

 

課程 1:英文會話  

 

 

課程 2:心智圖&會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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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主要在心智圖&會話 SK iEARN 姐姐們利用教師教過的教學，提高文賢孩子的學

習動力。 

 

 

 

過年有收過少量的紅包袋， 希望讓愛海洋的人也可以在農歷新年中把海洋

分享出去 讓小朋友設計海洋味道的紅包袋喔! 

       

一層內袋，一層外紙，一層海洋生物，紅包袋是特別教小朋友製作而不是一

般便利商店賣的薄薄花紋香水紅包袋，透過這個課，希望小朋友能夠記住海

洋生命的意義喔!!! 

       
 

 

 

 

 

DIY 金魚紅包袋 

 

勇敢的上台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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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賢國小這次的主題是「Our Story Book」 

 

 

 

 

Day 1 

在 PBL 問題導向學習（Problem-based learning）培訓的時候，進行小組討論，

培養學生主動學習、批判思考和問題解決能力。我們把他們六個小孩分成兩邊來

分工合作，一邊負責做 PPT，一邊負責寫台詞和大綱，這麼一來，可以高效率的

完成一份報告，爭取更多的時間練習默契及台風 

 

第一天的流程很簡單：發想→撰寫→記憶 

   

小孩們都非常優秀，教完他們，就能馬上反應，而且迅速的完成工作。而他們也

很認真，相信對他們來說，會是個難得的訓練經驗。 

 

Day 2 

我們讓文賢國小的 PBL演說式學習，養成表達的習慣。讓他們可以講 4-5

分鐘到 5 分半是最好。到了第三次錄影給他們看，講到第五講之後，就

發覺他們的英語口語表達進步了，如果他們自己沒有信心與毅力持續練

習下去， they won’t improve. 

 

第二天的流程很簡單：練習→修正→再練習 

     

引導高年級 iEARN PBL 專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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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小朋友兩天來的成果做了一個大回顧，並由小朋友們去完成整個的表演的。 

感謝文賢國小的蔡校長以及聖功女中的鄭校長的精彩的致詞，同時頒發感謝狀給

聖功學校和 iEARN 社員們 

 

兩校 校長的致詞 

      

文賢國小的蔡玉仙校長頒發感謝狀給天主教聖功女子高級中學鄭麗蓉校長，並嘉

勉孩子致力學習英文與感謝聖功女中 iEARN 團隊，教師以及姊姊們的付出。 

 

              

成果發表會暨結業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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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校長頒發感謝狀給聖功女

中林怡君 iEARN社老師 

 

 

 

 

 

 

蔡校長頒發感謝狀，並嘉勉孩子

致力學習 英文與感謝 SK  

iEARN 教師以及姊姊們的付出。 

 

蔡玉仙校長頒發感謝狀給聖功女

中 iEARN 社員們，由 iEARN  

Savanna 社長受獎 

 

 

 

 

SK girls want to 

give thank you card 

to Wunsian 

principal, iEARN 

Taiwan Doris and 

ken for everything 

 

Through this iEARN English winter camp, I think “Learning outside the classroom like 

activities or camps are often authentic, hands-on, and interactive build on classroom 

learning.”   

 

The purpose of school is to prepare students for life beyond school. However, in today's 

modern society has a higher demand for everyone to have specialized skills. One of the 

easiest ways to help students is by incorporating learning experiences outside of the 

classroom. Taking classroom learning outside can help enrich a student's educational 

experience by showing them real-life applications, developing critical thinking, 

collaborate with others, respect their team mates, have more innovation ideas that they 

are learning at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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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功女中林怡君 iEARN社老師也要頒發感謝狀每一位文賢國小的小朋友 

 

  

Our grand fin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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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功女中團隊以及教師與文賢國小的孩子進行歌舞表演，為英語冬令營劃下完美

的句點。 

     

 

 

 

Through this camp, we are hopping everyone 

learned and enjoyed as much as we did. 

Hopefully, we can see you all of you next 

time 

 

 

     

 

文賢國小的孩子親自收到

聖功姊姊親自做的獎狀 

Please scan QR 
Code for our vid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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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這個過程是條化學反應式，參與的每個

人都是不可或缺的反應物，因為有他們，

才有讓人驚艷的產物—iEARN English 

Winter Camp。 

 

短短兩天的營期，花費了一整個學期準

備，很幸福我擁有一群不怕辛苦的幹部

們，熬夜討論、修改企劃書，將營隊的事

情擺在第一，也很幸運我擁有一群積極的

社員們，努力將每件事做到最好，有開心

一起分享，重要的是，有困難也一起承

擔，他們用寬容潤滑了彼此的關係，消除

了彼此的隔閡，掃清了彼此的顧忌，增進

了彼此的了解，相處只有短短的半個學期，但這次卻展現了好似上輩子就培養的

默契，我看到了團結的他們 ，也因為這次的活動加深了我們的感情，掌聲是屬

於他們的。 

 

首先要先謝謝 Nela細心的提醒我們各項細節，甚至自己為小朋友們準備禮品，

在我們忙的焦頭爛額時給予我們很大的安心，也謝謝校長到場給予我們的加油打

氣和支持，還有文賢國小 Ken 老師全力的配合，和指導我們，使我們能順利完成

營隊，更謝謝 iEARN Taiwan給予我們這難得的機會。 

 

營期中小朋友們的「下一次還要來哦」「我玩的很開心」都是我們的精神糧食，

看似簡單卻深深感動著我，愛因斯坦說：「一個人的價值，應該看他貢獻什麼，

而不是取得什麼。」在這裡我們學會掌心向下，付出最真誠的心，將溫暖與快樂

傳遞給更多人，而最好的回報就是他們臉上的笑容，在籌劃這次營隊時有許多需

要修改的地方，包括時間、人力分配…等，都是需要學習的，看著大家這次都收

穫滿滿、有所成長，使我也有繼續辦營隊、籌劃各項社團活動的動力，想將這條

名叫幸福的線編織下去，讓更多人擁有。 

 

人生如一本書，應該多一些精彩的細節，少一些乏味的字眼。我一直在思考如何

帶給社員們充實且耀眼的社團經驗，期盼下個學期，我們能繼續一起努力，帶著

這股衝勁，茁壯的成長。 

心得 

幹部心得- 

 

鄭宛妍 SK iEARN 社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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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這一次是第二次帶英語營，但因為這

次身兼幹部，所以需要負責的事情就更多

了，在營隊前我們便開始擬定企劃，不論

是訂定主題、課程設計還是活動規劃，都

是大家一點一滴從無到有滿滿討論、累積

出來的，討論出來了之後還要去思考可行

性，甚至是材料的問題也是我們要去考量

的，要幫小朋友們先準備好什麼東西、他

們一整天的行程規劃等等，每一個細節都

是需要我們去調整的，到了營隊當天，我

們一開始在門口迎接他們，看著他們一個

一個帶著期待的表情前來報到，讓我覺得

這些付出都很值得，開始上課後，原本擔

心他們會不會不認真甚至在台下吵鬧，但是他們不但沒有，而且還非常積極參

與，其中最讓我印象深刻的是一位二年級的小妹妹，她年紀小，所知道的英文並

不多，但是她很努力學習，常常拿著學習手冊來問我怎麼唸，看著她一個字一個

字努力唸出來，我真的非常感動！除了認真上課之外，他們在遊戲闖關也很積

極，每個人都竭盡所能的闖關，只希望可以為自己的團隊獲得勝利，兩天很快就

過去了，到了閉幕式，我們獻上我們精心準備的表演，也給他們看了這兩天的回

顧影片，大家都看的津津有味，每個人的臉上都充滿著開心、幸福的笑容，讓我

感覺心裡暖洋洋的，雖然以後可能沒有機會再相見，但希望這兩天的回憶能夠一

直留在他們的心裡。 

 

這次的營隊活動是個難忘的回憶，在營期間

擔任隊輔與小朋友們有許多互動，一開始和

他們見面的時候會有點尷尬，但他們都非常

有禮貌又活潑，雖然有時候會有點調皮，但

和他們說之後便會立刻改進，而且也很貼心

主動幫忙姐姐們打掃，在課堂上他們也非常

積極參與，並且富有想像力與創造力，帶給

我們很大的鼓勵。各位姐姐們也很有熱情的

參與在這個活動中，從營前就開始訓練準備

課程及遊戲，過程中遇到各式各樣的問

題，但還是想盡辦法解決，希望帶給小朋

友們最好的體驗，因為有你們辛苦的準備

還有不厭其煩的練習，才能讓營隊順利完

成。在閉幕式的時候看到回顧影片內心非常感動，每個人認真上課開心跑跳的身

影都讓我印象深刻，連在最後大家都還是很踴躍的和姐姐們一起唱跳，並且臉上

掛著燦爛的笑容。很開心能有這次的機會和文賢國小的小孩們相遇，希望這次的

營隊可以讓他們更喜歡英文，並有個美好的回憶。 

李艾綾 SK iEARN公關 

吳筱葳 SK iEARN 總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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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短兩天的營隊活動，在各社員用心的準備之

下，揭開了精彩的序章。我們無形之中在過程

裡成長，堅守崗位之於，理解了相助的重要，陪伴

孩子的分分秒秒，也使我們重新回味過往的那份天

真，並將這點點的感動回饋於教學上，希望帶給孩子

們永遠的難忘。感謝一路相輔的好夥伴們，縱使過程

中我們也遇到令人無奈的事情，但最終也算迎刃而

解，這些點點滴滴將成為我們高中生活難忘的一部

分，深植妳我心中。 

 

 

 

 

 

 

 

次文賢國小的營隊真是難忘又深刻的經驗，本

來是教學組的我意外的被授予神聖的小隊輔之

職，而平常跟小孩有代溝的我也因此跟小孩有了有

趣的互動，第六小隊的孩子們非常聰明只要跟他們

提點一下他們就知道如何操作了，不過，還是有幾

個讓我非常頭痛，但第二天他們也漸漸進入狀況表

現的也很好，真是讓我無憾而歸。這次營隊讓我學

到了許多，無論是學習怎麼當一個老師，或是學習

如何處理事情的應變能力，都讓我印象極深，最後

也希望可以透過這次的經驗而讓我在之後的學習能

更加順利。 

 

 

 

短  

高二心得- 

 

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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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 iEARN 社團所辦的營隊中擔任隊

輔，覺得自己從中學習到了很多，從一開

始準備這個營隊，大家各自經歷了許多困難，包括

企劃各種事項、準備手作材料、籌備多種課程等

等，所有的一切都是要我們事先整理好的，到了營

隊當天，看著他們滿心期待的心情，覺得一切辛苦

都值得了，和小朋友們相處的時光過得很快，雖然

一開始和小朋友們互相不認識，但經過了兩天的彼

此磨合，在事情上都更加有默契，透過這次的營隊

我學習到了許多平常可能不會接觸到的事情，也希

望這次的營隊能帶給小朋友們一個愉快的回憶！ 

 

 

 

 

 

兩天擔任課程爆滿的教學之外還兼

任了活動與機動，學到了很多帶營隊的經

驗，像是如何在短短的三十分鐘內產出和佈

置好剛和社長討論出來的闖關活動，也學習

到如何讓小學員專注在自己所教的課程，希

望下學期能繼續為 iEARN努力💪 

 

 

 

 

 

 

 

 

 

 

 

 

 

 

 

 

在  

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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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的點點滴滴都深深地烙印在我心中，不

論是小朋友的笑顏，又或者是夥伴們給彼

此加油打氣的眼神，一切的一切都十分的

感謝文賢國小的小朋友給了我們這滿滿的動力，除

了當了兩天的隊輔，還幫認了教學的老師，為此，

先前的作業更是少不了，小組的小朋友的支持及配合

真的令我十分的感謝，還有團操的產生更是感謝大家

的配合，有了大家的全心付出才可以擁有如此大的力

量，創造了這麼難忘又美好的經驗，讓我滿心期待

下次的活動。 

 

 

 

 

 

 

是我第一次以老師的角度和小孩子相

處，經過這次的活動我才知道，原來

站在台上講解教學是多麼不容易，既要讓

小朋友們有興趣聽我們上課，又要讓我們要教

學的內容淺顯易懂真的很不容易! 

從一開始的寫教案➡️準備課程內容➡️學姊們的

課程驗收到最後的正式上課。雖然這中間的過

程真的很辛苦，但是當我站在台上看到小孩子

們認真上課的表情和積極回答我們提問的問題

時，感覺我們真的做到「讓小朋友們快樂的參

加營隊，但同時也有學到東西」這件事! 

 

高一心得- 

 

營  

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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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的 iEARN 冬令營，準備的過程很辛

苦，每天早上就是 7點起床搭火車到學

校，下午 4點再回家，每天回家不是倒在沙發上

睡著就是昏昏沉沉的走來走去，培訓時，為了準

備教案，製作 PPT 的過程也是困難，因為並不知

道要從哪個地方做起，或是想不到如果才能讓小

朋友覺得有趣。 

在試教時，因為緊張而會表現不好，但是這還是

要靠多多練習，學姐們都很認真的看我們的教

法，也會給我們很多建議。回家時，我都會拉著

小一的妹妹陪我練習，身為小小孩的她，也會告

訴我小朋友一般會有的想法，在每一次的練習，我都跟妹妹檢討哪裡做的不好，

我想，這個經驗是寶貴的。 

直到冬令營第一天，剛開始看見小朋友有點緊張，但隨著他們的熱情，自己自然

而然會活潑起來，也跟著小朋友一起鬧，一起叫。第一堂課我教電影中的音樂，

平常唱歌會走音的我本來很害怕沒辦法帶小朋友唱，但當天居然從頭唱到尾，沒

有任何不好意思，雖然手還是一直抖。再來是國際週闖關遊戲，這是一個非常需

要熱情的活動，所以我喊的聲嘶力竭，但小朋友們都很開心。 

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第二天的心智圖教學，本想說心智圖應該很抽象，很難跟小

朋友表達，但他們在最後的表現令我驚訝不已，雖然句子簡短，但他們盡了心力

來完成，表達也都很清楚。營隊當中有很多小朋友常常會主動找我們講話，也會

主動提出問題，讓我覺得，前幾天的努力果然沒有白費，是一個美好的經驗。 

 

 

 

開始聽到有冬令營時我非常的擔心，因為我

不太會帶小孩，怕到文賢國小帶隊時小朋友

會不喜歡這次的營隊，或是小孩很難管，但事實

上不是，我們這組的小孩都乖乖的，很好控制，

讓我免於忙碌，而且在最後一天的時候，我們這

組有一個小朋友跑來和我說他很喜歡這次的營

隊，讓他樂在其中，下一次也會想參加，這讓我

感動了，聽到小朋友鼓勵的話讓我覺得以前所有

認真準備的時間真的都沒有白費，也很開心小朋

友喜歡。更感動的是小朋友聽到第二天的營隊是

我的生日時，還很認真的幫我唱生日快樂歌，並

紛紛給我祝福，有個小妹妹還編了花戒指送我，讓我很意外。再最後開會議時，

我想說大家都不知道我的生日，但突然間學姐們幫我唱生日快樂歌，還給我餅

在  

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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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我真的很開心，學姐們竟然知道我的生日。很開心這次的營隊小朋友和我們

都玩得很盡興，也學到了很多，並成為了美好的回憶。在這次營隊中，我學到了

如何帶隊，學到了如何處理突發狀況，也學到了很多文書處理方式，希望以後也

能多參與這類的活動，製造更多的回憶。 

 

 

兩天的營期我學到了很多，一開始覺得這

個營隊只是要去跟小朋友玩，結果跟我想

的完全不一樣，營前準備的壓力很大，想要做到最

好但以前完全沒有經驗，有幾天甚至還要熬夜改教

案（因為靈感只會在深夜出現），就算真的很累也

得告訴自己一定要撐下去。營隊第一天很緊張，很

少面對數量那麼龐大的小孩，但有些小孩很可愛就

會覺得心很暖，教第一堂課超級緊張手都在抖，還

有點尷尬但也順利完成了。 

第二天就有點習慣教課的流程了，也會處理一些突

發狀況，看到他們專心聽課的樣子就覺得很感動，

幫助他們完成學習單或作品時也很有成就感。一下

就到了閉幕式，有鬆了一口氣的感覺但又帶點感傷，最後大家一起跳舞的氣氛真

的很溫馨，謝謝校長特別來看我們，也謝謝文賢國小的老師和小朋友那麼配合我

們，還有社團的大家，一起努力完成整個營期，是一次難得又美好的回憶。 

 

 

天的營期也許很短，卻留下了許多令人難

忘的回憶。這是我第一次到國小帶營隊，

而第一次就當了隊輔，行前工作當然是不可

少的。一開始可能對隊輔這個角色充滿期待，

但是親身體驗後發現當隊輔真的比想像中的要

累許多，一剛開始很害怕小朋友會不會不太理

人或是很頑皮或是跟他們有代溝或距離感，但

第一次看到他們時，他們都很有禮貌，並不會

有尷尬的感覺，經過相處之後更發現小朋友雖

然真的有點皮，但是其實他們還是有很多可愛

且體貼人的地方，當聽到他們覺得課程很有

趣、活動很好玩或看到他們露出可愛的笑容的時候就會覺得即使帶隊很累卻收穫

滿滿，一切都非常值得。經過這次的營隊，其實我學到了很多，也發現自己從中

多了些成長，也謝謝文賢國小讓我有這個機會參加，也期待以後能夠有更多像這

樣的營隊。 

兩  

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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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集會時看到學姐們在台上分享自己帶

營隊的經驗，從沒想到自己也會有那麼

一天，剛開始在準備時感到非常不知所措，不

知道要如何準備教材，不知道要如何把課程帶

得活潑點吸引小朋友們的注意，後來決定選用

故事書，然後以遊戲的方式帶入單字，增加趣

味性。在上課的過程中，小朋友都非常熱情，

投入在故事及課程裡，使我本來的不安感漸漸

消失，而我從原本學生的角色轉換成老師，也

讓我思考的角度有所不同，有時我們總是只注

意到自己，但站在台上必須照顧到一切，有些

孩子比較害羞，總是靜靜的坐在那然後睜著大眼睛默默看著你，這時便需要我們

的引導，讓他們學著開口講話，學著表達自己的想法。這次營隊再次讓我感受到

了小孩子們的瘋狂以及老師的辛苦，除此之外還要面對各式各樣的突發狀況，不

僅考驗我們的耐心也訓練臨場反應，同時也讓我體認到團隊合作的重要性，雖然

很累但小朋友臉上的笑容便是我最大的動力!!!! 

 

 

 

 

來沒想過自己有一天會當上隊輔，這讓我

有點驚慌失措，從扮演參與者到規劃者，經

歷了各種的風風雨雨，其實自己不擅長表達、也

不是特別活潑，害怕自己做得不夠完美、做得不

夠好、和小孩溝通有代溝，除此之外，更多的是

期待。慢慢摸索和小孩的互動、溝通方式，慢慢

創造出屬於我們第三小隊的默契，慢慢地了解彼

此，從陌生到熟悉，從尷尬到無話不談，我發

現，這兩天的營期中，我多了份童心、多了份愛

心和同情心，在雜亂無章的功課壓力下，難得可

以放低姿態，和小孩無限的玩耍、嘻笑，而且可

以肆無忌憚地！雖然過程中不免會有些摩擦，例如小孩都不聽自己的話，當下真

的很無奈、很無助，後來想想，我何必如此計較啊⋯⋯他們才小一，但這種種，

使我更加珍惜彼此的時光，兩天說長不長，說短不短，準備工作的辛苦、帶小孩

的疲憊，現在想想，也無風雨也無晴啊！此刻，只剩下滿滿的回憶～謝謝這次的

營隊，不管是社員、指導老師、聖功女中，或是文賢國小的老師和最可愛活潑的

一群，感謝有機會讓我成長學習，這將會永存我心底，成為人生中不可或缺的一

部分，我相信這次的經驗將會成為未來的人生道路中，默默的、悄悄的灌溉！ 

以  

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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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參加營隊的時候都是扮演「參加的人」，

第一次當隊輔 當小老師 感覺真的很不一

樣，要站在台上跟小朋友活動的感覺也很新鮮，

剛開始第一天一大早接小朋友的時候， 

真的還蠻緊張的 不知道怎麼聊天  

一直告訴自己 不能尬 不能尬！ 

幸好一個上午之後就(好像)比較熟一點，小朋友

也非常天真可愛， 

跟他們童言童語也挺好玩的， 

雖然之後也有些不順利的地方， 

但是多虧了 iEARN幹部們和文賢國小的老師， 

才能輕鬆的化解危機， 

讓冬令營的完美落幕， 

這次的冬令營的體驗對之後的我想必受用無窮， 

也一定是個非常珍貴的回憶， 

希望下次有機會還能再多多參與這麼有意義的活動。 

 

 

 

 

 

開始還擔心氣氛會很僵，沒想到小朋友們都

很熱情有活力，也都很配合。雖說只有短短

兩天，但在這之前也花了很多時間策劃、培訓，

起初對於團操編舞和音樂完全沒有過經驗，最後

能順利完成真的很謝謝社員們協助幫忙，讓我們

能順利完成，看到小朋友們很喜歡真的讓人格外

有成就感！當了兩天的隊輔，有很多不完美需要

改進的地方，很謝謝小朋友們和老師的諒解，也

很感謝文賢國小給我們這次的機會來辦活動，這

次活動真的收穫滿滿，也讓我學會遇到困難時如

何排除問題，以及互相扶持合作的團隊精神！ 

 

 

 

 

一  

以  



 

SKGSH 42 

 

2020 iEARN English Winter Camp 

  
 

一次帶營隊覺得新奇，也覺得很興奮，

很開心能有這個機會，和 iEARN社團一起與文賢

國小的小朋友們共創美好的回憶。在台上教學的

時候，感受到了小朋友們的熱情，讓我即使覺得

累也非常值得。一開始很怕自己教得不好，很緊

張，也怕沒人理我，但是出乎意料的是他們居然

很願意認真聽我們上課，我很欣慰。雖然我教到

的學生都是低年級，沒有接觸到中高年級，不過

我也因此放得比較開。在討論和製作授課內容

中，很感謝同學一起幫忙，因為我們一起用心準

備，所以才特別期待他們能因此學到知識，看到

他們認真的聽我們說話真的很開心，也能稍微體會到老師在上課的心情。 

 

 

 

 

 

 

 

 

個人都有一個不敢嘗試的第一步，對我來

說這一步，是教學，是與小孩面對面，是

抑制自己的衝動學習為人處事之道。重剛開始準

備的害怕、惶恐，到閉幕式時的不捨與雀躍誰可

以想到一個一時的衝動可以帶起齒輪的轉動。每

個人，都努力想將最好的一面展示給孩子們，所

以從開始的設計教案、準備遊戲、編排表演上各

個人都拼盡全力，盡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對待每個

環節。當中，難免無奈、疲憊、手足無措，而興

起作廢的念頭，但轉頭，發現同伴的陪伴以及小

孩的笑臉，卻也是持續邁步的動力。從認識 PBL

開始，教導如何製作 PPT、編寫台詞，直至最後

的舞台呈現，一切從零到有的過程，令人感動和喜悅。看到小孩的成長代表我們

也成長了，代表我們成功將經驗傳授給他們。兩天的時間如煙花，絢爛、短暫，

卻足以令人念念不忘，足以開起新的故事，而回憶錄中的意義，也不止於這不到

48小時的時光。 

 

國中心得- 

 

每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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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第一次到國小帶英語營隊，很特別也

很難忘。這次我不是小隊輔，而是負責指導

高年級的孩子們 PBL專案，大綱、 PPT 、台

詞 、訓練台風 ，從無到有，很開心能與小孩

們一起寫下了屬於我們的故事，建立了好感

情。兩天說長不長，說短不短，真心希望他們

有學到東西。英語的知識、發音、寫英文台詞

等，其實不知他們，我們自己也學到很多，如

何和小孩相處、用高效率做完一份專案主

題，……看到他們成果展時展現的成果，就知

道我們與他們的努力都沒有白費。結業式時，

我們都因為不捨而流下眼淚，但我們都知道，

有緣一定會再相見。真正美好的是過程，我們的故事結束了，但過程會永遠烙印

在心中。 

 

 

 

 

 

 

次的活動讓我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

雖然我這學期才加入 iEARN，雖然有

點陌生但透過了這次的營隊我又對這個社

團又充滿了期待。在這次的營隊中我們帶領

文賢國小的高年級生做 PBL因為這是我第一

次參加這個項目所以有點小緊張因為我沒有

什麼經驗也沒有想法去指導他們，但是那裡

的同學和他們指導老師 Ken老師對我很友

好，而且文賢國小的同學真的都超聰明的，

尤其是 Jerry他真的超專業害我都懷疑他們

是不是國小生了。在閉幕典禮上他們演講了這次參加營隊的心得，雖然只有短短

的兩天，他們竟然把一份稿紙背起來，我真的很佩服他們。表演完他們獲得此起

彼落的鼓掌聲也因為這樣我又對我自己又更加的有信心了。在這裡我要謝謝文賢

國小的 Ken老師，他幫了我們很多忙也教我們怎麼去帶領他們上台演講也因為

Ken老師他們在閉幕典禮上才會有那麼好的演出，還要謝謝校長和主任來到現

場，還有要感謝 Nela老師指導我們完成這次的任務，謝謝以上的老師們。 

 

這  

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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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寒假我參加了 iEARN的冬令營 

這是我第一次去服務國小的小孩 

第一天的培訓，大家非常用心的規劃這次的

活動。一開始想說五六年級的他們，會不會很

難管，結果出乎我意料之外，跟他們兩天相處

下來培養了一些默契，他們的 PBL雖然要背很

多句台詞比較麻煩  他們也一直練習 雖然最後

的成果我錯過了 但相信他們一定表現的很好～ 

這學期才進 iEARN的我 也在這次冬令營的 PBL

學了很多 在這短短的兩天裡我學到如何與小朋

友互動也學到如何站在對方的角度學習 PBL 

雖然對他們來說我們可能不是 100分的老師但

對我們來說他們已經是 100分的學生了 

我們在短短兩天努力灌溉他們這方面的知識 

也看到了許多小朋友認真的畫面還有他們跟我們玩得很開心 

很開心有參與到這次冬令營 認識了一些小朋友 

也學到了很多東西 

最後謝謝文賢國小讓我們舉辦這次的活動 

 

 

 

 

 

 

 

 

 

 

 

 

 

 

 

 

 

 

 

 

 

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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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歡冬令營的闖關遊戲，尤其是第二關

腳踩報紙的遊戲，我們看誰先到大姊姊

的位置就贏了！過程中，我很努力，雖然最後

沒有贏，但是我已經覺得很開心了！我最困擾

的是上英語課的時候，大姊姊講的英語我沒辦

法完全聽懂，會影響我學習的動力，但是我還

是很喜歡大姊姊，希望以後還可以再參加這樣

的冬令營。 

 

 

 

 

 

假的時候參加了由聖功女中舉辦的

英語冬令營，我是第一小隊，我們

這隊的隊輔是筱葳姊姊，雖然沒有辦法和我最好

的朋友机瑞瑀，但是在隊輔姊姊的照顧下，我還

是玩得很開心。我最喜歡的是遮眼睛踢足球，姊

姊們介紹了巴西這個國家給我們認識，我第一次

就把足球踢進球門，讓我好興奮! 最後我想感謝

聖功女中的大姊姊們，在這兩天的時間時時刻刻

陪著我們玩耍，教導我們國際教育與英文知識，

讓我的寒假變得更充實。 

 

 

 

 

文賢國小 
小小感想 

寒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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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的 iEARN英語營我被分到了第五

組，雖然沒辦法和我的好朋友同

一組，但有大姊姊陪我，讓我覺

得沒有好朋友在身邊還是能玩得很開

心，其中剛好遇到我表姊—林芮暄，她是其

他小隊的隊輔，真是想不到在冬令營的時候

會遇到她，她無時無刻都陪著我，當我肚子

痛的時候她會到我身邊照顧我。我真的很開

心來參加冬令營。其中讓我印象最深刻的是

國際闖關中的「吹乒乓球」的遊戲，大姊姊

跟我說乒乓球會浮起來是因為有浮力的關係，又讓我學到一個新的知識。雖然我

們這組玩遊戲的時候輸了，但是這兩天在我腦海裡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回憶。 

 

放寒假的時候，就有ㄧ位溫柔的老師在

朝會跟大家宣導今年的寒假會有 

聖功女中的大姐姐們來學校舉辦冬令

營，我一聽到是有得玩又有吃的冬令營就 

迫不急待的與同學一起討論要趕快報名，並回

家央求媽媽讓我參加這次的 i-Earn 

冬令營。 

第一天一早到學校就有好多熱情的大姐姐們在

門口迎接我們的到來，一開始我有點害羞，但

是姐姐們先跟我們一起玩國際特色闖關遊戲，

這個闖關活動最讓人印象深刻的是我們必須單

腳跳到對方國家，途中若遇他國的人民必需要猜拳，贏的一方繼續往前，輸的一

方必須回到自己的國家再接再厲，雖然我一直猜輸，所幸隊友們有人所向無敵才

能順利到達對方國家，在這個過程中我體認到團隊合作互相幫忙是多麼棒的感

覺。 

吃了營養美味的午餐後，姐姐還帶我們一起發揮創意製作環保燈座，我帶 

了家裡不要用的寶特瓶，依九大行星圖片設計了木星燈座，雖然我的名字是 

Mars代表了火星，但是木星是體積最大的行星，又加上有六十幾顆衛星圍繞， 

所以我把環保燈座設計了一層外圍可當燈座提把，又加上姐姐讓我們裝上小燈 

飾後，更是閃閃發亮令我愛不釋手！當我把木星環保燈座帶回家時，家人都認 

不出是我從家裡帶去的廢棄寶特瓶製作成的而嘖嘖稱奇呢！ 

這次的營隊活動豐富又有趣讓我大開眼界，不僅玩遊戲認識各國特色學習 

團隊合作，也能發我想像力創作環保燈座，學習愛護地球的方法讓我收穫滿滿 

，期待下次的寒假姐姐們能再來文賢國小帶我們一同認識各國風情，學習更多 

愛護地球的方法。 

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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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時我參加一個名為 i-Earn的冬令
營，報名後我覺得既興奮又期待，因為

課表裡有ＤＩＹ手作環保燈籠課程，讓
我感到非常有趣，徵得媽媽同意後我決定報

名參加。 
 在冬令營的這兩天裡，我們體驗了許多

姐姐們精心設計的桌遊與闖關活動，而我最期
待的手作環保燈籠裡面的材料竟都是平常被我
們隨手丟棄的可再利用材料，經過姐姐們的示
範，再發揮我的創意巧思，費棄素材竟搖身一
變成模樣可愛的知名卡通雪寶造型燈飾，讓我

感到好驚喜！回家後我和家人也一起動手將回收物品變身，現在家裡的客廳、房
間都有我們的精心布置呢！除此之外，我也很喜歡姐姐們教我們一起唱電影「海
洋奇緣」的主題曲，雖然英文歌詞我還不是很熟悉，但從中我學到保護海洋的心
是刻不容緩的，就從我自己加入減塑行動開始吧！ 

在這兩天歡樂時光中，我們和姐姐們的短暫相聚即將畫下句點，一轉眼就要
跟姐姐們道別了，心中滿滿的不捨，想到姐姐們辛勞的教導我們，連吃午餐也都
是協助確認我們有用餐後她們才食用，讓人好感動！衷心期盼下一年的寒假還可
以再見到優秀的聖功女中姐姐們。 

 

 

次能夠參加 iEARN的冬令營，讓我覺

得非常開心，除了可以練習 PBL

外，還可以和姐姐們一起相處，這兩天，

雖然大部分都在練習 PBL，但這幾天我還是玩

得開心。還記得當天一到學校我就看到大姐姐

們熱情的迎接我們，原本緊張的心情，突然開

心了許多。我們還有一首營歌，我在結業式時

才記得怎麼唱，但我覺得相當好聽，我的隊輔

對我們也很好，但她們有時候也很忙，相當的

辛苦。因為我是我們隊的隊長，所以我必須帶好我們隊的隊員，但我的隊員也非

常的給力，他們比我想像的還乖，讓我比較不累，且不擔心他們。在練習 PBL的

過程中雖然很累，但我在這個過程中學到了該如何用英文發表與用比較有感情的

語調來詮釋不同的句子，雖然過程辛苦，但一切都是值得的，可以讓我們之後在

學校訓練時有一個基礎。我最喜歡的活動是結業式的時候，我們一起唱營歌，還

一起跳舞，但是結業式之後就沒辦法和姐姐們相處，所以結業式也成為我最印象

深刻的活動。現在聖其老師每天中午訓練我們 PBL發表，希望到時候能夠把最好

的一面呈現給大家看，我對我們有信心! 

 

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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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理單位：iEARN Taiwan 

協辦單位: 臺南市聖功女中 iEARN 社、臺南市文賢國小 

策劃人：臺南市聖功女中林怡君組長、臺南市文賢國小陳聖其老師 

        臺南市聖功女中鄭宛妍 iEARN社長 

活動時間：109年 1⽉22日至 109 年 1⽉23⽇ 

This book is written by: Catherin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