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班招生㆗新班招生㆗新班招生㆗新班招生㆗: New Class New Class New Class New Class ––––    開課開課開課開課    !!!!    
小兒童班小兒童班小兒童班小兒童班: 小㆒㈻生招生㆗ !!!! 

 兒童班兒童班兒童班兒童班: ㆓, ㆔年級 : 開課 7/4 – 招生㆗!!!! 

㆒期24堂課歡迎試讀. 每㆒堂課90~120分鐘,㆒週兩堂課。 

歡迎您帶小朋友前來試聽喔! (02) 2808 373(02) 2808 373(02) 2808 373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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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can read Our ABC!We can read Our ABC!We can read Our ABC!We can read Our A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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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indy Says ... 

為什麼我的孩子永

遠黏在電視機前面 

• Terry Says ... 

““““A heart is for your A heart is for your A heart is for your A heart is for your 
mommy!mommy!mommy!mommy!”””” 

Versions 2.0 

小朋友在家也可以㈻習小朋友在家也可以㈻習小朋友在家也可以㈻習小朋友在家也可以㈻習::::    StarFall.com 

全家的小朋友㆒起來喔!英

文㈻習網站StarFall.com.

透過生動活潑互動式方

式，可以跟小朋友㆒起讀

ABC、單字、句子、也可以

讀故事！讓小朋友在家可

以㈻習.很棒喔! http://www.starfall.com/ 



 繼㆖次吃冰棒後繼㆖次吃冰棒後繼㆖次吃冰棒後繼㆖次吃冰棒後, 

今㆝就來讓小朋友

㉂己做做看. 本來

不知該做什麼冰

的. 綠豆? 要煮好

帶到補習班, ㈲點困難. 還好㈲貴㆟

指點, 用養樂多喔! 

 大伙看到養樂大伙看到養樂大伙看到養樂大伙看到養樂多超開心的, Thomas 

還問我是不是要先把養樂多喝掉呀? 

(因為以前做過㈸作, 小朋友要先喝掉

養樂多, 只要瓶子而已.) 先告訴小朋

友冰棒㈲兩種 ”A heart is for your 

mommy, and the star is for you.” 

Jasper 不是很能接受,他堅持 ”One 

for Papa!” ”Sorry, kid. You can't 

take it home!” 等你拿回家, 冰棒早

溶化了. 

 小朋友選好了顏色小朋友選好了顏色小朋友選好了顏色小朋友選好了顏色, 就要在冰棒㆖貼

㆖㉂己的㈴字. 然後每㆟發㆘㆒瓶養樂

多. ㆒個㆒個倒入製冰盒㆗. 每個㆟都

好興奮喔. 都是㆒邊倒, ㆒邊開心的

說, "我會做耶!" Jimmy 不小心倒了

㆒些在桌子㆖, 馬㆖擔

心的看著我. "㈲什麼

關係呢! 要做吃的東

西, 本來就會把桌子弄

髒的. 等㆒㆘擦乾淨就

好了嘛!" 就是要孩子

放開心去 "玩" 成這件事ㄇㄟ!!最後再

賞大家㆒瓶養樂多.   

 又是開心的㆒㆝又是開心的㆒㆝又是開心的㆒㆝又是開心的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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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ject Day:今㆝就來讓小朋友㉂己做冰棒今㆝就來讓小朋友㉂己做冰棒今㆝就來讓小朋友㉂己做冰棒今㆝就來讓小朋友㉂己做冰棒 

Look! Our Ice Bars! 

Congratulations, Bobby!  

You passed GEPT Level #1! 

 Bobby Jerry  Emma 

 6㈪96 1㈪96 1㈪96 

聽力測驗 88 100 108 

閱讀能力測驗 81 106 96 

㊢作能力測驗 87 80 93 

口說能力測驗 80 80 90 

Ian says, “I like the Ugly 

Duckling Story very much. 

I read all the stories 

from Level 1! I want to 

read Level 2 now!” 

Newsbytes 
Super Readers' Club :英文讀書會英文讀書會英文讀書會英文讀書會    

網址:http://www.nozkidz.com/

readersclub/ 



(*關鍵在於英文老師的 堅持,眼光和經驗) 

㊝秀的師㈾㊝秀的師㈾㊝秀的師㈾㊝秀的師㈾:課堂以英文授課,讓孩子大

量的使用英文和老師做互動. 課程著重

主題內容的補充和討論,孩子可以用英

文㈻得知識,或用英文表達知識的內容, 

㈲別於傳統的用㆗文解釋英文的教㈻方

式.我們很努力㆞激發孩子的表達能力,

創造力和思考能力! 

∗ Terry (王淑芬老師王淑芬老師王淑芬老師王淑芬老師)老師畢業於輔仁大㈻

英文㈻系.㈲超過㈩㈤年豐富的幼兒㉃國㆗㈻

生的英語教㈻經驗.她始終相信，讓小朋友㉂

然㈻習英語。 

∗ Christine (林英美老師林英美老師林英美老師林英美老師)老師畢業於輔仁大

㈻英文㈻系,㈲超過㈩㈤年豐富的幼兒㉃國㆗

㈻生的英語教㈻經驗.她的教㈻理念:㈻習英語

㆒定㈲更㈲趣而且㈲效的方式。 

∗ Kenneth Dickson (林曉龍老師林曉龍老師林曉龍老師林曉龍老師)民國82年

來㉂英國蘇格蘭,曾任台北市㆗國文化大㈻英

語講師, ㈲超過㈩㈤年豐富的幼兒㉃成㆟的英

語教㈻經驗.  

招生對象㈥到㈩㈥歲, 我

們使用的教材是來㉂英

美,經過細心挑選過, ㊜

合台灣小朋友使用的書

籍. 我們的教㈻理念是生

活㆖可使用的英語, 在

聽,讀,㊢,講各方面㈲㉂

然及平衡的發展. 

我們的老師我們的老師我們的老師我們的老師::::    Our Teachers!Our Teachers!Our Teachers!Our Teachers! 

狄克森美語狄克森美語狄克森美語狄克森美語:㈻英文先從聽英文開始:㈻英文先從聽英文開始:㈻英文先從聽英文開始:㈻英文先從聽英文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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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課程我們的課程我們的課程我們的課程我們的課程我們的課程我們的課程我們的課程我們的課程我們的課程我們的課程我們的課程    
幼幼班幼幼班幼幼班幼幼班幼幼班幼幼班幼幼班幼幼班幼幼班幼幼班幼幼班幼幼班: 3-4歲. ㆒堂課60分鐘. ㆒週兩堂

課. 將簡單數㈻, 美㈸, 音樂等放入教㈻

㆗. 讓小朋友用另㆒種語言㈻認知. 

幼兒班幼兒班幼兒班幼兒班幼兒班幼兒班幼兒班幼兒班幼兒班幼兒班幼兒班幼兒班: 5歲-大班. ㆒堂課90分鐘. ㆒週

兩堂課. 

  a. 認識字母及基礎發音.  

  b.建立聽, 說的基礎. 讓小朋友的語言

回歸最㉂然的㈻習模式. 

兒童班兒童班兒童班兒童班兒童班兒童班兒童班兒童班兒童班兒童班兒童班兒童班: 小㆒-小㈥. ㆒堂課120分鐘. ㆒

週兩堂課. 

  a. ㉂然發音: 培養閱讀能力, 減輕背單

字的負擔.  

  b.完整的語文教材: 幫助孩子藉由聽, 

說, 讀, ㊢, ㈲系統的㈻習英文. 

國㆗全民英檢班國㆗全民英檢班國㆗全民英檢班國㆗全民英檢班國㆗全民英檢班國㆗全民英檢班國㆗全民英檢班國㆗全民英檢班國㆗全民英檢班國㆗全民英檢班國㆗全民英檢班國㆗全民英檢班: 

(初級/㆗級班): ㆒堂課㆔小時. ㆒週㆒

堂課.      

當㈻生㈲穩固的基礎後,可加入英檢課

程. 本課程提供㈻生㊢作, 文法,聽力等

訓練. 希望能幫助㈻在最

㈲信心的狀態㆘, 通過考

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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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教真的真的重於言教身教真的真的重於言教身教真的真的重於言教身教真的真的重於言教!!!!    
㈲些㆟會隨手把東西收好㈲些㆟會隨手把東西收好㈲些㆟會隨手把東西收好㈲些㆟會隨手把東西收好;㈲些㆟隨身攜帶
㆒本書;㈲些㆟則是在公共場合大聲喧嘩...
大家仔細想㆒想,這些習慣及做事方法,其實
是"看"著其他㆟做㈻起來的。所以,小時候
看著爸媽闖紅燈的小孩,也很習慣
㆞擅㉂穿越馬路,把紅綠燈當參
考;而那些㈲禮的㆟,他們的
㆘㆒㈹也會懂得尊重他㆟。 
我記得很多年以前我記得很多年以前我記得很多年以前我記得很多年以前,我教的㆒個㊚生

Daniel, 他㆖課時永遠都很興奮,說話聲音
的分貝老是高的嚇㆟,我常常必須提醒

他,"Daniel, don't shout." 久而久之,每
當我要請他降低音量,才剛喊出Daniel,全
班就很㈲默契㆞接“Don't shout." 連語
調都㆒模㆒樣呢! 說實在的,第㆒次聽到
時還真嚇了㆒跳,想說我沒㈲教你們這句

啊??? 從那次之後,我才深深體會到,其實在
我說話或跟他們相處的同時,我已經不知不
覺教他們很多東西了。 
講到這裡講到這裡講到這裡講到這裡,,,,㈲沒㈲恍然大悟,為什麼我的孩子
永遠黏在電視機前面,或是我的孩子老是靜
不㆘來專心做㆒件事,講了800次都不聽?
請記得,當你希望孩子㈲怎麼樣的行為,做

給他們看比說給他們聽㈲用太多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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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Be a Role Model for Your Ki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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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事英語

教育及師㈾

訓練㈩幾年

的時間；從幼兒到成

㆟、㈻生到老師，都

是我教㈻的對象。我

始終相信，即使是㈻

習，也㆒定㈲更㈲趣

而且㈲效的方式；也

只㈲當我們享受㈻習

的過程，我們才更㈲

㈻習的動機，㈻習才

會更㈲效果。 

Cindy Say
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