幼儿教师培训计划
为促进幼儿教师教育素质及教学水平的提高,提升幼儿教师的专业化水平，高博教育
基金会與在北美喜瑞都学院共同主办《幼儿教师证书》项目，采用“培训·考试·认证”
三位一体的模式，实施面向海外华文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的职业能力认证考试。
Reggio Emilia 方法的主要方面基于以下原则：





紧急课程
项目工作
代表性发展协作
教师作为研究员文档

教师的作用 ：










同时是一个老师和一个学习者
与孩子共同探索和共同构建学习经验
听取孩子的想法，再次访问他们进一步探索
挑衅思想，解决问题，谈判达成协议
组织教室，方便儿童的经验
使儿童的学习过程和他们建立知识的方式可见
在学习经验中建立联系
与老师和家长合作
促进家庭，学校和社区之间的联系

经验和项目 ：





可以从孩子的想法，想法，好奇心和兴趣出现
可以由老师激发
可以由父母挑衅
时间被视为讨论，谈判可能性和尊重不同观点的基本要素

美国高博文化教育基金会
幼儿园老师跟岗课程 11 天活动
日期

行程内容

夜宿

1日

乘机飞往洛杉矶,接机后进入酒店

洛杉矶

2日

早餐后到社区大学开始上课

洛杉矶

3日

早餐后到社区大学开始上课

洛杉矶

4日

早餐后到社区大学开始上课

5日

早餐后到社区大学开始上课

洛杉矶

6日

全天游览好莱坞环球影城。

洛杉矶

7日

到拉斯維加斯 欣赏伟大的建筑艺术，灯光设计，室外舞台剧，水舞。

Las Vegas

8日

參訪巧克力工廠, 著名的购物中心返回 LA

洛杉矶

9日

参访喜瑞都图书，午餐后结束活动送机场回中国

洛杉矶

到达中国

洛杉矶

10 日

住宿

酒店

酒店

洛杉矶
酒店

注：以上为参考行程，根据实际航班将略有调整。
价格：$3200 美元/人,以 20 人為準。$3500 美元/人，以 10 人为准。
费用包含：学习费、美国当地保险费及旅遊的吃、住(三星)、門票、司机小费等费用。
费用不含：往返国际机票费、签证费，护照费、小费、私人開支、拉斯维加斯看秀表演等。
在國內買旅遊保險（意外，医療，死亡）

注：以上为参考行程，根据实际航班将略有调整。
价格：$2150 美元/人,以 20 人為準。
费用包含：学习费、美国当地保险费。
费用不含：学习期间吃饭，住，门票，往返国际机票费、签证费，护照费、司机小费、私人
開支、拉斯维加斯看秀表演、
在國內買旅遊保險（意外，医療，死亡）

酒店

校长费亚若博士,CDC 主任华德,专员 Daniela Arbizzi.

喜瑞都社区学院的幼儿园采取瑞吉欧‧艾密利亚教学法，主张在户外设置与自然结合的环境

（Child Development Center），是幼教系学生实习园地，每年培养出很多优秀教师。该中心
最大特色是采用义大利瑞吉欧‧艾密利亚教学法（Reggio Emilia），透过提供有趣及充满创造
性的环境，激发幼儿潜能，让他们从小就懂得发问，和别人交流。今年暑假该中心将针对国际学
生，推出为期四周的培训计画，并自即日起接受报名。

该中心占地两英亩，除了拥有各种触摸学习玩具的三间教室，并有宽敞的户外园地，包括游乐场、
养鸡舍、蔬菜区、海滩区等，并将加州自然山水巧妙地融入学习环境，让幼童仿佛置身于加州的
好山好水当中。该中心主要招收 2 至 5 岁幼童，目前共有 126 名学生，候补名单多达 800 多名学
童。
喜瑞都社区学院校长费亚若（Jose L. Fierro）说，该中心的幼儿计画远近驰名，附近社区有
不少夫妻一旦怀孕，就忙不迭急地去中心登记，希望将来孩子能够进得去幼儿园。学院一名教委
的孩子也是等了两年，才进得了幼儿园。
幼童发展中心主任华德（Debra Ward）指出，中心 1973 年成立，一开始是提供幼儿照顾给在学
院读书的学生子女，1980 年代中心成为实验幼儿园，与洛杉矶县幼童发展部门合作，除培训在
幼教系读书的未来师资，并允许社会工作者、心理系学生前来观察学生，及接受如何与孩童互动
的培训。
该中心获得加州教育厅幼教科等不同计画经费赞助，如果孩子来自低收入家庭，一毛学费都不必
出。幼儿园师生比是 1:8，但有时一班只有三个人。
她是十年前带来瑞吉欧教学法概念，该教学法强调幼童透过动手学习新知，并与其他孩子分享。
不着重传统教学法，即由教师坐在课堂里，告诉孩子该怎么做，因为该教学法相信幼儿拥有与生
俱有的才能，透过自己触摸及探索，将学会如何解决问题。
华德说，该计画强调户外活动，因为孩子愈早接触大自然，愈能发展同情心，及所有生物互相依
赖的关系。教师是孩子的学习伙伴，在教师及家长外，环境被认为是不说话的第三位教师。目前
幼儿园养的鸡所生的蛋，每天由孩子检拾，做为餐点材料。教师和孩子一起种的蔬菜，则做为沙
拉吃。该教学法重视孩童与环境互动，可自由探索学习环境，建立孩童良好学习基础，让孩童体
能与智慧同步成长。
The environment has been thoughtfully prepared and materials have been intentionally chosen with care and
teachers anxiously await the arrival of new children and their families. The beginning of our school year is
important as our classroom serves the role as a place to gather and welcome one another. Children enter with a
foundation of prior knowledge that they have acquired from home which is used to establish themselves as an
individual member among our community of learners. Studies reveal that when a child establishes their own
identity they are well adjusted and successful in school, each child is unique with their own ideas, curiosity, and
interests. As we begin establishing relationships with one another we will communicate, collaborate, and learn
to problem solve by developing trust. Our work begins with the exploration of the indoor and outdoor
environment in addition to the introduction of new materials . We use our senses to understand our new world
that is filled with endless possibilities. I would like to welcome you to Group 1 and I look forward to getting to
know your child and family.

留學規劃 Strategies

for your study abroad

很多学生都有规划留学意识，但在信息上、眼界上或许还有所欠缺，导致有些规划不尽
合理，甚至与目标南辕北辙。所以，借助于专业留学机构和顾问的帮助就显得非常重要。

中学, 本科大学, 研究生留学申请
留学咨询
准备申请材料:(自傳 Personal Statement, 简历 Resume/Curriculum Vitae, 推荐信 Reference
Letter,护照，资金证明，成绩单 GPA，在读证明，证书，实习证明此外还需学术类奖项和比赛)

TOFEL 考试
审核申请材料
量身设计,(独特性, 课外活动、沟通能力、学术特点、性格特点、家庭背景(3 万-5 万/
年（包括学费和生活费）
院校推荐
提交申请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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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证办理
行前准备
接机服务
生活所需服务
学校報到
学習輔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