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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第一學期的中文課，一起讀了房慧真《像我這樣的一個記者：房慧真的人物採訪與記者私語》
，了解分辨新聞報導、人物專訪的不同，學習如何設計「有意義」的題目，學著如何在採訪過程
中，和受訪者對話，探究受訪者的內心。

　　結合台灣教師節的活動，學習教師節的精神、文化象徵，在這所國際學校當中慶祝這一節日是
很特別的，看著學生們帶著自己設計的卡片、設計題目、採訪老師，採訪結束後，對於老師有更多
的了解。不僅僅是單純對於老師的背景、學歷的了解，甚至是對於老師的處事態度、人生價值觀有
更深入的認識。
　　採訪結束後，他們忙著做簡報跟同學分享，又忙著寫成人物專訪收在這本小冊子裡。
　　上台報告時，有時候台上報告的人、台下的聆聽者一同驚呼：「原來老師會這樣！」像是音樂
老師居然不曾去KTV唱歌、喜歡運動的老師居然也喜歡吃Pizza，他們認識不同面向的老師──從這一
刻起，老師對他們來說不再只是站在台上給他們作業、考試的樣貌──學習從課堂延伸到課堂外，從
課本上的知識延伸到整個人生。

　　有些是我在設計這份課程時，便預期會有的成效，有一些則是我們真正經歷這學期，我和學生
一同獲得的。這一段時間的教學相長，很感謝所有同事們，百忙之中還願意抽空接受學生的採訪。
學生們第一次做採訪，難免手忙腳亂，再三提醒仍有幾個孩子忘記跟老師約定的採訪時間。採訪結
束後，他們的心得裡，充滿對老師的感謝，感謝老師的耐心包容、諒解、等待，感謝老師不管在課
堂上還是課外活動，都願意給他們成長的機會。
　　最後一同呈現這本小冊子，取名為大樹誌，因為所有的教學者，都是一棵大樹，為這些盆栽裡
的小樹苗遮風蔽雨，相信他們有一天也會成長茁壯。希望藉由大樹誌保存這學期學生們的成長和教
學者的身影。

芳慈 Fang 2022.Jan
南投復臨僅此以記

The TAIS teachers are like trees planted by the Living Water of God, 
sending out strong roots of friendship, compassion, and joy. They do not fear the heat 
of adversity or when the storms of life come, for they always have hope to grow again 
if they are cut down or to continue to thrive and bloom beyond the difficulties. For 
their strength comes from their Father in heaven and their joy comes in the work 
that God has given them, that of guiding and teaching the students at TAIS. 
Within these pages, you will meet a number of those teachers, those trees of TAIS, 
with the words written by the fruit of these trees, or the TAIS students.

TAIS Principle
Megan Elmendor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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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hinese sentence on the card is “桃李滿門”, 
桃 is peach and 李 is plum, 
peach and plum symbolize students in Chinese culture. 
滿 is “full of” and 門 means “school” here. 
It means “Hope you have a lot of students”.

Designed by Eleven(G9)

Designed by Erika(G11)

The men she drew on the card are Confucius and his student. 
Confucius was a Chinese philosopher and politician. 
Only noble could go to school in ancient China. 
Confucius founded the school for everyone, so the poor could learn.
Confucius is regarded as a great teacher in the Chinese cultural circle.

Designed by Tina (G9)

Peach and plum symbolize students on cards. 
Students wish teachers Happy Teachers' Day.

Chinese 
Teachers’ Day
Card



The Chinese sentence on the card is “桃李滿門”, 桃 is peach and 李 is plum, peach and plum 
symbolize students in Chinese culture. 滿 is “full of” and 門 means “school” here. It 
means “Hope you have a lot of students”.

Designed by Enzo(G11)

Designed by Enzo(G11)

Designed by Amy(G11)

The sentence is “春風化雨”, the rain and wind in Spring. It 
means “Teachers’ teaching for students are kind and soft 
just like the wind and rain in Spring, helping grass and 
flowers grow up”.

Designed by Rich (G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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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s. Megan 是TAIS的校長，喜歡動物和寫作。辦
公室裡總準備充足的零食，隨時學生們去拿。每到下
課，Ms. Megan辦公室都擠滿學生，大家都會盡全力地
衝去他的辦公室，看看有沒有新的零食。大家都很喜歡
她。同學們對Ms. Megan 的樣項她是一個很樂觀、很幽
默、愛開玩笑的人。
　　但在採訪時，Ms.Megan說其實在每次集會的時
候，站在台上的她很緊張，就像普通人站在台上會緊張
一樣。但是她會盡力的讓自己看起來不緊張，表現出從
容大方地樣子。表面冷靜，但事實上內心害怕會有東西
出錯。她說：「其實我上台的時候也很緊張，但是他會
盡力讓自己開心起來。」當我們討論她為什麼會來到台
灣，從美國來到台灣這座小島，並成為TAIS的老師、
校長，她說：「你要我說很長的答案，還是比較短的答
案？」我選簡短的答案，但在此刻，我就知道其實她是
一個很有故事的人。感覺他發生了很多事情。他回答我
說：「因為神。」一般的人聽到或許會覺得：「她到底
在說什麼。」但同為基督徒的關係，我就知道她在說什
麼。是神帶領她來到這個學校。她一開始也不知道她會
來到這裡當校長，但是因為神的關係她來了。
　　經過這次採訪讓我更了解Ms. Megan，雖然大家平
常都看到她樂觀的一面，但她其實也有內向的一面。現
在看到的她也是經過努力才可以達到自己的目標，順利
完成她的工作。

words by Terry Chang

Ms. Megan
Princi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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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r.Brannaka，平時大家都習慣稱呼他為Mr.B。印象中，他是一位寡言的老師，
大家都知道他有一對可愛的雙胞胎女兒。採訪當天，Mr.B穿著招牌Polo衫，因為我平
時跟Mr.B的互動很少，他的外表十分嚴肅，使我有點緊張。但Mr.B表情十分從容地等
我把所有設備弄好才開始，甚至主動出借他的麥克風給我錄音。
　　因為平時Mr.B很寡言，讓人感覺他很神祕，我對他有許多的好奇，很想了解他的
價值觀、看法，趁著這次的採訪機會，我準備了二十幾個問題，原本擔心他會因此不
耐煩。但相反地，每一個問題他都很詳盡地回答我，讓我原本緊張的心情漸漸舒緩下
來。
　　談及關於當老師的問題，他說他很喜歡教書，認為教書是一件很幸福的事。回憶
踏入教職的原因，一開始是因為找不到工作，便跑到馬紹爾群島教書，結果沒想到教
書令他感到快樂，尤其後來在亞洲教書，更是讓他感到自在，因為在亞洲除了可以教
英文．也可以教授其他項目。他希望可以幫助學生，把讀書從死讀到最後變成一種興
趣。訪談過程中，Mr. B多次提到他很喜歡機械的東西，他在大學時的主修就是機械與
商業，這項興趣和在學校教授廣告藝術有很密切的關係，他教我們廣告藝術的時候，
時常會用到大量的電腦技術，而且他從畢業後也不斷精進自己，不斷更新自己的知
識、技術。
　　訪問過程裡，令我最驚訝的是他現在雖然是老師，但是他最喜歡，也最想從事的
工作，居然是做業務。
　　當我問道：「假如你不是老師，你會想做甚麼工作？」他想了一下：「我還蠻想
要做生意的，在我還沒有當老師以前，我一直都對於做生意有著非常濃厚的興趣。」
他覺得做商業的工作會有成就感，聽到他這麼說，也讓我覺得很佩服，因為B先生在
教了好幾年的書，還是不放棄從商的夢想，持續有在關注商業的相關訊息。
　　在這次採訪完B先生之後，我又更加地了解他了，他在訪談的過程中也講到了很
多關於他教書的經驗和很多東西。他在訪問過程講到了一個我覺得很有趣的東西，他
說：「我很享受教學生的感覺，但同時我也希望學生們可以最終可以把學習當作一種
動力。」當我聽到這句時，剛開始我有點想笑，但後來我覺得他是很希望每個人可以
有很好的學習態度。雖然我本身不愛讀書，但是當我聽到這句話時，便激發了我，讓
我更想努力保持好成績！我覺得他雖然對於讀書的標準有點高，但是他教書的態度會
讓學生想要更認真的讀書。

words by Jacob Chang

Mr.Brannaka
Marketing Director, Business Tech Teacher



　　

　　Mr.Camro平常給大家的印象，是每次有活動時，都會
拿起專業的攝影器材，在旁邊紀錄大家的生活，總是用專業
的姿勢盡力為大家留念。我剛來到這所學校時，在營火晚會
上，Mr. Camro 彈吉他、唱歌，自彈自唱看起來非常有才
華，老師認真拍照的樣子真的非常帥。
在聖誕節的時候，學校舉辦一個非常有趣的活動，我們小組
到Mr.Camro家， Mr. Camro家食物給的份量真的很多，Mr. 
Camro手藝非常好，在他家用餐真的很令人享受。在Mr. 
Camro家的牆上有許多照片，我用照片認識了Mr. Camro 的
過去。 
　　Mr. Camro 過去有許多工作經驗，在還沒來TAIS的時候
Ｍr. Camro曾經擔任護士，一開始我有點驚訝，但我覺得不
管男生或女生都有自己選擇職業的權利，性別刻板印象已經
不活在這個時代了，所以選擇自己喜歡的職業做重要，也因
為這樣Mr.Camro知道怎麼照顧受傷的人，也知道如果遇到
危急的情況該怎麼辦。
　　因緣際會來到復臨擔任老師，在這裡教書他感覺到了學
生的熱情，也找到拍攝影的初衷，他認為在這個網路的時代
拍照的技術真的非常重要。平時閒暇的時候，老師最喜歡在
放鬆的時候看書和聽音樂，因為可以紓壓壓力，畢竟每個人
都有壓力，不同的工作有不同的責任，在看書時他可以暫時
放下，而感到輕鬆自在。他非常喜歡動物，飼養六隻貓一隻
狗，也在跟動物的互動中被療癒。
　　採訪時，我們討論Mr. Camro平時給人多才多藝的形
象，尤其是攝影，老師說：「拍一些好的照片可以激勵別
人。」的確是這樣，我每次看著Mr. Camro幫我們拍的照片
可以回想當時活動當下的心情和感覺。
　　在Mr. Camro身上，我學到多學一點技能，可以豐富自
己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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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 Camro
Digital Media

Words by  Randi Ch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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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s. Rainbow
Music Teacher 

Words by  Helen Hsieh

　　Ms. Rainbow 平常給人的印象很溫柔，對我們很好，
但在該認真的時候，Ms. Rainbow會十分認真、嚴肅。福
音週的時候，需要練習表演，她很積極的準備、帶領我
們，也提醒我們要好好彩排，不可以嬉笑打鬧。平時走在
路上遇到她，她會很親切的跟我們打招呼。她是一位很好
的人，做事分寸都拿捏得很恰當，不會過分嚴肅給人距離
感，也不會太輕浮給別人距離感。
　　約定採訪當天，因為MAPs考試，我不能如我們約定
好的時間赴約，發現會拖延時間後，我趕緊寫G-mail向她
致歉，也擔心著可能必須延期採訪。但Ms. Rainbow回信
說沒關係，我們一樣當天採訪，只是延後時段，字裡行間
都是對我的體諒，我原先擔心的心情，也得以安定下來。
　　匆匆完成考試後，我便衝去赴約。一開始氣氛有點
尷尬，我太緊張了，不過後來緩和許多。我注意到Ms. 
Rainbow 有事先準備回答的草稿，準備得很充分，因此採
訪進行得很順利，也透過問答更了解老師。
　　訪談從較輕鬆、日常的問題問起，例如「平常喜歡在
空閒時間喜歡做什麼？」、「喜歡去KTV嗎？」之類的。
老師笑說第二個問題很有趣，因為她從來沒去過KTV，身
為教合唱的老師，她比較喜歡去教堂唱歌。我覺得老師的
回答很有趣，原先我們以為喜歡唱歌的人，都會在閒暇時
間去KTV唱歌，但老師卻從沒去過。不過，想到老師是十
分虔誠的基督徒，喜歡在教堂唱歌勝過於在KTV是十分合
情合理的事。
　　第二階段我們討論有關老師專業方面的問題，好奇是
什麼原因讓Ms. Rainbow喜歡音樂。她回答：「音樂的功
能有很多，像是激勵人心。不同風格的音樂會傳達不同的
訊息給人們，聆聽的人也會有不同的感受。」這或許就是
老師選擇音樂作為她的職業，選擇音樂作為生活重要一部
分的原因。
　　第三階段的問題則是關於老師本身，在這方面我提出
了許多問題，根據觀察她平時為人處事的方式及談吐間透

露自己的想法，進而好奇老師對於這些問題的回答，老師
曾經在營火場分享她以前是很內向的人，但後來找到自己
的核心價值，發現自己也有許多長處可以幫助別人，現在
的她越來越開朗。我很好奇，那現在的她喜歡社交還是獨
處？Ms. Rainbow說：「社交是好的，但如果可以選擇的
話，會選擇獨處。」她很享受獨處的時光，可以做自己喜
歡的事，也能讓自己靜下來，一個人想一些事情。由此可
知，Ms. Rainbow並不排斥社交的場合，但她也很喜歡與
自己相處。
　　因為Ms. Rainbow是一個很正向的人，不禁好奇如果
遇到低潮期的話，她會做什麼以度過低潮期？她說：「我
會和自己約會、與自己對話、開車......等等。」聽完老師的
回答，我覺得他真的是一個很獨立的女性，在心情不好的
時候也是讓自己消化一下情緒，不會想要將自己的壞心情
丟給別人。
　　回顧這一些，最後一個問題，我很想知道，如果回到
中學，跟現在的我們是同一個年紀，她想對那時候的自己
說什麼？她回答道：「去做你自己，去衝、去結交朋友。
」
　　這次採訪對我而言，簡直是滿載而歸。學習到與自己
不同的價值觀，也學會調適採訪的緊張心情，同時也很感
謝老師特地撥空，給我一個機會採訪她。很榮幸能透過訪
問老師問題，更瞭解她做人處事的道理，真的從她身上學
到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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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s. Bella
Administrative Assistant

　　Ms.Bella平時在學校給學生的形象是一位活潑、親切且
愛笑的老師，平時坐在辦公室裡接著電話，打著電腦，為學
校處理著各樣的公事，有時候在路上也能看到她騎著摩托
車，在學校和宿舍中來回。
　　雖然工作就已經使她忙得不可開交了，但Ms.Bella同時
也扮演著媽媽的角色。曾有一段時間，為了平安地把小孩生
下來，好一陣子在學校看不到她的身影，近期才又回到工作
崗位。最大的不同的是有時候能看到Little Emma在辦公室陪
著她上班。活動過程中，當大家玩得正熱烈時，某個角落，
也能看到她耐心安撫Little Emma的情緒。即使日子繁忙，自
己的時間也減少了，但她從來沒有停止過微笑，從來沒有停
止過對於生活的熱情。這一切，身邊的人都能感受得到，即
使與他不熟的學生，都能被她的正能量影響，正因為親切、
樂觀的特質，在和她說話時從來都不覺得有陌生感，覺得什
麼事都能跟他分享。

　　在採訪當天，我帶著緊張、和一天疲憊的身軀到了辦公
室的門口，看到正在講電話的她，一時之間我不知道如何開
口，提出我來麻煩別人的要求（來採訪），深怕影響到她的
工作，但她卻向電話那頭說聲學生來採訪他了，且掛斷了電
話，雙眼發亮的招呼我來，好像等我已久，等著我來麻煩她
那樣，因為她熱情的反應。當下我心裡的緊張舒緩許多，接
著我不斷地做出些愚蠢的行為，她卻笑笑的，幫我騰出了座
位，找了一個方便放手機的地方錄音、告訴我說可以怎麼開
頭，於是第一次嘗試採訪別人的我就順著她告訴我的話，做
了一個簡短的開頭，就開始了採訪內容，我的緊張和害怕就
隨著這順利的開始，慢慢不見。在採訪中讓我受寵若驚的
是，在我傳給他提問的內容時，她就開始準備每一提的回
答，即使我只問了一個簡單的問題，她卻能夠分享很多的
事，讓我感受到滿滿的用心。

　　採訪一開始，請她用三個形容詞形容自己時，她好不猶豫的說出「胖、認真、缺乏自信」三個英文單字，當時我
心想，平時看起來樂觀笑嘻嘻的Ms. Bella，竟然在眾多形容詞裡挑選了兩個負面形容詞去形容自己，讓我不禁有些震
驚，也讓知道原來她也很缺乏自我肯定。
　　在訪問的問題中，我們不斷地討論到曾經的他，也曾想過當一名英文老師，因為對她來說老師是一位他尊敬的
人，當時她的英文能力不是很優秀，甚至是分數都不是很理想，還有很多需要學習，但在學習的過程中卻出現鼓勵她
在這個領域繼續努力的老師，給她很多的幫助，也在心靈上給予支柱。即使現在的她沒有從事教職，但她曾在幼稚園
教導小孩英文，而現在她很開心能在英語的環境下工作。
　　在眾多問題中討論一些有關生命中的重要時刻或記憶，家人對於Ms. Bella 是一個很重要的存在，也很希望能回到
小時候與家人相處的時光，因為那對她來說是一段無憂無慮的時光。隨著時間的流逝，發現身邊的好友們開始面對到
一些生離死別的過程，她開始去思考，換作是她是否能承受這樣的打擊，又或者是她還沒有準備好。在聊完家人部分
之後，我們開始討論一些想做但現在卻不能完成的事，而Ms. Bella的答案，讓我發現她也有瘋狂的一面，她說如果能
瘦下來他想穿想穿的衣服，然後成為挑衣服而不是衣服挑他的人，這讓我非常有共鳴。而另一件事則是如果有機會她
希望能再去讀碩士，聽完後我很驚訝，因為對於現在忙碌的她來說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等到忙完之後再進入學習的
生活又是一個重新的開始，能有這樣的理想，我十分敬佩。
　　話題也在這告了一段落，這讓我體驗了一個前所未有了解老師的方式，由於Ms. Bella的先前準備，讓這一次訪談
非常的順利，她是一個就算遇到不熟悉的人也很樂意掏心掏肺分享的人，什麼都不吝嗇的跟我討論，讓人倍感溫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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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 Jordan
Social  Studies 

words by Dora Chen

　　Mr.Jordan看起來十分嚴肅，不
好親近的樣子，同學們都說跟他不太
熟悉，覺得有一點距離感，印象中話
並不多，只聽過幾位上過世界歷史課
的同學轉述一些上課的趣事，聽起來
好像並沒有外表看起來的嚴肅。
　　採訪當天下午的活動是去爬山健
行，Mr. Jordan主動說要一起去，採
訪時，他也提到射箭是他的興趣之
一，他喜歡運動。現在是Workout社
的指導老師，上學期還是Archery社
的老師。
　　Mr.Jordan有一個兄弟，他們之
間的感情很好，雖然現在沒有住在
一起，但還是會常常聯絡，互相鼓
勵對方。大學畢業時，他就有到亞洲
生活、工作的打算，但他最初沒來到
台灣，在疫情發生之前，他在中國工
作，疫情開始後，他回去家鄉待了一
陣子，等疫情減緩一點後，又來到台
灣，也希望可以在台灣學習中文。

　　最令人驚訝的是在採訪過程中，
提及小時候的夢想，Mr. Jordan說他
從前想當冰淇淋車的駕駛，因為想要
一直吃冰淇淋。雖然他看起來很嚴
肅，但這夢想跟我們很多人小時候一
樣，這讓我覺得他有點反差萌。
　　在採訪他之後發現他其實真的沒
有想像中的嚴肅，其實也還蠻善解人
意的，像我撞到桌子的時候他也有問
我還好嗎，而我在唸題目的時候他也
很認真地聽，回答也清楚。雖然我不
知道他私底下是什麼樣子，但我在採
訪後了解到他其實沒有像其他的同學
描述的嚴肅或不怎麼好親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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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r. Calleb 很神秘，不跟我們說他的
年紀，但他已經來台灣二十幾年，同學
們預估他40-47歲，但他因為長期有在運
動，所以看起來非常年輕。
　　出生在肯亞，大學則到美國就讀達拉
斯大學，目前已經在TAIS教書5年了。
　　從小Mr. Calleb就是虔誠的基督徒，
會離開肯亞，起初是因為想擺脫媽媽的控
制，所以到教會詢問出國的機會。在美國
時，打工過，做過許多不同的工作。
　　最初，來到臺灣的原因，是因為教會
派他過來。來台灣以後，在台灣第一份工
作在彰化的教會，教小朋友英文；接下
來又到補習班任教，又到幼稚園工作，
很幸運地被找去當國小的網球隊教練。在
因緣際會下，遞補另一個老師的空缺而來
到TAIS·，一待便是五年。願意一直留在
台灣，是因為台灣的人情味給他滿滿的溫
暖。
　　多年擔任教職的Mr.  Calleb 從小的
夢想其實是擔任醫生，但在高中時成績卻
很差，正想放棄人生時，遇到人生第一位
貴人，是他的家教老師，非常有耐心地教
導，讓他的成績有大幅度的進步。很可惜
的，在Mr. Calleb於美國求學的期間，這
位老師因為氣管問題，在壯年時期就離世
了。

　　Mr. Calleb回憶剛到美國時，對他來
說是一項全新的挑戰，一開始也是過得不
盡如意，但這時有了第二位貴人，教導他
在美國需要了解的事情、盡力的幫助他，
讓他順利畢業。
      直到現在，Mr. Calleb也不時懷念這兩
位對他人生影響深遠的老師。
　　平時Mr. Calleb很外向、幽默、風趣，
喜歡動態活動，總讓人感覺他的。但他其
實也很能享受獨處的時光，做一些靜態活
動，與自己內心對話。如果學生需要幫助
時，他也會認真傾聽學生的需求，給予建
議、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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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 Calleb
English, Language Arts

Words by Enzo W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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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s. Hyelim
Social  Studies 

words by Jun Wu

　 　 我 採 訪 的 對 象 是 教 地 理 和 聖 經
Ms.Hyelim，她來自韓國，平時對學生非常親
切，很樂於幫助同學。她很了解世界地理，上
課很認真，都會自製講義幫助我們學習，很多
重點都整理非常清晰，藉由講義，讓學生掌握
許多地理知識。
　 　 採 訪 當 天 是 星 期 三 的 社 團 時 間 ， M s .
Hyelim 那天穿著她平常會穿的襯衫，那天我
差不多問他20個問題，原先擔心這些問題會
太多，老師會不耐煩。但老師每一題都很認真
的回答，每一題都講很多，也教授把書讀好的
方法。從這裡看得出來她十分有耐心，而且對
學生很關心。
　　她的興趣有很多，像是做一些簡單的運
動，很喜歡嘗試新的事物。週末的時候會出門
找朋友，或者跟朋友出去運動。她不喜歡玩手
機遊戲，她說只有在真的非常無聊的時候，才
會去下載遊戲，而且玩一下就刪掉了。
　　來自升學壓力很大的韓國，Ms.Hyelim也
跟我分享了她求學的經驗，以及她的讀書方
法，她說：「讀書至少要讀三遍，第一遍是要
全部都先看一次，第二遍是要畫重點，最後是
只看不會的。」這方法我覺得很實用，可以讓
我們掌握書本裡的細節。

　　她也有講一些讓我很驚訝的事情，童年
時，她曾經夢想成為動物研究員。但是，她長
大後，發現自己對當老師這份工作更有興趣，
而且也比較擅長，成為了我們所認識的 Ms. 
Hyelim，在講台上教授我們知識。 
　　平常我們只認識在台上教授知識的老師，
或許有一點嚴肅。但在這次採訪當中，我了解
到老師其實也和大家一樣，曾經有夢想，下班
時也會有休閒娛樂。也曾經和現在的我們一
樣，努力讀書、考試，現在才能知道這麼多，
教我們這麼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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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 Hopson
Business Tech,  Agriculture and Gar-

dening Teacher

　　Mr. Hopson 平時給學生的印象就是他是非常健
談的老師，基本上什麼種類的話題，他都很樂意和學
生聊。他的人生經驗非常豐富，曾經擔任過海軍陸戰
隊，隨著軍隊駐紮在伊拉克。而退役之後曾經生了一
場重病，失去了所有，但又一步一步從谷底爬起來，
人生閱歷非常豐富。
　　他雖然在學校是投資老師，但他其實日常生活中
涉略到非常多的知識。他平常非常喜歡將政治還有他
那些海闊天空而且又驚人的故事。另一方面，他認為
學生就是應該做自己想做的事，去探索自己所興趣
的事情，還有就應該要有冒險精神，不應該被規矩約
束。這就是為什麼，他在學生當中非常的受歡迎。

　　在向他預約採訪時間的時候，他其實就非常的高
興，他非常的樂意讓學生更了解他。他說每一次有類
似的事情，他從來不事先準備稿子， 因為他覺得這
個就是最自然的他，也是發揮最好的他。在採訪之前
呢，他給我了一包紅茶，然後就先帶我加熱水泡茶，
等茶都泡好了，才開始正式採訪。他認為這樣雙方都
會比較舒適，還有一種親和感。雙方都喝了口茶，才
開始採訪，彷彿是一場下午茶談話。　　
　　我們先聊到為什麼他會跨越半個地球，來到台
灣？ 他說當時他已經跟Ms. Megan結婚了，想要找
份在台灣的工作。正好在台灣TAIS的Mr. Everheart打
電話給Ms. Megan問他要不要來台灣教書。由於這個
原因，他們一起來到了台灣。而在台灣這些日子，他
滿喜歡台灣的生活，但也有一些不習慣。最不習慣的
是台灣的限速，他說他在美國曾經當過pizza外送員，
一般時速都在120km/hr，可是台灣規定在40-60km/
hr，讓他覺得是在太慢了，很受不了。

　　他也觀察了台灣的教育、學生的個性。他說他未待過台
灣本土學校，但是他的觀察，台灣學生太安靜了，一般都不
會主動表達自己的意見，而美國學校的學生會是非常的積
極，而且還可以和老師辯論，就算意見不同，在辯論後，依
然可以保有像朋友的關係。他也希望在台灣可以和學生有這
樣的互動，鼓勵學生願意發表自己的想法。台灣是個機車王
國，他會計畫將來騎機車拜訪台灣的鄉鎮，更深入了解台灣
的風土民情，更了解生活的環境。

　　Mr.Hopson有計畫將來要寫一本關於他人生的書，當我
們討論他預計這本書會有多厚，他卻說他也不知道究竟會有
多厚，但他會將一些人生重要的事情寫進去，所以應該會很
厚。我想，那一本書一定會十分精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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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s.Cara平時的形象就是她的溫柔，還有活動時總能看見老師嬌小可愛的背影穿
梭現場，用手機記錄美好的回憶。 
　　偶然間得知老師很喜歡在閒暇之餘拍攝一些美好瞬間，並把它們整理、留存紀
念。老師說她很喜歡把這些美好的時刻發在社群軟體上分享，收集著生命中許多美好
的回憶，也包括著在TAIS任教的生活，初次教書是來到這裡，對她來說學習到的經驗
是寶貴的。
　　學生們對 Ms.Cara 的印象，不外乎是她的基督徒身分以及她總是樂意幫助學
生。Ms. Cara說她想從經驗中學習，並以成為對學生心靈成長有所助益的老師為目
標。
　　Ms.Cara成為老師的動力，不僅是為了分享上帝的話語，老師也非常喜歡和我們
互動，與大家相處時也總是憶起他的童年。想溫暖身邊的人，的老師喜歡看見學生進
步的瞬間，進步不僅是學業上的更是心靈上的。特別是當學生願意敞開心扉時，那份
感動是最多的，選擇在TAIS教書是因為這裡不僅關注學業成績，還有心靈健康等多方
面的發展。
　　Ms.Cara希望能在輕鬆的互動中讓學生能有更好的品格，因為品格對一個人人生
的影響是深遠且不可撼動的。問及印象最深刻的學生時，老師說：「每個學生都像是
上天賜予的禮物，每個學生都讓我印象深刻，深受啟發。人們可能認為學生是向老師
學習的人，但實際上，老師也從學生那裡學到了許多有意義的課程。」老師在學生身
上學習到的是人們並不完美，一起生活就是互相學習和成長。做人要謙虛，要有耐
心。
　　同為基督徒的我們，在採訪過程中，討論到最喜歡的一節經文，Ms.Cara選了
Philippians 4：13〝I can do all things through Christ which strengtheneth me.〞
人都會氣餒和覺得自己不足，但這個經文告訴我們只要依靠著上帝就沒有什麼是我們
做不到的！
　　認識耶穌給Ms. Cara帶來很大的改變，Ms. Cara說:「我非常感謝我在生命中認
識了耶穌。當我面臨許多挑戰時，他給了我很多力量。他教導我永遠信靠祂。向祂祈
禱。把所有困難的事交給祂。祂改變了我的生活，讓我也想成為身邊人的祝福！」對
老師來說，溫暖他人也為自己帶來啟發。
　　Ms. Cara 肯定的說她絕對會考慮要教書一輩子!因為她想在生活中鼓勵更多的學
生。

words by Alina Lien

Ms. Cara
 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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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才剛來到這所學校，在採訪之前，我對Dr. LaGuardia十分陌生，只知道是一位教授英文的老師，學長姐總形
容她是一位「對學生非常好的老師」。在採訪的過程，我深刻感受到學長姊所說的好。
　　採訪過程中，每一項問題她都非常認真回答，聲音雖不宏亮，但溫柔的語調帶有沉著的穩定感。雖然我並未上過
她的課，但當她在準備回答我任何問題前，總會親切的叫著我的名字，然後才開始回答我的問題。雖然教過的學生人
數眾多，但她對於每一位與談的學生，都會慎重對待。
　　Dr.LaGuardia來自菲律賓，是一位非常資深的教師，採訪過程中，我們從「是什麼動機讓你想當老師？」原以為
Dr. LaGuardia 會回答成為一位教職員是她從小的夢想，畢竟她的年資顯示她已擔任教職多年，幾乎奉獻她的青春歲
月。但Dr.LaGuardia的回答令我十分驚訝：「我曾經有想當一位老師，但這個想法在我高中的時候就沒有了，後來是
因為我的爸爸期望我來當一位老師，我才來當的。」為了符合父親的期待，Dr.LaGuardia踏入教職，歷經47年的教學
生涯，至今仍願意站在講台上，傳授知識、導學生。因為父親的一席話，便堅持如此長一段時間，她的父親對她來說
是在生命中相當重要的人。
　　Dr.LaGuardia雖然有教書47年的經驗，在TAIS、TAC已經有八年的經歷了，當時會來到TAIS是因為TAC和TAIS的老
師不足，一踏入這所校園後，就在這任教了八年分別從2001到2017就在TAC當教授,之後便在2007到2011年擔任TAIS 
Ell 的教授。在來這所學校之前，也去過了許多其他國家教書，像是菲律賓、韓國、泰國和一些台灣的大學，這些經驗
讓她在杏壇教授知識47年之久。
　　在這47年的教學生涯裡Dr. LaGuardia說：「在這教學的經驗有很多難忘的經驗，我無法選出哪一個是他最難忘
的。」她也有說：「當老師不是原本想像的只是教書而已，同時還要扮演許多種的覺色。」當她在學校遇到不乖的小
孩她不會大吼大叫，她覺得沒有人是完美的，所有人都有缺點，包括Dr. LaGuardia本人。問到這裡時我就覺得學長姐
說她人很好是有原因的，因為她對學生很有耐心，願意給犯錯的學生再一次機會。

　　長時間奉獻教職的教師一定有一位啟發、對她而言生命中最重要的老師，Dr. LaGuardia回憶一生中對她影響很深
的老師，一位是高中時英文文法老師，另一位則是大學時的老師，這兩位是對Dr. LaGuardia影響深遠的老師。老師曾
說過：「你的英文發音很好聽，繼續保持。」因為這句鼓勵，Dr. LaGuardia對英文產生極大的興趣，日後也成為了一
位英文老師。
　　教書當然並非一路順利，多年來總有一些挫折，Dr. LaGuardia說最大的挫折是在剛開始任教的時候。因為大學就
出來教書了，對當時的她來說，擔任教師這項職業還太年輕了，她當時常因為緊張而唸錯或發音不標準，和文法拼錯
等錯誤，使她在講台上非常的緊張。但Dr. LaGuardia一一克服了這些難關，現在成為了一位經驗豐富的老師，在台上
感到自在。每當工作遇到挫折或想要稍微放鬆一下時，Dr. LaGuardia通常會看YOUTUBE或逗家裡的寵物分散負面的心
情。
 　　Dr. LaGuardia的英文好，有一部分原因是因為他出生地就在菲律賓，再加上求學時老師的稱讚，她才能堅持踏在
這條路上。Dr. LaGuardia同時也很感謝上天給她的這項天份（gift_），另一個部分也是她的教學理念，她覺得要讀書
就要讀到完全懂，不能只能半懂，這樣學不到任何東西。
　　Dr. LaGuardia的歷程可能不像大家所想像的完美，我們的人生中也都會遇到挫折，但其實挫折不可怕，可怕的是
你因為挫折而不敢繼續勇敢的去追夢，不繼續朝自己的夢想踏上更進的一步。就像Dr. LaGuardia說的:「人都不是完美
的。」

Dr. LaGuardia
English



Words by Albert Chuang

30 31

2021-22

　　一般人的印象中，輔導老師是善
良、會幫助學生解決煩惱，並且給予
好建議的重要角色。Ms.Yvonne也不
例外，是一個稱職且認真，懂得聆聽
學生的煩惱，並且擅長引導學生的老
師。
　　採訪時，在老師的辦公室中，老
師認真聆聽每一個問題，並詳細的回
答，充分展現了她的專業和對學生的
尊重，回答時也會經過思考，再以精
確且簡單的方式給出問題的答案，不
會執著在一個侷限的答案，而是習慣
以討論的方式完成訪問，讓回答可以
有更多面的內容。
　　老師是一個很有熱情的人，並且
對現在和未來都有明確規畫目標，對
自己的目標努力邁進。求學生涯中，
她曾受到老師的鼓勵，現在她希望每
一位有需要的人，都可以接受到她的
幫助。
　　她在大學時找到自己的興趣，
成為了輔導老師。這學期才剛來到
TAIS，現在來到了國際學校，是因為
想要接觸不同的學習制度，也想要接

觸全英文教學的環境，並試試看不同
的方式。截至目前為止，她感覺到學
校的熱情與活力，認為是一項很特別
的體驗。
　　關於未來的目標，Ms.Yvonne 
未來希望可以用自己的力量改變別
人，讓一些被工作或壓力限制而找不
到快樂的人可以重拾快樂，而不是變
成一台賺錢的機器。
　　我覺得老師有明確的目標和用熱
情的態度度過每一天相當了不起，是
一個很好的典範。

Ms.Yvonne
School Counse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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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s.Grace
Girl's Dean

　　Ms.Grace 是學校的女宿舍監，大家都說她是一位嚴厲，卻又細心的老師。 
　　採訪當天時間很緊湊，但因為並沒有溝通好時間，不過這個小插曲，讓我覺得她是一位很
有耐心的人。意外的她跟我約11:45，但我遲看到訊息，急急忙忙跑過去時，已過了十分鐘，但
是她仍然那裡等著我，這讓我發現她是個很有耐心的人。
　　訪問過程中，談到關於人生的大小選擇，如為什麼成為一位老師，她的回答是耶穌的指
引。她的信仰依靠是基督教，因為出生在篤信基督教的家庭，她從小便是為基督徒。
　　之後進入了TAIS當老師後，讓她覺得基督教是她真正的精神依靠，也更確定了她的信仰，
現在擔任AY的老師，信仰和她的生活密不可分。 
　　訪問後，我發現她並不是印象中的嚴肅，其實人很親切的，很有耐心的聆聽我的問題。採
訪前有很多的擔心，但幸好最後順利結束了，也讓我更了解這位從前沒機會深入了解的老師。



Words by Amy Hung

34 35

2021-22

　　Ms. Jathrena 平時給學生的印象是永遠都面帶微笑跟我們講話，永遠不會把負面情緒丟給我們。個性非常溫和，很少
生氣。
　　採訪剛開始，她很緊張，因為我故意跟她講說，這是很重要的採訪，他很擔心自己講的不好或是講錯話，但隨著採訪
的進行，她越來越自在，漸漸不那麼緊張，變得很自在的以聊天的方式接受採訪。採訪正式開始前，她準備一份底稿，但
是接受採訪時，突然找不到她的底稿，所以最後她還是慢慢回想她原先想好的答案。
在採訪的過程中，我問了她二十個問題，她很耐心、詳細地回答我。
　　Ms.Jathrena來自東馬來西亞，來台灣一年了，在台灣的一年中，在復臨擔任森巴舞老師。其實來到台灣的原因，是因
為當時她需要工作，但不只是為了賺錢，同時也希望可以有很特殊的工作經驗。
　　談到她的家庭，她已經結婚三年九個月，因為目前工作的關係，暫時和她的先生分離兩地，當時她在採訪過程中，談
及婚姻、家庭時，她似乎想到她和她先生的一些事情，從她的表情看得出來她非常的思念她的先生。她來到台灣也有部分
原因是因為她的先生很想來到台灣工作，也很希望她可以一同前來。目前Ms. Jathrena已經來台灣生活一年了，她的先生
因為台灣的一些疫情規定和簽證的關係所以還沒辦法來。Ms. Jathrena很希望她的先生之後可以順利來到台灣。
　　雖然在台灣才教書一年，但在來台灣之前，Ms. Jathrena已經教Zumba九年了，教書交了一年半。會從事教職的原
因，是因為她本身就很喜歡教書，從小其中一個夢想就是成為老師，現在只要看到有學生聽進去她講的內容就會很有成就
感。
　　除了當老師，童年時Ms. Jathrena也曾夢想開店、當老闆。也曾經夢想當位飛行員，曾夢想著這樣就可以到任何她想
去的地方，到處去旅行。
　　目前在台灣的生活，她挺滿意的。平時的空閒時間，喜歡在家裡用Netflix看電影，或者在家煮飯，煮一些家鄉的菜
餚。台灣的珍珠奶茶，直到現在都還是她在台灣最喜歡的一種飲料。動態的活動，她喜歡跳Zumba和走路當作運動。
除了時常保持微笑，Ms.Jathrena給人的印象是她非常喜歡粉紅色。採訪時，我們聊到這件事，她說每回看到粉紅色，她會
變得非常冷靜，也覺得粉紅色看起來很乾淨。她有潔癖，喜歡乾淨的環境，但她也有半開玩笑說因為我們的房間太髒了，
讓她的潔癖有好一點了。除了粉紅色，她還喜歡黑色、白色，很乾淨簡約的顏色。在她的辦公桌上，有不少星巴克的文具
用品，這是其中一個收集的興趣，因為她喜歡漂亮的小東西。
　　訪談的尾聲，我問她喜不喜歡現在這份工作？雖然她半開玩笑的說：「我是不是一定要講喜歡勒？」但平常她在課堂
上講課的模樣，很明顯她是真的喜歡老師這份職業。她提到生命中對她來說重要且也給她許多啟發的是高中時的英文老
師，她說那位老師很兇，大家都怕他，但也是因為那位老師很嚴厲，所以她在那堂課很努力，學了不少東西。
　　我在Ms.Jathrena身上學到許多優點，例如無論什麼時候都可以面帶微笑，即使遇到了問題，只要是在學生面前她都會
面帶微笑，因為她不想要把負面情緒帶給學生，真的是位很好的老師，在課堂上因為她很常教一些深奧的東西，我們會聽
不懂，我們問她作業能不能晚一點再交，她都會先跟我們講不行，但是到了要交作業的當天，我們跟她講說作業太難還沒
做完，她就會利用上課時間重新跟我們講解要怎麼寫。我真的覺得她是個很好的老師，也非常的有耐心。雖然她和她的高
中英文老師風格不同，但她一樣教給我們很多知識。

Ms. Jathrena
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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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 Kinsella
Language Arts and Criminology

Words by Erika Kao

　　Mr.Kinsella是一位外表十分親切的英國
人，目前和太太、小孩居住在埔里，每天早
晨通勤來上課。同學們對他的印象十分兩
極，有許多學生喜歡他的課，認為他的課很
輕鬆；但也有些人不喜歡他的課，認為這
堂課帶來非常大的學習壓力。Mr.Kinsella常
說：「只要你肯認真，盡你所能的學習，那
麼課堂中的所有對你來說都是小蛋糕一片！
」
　　Mr.Kinsella已經在台灣教書二十五年以
上，他說他想在不同地方做不同的事情，順
便去旅行。他年輕時候的夢想就是當一位律
師，原本來到台灣的目的就是想要成為一位
律師，但是因為語言不通的關係，無法如
願，索性轉行為老師，把他帶進教育圈的人
是他的社會老師和英文老師。
　　他的教學理念是：「在學習的過程中，
也可以有許多的歡樂。」而他的教學的意義
就是希望看到學生盡力做到最好，當學生上
課不專心時，他會提醒他們專心一點。在他
的教學旅程中，他很開心可以看到學生盡力
做到最好，但他不喜歡看到學生懶散和不盡
力。在台灣教書他很開心，但他認為台灣的
教學方式可以改善，希望不要有太多要記或

是要背東西，也不希望台灣的學校不要都只
專注於成績。
　　在台灣生活多年，台灣早已成為他第二
個家鄉。他很喜歡過新年，而且也特別喜歡
吃臭豆腐，已經非常習慣這裡的飲食和文
化。
　　當我問他，他退休後有什麼計畫，他
說：「也許就是休息就好，因為已經老了。
」假如他退休後，他想跟他的同事們說：「
希望各位都快快樂樂～」也特別想對學生們
說：「認真一點，然後也要快樂～」Mr. Kin-
sella是很親切的人，總是祝福著身邊的人，
希望大家都可以平安快樂。

2021-2220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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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r.Mallory在學校擔任數學老師，平常給人的印象是非常的
關心他人，對人很好，也很願意給別人機會。在給紅卡之前，都會
先提醒學生很多次，每次我們玩遊戲他都會來關心我們。同學們對
Mr.Mallory 的印象總是兩極，有人說他十分嚴肅，有人則說他是一
位很細心的老師。平時，有人會私下稱呼他為Mr. Red ticket ，但在
我觀察裡，對每次給學生紅卡前，都會提醒學生很多次，很願意給
別人機會。除了做事嚴謹，大家對他的印象還包括他是虔誠的基督
徒，有很堅定的信仰。在採訪當中，我問他為什麼會選擇基督教做
為信仰的依靠。Mr.Mallory說他出生在基督徒的家庭，跟著家人進
入基督教的世界。
　　他的興趣是飛盤，因為在就讀瓦拉瓦拉大學的期間，無意間看
到別人在玩，覺得很有趣，於是他就加入飛盤社，剛加入時，飛盤
也沒有丟得很好，但是隨著時間，慢慢地玩也慢慢變得非常的厲
害。現在在學校是Frisbee Club的指導老師。
　　一直以來很好奇，Mr.Mallory 為什麼會跨越半個地球來到台
灣，在這裡工作、成家。Mr.Mallory說大學畢業後在找工作時，因
緣際會找到這一份工作，所以來到了台灣來。在台灣生活4年，老
師說他假日的時候都會去爬山以及吃美食，我很好奇他最喜歡台灣
的食物是什麼，他說是剉冰，覺得是很有趣的一種食物又冰又綿綿
的，口感很好。
　　採訪當天，因為我還需要再去考MAPs的關係，所以我必須要延
後採訪時間，我寫了一封信跟他說我會遲到，我很擔心他會生氣。
出乎我意料之外的，他說他願意在辦公室等我，在這封信當中我看
到老師是非常親切，雖然是長輩也沒有很兇，沒有平時大家常說的
嚴肅。
　　採訪全程老師都非常親切，最後還一直跟我道謝。甚至採訪結
束之後，還寫信跟我說謝謝我採訪他，而且也跟我說，他在採訪結
束後還再次查詢他喜歡的台灣食物，發現他在過程中說錯了，他喜
歡的是剉冰，而不是他採訪過程中跟我說的刨冰，他說他覺得自己
的中文不太好，他還在學習當中，這讓我覺得很有趣，Mr.Mallory
很積極地想要學習中文、了解台灣的文化。

Words by Eric  Liao

Mr.Mallory
High School Mathematics

2021-222021-22



Words by Eleven Chang 

40 41

2021-22

　　Ms.Heaven是這學期新進來的老師，
因為疫情的關係，還不能入境，因此我們
還沒有機會見到Ms. Heaven本人，專訪
前對Ms.Heaven的印象是一個還沒出現在
校園，還持續使用線上方式教學的韓國老
師，主要教學的科目是地球科學和聖經。
　　「我不能要求我的學生喜歡我，但我
能真心喜歡我的學生」採訪一開始，Ms. 
Heaven如此說。
　　她的興趣是閱讀、唱歌、畫畫、英
語、科學，目前的工作也是有和她的興趣
相關的，她喜歡的科學和英語。當老師最
吸引他的地方是學生了解、吸收她所教的
知識時的那種成就感，當然這也是工作中
最快樂、有趣的瞬間，但想要讓同學們領
悟就要付出相對的努力。
　　專訪的過程中Ms. Heaven還分享了最
親近的親人，是比她小兩歲的弟弟，她們
的感情很好，兩個人之間完全沒有衝突、
妒嫉或憎恨，每個星期都會去教堂做禮
拜，是十分虔誠的基督徒。
　　關於未來，Ms. Heaven說她的夢想
也很簡單：「我想成為愛上帝並愛別人的
人。」

　
　　採訪完成之後，我發現Ms.Heaven
真的是一個是個親切又和善的老師，而且
做事十分盡責，會在採訪之前，提早把問
題的答案寫出來，會在採訪的一開始和我
聊天，打破猜訪時的尷尬和緊張感，Ms.
Heaven在訪問的期間都非常認真的傾聽
與回答，當然經過這次的採訪，我了解到
採訪前、採訪中、採訪後需要做什麼，準
備什麼。提前預備好網路、問題和心理建
設，真的會方便很多，就算還是會緊張還
是會害怕，但種覺得就算怎麼了自己也一
百個解決的方法。口齒清晰，大聲問答也
會使專訪中來得更加順利，讓對方聽清楚
問題，可以使對方一開始就切入重點，也
有助於明確表達訴求讓對方瞭解，也能夠
使整個專訪期間的氣氛更加熱絡、愉快， 
能讓對方感受自在 。

Ms.Heaven
Sc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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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學們對於Ms.Vivienne的印象是她的
溫柔、耐心。對於不擅長英文的學生，總
是很有耐心的反覆教導；學生犯錯了，她
也不會破口大罵，而是溫柔的語氣勸說。
　　Ms.Vivienne是高雄人，出生在一個虔
誠的基督徒家庭。她很喜歡小動物，有養
過天竺鼠和鸚鵡，平常很喜歡運動，喜歡
參與馬拉松比賽，挑戰自己，平時也會看
見Ms.Vivienne在一天的工作結束後，在校
園慢跑的身影。她很規律的運動，但她其
實也和我們一樣，喜歡披薩、珍珠奶茶，
　　Ms.Vivienne從小喜愛英文，高中到
美國留學，回來後就讀高雄市的文藻外語
大學，大學畢業後又到美國拿英文老師執
照。目前在TAIS教書七年，Ms.Vivienne
說她想到TAIS工作的其中一個原因，是她
想在一所基督教學校工作，於是她便加入
了這個大家庭，在這裡教書、陪伴學生成
長。雖然Ms.Vivienne很溫柔、很有耐心，
但她也在採訪時提到，她很不喜歡在上課
時，還需要管理學生的秩序、要學生不要
講話，因為這會讓她不開心，學生也不開
心，而且也會影響學習的進度。

　　除了當老師，Ms.Vivienne從小有過當
老師、導演的夢想，雖然另外兩個夢想沒
有實現，但她說沒關係，至少她實現了當
老師的這項夢想。
　　現在她的夢想、目標是成為更好的
人。

Ms.Vivienne
Language Arts, ELL

20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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