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ppo 的方式
多國語言是一種自然的狀態
這 35 年來，LEX/河馬家族俱樂部的成員在世界各地分享語言，
當他們利用學到自己母語的相同過程，我們發現任何人都能學習
許多種語言—關鍵是身歷其境，多國語言環境讓聽者接觸到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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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的聲音和韻律。

◆ 台湾語/Taiwaneese ◆

★ 河馬家族俱樂部最新消息 ★
★

創造一個自然沉浸於多國語言的環境

共同研究多語言習得與大腦

就像嬰兒開始裡解自己的母語甚至是在看到教科書之前，河馬的成員透過
沉浸自然地拾起語言。這借助於語言教材，這些教材是由

麻省理工學院語言學和語言習得的 Suzanna Flynn 教授和東京大學的

各國家的母語者來錄製並透過生活故事的方式。藉著不斷地播放，創造一

酒井邦嘉 教授已經著手於一連串的多語言和腦的相關研究。第一個

個身歷其境的環境，使我們能夠吸收各種語言的模式。

計畫將會在酒井教授在東大的實驗室運用 fmri(功能性核磁共振造
影）舉行，並會測試多語言制提供認知語言有利的程度。參與計畫的
人包含 trilingual lex 成員和非會員。敬請關注我們希望有些令人興奮

河馬的經驗還包括每週以社區為基礎的俱樂部，會員們聚在一起分享自己的
語言的發現。這些聚會包含各種活動，從唱歌和跳舞，到遊戲和討論，聽不
同語言的唱片。它們提供了一種樂趣，培育的環境，會員可以支持和鼓勵彼

教授 的結果

、flynn教授、酒井

LEX鈴木堅史理事與

此在他們的語言發展路程。我們認為，語言的發展是來自聯繫，就像我們努
力和彼此溝通。

跟著哼唱：語言就是我們的音樂
在 LEX / 河馬家庭俱樂部最重要的活動之一就是被稱為
metakatsu 或“唱歌”，這是我們聆聽時模仿聲音的過程，重
點在於保持語言的節奏，旋律和自然模式。

任何時間、任何地方、任何人
多語言環境的另外一個基本要素是結合來自世界各地的成員。

2017 LEX 多國語言發表會
參加下一次的 lex 多語言演講(LMP)已開始報名中！類似 TED 演講的風格，LMP 為 16-25 之青少年。演
講者發表關於自己的經驗和文化，但是，演說至少需使用三種語言！此演講激發我們去瞭解多種語言及
種文化之價值。這就是 LEX/河馬家族俱樂部的主義。

我們的跨國交流允許成員在許多國家的和家庭一起度過時光，並在自
己的家中接待國際遊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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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週年慶 SD 卡
為了歡慶 35 週年，LEX/河馬族俱樂部把語言教材編寫成一系列的 SD
卡！分成標準版、標準特別版及高級套裝組，高級套裝組包含了我們
過去 35 年來所有的錄音檔。您可在日本訂購套裝組，此舉也是對於建
立沈浸式多語言環境之一大步邁進！

Hippo 亞洲企劃：亞洲多語言青年自然營
為促進亞洲多語言友誼，hippo 亞洲項企劃推動了兩個青年營。
上海亞洲多語言青年營針對來自中國，韓國，日本和亞洲各地的
大學生和青少年，而泰國的亞洲多語言青年營則已中學生。每
年，參加者享受各種戶外活動的同時，也結交許多各國朋友並分

海外寄宿家庭計劃 - 家庭交流 -

享他們的語言。這些青年可以享受自然的美麗，同時獲得更廣泛

家庭交流是為成人和有孩子的家庭的 1-2 週寄宿計劃。

的世界觀，發展新的友誼。

自 1981 年以來，該計劃已擴大到包括與全球 20 多個國家的

世界實習計畫（WIP）

交流。每年約有 400 名會員到海外開展新的友誼。

WIP 在肯尼亞

✈

海外寄宿家庭計劃 - 青年交流 -

WIP 是一個令人興奮的機會，為所有成年人提供在另一個
國家改變人生的交流經驗。 WIP 實習生在日本，韓國，美

青年交流是在一個星期到一個月的春季和夏季的寄宿

國或墨西哥以及與世界各地 40 多個不同國家的各種合作

計劃，並從 10 歲到大學生的青年。每年，最多有

夥伴組織在 LEX 上志願服務 1-12 個月。實習生將有機會

650 名兒童擁有一個難忘的經歷在另一個國家。

與寄宿家庭住在一起，吸收日常生活的節奏。該計劃適用

臺灣

於 18 歲及以上的成年人。

日本的跨國寄宿
雪的營隊

hippo 跨國寄宿計劃歡迎來自 120 多個不同國家的 5000

多語言雪與自然營隊

多人參加在日本在 LEX 寄宿家庭。參與者是來自世界各

分別於 3 月和 8 月舉辦的雪和自然營隊，提供給你絕佳的

地合作機構的交流學生，公司培訓生，家庭和青年，並

機會在自然美景中享受 hippo 多國語言活動。雪的營隊於長

參加各種 hippo 活動，有機會沉浸在日本文化中。

越南

LEX 實習到日本

野縣多雪的三月份，參加者可以在冬季的仙境中玩耍，之後
晚上還會前往傳統的日本旅館。自然營也在長野舉行，充滿
了動植物、令人興奮的戶外活動。開放給世界各地的人們，

這一年的交流針對年齡在 18-25 歲之間的青少年，並

這些營隊是真正多語言，多元文化的經歷！

將他們帶到日，在東京的 LEX/hippo 辦事處！參與者
將以 hippo 活動為主軸，並期待在我們國際化辦公室
度過令人興奮的多語言一年。從事活動，到參加研討
會，作為溝通聯絡員，實習生可以肯定在辦公室里永

韓國

遠不會有一個沉悶的一天！

學校的高中留學交換

緬懷榊原陽
1930-2016

高中留學交換在 2016 年慶祝其二十週年，並每年持續擴大。該

2016，LEX 家族失去了一個讓我們非常親愛的人

計劃不僅將日本學生送到國外，還接受了來自世界各地的高中生

- 我們的創始人榊原陽。然而，即使在缺席的情

在日本學習。約有 120 名日本學生在美國，法國，泰國等地留

況下，他的精神也在我們所有人身上生活，鼓勵

學，他們與寄宿家庭在一起，吸收接待家庭的文化、日常節奏。

我們向不同的語言和對世界各地的人們展示我們

✈

今年還有來自七個不同國家的 25 名學生來到日本一年。高中留學
交換是個真正成長的獨特機會！

✈

的心靈。
給你，謝謝你的一切！

✈︎

ありがとう¡Muchos gracias! 謝謝 Grazie!
Danke! Merci beaucou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