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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明中文學校教務備忘錄(Jiao-Wu Memo)  
 

（1）家長進入教室參觀學術觀摩時，請老師提醒家長們，不要帶飲料進教室；如果移動

教室內的課桌椅，也請家長務必將桌椅歸還原位。 
（2）在學術觀摩時，如果學生臨時怯場、忘詞，請老師見機行事，邀請同學或助教幫忙

化解尷尬，以免造成負面的影響。並請各班老師們繼續策劃、督導學生演練。 
（3）各班學術觀摩已於上週展開，請老師們繼續協助學生準備，並和評審老師溝通學術

觀摩的目標，評分標準和對學生的要求，以利於評審老師評分及講評時，能幫助老

師達到目標，並做到更有效的評量。 
 
 
 
 
 
 
 
 
 
 
 
 
 
 
 
 
（4）華府華文網路師資協會將在 11/10 上午十點半到十二點半，於華府華僑服務中心舉

辦「學華語向前走」教材使用分享與研討。 
（5）全美總會線上講座 - 從「信息」到「教育」：國際漢語慕課之質量邁進 

主講人 - 廖灝翔教授 
講座內容: 
線上課程近年風起雲湧，慕課兩大平台 edX 及 Coursera 迄今提供近四千門課程，

學習人數全球超過七千七百萬。對於線上課程的研究多著重在其和傳統課堂的分

野，較少討論其和一般教學資源網站之間的異同，更遑論細談語言慕課與傳統課堂

及線上資源其中的差別 (Chuang & Ho, 2016)。本場講座從講者近三年參與的六門

漢語慕課課程經驗出發，分享中文教學法在課程中扮演的專業角色，重點包括：(1)
「知 (fact)」和「行 (act)」在漢語慕課的比例，(2) 「隨機對照實驗」(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在課程規劃之必要性，(3) 專業團隊之組成，以及 (4) 如何在網

上處理聽說讀寫。講者認為，國際漢語慕課宜擺脫僅呈現「信息」的思維，應朝提

供「優質教育」邁進，而在面對全世界不同時區、文化迥異的學習者時，「數據」

將扮演重要角色。 
時間: 2018 年 11 月 11 日(星期日) 
美東時間晚上八點至九點，美中七點至八點，美西五點至六點 
線上講座方式: 透過網路 Webex 進行。 
請學校或個人在 2018 年 11 月 9 日前，用以下連結報名登記。 名額有限， 請及早

報名。https://goo.gl/forms/2xBQA2xPQjM60aZ03 
（6）僑教中心將於 11 月 17 日下午 1-5 時舉辦民俗文化種子教師在地研習，由 2018 年華

府地區回台參加「民俗文化種子教師研習班」培訓的學員來與各位老師分享所學，

本次研習的主題分別為： 
1.    皮影戲 
2.    芋圓 
歡迎有興趣之老師報名參加，欲參加者請於 11 月 15 日下午 6 時前回覆本中心，以

利準備文化材料。 
p.s. 煩請各位老師自備容器或紙盤（for 芋圓）、一雙免洗筷（for 皮影戲）。 
請聯絡林青樺，華府華僑文教服務中心，Culture Center of TECRO 
901 Wind River Lane, Gaithersburg, MD 20878 
Tel: 301-869-8585 ext. 117，Fax: 301-869-8883 

（7）希望使用美洲華語課本的老師們，能踴躍報名參與 12 月 2 日全美總會線上講座，

善加利用這個難得的機會。 
全美總會線上講座- 課本即互動平台:美洲華語全新應用 
主講人 -連育仁老師 
講座內容： 
如何讓課本直接具備高互動能力一直是師生與家長的共同問題。全新版美洲華語數

位應用 APP 上架後，讓僑校的教材達到全新的互動境界。數位版美洲華語採用「書

籍內容數位化互動系統及方法」專利，讓採用美洲華語教材的學校從此不用再為選

擇何種數位教學平台煩惱，可以直接讓學生與家長透過 app 與課本內容互動，達到

最好的輔助學習效果。參與本次講座的老師們建議準備一支智慧型手機及美洲華語

課本，將直接在線上帶領參與者實際體驗，討論移動新科技融入教學的方式。 
時間: 2018 年 12 月 2 日(星期日) 
美東時間晚上八點至九點, 美中七點至八點, 美西五點至六點 
線上講座方式: 透過網路 Webex 進行。 
請學校或個人在 2018 年 11 月 30 日前，用以下連結報名登記。 名額有限， 請及早

報名。 
webex 網址邀請： Link  

（8）老師教學進行中如有學生行為輔導需要，或電腦/投影機有問題，可立即請走廊執

勤的糾察家長/或電話通知教務處盧文文、楊麗蓉處理。 
（9）請老師們將每週的教案、作業、講義、課堂習作等資料在星期六以前 email 給

limingresource@gmail.com 帳號，交教務處存檔。請老師們 特別注意，家庭作業和

上課習作上的日期和多音字(破音字) ，務必檢査確認後再影印。 
（10）老師若星期日臨時無法到校，或因路況無法準時到校上課，請聯絡楊麗蓉 301-768-6992。 
（11）文化美勞課課程安排如下，請老師確定，如有疑問請和文化美勞老師聯絡，並通

知劉以忻(lm.jiaowu@gmail.com)。 
班級 題材 預定節數 日期 
四班 童玩沙包 2(2,3 堂) 3/31/19 
五班 新年賀卡 2(1,2 堂) 1/6/19 
六班 端午香包 2(1,2 堂) 4/14/19 
七班 紙雕卡片 2(1,2 堂) 3/17/19 
九班 元宵燈籠 6 (3 x 2 週) 10/28, 11/4/18 
十班 國劇臉譜 3 2/3/19 
十一班 中國樂器 6 (3 x 2 週) 3/3, 3/10/19 
十二班 賀歲生肖 4-5 (2 週) 12/2, 12/9/18 

♥ 春節展  2/17/2019 (五、九、十、十二班) 
♥ 期末展  4/28/2019 (六、七、十一班) 
 

（12）老師們借用各種器材請至少一星期前向黃郁雅 Krista Huang 登記:  
(301) 251-1161 x10138 (O)，kristahuang@gmail.com。 

 

班級 2018 主題  日期 時段 講評老師 
雙語注音 我與耶誕老人的小秘密

+兒歌演唱 
11/18 2nd 不需 

一 童謠朗讀 11/18 3rd 不需 
雙語一 關於我 11/18 3rd 不需 
二 兒歌朗讀 11/11 1st 陳惠文 
五 說成語故事 12/9 2nd  陳又華 
六 用成語說故事 11/11 1st&2nd 王心怡 
七 中西式早餐的比較 11/11 3rd 陳又華 
九 自我介紹與家族尋根 11/18 2nd & 3rd 王心怡 
十 預見我的未來 

(Gaze into my future) 
11/18 1st  王心怡 

十一 看圖說故事 11/18 2nd 吳育偉 

https://goo.gl/forms/2xBQA2xPQjM60aZ03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f7GT5xVsNatAfAtqtkG9tw0FmzsdEjJw-CjLf3i4yq9ADfpA/viewform?fbclid=IwAR3AAPMXDimVQmkI2JwsZAKRa8itAw-0arcv8f101s2HQi5SoiZXYVGnv6Y
mailto:limingresource@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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