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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明中文學校教務備忘錄(Jiao-Wu Memo)
（1）請各班老師鼓勵學生參加演講比賽甄選。如果有推薦名單，也請老師們交給陳梅芬
老師。
（2）1/13/2019 將舉行語文部期末考，老師如果有任何問題，請與教務處聯絡。請老師
將各班上學期得獎名單，於 1/23/2019 星期三前 email EXCEL 檔案 (得獎者請以 X
為記號) 給楊麗蓉，以便列印獎狀。
（3）1/13/2019 同時將舉行語文部成果展。請老師收集學生的作業及作品在成果展時展
出，若是需要電腦撥放投影片，壁報板做展示，或有任何問題，請與楊麗蓉聯絡。
（4）下學期教師研習會將於 1/20/2019，從早上 10:00am 到下午 4:00pm 在 JWMS 舉行。
不克參加的老師，請提早請假。
9:50 - 10:30
報到、早餐
10:30–12:00
Effective classroom activities - Margaret Wu 老師
午餐聯誼
12:00–1:00
1:00 - 2:30
主流學校中文教學的挑戰 (僑校與主流學校的比較) - 熊嘉琪老師
2:45 - 3:15
Kahoot 分享- 陶占祥老師
課堂經營/個案討論 - 盧文文老師
3:30–4:00
（5）中文 SATII 模擬考將於 3/3/2019 舉行，請八至十班老師協助學生練習。如有學生
當天無法出席，請儘早通知陶占祥老師。如果同學需要補考，也請他們直接與陶老
師聯絡。
（6）請老師們注意不要使用教室內的任何的物品!!! 如果移動課桌椅，下課後務必歸還
原位。若是老師進教室後，發現教室擺設或物品已遭移動或使用，請即刻照相存證
並通知場地組處理。
（7）歡迎老師們報名參與 1 月 13 日全美總會線上講座 - 僑教面面觀
主講人: 僑委會僑教處榮幼娥處長
講座內容:
壹、海外僑教環境趨勢
貳、僑教工作的變與不變
參、未來展望
線上講座時間: 2019 年 1 月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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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1 月 11 日前，用以下連結報名登記。名額有限，請及早報名。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fr08K_q3hbkRrc2wIjJDARb1Hu_9S5
NpswmDwE1h8S_D2ZzA/viewform
總會將於 1 月 11 日，寄給前兩百名報名參加者，webex 網址邀請。
如果在 1 月 12 日尚未收到 webex 網址，請聯絡全美講座主辦單位: ncacls.webex@gmail.com
需要軟硬體:
電腦或行動裝置能透過瀏覽器執行 Webex 功能，透過喇叭或電話聽講、瀏覽器看講義，
如果需要提問，則需要有麥克風或透過電話。
主講人介紹--榮處長簡歷：
學歷：臺灣大學政治研究所
經歷：僑教處 科長、簡任視察、副處長、處長、綜規處 處長
總會線上講座網址 - http://www.webinar.ncacls.net
臉書 - https://www.facebook.com/NCACLS
（8）歡迎老師們報名參與 1 月 27 日全美總會線上講座 - 僑校學生多媒體簡報比賽經驗分享
主講人: 陳子聃、楊元慶、林美華
講座內容:
兩位學生陳子聃、楊元慶在老師林美華的下獲得 2018 年全美總會的多媒體簡報比
賽第一名。他們將透過這次講座分享他們的經驗，包括如何開始蒐集資料 、 準備
簡報內容、決定簡報軟件? 如何製作簡報、影帶、錄音、道具、服裝?如何與所製作
的簡報進行結合練習? 如何準備評審問答的部份? 比賽前所有硬體與軟體的最後調
整。
時間: 2019 年 1 月 27 日(星期日)美東時間晚上八點至九點
線上講座方式: 透過網路 Webex 進行。
請學校或個人在 2019 年 1 月 24 日前，用以下連結報名登記。 名額有限， 請及早報名。
https://goo.gl/forms/wpdyv5XiuHTQM9np2
總會將於 1 月 25 日，寄給前兩百名報名參加者，webex 網址邀請。
如果在 1 月 26 日尚未收到 webex 網址，請聯絡全美講座主辦單位: ncacls.webex@gmail.com
需要軟硬體:
電腦或行動裝置能透過瀏覽器執行 Webex 功能，透過喇叭或電話聽講、瀏覽器看講義，
如果需要提問，則需要有麥克風或透過電話。
講員簡歷：
學生：陳子聃
高中九年級/ 6 歲開始學習聲樂，鋼琴，舞蹈，喜好烹飪、製作甜點
曾 2 度入選 NJ region 爵士樂隊，region 合唱團，2019 NJ Speech & Debate Qualifer
中文獎項：全美文化常識中年級組、高年級組冠軍，ANJCS 歌唱冠軍（多次）， 慈
濟盃演講冠軍（多次）ANJCS ， 全美， 美東多媒體驚爆比賽、演講比賽冠亞軍，
紐約中廣母親節演講比賽獲得 2 次冠軍
學生：楊元慶
初中 8 年級/ 5 歲開始學習象棋，西洋棋，足球，越野長跑
中文獎項：全美文化常識中年級組、高年級組冠軍，ANJCS 象棋比賽獲得 5 次冠軍，
ANJCS 演講比賽 ，全美、美東多媒體簡報比賽冠軍
指導老師：林美華
畢業於加拿大喬治布朗學院
現負責新澤西北新中文學校 AP & SAT 課程
新澤西百靈鳥青少年志工團團長
在 NJ 僑校、僑校服務超過 10 年，長期陪伴學生參加中文演講、朗誦、文化常識、
多媒體簡報等比賽，並訓練學生參加各項英文演講（impromptu , original oratory,
declamation…)
曾經擔任台灣雙十國慶/青年節慶祝大會主持人
總會線上講座網址 - http://www.webinar.ncacls.net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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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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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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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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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班
五班
六班
七班
九班
十班
十一班
十二班

題材
童玩沙包
新年賀卡
端午香包
紙雕卡片
元宵燈籠
國劇臉譜
中國樂器
賀歲生肖

預定節數
2(2,3 堂)
2(1,2 堂)
2(1,2 堂)
2(1,2 堂)
6 (3 x 2 週)
3
6 (3 x 2 週)
4-5 (2 週)

日期
3/31/19
1/6/19
4/14/19
3/17/19
10/28, 11/4/18
2/3/19
3/3, 3/1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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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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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