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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明中文學校教務備忘錄(Jiao-Wu Memo)  
 

（1）本週 2/17  12:30-2:00 將在 232 教室召開本學期第一次教學會議。討論議
題包括 3/3 Chinese SATII 模擬考、4/28 招生說明會、計畫本學期各項活
動等，並特別邀請到前教務長陳津涓老師來和大家分享加州中文學校現
況。請老師準時出席。若無法參加教學會議，請記得請假。 

（2）大華府地區中文學校識字比賽將於 5/11 (提前一周)星期六在僑教中心舉
行，校內甄選比賽時間是 3/10，校內甄選說明會將於本週 2/17 10:15am 在 232 教室
召開。 

（3）中文 SATII 模擬考將於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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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春季學術觀摩(Academic Recital)預計於 3/24 開始陸續舉行，請老師們確認舉行日
期和主題，並將學術觀摩的活動流程表和計畫在 2/17 以前 EMAIL 給楊麗蓉，以協
調評審及器材所需。 

日期 時段 班級 主題 講評老師 型態 
3/24 
 

10:50 – 11:35 注音 唱遊 (我從哪裡來) 不需 ( 動態)              
歡迎家長參觀 

4/7 10:50 – 11:35 雙注 四季頌 不需 ( 動態)              
歡迎家長參觀 

3/24 10:00 – 10:45 一 注音比賽 不需 (靜態) 
4/7 10:50 – 11:35 雙一 我的爸爸和媽媽 不需 (靜態) 
3/24 11:40 – 12:25 二 注音比賽 不需 (靜態) 
3/31 11:40 – 12:25 雙二 注音比賽 不需 (靜態) 
3/24 11:40 – 12:25 三 查字典比賽 不需 (靜態) 
3/24 11:40 – 12:25 雙三 注音/選字詞比賽 不需 (靜態) 
3/24 10:50 – 11:35 四 拼字/拼詞比賽 不需 (靜態) 
3/24 10:50 – 11:35 五 拼字/拼詞比賽 不需 (靜態) 
4/7  
 

10:05 – 11:00 六 方向指引 王心怡 ( 動態)              
歡迎家長參觀 

4/7 11:00 – 12:25 七 我的華人偶像 王心怡 ( 動態)    
歡迎家長參觀 

3/31 10:50 – 11:35  八 休閒活動 盧文文 ( 動態) 
歡迎家長參觀 

4/14 10:50 – 12:25 九 說服性演說 梅強國 ( 動態)    
歡迎家長參觀 

4/7 10:50 – 12:25 十 中華文化簡介 不需 ( 動態) 
歡迎家長參觀    

3/31 10:50 – 11:35 
 

十一 中國藝術研究報告 吳育偉 ( 動態) 
歡迎家長參觀 

（5）本學期的對外招生說明會將於 4/28 舉行，希望老師們能多多配合。 
（6）預告今年 WMACS 暑假教師研習營的時間為 7 月 5 日(星期五)到 7 月 7 日(星期日)，老

師們可依此安排您的暑假活動! 
（7）歡迎老師們報名參與 2/17/2019 全美總會線上講座 - 如何針對全美 2019 年中文傳承教育

國際研討會撰寫與發表論文 
主講人: 黃清郁教授 
講座內容: 

全美中文學校聯合總會將於 8 月 3 日至 4 日在美國馬里蘭州巴爾的摩市舉辦「第五屆中
文傳承教育國際研討會」，主題為「繼語承文，教育未來」，發表方式為單篇論文、小
組論文、教學示範。 
在這線上講座，黃教授將透過一些範例介紹與探討大會涵蓋的各項議題、基本論文寫
作、發表與簡報、適合的題材，鼓勵僑校老師、行政人員、主流學校中文教師投稿與分
享經驗，以促進全美各地從事中文教育人士之間的交流，提升僑校的經營與各種中文教
學。研討會論文分類細節與相關訊息請參考以下總會網站。 
https://sites.google.com/site/ncacls2018master/conference 

線上講座時間: 2019 年 2 月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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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月 16 日前，用以下連結報名登記。名額有限，請及早報名。 

https://goo.gl/forms/UPrE9YUoFU3EBBfG2 
總會將於 2 月 15 日，寄給前兩百名報名參加者，webex 網址邀請。 
如果在 2 月 16 日尚未收到 webex 網址，請聯絡全美講座主辦單位: ncacls.webex@gmail.com 
主講人介紹: 
黃清郁教授目前任教於新澤西州肯恩大學資訊系，曾擔任維德中文學校校長、老師與新澤西

中文學校協會會長，目前是全美中文學校聯合總會長程規劃委員，專注於教育，曾在許
多研討會擔任講員發表論文與演講。 

全美中文學校聯合總會線上講座網址:  https://sites.google.com/site/ncacls2018master/webinar 
（8）歡迎老師們踴躍報名參與 2/24/2019 全美總會線上講座課本即互動平台:美洲華語全

新應用 - iPhone 版 
連育仁老師主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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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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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連老師請大家先到 http://gg.gg/mzapp 下載美洲華語 app. 
時間: 2018 年 2 月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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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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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J3IUrStE4nIZrMv1 
總會將於 2 月 22 日，寄給前兩百名報名參加者，webex 網址邀請。 
如果在 2 月 23 日尚未收到 webex 網址，請聯絡全美講座主辦單位: 

ncacls.webex@gmail.com 
主講人介紹: 
連育仁老師是中原大學應用華語文學系助理教授，主要的興趣是漢語國際教育與數位教

學的結合。主要的研究領域是行動教學以及運用同步教學技術實踐線上漢語教學的
教師培訓、教學模式與教學策略，正在參與開發互動式華語教材閱讀 APP 與以人工
智能為基礎的對外漢語電子教材與線上教學模式。他曾任中國文化大學遠距教學中
心主任，對與國際漢語教學相關的教育工具、網路服務及軟硬體非常熟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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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老師們每週務必於 9:50am 前到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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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變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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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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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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