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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明中文學校教務備忘錄(Jiao-Wu Memo)  
 

（1）本週 3/3 和 下週 3/10，十一班的文化美勞課，需要和十二班換教室，以便使用教室

內的水資源。煩請兩位老師提醒學生。 
（2）中文 SATII 模擬考將於本週日 3/3 舉行，請八至十班老師簽到時領取試題，如有學

生需要補考請儘快與陶占祥老師聯絡。 
（3）大華府地區中文學校識字比賽將於 5/11 星期六在僑教中心舉行，校內甄選比賽將在

3/10 於 223 教室舉行。請三至十二班老師在家庭聯絡單上通知家長，鼓勵學生參加

甄選，並請老師幫學生練習字庫的字。3/10 甄選比賽時間如下: 高中組(9th~12th) 
12:40，初中組(6th~8th) 1:10，小學組(3th~5th) 1:40。本週日 3/3 下午 12:40-1:30，
在 223 教室有一次練習的機會。3/3 也是校內甄選報名的截止日期。報名請洽陳怡文

老師: yiwen.chen@verizon.net 
（4）春季學術觀摩(Academic Recital)將於 3/24 開始陸續舉行，請老師們確認舉行日期

和主題。 
日期 時段 班級 主題 講評老師 型態 
3/31 
 

11:40 – 1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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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東中文學校協會第四十六屆年會將於 5/25 - 5/26/19 在 Sheraton Inner Harbor Hotel, 
Baltimore, MD 舉行，歡迎老師報名參加研討課，也多鼓勵學生參加多媒體、壁報比賽

等。詳細資料請看: www.acsusa.org/acs2019/ 
（6）歡迎老師們報名參與 3//3/2019 全美總會線上講座-翻轉教育與學思達細部技術 
講座內容： 
1.翻轉教育的幾個重要概念 
2.學思達的教學細部操作介紹 
3.學思達與海外華文教育 
 
主講人介紹: 張輝誠老師 
臺灣師大文學博士，前臺北市中山女高教師，文學作家，為前清皇族兼儒者愛新覺羅•

毓鋆之入室關門弟子。文學作品曾獲時報文學獎、梁實秋文學獎等，著有散文集《離
別賦》、《相忘於江湖》、《我的心肝阿母》、《毓老真精神》、《祖孫小品》。 

曾獲教育部教學卓越獎金質獎，北京 21 世紀教育研究院全人教育獎，2013 年 9 月開始
提倡「學思達教學法」，是臺灣教育圈「隨時開放教室」第一人，五年間超過全世
界六千多位老師前來觀課；組建臉書「學思達教學社群」，目前有五萬多名老師、
家長、學生、學者每天進行專業教學討論；又在誠致教育基金會的資助之下建立網
路「學思達教學法分享平台」(ShareClass)，打破校際藩籬，共享學思達教學講義；
同時組建六十餘位學思達核心講師群團隊，在全臺灣各地辦理演講、工作坊，分享
學思達教學法，更受邀至美國、新加坡、馬來西亞、汶萊、印尼、香港、澳門、北
京、南京、西安、山東、杭州、廣州、鄭州等地分享，為華人世界的教育革新寫下
新頁。 

教育相關著作有《學思達》、《學思達增能》，以及《學思達小學堂》繪本套書。 
目前是河南鄭州貝斯特教育集團（多所幼兒園、兩所小學、一所初中、一所高中）、廣

東東莞小牛津教育集團（多所幼兒園、一所初小學、兩所國際學校）的教學總監，
主要負責一千多位老師的培訓，轉為學思達老師 

線上講座時間: 2019 年 3 月 3 日(星期日) 
美東時間晚上八點至九點 
請學校或個人在 2019 年 3 月 1 日前，用以下連結報名登記。 名額有限， 請及早報名。   
https://goo.gl/forms/LWPu8OnPnnLOKHgC2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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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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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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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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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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