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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明中文學校教務備忘錄(Jiao-Wu Memo)  
 

（1）本校開始接受 2019-2020 新生登記，請老師通知學生家長為在校生的弟妹登記入學，

並參加 4/28 舉行的招生說明會。請老師們分享劉以忻老師精心製作的八分鐘看黎明

影片給親朋好友，宣揚黎明教學理念，招集志同道合的家長和學生加入黎明的大家

庭。以下是影片連接: 
英文版: https://youtu.be/R43r3XbGoJE 
中文版: https://youtu.be/3WHH8Jw-N98 

（2）請老師們依據活動流程，協助學生準備春季學術觀摩(Academic Recita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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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 時段 班級 主題 講評老師 型態 
4/7 10:50 – 11:35 雙注 四季頌 不需 ( 動態)              

歡迎家長參觀 
4/7 10:50 – 11:35 雙一 我的爸爸和媽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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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10:50 – 11:35  八 休閒活動 盧文文 ( 動態) 
歡迎家長參觀 

4/14 10: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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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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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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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14 將舉行春季第二次教學會議(12:30-1:30pm)，主題包括:春季學術觀摩心得、招生說

明會、期末考與結業壁報展準備、暑假作業等事宜。請老師們務必參加，若無法參加請

向教務處請假。 
（4）歡迎老師擁躍報名 4/14/2019 全美總會線上講座：僑校文化教學推廣 - 布袋戲比賽

實際執行範例 
主講: 陳怡伶老師。目前擔任北維實驗中文學校，文化課指導老師。連續四年，指導高
二班布袋戲競賽。由於學校師生家長參與熱烈，此競賽已成為學校年度大事之一。 
陳老師個人喜愛布袋戲文化，每回台灣，必定會觀賞布袋戲演出，參與研習課程。在
2018 夏天，更親訪國寶級布袋戲大師陳錫煌，並與布袋戲團老師保持聯繫。陳老師期
望傳承布袋戲文化，讓海外華人子弟以及外國友人能了解中華文化動感的一面。 
講座內容：認識布袋戲，操作布偶，製作布偶，設計舞台，編寫中文劇本，繪製海報，
戲劇表演，比賽流程等。 每一項內容，都可以依據學生程度或是老師教學資源，改編
成為獨立的中文學習單元。 
時間: 2019 年 4 月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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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月 12 日前，用以下連結報名登記。 名額有限， 請及早報名。 
布袋戲比賽實際執行範例報名連結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dxEFwf7jPwls5G-rFqWk-t2N67cXJqm
Wc7ySaPtjFqKt1Cig/viewform 
總會將於 4 月 12 日，寄給前兩百名報名參加者，webex 網址邀請。 
如果在 4 月 13 日尚未收到 webex 網址，請聯絡全美講座主辦單位: 
ncacls.webex@gmail.com 

（5）今年中文學校校際運動會將於 5/5 在 Winston Churchill High School (11300 
Gainsborough Road, Potomac, MD 20854) 舉行，當日全校將提早於 11:15(?)下課。請各

班老師到運動會場集合學生、點名、分發由家長會準備的 Pizza 午餐、及帶領學生繞場

一圈。請老師們鼓勵學生踴躍參與，如不出席運動會則視為缺習一堂課。還沒有購買黎

明運動衫的老師，請向家長會購買。最後，請老師們在家庭連絡單上註明:今年運動會

報名表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dPWW5optRfO0kazGCNu0BiL06Myhmd
zBjXDb8iHavZ7C5RmA/viewform 
可於學校網站上的每周公告下載，將不再行分發紙本報名單。 

（6）美東中文學校協會第四十六屆年會將於 5/25 - 5/26/19 兩天在馬里蘭州(Maryland) 
Baltimore 的 Sheraton Inner Harbor Hotel (300 South Charles Street, Baltimore, MD 
21201) 舉行。此一盛會不僅是每年美國東部近百所中文學校的師生熱切期盼的大型活

動，也是所有美東中文學校緊密結合、聚集一堂的難得機會，每年約有六百多人參加。

黎明中文學校將全額補助老師們的報名費用 ($130/包含三餐的餐費)，歡迎老師們報名參

加年會，相關議程可參考www.acsusa.org/acs2019/agenda.php。並請多鼓勵學生參加多

媒體、壁報比賽等。詳細資料請看: www.acsusa.org/acs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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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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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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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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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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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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