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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21 

黎明中文學校教務備忘錄(Jiao-Wu Memo)  
 

（1）本週 10/10 將照班級照，請老師們在家長義工的協助通知下，帶各班學生至室外照相。
照相的順序和流程如下: 

註: 班級照相工作人員--- 

 王心怡校長負責照相- 帶 CLR相機腳架。 
 王策諄、萬世康副校長負責至各班催場。 
 陳怡美、廖維棟負責安排照相座位。 
 班級照相場地在學校進出大門旁邊(到現場決
定位置)，擺放十張摺疊椅。 

 小幼、大幼進教室前，先照相後再進教室。 
 因十二班當天有校外教學，移除十二班的班

級照相。十二班會自行拍攝班級照。 
 

 
（2）本週 10/10 將於線上召開第一次教學會議，學校供應餐盒，請老師下課後記得領取。

教學會議一共有兩場，請盡量按照以下時間參加：資深老師 - 下午 1:40pm ; 新老師 - 晚
上 8:00pm。會議鏈接為： 
Join Zoom Meeting 
https://li-ming-org.zoom.us/j/84561603838?pwd=Y3o0L0EzMjdYUVE0eXJ6c3M1ajFCUT09 
Meeting ID: 845 6160 3838 
Passcode: LMCAjiaowu 
One tap mobile 
+13017158592,,84561603838#,,,,*4419406771# US (Washington DC) 
若無法參加教學會議，請記得請假。 

（3）注音班以上學術觀摩(Academic Recital)照常舉行，不邀請家長進教室參觀，可以請班
父/母錄影後剪輯每位學生的表演，只分享給家長自己孩子的演出錄影。注音班以上的
老師，請先將學術觀摩(Academic Recital)的活動流程表(已在 shared drive分享)，在 
10/17 前與黃喜美和王麗老師分享。目前學術觀摩主題和時間表如下： 

（4）10/24開放一班以上教學觀摩(Open House) 。不邀請家長進教室參觀。可以請班父/母錄
影分享給家長。教學觀摩時間表如下。如需改動，請通知黃喜美轉交劉以忻協調後公佈。 

班級 時間 班級 時間 
一班 (Rm160) 第二堂課 10:50-11:35 六班 (Rm170) 第一堂課 10:00-10:45 
二班 (Rm161) 第二堂課 10:50-11:35 七班 (Rm220) 第二堂課 10:50-11:35 
三班 (Rm162) 第二堂課 10:50-11:35 八班 (Rm219) 第二堂課 10:50-11:35 
四班 (Rm166) 第二堂課 10:50-11:35 九班 (Rm218) 第一堂課 10:00-10:45 

雙四/雙五(Rm164) 第二堂課 10:50-11:35 十班 (Rm217) 第一堂課 10:00-10:45 
五班 (Rm168) 第二堂課 10:50-11:35 十一 (Rm216) 第二堂課 10:50-11:35 

（5）老師教學進行中如有學生行為輔導需要，可以用電話、簡訊或 email給盧文文老師
或王麗老師，她就會進教室幫忙 。盧老師的聯絡方式如下: 手機 703-623-1855& 電
郵 (wwyi16@gmail.com)。 

（6）請老師們將每週的教案、作業、講義、課堂習作等資料存檔到各班的 Google 
Classroom > Classwork > Class Drive Folder (設定權限不開放給學生，學期末教務
即可直接下載，老師不用再另外上傳分享)。請老師們特別注意日期和多音字(破音
字)。 

（7）請老師們每週務必於 9:50am前到校，先至餐廳教務處簽到及領取學校相關通知，

包括每週學生的健康檢查表，請老師把沒有交健康檢查表的學生送到教務處服務台，

義工會聯絡家長把表填好後給學生一個”健康牌” ，再讓學生進教室。當學生回到教
室後，麻煩老師在健康檢查表上打勾，放學後將表繳回教務處。老師若星期日臨時

無法到校，或因路況無法準時到校上課，請聯絡王麗 (301-520-3450)。 
（8）目前各樓只有一個廁所地點，裡面有五間廁所，請老師們分散學生上廁所的時間，

全校/班同一時間上廁所會造成不必要的群聚。 
（9）若班上有學生開學至今都缺席又未請假，請通知註冊組長蕭君如 

(cjhsiao1212@yahoo.com)。 
（10） 麻煩老師特別注意，教室如裝備有 Promethean Board，請千萬

不要動用。謝謝場地組王策諄副校長幫老師爭取到使用教室內白板

的權益，請老師從教務處拿白板筆和白板擦，下課後把白板清理好。

如果老師上課時，臨時缺少任何文具，請到教務處櫃檯索取，千萬

不要動用教室裡的任何東西。如果需要搬動教室內任何桌椅，一定

要先照相記錄下原來的位置，下課後歸還原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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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班級 題材 預定節數 日期 
四班 童玩沙包 2(2,3堂) 3/6/22 
五班 新年賀卡 2(1,2堂) 12/19/21 
六班 端午香包 2(1,2堂) 3/20/22 
七班 紙雕卡片 2(1,2堂) 3/13/22 
九班 元宵燈籠 6 (3 x 2週) 12/05, 12/12/21 
十班 國劇臉譜 3 2/13/22 
十一班 中國樂器 6 (3 x 2週) 2/20, 2/27/22 
十二班 中國樂器 6 (3 x 2週) 10/17, 10/24/21 
十二班 賀歲生肖 4-5 (2週) 11/7, 11/21/21 

 春節展  1/9/2022 (五、九、十二班) 
 期末展  4/3/2022 (六、七、十、十一班) 

班級 2021主題 日期 時間 講評老師 
注音(Rm159) 順口溜 Jingle 11/7   
一班(Rm160) 童詩朗誦 Children’s Poems Reading 11/14   
二班(Rm161) 童詩朗誦 Children’s Poems Reading 11/7   
三班(Rm162) 兒歌朗讀 Nursery Rhymes Reading 11/7   
四班(Rm166) 繞口令 Tongue Twisters 11/7 第二堂課 10:50-11:35  

雙語四/五(Rm164) 繞口令 Tongue Twisters 11/7   
五班(Rm168) 說成語故事 Idioms Story Telling 12/12   
六班(Rm170) 學校生活 School Life 11/14   
七班(Rm220) 中西式早餐比較 Comparison of Chinese and 

Western Breakfast 
11/14   

九班(Rm218) 自我介紹與家族尋根 Self-Introduction and 
Family Roots 

11/21   

十班(Rm217) 遇見未來的我 Meet the Future Me 11/21   
十一班(Rm216) 看圖用成語說故事 11/21   
十二班(Rm215) 舊衣裡的金子 2/13 第二堂課 10:50-11:35  

這是 

電腦投影螢幕 

不是白板 

https://li-ming-org.zoom.us/j/84561603838?pwd=Y3o0L0EzMjdYUVE0eXJ6c3M1ajFCUT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