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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分班及AP中文班說明會
Information Meeting on Credit Class and AP Chinese
★ 學分班說明會 (Credit Class Info Meeting)
日期 Date: 3/4/17 (Sat) in PTA meeting
時間,地點 Time & Location: 9:45am at Little Theater (小禮堂) , 1:40pm at office, room #703 (辦公室)
* 學習正體字或簡體字的學生都可選修.Covers traditional and simplified characters.
* 何時可以開始上學分班? When can you start taking Chinese course for high school credit?
* 上課時數和升級的要求? What are the requirements on hours and grade to advance to the
next level?
* 課堂上課與文化活動的要求. Commitment to in-class instructions and cultural activities.
* 其他相關重要訊息及提問. Other important information and opportunity to ask questions.

★ AP中文班說明會

(AP Chinese Info Meeting)

日期 Date: 4/22/17 (Sat)
時間 Time: 11:00am – 12:00pm
地點 Location: 702教室(AP 中文班) AP classroom #702 (Black Mountain Middle School)
* 學習正體字或簡體字的學生都可選修. Covers traditional and simplified characters.
* 為何要選修AP中文？Why do I want to take AP Chinese?
* 為何要考AP 中文入學考試? Why do I have to take AP Chinese placement test?
* 上課時數及文化活動的要求? What are the requirements on hours and cultural activities?
* College Board AP 中文考題之示範與說明: Demo and explanation on College Board AP Chinese Test.
* 其他相關重要訊息及提問 Other important information and opportunity to ask questions.

★ AP 中文班入學考試：(三月期間,請注意上網報名參加考試)
日期,時間：4月30 日星期日, 上午九時 – 中午 或下午1-4時
地點：北郡文教中心 ( 9888 Carroll Centre Road, suite 122, San Diego, CA 92126 )
考試內容：筆試、口試、打字， 約50-60分鐘
十年級以上學生才能參加考試，通過考試， 才能註冊AP 班。

AP Chinese Placement Test: Watch for online test registration

announcement in March
Date & Time: Sunday, April 30, 9:00 am – Noon or 1:00pm – 4:00pm
Location: SDCCA Learning Center
(9888 Carroll Centre Road, suite 122, San Diego, CA 92126)

Test: Written test, Oral test, Typing test (estimated test time is 50-60minutes)
Only 10-12 grade (next school year) students are eligible to take the placement
test. Students may register for AP class after they pass the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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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教中心課程及照片

朱曼玲 / LilyYu
1. 由周寶珊老師指導的國畫班日前開始上

課, 報名參加者相當踴躍.有初學者也有數
年繪畫經驗的學生慕名而來. 周老師認真
教畫, 學生們也競競業業地學習.
2. 陳遠放老師指導的書法篆刻班四年來持
續不斷,每週兩班 (星期六上午或下午),學
員可依自己的時間彈性選擇. 最近更有非
華裔學員參加.北郡文教中心宣揚中華文化
不遺餘力.
3. 曲學蕃老師甫從台灣回來,近日將安排
上課時間.有興趣學習葫蘆雕刻的朋友,歡
迎報名參加.
4. 2017年暑期中文班正在籌劃當中, 詳情
將在3/4 家長大會中報告.請家長們到場聽
取說明.
5. 欲知北郡文教中心所有課程,歡迎電郵
詢問: office@northcountychineseschool.org

The new Chinese brush painting class
began in early February. The famous artist
Grace Chow is our instructor. We have a
full class and everybody enjoys learning
from Mrs. Chow. Calligraphy class continues as usual. Gourd carving class will
resume soon. Please come to 3/4/17 PTA
meeting for 2017 summer program information. Please email office@northcountychineseschool.org if you have any question about programs at SDCCA Learning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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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大會預告

家長會長 林曉安/ ShaoAn Lin

第二學期家長大會
2nd Semester PTA Meeting
日期 Date: 3/4/2017
時間 Time:
上午班 AM classes -- 9:40am
下午班 PM classes -- 1:40pm
地點 Place:
上午班 AM classes -- Little Theater
下午班 PM classes -- 辦公室 #703

家長會將頒發新年園遊會得獎班級,
學校也有學分班和暑期班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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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分班園遊會活動及團體組卡拉OK歌唱比賽
今年園遊會中有一項新的活動 -- 團體組卡拉OK歌唱比賽。本次比賽是學分班今年的一項新活
動，學分班同學以班級為單位參加比賽。本次比賽邀請到三位評審: 李美惠女士，楊斐斐女
士，和楊嘉秀女士。
得獎名單及演唱的歌曲如下: 第一名: AP 班 (依然愛我)，第二名: 學分四 (組曲:一條日光
大道、今山古道、微風往事)，學分三 (知足)。
下面是一些學生參加園遊會活動和歌唱比賽的心得感想。

學分二下午班
陳穎炘
在上個星期的園遊會裡，雖然我没有玩遊戲，但是我覺得它們都很好玩。除了表演了舞獅和唱
了卡拉OK以外，我還吃了不同的食物，例如：肉燥飯、冰淇淋和波霸奶茶，它們都非常美味可
口。舞獅我去年就舞過了，但是參加卡拉OK比賽卻是第一次。雖然它是一個新的經驗，但是我
覺得很好玩。還有，跟我們班的同學一起叫賣的經驗對我將來上班的時候也會很有用。這個園
遊會真是特别，叫我一生也忘不了。

◆

范一灵
在游园会中，我和我的朋友是一只狮子。人家给我们红包也拍我一、两下。我很喜欢游园会，
因为有很多好吃的东西和好玩的游戏。

◆

苏美玲
在中文学校过中国新年很好玩因为有很多人来觉得很热闹。我吃了很多好吃的东西。我用我的
票买了奶茶、炒面和肉燥饭。我也很喜欢那天的表演，我觉得我们的舞狮很有意思。

◆

高育婷
在北郡中文学校的园游会，我是舞狮团里面负责拿红包的狮头。我跟我的朋友舞得很开心。在
唱卡拉OK的时候，我跟我的同学唱小苹果。我觉得那天非常特别。

◆

宋玟怡
我的學校的中國新年園遊會很好玩。 在早上的第一個活動是舞龍， 這是我第二年的表演。 表
演結束以後，我用二十四張票買了滷蛋、炒麵、珍珠奶茶、紅茶、三個春捲和水果。我覺得都
很好吃。最後有卡拉OK比賽。 我們唱 “小蘋果”，這條歌太難了，所以我們沒有贏。一天下
來，我覺得很有意思，因為我拿到很多錢也吃了很多食物。

◆

刘安婷
今天我去了北郡的春节园游会，然后，和我的班级表演舞狮和一起唱“小苹果”。虽然今天人
山人海，但是是一个难忘的经历。园游会上有很多小吃，比如说：豆花、春卷、炒米粉、上海
炒面和年糕。园游会上也有很多游戏，虽然我没有玩，但是看起来都很有趣。我看到了很多小
朋友玩得很开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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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分二上午班
夏迦榮
一月二十八日是大年初一， 今年是雞年。學校舉辦的園遊會裡我最喜歡的表演是舞獅，我覺得我
們班的遊戲攤位（套圈圈）吸引很多人來， 因為很便宜。我覺得AP 班卡拉OK比賽唱得最好， 因
為他們的歌聲很好聽， 結束時做的愛心手勢很好。我們班唱的歌是「童話」， 我覺得如果我們
多練習幾遍應該可以唱得更好。
◆

杜佳美
在园游会的时候我买了波霸奶茶跟中式煎饼。这两样都是我喜欢的食物，奶茶很甜， 煎饼很脆。
我觉得我们班的游戏摊位吸引很多人因为奖品跟招牌都很好。从卡拉OK比赛我学到合唱的时候要
大声。
◆

邓勇谦
我很喜欢看园游会的表演， 每个节目都很有趣。我买了卤肉饭和咖喱鸡饭， 因为我喜欢有米饭
的食物， 很好吃！我觉得我们班的摊位展示的很好， 其实套圈圈不是那么简单的游戏， 但是看
起来很好玩。下午上课我学到压岁钱的由来是以前中国人把红包放在枕头下， 赶走了「祟獣」，
让小孩子平安的过年， 这跟放鞭炮吓走「年獣」很接近。从卡拉OK比赛我学到唱歌的时候一定要
大声才能表现得好。我觉得AP 班唱得最好， 因为他们的歌很好听， 也唱得很大声。

◆

黄慧揚
園遊會裡我最喜欢卡拉OK比赛， 一起唱歌很好玩， 想要唱得好必需大家一起配合， 而且要唱大
聲。我覺得我們的攤位很吸引人因為就算没有赢也可以拿到糖果。下午上課我學到中國人過年會
吃很多食物， 它們的名字帶來喜氣而且有特別的意義。
◆

李佾承
我覺得我們班套圈圈的遊戲做得最好， 這個遊戲很有趣， 而且很好玩。我覺得AP 班卡拉OK比賽
唱得最好， 因為他們準備得很好。過年我會用「五福臨門 」來祝賀長輩， 希望他們「長壽，
富貴， 康寧， 好德跟善終」。
◆

今年的新年園遊會以及我們班的攤位
學分四
張家瑋 : 今年北郡中文學校的新年園遊會有玩遊戲的攤位,賣食物的攤位,還有舞獅等活動。
當我在逛園遊會時，我看到一些攤位在賣肉燥飯, 飲料, 紅豆湯等等。我們的攤位賣刈包和珍珠
奶茶。我覺得刈包跟珍珠奶茶都非常好賣，因為這些東西都很有中國小吃的特色。不過有可以改
善的地方，那就是可以再多加一點糖在奶茶裡，奶茶裡的冰塊少放一點，還有也可以多準備一些
刈包來賣。
◆

張家綺 : 今年北郡中文學校慶祝中國新年的活動有小孩子唱歌, 跳舞,老師們發紅包給學生,
也有舞獅等等。我看到了很多攤位像玩遊戲的，也有看到賣不同國家的食物的攤位。今年我幫學
分四的攤位賣刈包和珍珠奶茶。我覺得刈包很好賣,因為大家都說很好吃,而且只要三張票。我覺
得我們若是多準備一些刈包會賣得更好。今年的園遊會我覺得我們班的攤位最熱鬧, 因為才中午
12點，要賣的食物就快賣完了。
◆

李沛恩 : 今年北郡中文學校舉辦了新年園遊會，還有不同班級的表演以及學分班的卡拉OK唱
歌比賽來慶祝中國新年。我也看到很多吃的攤位，大部分都是中國或者台灣小吃。只要是賣吃的
攤位都好像很熱鬧的樣子。我們攤位的食物比預期中賣得還要好，刈包很早就賣完了。不過輪到
我賣的時候，因為珍珠奶茶沒有珍珠了，所以只剩下奶茶，也變得不太好賣，必須要一直叫賣才
賣得出去，我覺得下次賣的時候要算好數量，不要一次放太多。
◆

范芮琦 : 今年北郡中文學校有春節園遊會，慶祝中國新年。每個班會賣吃的或者玩遊戲。除
了這些以外，還有舞獅，卡拉 OK 唱歌比賽。每個班級賣不同的東西，有波霸奶茶，肉燥飯，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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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泰式奶茶，麻薯，香腸，台式甜不辣，和茶葉蛋等等。我們班的刈包和波霸奶茶很快就賣完
了，尤其是刈包賣得最快，可是賣波霸奶茶就花了比較多的時間才賣完。因為還有很多攤位也跟
我們一樣都在賣波霸奶茶。
王映蘋 : 今年北郡中文學校新年園遊會有很多食物、遊戲跟表演。有唱歌，跳舞，也有舞
龍。我今年有幫學分四搬東西跟裝飾我們的攤位。我們賣刈包跟波霸奶茶，都賣得很好。 我一
點到我們的攤位賣東西的時候，我們的食物就已經賣完了。我們的的東西賣得很好, 因為它們好
吃。如果我們賣更多東西的話，我們可能賺更多的票。我有看到很多很有意思的攤位。 有人在
賣炒飯，有人在賣壽司，也有很多遊戲。我覺得我們的攤位很熱鬧，因為我們的東西很快就賣完
了，再說，我們的攤位的位置最好！
◆

吳浩寧 : 今年北郡中文學校有園遊會, 舞獅, 和卡拉OK慶祝中國新年。我今年從十二點半到
一點幫忙賣波霸奶茶。 我覺得很好賣,因為我在幫忙的時候就賣完了。我覺得如果做多一點波霸
會賣得更好。 今年我看到涼麵, 炒飯, 肉燥飯, 許多飲料, 香腸和蛋捲。 我覺得肉燥飯的攤位
最熱鬧。 今年的園遊會我喜歡的活動是看舞獅, 賣波霸奶茶和吃肉燥飯。
◆

林信允 : 今年北郡中文學校慶祝新年的活動和表演有唱歌, 跳舞和舞獅。我今年幫忙學分四
的攤位賣珍珠奶茶和刈包。我的時間是從一點到一點半, 而我在其他時間有時也會幫忙,像是放珍
珠在奶茶裡。我的時間不好賣, 因為我輪的班是最晚的班, 所以輪到我時，我們已經沒有珍珠和
刈包了。我覺得如果我們有更多的珍珠和刈包, 我們可以賣得更好。在今年的園遊會裡, 我看到
不同的攤位在賣食物,玩具, 紀念品和玩遊戲的攤位。遊戲的攤位是最熱鬧的,因為今年有很多小
孩參加園遊會。今年我沒有最喜歡的活動, 但是我最喜歡的食物是珍珠奶茶。
◆

陈慧美 : 今年在学校的春节园游会里，我看到了很多食物摊位，比如奶茶、炒面、点心、葱
油饼等等。我也看到了很多游戏摊位。游戏摊位是最热闹的，因为中文学校有很多小孩子，小孩
子非常喜欢玩游戏。那天的园游会，我最喜欢的活动是买地道的中国菜，因为我特别喜欢吃好吃
的食物。我做义工的时间是从十二点钟到十二点半帮忙卖奶茶。我帮忙的时候，刈包已经卖完
了。奶茶还好卖，我觉得如果放少一点冰在奶茶就更好了。
◆

马恺琳 : 北郡中文学校有很多庆祝春节的活动，有舞狮，唱歌和跳舞。学分四今年卖刈包和
珍珠奶茶。我从十二点半到一点在摊位后卖奶茶，不太难卖。因为我们的珍珠和刈包很快都卖完
了，我们只在卖冰奶茶。所以，我们不需要很多力气卖东西，但是也没有很多人来我们的摊位。
要是我们多准备一点珍珠会更好。在摊位后面卖东西真是好玩极了。我最喜欢的食物也是我们班
的刈包。我从来没吃过这种食物，所以我觉得很有意思，也很好吃。
◆

王逢祺 : 今年北郡中文学校举办了一个春节游园会，里面有不少的摊位和表演来让大家了解
中国新年的风俗习惯和文化。我今年看到的摊位都很精彩。大家卖的东西都不一样。有些卖川
菜，有些卖零食，另外还有一些摊位有游戏可以玩。我们卖的刈包又嫩又香，而且卖的特好。我
们卖的饮料也卖得很快。如果我们明年想卖得更好的话，那我们得多做一些刈包，派学生出去
卖。而且，如果顾客要买两样东西，可以减价一两张票，让我们的摊位吸引更多的顾客。
◆

馮曉心 : 今年北郡中文學校有卡拉OK 唱歌比賽, 舞獅和小雞的跳舞來慶祝中國新年。我看到
了很多賣食物和飲料的攤位, 還有玩遊戲的攤位。我們的攤位賣波霸奶茶和刈包。刈包真好賣,
很快就賣光了。波霸奶茶也好賣, 可是因為杯子看起來不是滿滿的一杯,所以有些人不買。 如果
下一次我們完全填滿每一杯, 應該會賣得更快。
◆

我在第一屆團體組卡拉OK比賽中的表現
學分四
◆

張家瑋 : 我很滿意我在卡拉ok比賽的表現。再說, 我覺得我們全班表現得非常好。

張家綺 : 這次卡拉OK唱歌比賽, 我很滿意自己的表現, 我覺得學分四表現得很好。因為我們
很努力地一起練習三首歌, 所以我們得了二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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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沛恩 : 我覺得我們班卡拉OK比賽唱得不錯，我覺得自己的表現還算可以。至於大家的話，
應該是可以更活潑一點，因為覺得我們唱得好像沒有很高興的樣子。
◆

范芮琦 : 這次的卡拉OK歌唱比賽，我還蠻滿意自己的表現，因為我把歌詞記得很牢，而且該
做的動作都有做到了。雖然表現得不錯，但是我們還有可以進步的空間。
王映蘋 : 我滿意我在卡拉OK唱歌比賽的表演。我們唱了三首歌，一首是男女唱的，一首是男生
唱的，一首是女生唱的。我覺得我們都表演得很好。
◆

◆

吳浩寧 : 這次的卡拉OK唱歌比賽, 我很滿意自己的表現。我覺得我們班唱得很好。

林信允 : 我滿意我在這次卡拉OK比賽的表現。我覺得學分四的表現還不錯,但是我們唱得比
較小聲。
◆

陈慧美 :下午是卡拉OK唱歌比赛，我很满意自己的表现。学分四的表现还好。大家都大声地
唱。有的时候，我们不是一起唱。因为我们有一首歌曲没有音乐，所以听起来有一点奇怪。我也
觉得我们的动作有一点奇怪。
◆

马恺琳 : 这次卡拉OK歌唱比赛，我觉得自己的表现不好也不坏，但是学分四的表现是很
好的。
◆

王逢祺 : 这次卡拉OK比赛是北郡第一次有团体组的比赛，所以大家都很紧张。虽然我很紧
张，我还是觉得我和整个学分四的表现都非常好。所有的人都尽力地大声唱，没有人偷懒。
◆

馮曉心 : 這次卡拉OK唱歌比賽, 我很滿意自己的表現。我大聲地唱, 而且我完全記得每首歌
的歌詞。我覺得學分四的表現得很好,可是回家的時候,我的父母說他們聽不清楚我們唱的歌, 因
為背景音樂太吵了。
◆

AP班
尤辰恩 — 我覺得我們班表現地非常好，還能得到第一名。我認為我們贏的原因是因為每個
人都很認真地練習，一起合作，而且犯錯的時候沒有亂掉，笑一笑就過去了！我覺得卡拉OK比賽
有很大的意義，因為我們學中文不是只學生詞或課本上的死知識，反而要唱唱中文歌、看看中文
電影，這樣比較了解中華文化，也好玩多了。
◆

何立緣 — 我覺得這個比賽很有意思，因為能夠看到很多比較害羞的同學：第一，站到台
上；第二，展示她們的創造力和藝術能力。對我來說，這個活動並沒有浪費時間，而是讓我們班
上同學間的默契更進一步！因為是歌唱比賽，所以壓力沒有像演講比賽那麼重，所以能夠輕鬆自
然地上台。最後拿回第一名時，也讓大家感受到合作的力量有多麼重要，我覺得時非常好的學習
經驗。
◆

蔡得人 — 我覺得和一群人唱歌蠻有意思的，而且，和同學們在一起，我上台比較不會緊
張。我們一起練習也比較好玩！我們在班上練習不但很有意思，而且還讓我們加強彼此的默契和
互相之間的關係，我覺得這個卡拉OK比賽，給我們更多團體表現的自信。
◆

王悅和 — 卡拉OK團體組比賽的結果和過程都讓我為我們的AP班感到驕傲，也很敬佩學校教
務組把這個活動舉辦地很順利。我們從兩個月前就開始練習歌曲，到了真正上台執行我們計畫好
的編舞，最後獲得第一名，是個很有意義的經驗！中文學校應該多舉行這類活動，讓學生可以發
現學中文不光是用在聽、說、讀、寫上面，也可以從音樂來欣賞並深入了解這個語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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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遊會紀事及照片

家長會長 林曉安/ ShaoAn Lin

今年的園遊會真是太順利了: 時間恰好、天氣合作、人潮踴躍、食物可口、表演精彩、遊戲多
樣，能有這麼多方面的配合，實在是沒有其他可以再要求的了!
首先，謝謝所有的家長，從買票、食物準備、遊戲構想，一直到攤位收拾，樣樣都是不可缺的
環節! 感謝老師們、學校行政人員、和理事會的大力支持與幫助! 當然還要謝謝所有在幕後默
默服務的家長和“前”家長們: 指揮交通、義工安排、廚房熱食、貴賓招待、兌換票卷、攝影
等，您們的辛勞都是有目共睹的!
看到攝影師送來的照片: 小朋友專注地玩遊戲、高高舉起手上贏得的獎品、小心翼翼端著香噴
噴的食物、紅撲撲的臉對著照相機開心的擺姿勢，每一幕都讓我感恩、感謝、和感動!孩子們
會記得父母每一年為了慶祝中國新年的忙碌，就是要把中國的傳統一點一滴的傳承下去!
祝大家 新年萬事如意!
What a great turnout on Saturday! With the help of all of you, we were able to put together a
memorable, spectacular event- thank you so much for your long hours and hard work!
Room parents, a big shout out to you and your families and friends for being so understanding
and helpful while you juggled a multitude of tasks: kitchen malfunctions, miscommunications,
overall food preparations. Of course, we can’t forget all those who worked behind the scenes
to make all this possible: parents who stood outside in the sun directing traffic, handing out
maps and such, as well as those who were there since 8 to assign all of our high school
volunteers to different booths, and those taking on special tasks such as kitchen staff,
photographers, VIP check-in, and ticket-sale crew.
Looking through all the wonderful pictures sent in by our photographers, I am so touched
to see such great parent involvement, and the happy expressions on all our kids’ faces
as they take part in this annual event. When I look the students dancing in ducky
costumes with their parents, beating the drum for their fellow lion dancers,
concentrating on blowing sailboats, playing Plinko, eating all the delicious food we’ve
known ourselves since childhood, smiling widely with their red tickets in hand saying
“cheese”, it makes me know everything was worth it! They will surely remember
their parents working so hard to make sure Chinese New Year traditions are
not forgotten!
Wishing you and your family a joyful, prosperous Chinese New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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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遊會活動及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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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北郡中文學校演講側記
聖地牙哥北郡中文學校在本週六（一月十四日）舉行了一年一度的演講比賽和即席演講比賽，
蔡小楓校長非常榮幸地邀請到汪愼叔先生、黃莉莉女士、及傅家康先生為上午的評審。下午的
評審團則是由葉芸青女士、趙映雪女士、及胡志堅先生組成。我們非常感謝他們百忙中撥冗參
加，也感謝所有參與及支持的學校校務人員和家長義工的熱心協助。
本次演講主題為「愛與關懷」
幼稚組： 我愛我的家人
初小組： 我愛我的朋友/寵物或我愛動物
初級/中級組： 我愛大自然/我愛我的學校/社區
高級組： 我愛地球
雙語A組：我的朋友
雙語B組：我的家
雙語C組：我的一天
即席演講主題則是「關懷社區，持之以恆」， 下面細分為二十七個不同的子題，共有二十六位
同學參加比賽，參賽者多為學分四班和AP班的學生。比賽的同學在抽題後，可以準備三分鐘，
然後就需立刻上台，就剛才抽到的題目即席演講。這樣即席演講的難度非常高，同學們不僅要
詞彙量大，還要組織力好，更需豐富的學識，同時還要能沈著、不緊張，不疾不徐地把自己對
講題的意見發表出來。師長們更引以為傲的是，能有這麼多的同學，都懷抱信心來報名參加比
賽。說明同學們平常在課堂上一定是常常切磋，經常演練，才經得起這“台上三分鐘，台下十
年功”的考驗！
我們看到了五歲至十八歲的普通班及雙語班同學們的精彩表現，條理清楚，頭頭是道，真的是
可圈可點，師長們都感到既欣慰又驕傲。尤其是雙語班的學生，家中父母都不會說中文，而學
生在學了一年、兩年的中文後，能夠上台清楚的表達自己的想法，真是老師諄諄教誨的成果！
希望通過學校辦的年度演講比賽，讓同學們可以增加上台的機會，練習膽量、多説華語，增進
自己的表達能力，使得同學們以後在人生的道路上受益匪淺。我們希望明年有更多的學生踴躍
參與、以豐富自己的中文學習。

演講比賽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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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地牙哥北郡中文學校
2016-2017 學年度演講及即席演講比賽得獎名單
幼稚組

學生姓名(班級)

初/中級組

學生姓名(班級)

第一名

薛天禹（一甲）

第一名

江慈恩（學分一上午）

第二名

陳易昇（一甲）

第二名

錢湘美（五甲）

第三名*

白家鴻（一甲）

第三名

陳積穎（五甲）

第三名*

任芊芊（一甲）

優

勝

胡棋翔（一甲）

優

勝

錢國暐（二甲）

高級組

學生姓名(班級)

優

勝

陳福慜（二甲）

第一名*

馬欣悅（學分三）

第一名*

常毓雯（學分三）

第二名

史文思（學分三）
葛欣怡（學分三）

* 同名次
初小組

學生姓名(班級)

第三名

第一名*

朱宇湘（四甲）

* 同名次

第一名*

朱康妮（四甲）

第二名

梁曦之（一甲）

第三名

錢湘暐（三甲）

* 同名次

雙語B組

學生姓名(班級)

第一名

王家寶（CSL-E1）

優

勝

黎夢竹（CSL-E2）

優

勝

王銘霖（CSL-E2）

雙語A組

學生姓名(班級)

第一名*

王家明 (CSL-B2)

第一名*

陳力偉 (CSL-B1)

雙語C組

學生姓名(班級)

第二名

關心兒 (CSL-B2)

第一名

吳心怡（CSL-M2）

第三名

莫亦森 (CSL-B1)

優

勝

潘保羅（CSL-M2）

優

勝

黃佳琪（CSL-M2）

* 同名次
即席演講

學生姓名(班級)

即席演講

學生姓名(班級)

第一名*

何立緣 (學分AP)

第五名*

易星佑 (學分AP)

第一名*

宋芷若 (學分AP)

第五名*

栗悦寜 (學分AP)

第二名

陳凱文 (學分AP)

優

勝

李庭堯 (Post AP)

第三名*

王悅和 (學分AP)

優

勝

范芮琦 (學分四)

第三名*

尤辰恩 (學分AP)

優

勝

王逢祺 (學分四)

* 同名次

評審名單：(依姓氏筆劃排列)
早上(AM):
下午(PM):

汪慎叔，黃莉莉，傅家康
胡志堅，葉芸青，趙映雪

演講比賽及即席演講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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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分班文化課系列(二)

今年的學分組有一系列的中國文化課，在十二月份的雙月刊中，已經刊登了學分二的造紙課和學分
三的拓印課程。本期中會有AP 班的民俗課程及學分四的國畫課同學們的活動感想。希望藉由同學
們的上課心得，讓大家更了解學分組的文化課課程。

AP班 民俗文化課-捏麵人、扯鈴、中國結的感想
王悅和: 我從捏麵人這個活動中,不僅僅學到怎麼從簡單的麵粉做出許多各種各樣顏色鮮美的卡
通人物、植物及動物，還從老師放的影片中了解到捏麵人後面的歷史和文化。之後，看到陳老師把
麵團用煮的，我才發現原來捏麵人不光只是為了用雙眼欣賞它的美觀，而且還可以當食物吃。除此
之外，我們還學到別種中國民俗藝術。老師講到扯鈴的時候，我變得特別興奮，因為我其中一個愛
好就是耍扯鈴，因此讓我更想去了解扯鈴最早的起源。原來，扯鈴以前是用竹子做的，而且還分成
不同類型的。所以，中國文化的演變，讓我從這次捏麵人的活動中能夠真正的體會到。
◆

蔡得人: 我覺得做捏麵人很有趣。我從這個活動學到捏麵人的文化及歷史源流。我本來不知道
捏麵人是什麼，但當我看到我哥哥做的，我就有點瞭解。我以為做這個會很難，可是開始做的時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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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得滿容易的。雖然我對藝術沒有特別的興
趣，做捏麵人對我來說有意思。現在除了老
師和同學們，我幾乎沒看過別人做捏麵人，
於是我無法想象以前在中國有多少人會做。
尤辰恩: 我從小就很喜歡捏麵人，每次看
到我喜歡的動物或卡通人物變成捏麵人我都
覺得好可愛。我從捏麵人的活動不但學了怎
麼做很可愛的捏麵材料，還學了捏麵人、中
國結、和扯鈴的歷史。我學到捏麵人最早以
前是小朋友的點心，下課的時候都會吃孫悟
空或別的卡通人物形狀的捏麵人。雖然現在
做的捏麵人不是用來當點心吃，還是中國民
俗文化很重要的部分。雖然做捏麵人看起來
很簡單，但是我發現其實非常難，因為要把麵粉揉成很小的形狀，很難用手做成我們要的樣子，
只好用工具做成我們想要的效果。我希望我有一天可以跟弟弟一起在家裡做捏麵人，因為需要的
材料很方便買，而且我覺得我和弟弟一起做應該不會吵架，會是一個好經驗。
◆

何立緣: 從捏麵這個活動中，我學到了團體合作、節省、和耐心。在開始真正”捏麵”以前，
大家用了糯米粉、麵粉、鹽、和食物染料來揉成軟軟的麵糰。因為老師讓我們自己揉麵糰，所以
當大家使用材料時都非常小心，一點也不會浪費剛才好不容易揉好的麵糰。在老師給我們的幾個
小時中，我們大家都至少做出了三個小成品。要做出成功的作品，得花很多時間修改、加上更多
材料，就光是一顆眼睛或一片花瓣就花上好幾分鐘才能完成。學會了這種民俗藝術讓我想要把它
繼續傳下去，而不是就讓它消失掉。
◆

魏志諠: 我從捏麵人的活動學到很多中國民俗藝術的歷史。例如說，我學到捏麵人是以前在中
國慶祝節日的一種食物，現在變成一種藝術。我也學到扯鈴跟中國結的歷史。
我開始做捏麵人的時候也有學到耐性。做捏麵人時，有很多動作要有很耐性，例如說，我把紅色
跟藍色合起來做咖啡色的時後發現我要把那兩坨捏麵拌很久才能得到我要的咖啡色。
我做捏麵人時，就是我讓想像力出來表現的機會。這麼簡單的材料還能做出這麼多不同的形狀。
我要開始做我的捏麵人時，發現我想做的形狀太多了，因為真的有無限多的選擇。
◆

謝謝老師給我們這麼好的學習機會。我從捏面人的活動學到：
1.中國文化的一本分。我學到捏面人是傳說中里的諸葛亮發明的。還有捏麵人在古代的廟會、集
會出現，捏麵人攤師父做成很多不同樣子的麵人給
小孩子玩或吃，現
在捏麵人是中國民俗文化來當作裝飾或一個收藏。
2. 我也學到做事得有耐性才能做好。我一開始做
捏麵人是因為看到時間不多就急急忙忙
地想把捏麵人做好，這樣就是做得不好看，如果
我沒有很急的做而是慢慢仔細地做，那做出來的
結果就會更好。
我可以把這件事放到生活中裡，因為我做事常常
會想用最少的時間做完，所以有時候會很糊塗。
慢慢、專心做事才可以減少錯誤的機會。 (栗悅
寧)
◆

我從製作捏麵人的過程中獲益良多。首先，
我學到它悠久歷史和文化背景，充分感受到中國
的濃厚文化氣息。我也了解到有耐心的重要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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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要小心翼翼地把麵粉放在適當的位置，才能造出完美的視覺效果。總括來說，這份專題很有
趣，令我可以學到更多知識、文化和手工藝。(易星佑)
小的時候，我媽媽很喜歡買美國的麵團(play dough)讓我捏，但是這麵糰是不能吃的。
四年前看到哥哥從陳老師的家帶回三個可愛的捏麵人，就特別希望我能學會。在這次的學習捏麵
人活動中，我學到了做捏麵人需要有耐性，尤其是我們一起做這捏麵人，互相學習到大家都有豐
富的創造能力。中國的捏麵人民俗藝術可以流傳到現在，讓我們也可以體驗以前的中國人在地方
藝術的喜愛。(梁潔誼)
◆

通过捏面人这个课堂活动，我首先学到了中国一种民间艺术是怎么一步一步做的、是用什么
材料做的。我也学到了捏面人的丰富历史，从它的由来（诸葛亮渡江）到明朝（在庙会上给小孩
当点心）一直到现代（成为一种有趣的民俗艺术品）这个历史发展过程。而且，因为面人是雕塑
品，也就是艺术品，所以必须要有想象力，和动手能力。我喜欢做手工，但是不太会雕塑，通过
这次捏面人活动我也学会了怎样用思维模型去塑造人物。我从捏面人那堂课学来了很多事情，以
前的捏面人是给小孩做地吃，可是现在当了中国民俗文化。我不但学到了捏面人很有意思的历
史，而且收到了一个很特别的机会去学到怎么做大家都喜欢的小面人。谢谢老师组织这个活动！
（何静雯）
◆

我从捏面人这个活动学到了中国文化里的一部分。捏面人用的面从一代一代传下来的秘方常常
会被保存在一个家里。传下一代时，面的做法不会传给女儿，而是传给媳妇。因为女儿们是嫁到
别人家里，不能把秘方保留在自己家，所以面的做法就不会传给她们。从这，我学到了中国家庭
结婚的重男轻女传统。捏面人这个活动还教了我中国文化对细心态度的重要。捏面人需要很稳定
的手、时间和耐心。(宋芷若)
◆

我从捏面人这个活动学到了细心、耐心、创造力，和一种中国民间艺术。因为面人那么小，所
以我们做的时候要很小心，每个动作和步骤要很仔细地做。而且，仔细的动作需要慢，如果没做
好就需要试跟多次，没有耐心就一定做不好面人。最后，我学到了捏面人在中国文化上的影响。
做这个活动以前，我从来没听说过面人是什么，只有做了后才学到它是一个古老而重要的中国民
俗艺术。(陈凯文)
◆

我从捏面人那堂课学来了很多事情。以前的捏面人是给小孩做地吃，可是现在当了中国古代的
文化。我不但学到了捏面人很有意思的历史，而且收到了一个很特别的机会去学到怎么做大家都
敬佩的小面人。谢谢老师组织这个活动！(张伟嘉)
◆

學分四 國畫課
學分四張家瑋/范芮琦/朱家和:
我們在國畫課上觀看了「清明上河圖」的視頻，在影
片裡講到了作者是宋代畫家張擇端。那幅畫起碼有五
米長，需要一個特別大的捲軸才能裝下從市郊畫到卞
河，又畫到城內街道。張擇端用了寫實的畫法把當
時汴京的繁榮景象完美的勾畫了出來，在汴京城內
作者有畫到一個個的小故事，例如有各行各業吆喝
喊賣的景象，有各式各樣的民俗活動，還有人滿為
患的市集商店。
我們在文化課也有用毛筆,墨,跟水來練習畫竹
子.除了竹子以外, 我們也有畫熊貓. 練習畫竹子
前我們看了一個教學影片.看完影片以後,我們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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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都覺得畫竹子很簡單, 其實畫竹子要有很多技巧.我們得練習很多才能跟影片裡的老師畫得那
麼好。
在這個中國國畫課，我們不但學了中國國畫的知識，而且我們還學了怎麼畫竹子和熊貓在平安扇
上。我們用了毛筆和墨水在紙上畫了一些寫意的竹子和熊貓。雖然是中國寫意畫法, 可是還是非
常難。連畫竹子也沒有那麼容易。如果要畫得好，就要有很多技巧和耐心。我希望以後我們有更
多時間努力的練習國畫，以後可以畫得很棒。
學分四張家綺/陈慧美/刘旭煌:
十月三十日我們去文化中心上國畫課。首先，老師放了”清明上河圖“的 影片給我們看。 “
清明上河圖“是一張又長又舊的中國國畫。影片很有意思。老師常常停影片問我們很多問題。看
完以後，老師給我們一張紙。那張紙介紹中國畫和油畫的不同。我們學了傳統中國畫的特色。比
如說，中國畫常常是畫在絲綢上。可是，我們那天畫在紙上，因為絲綢太貴了。
我們上國畫課有用墨水跟筆畫竹子還有熊貓。老師也給我們看一段影片, 影片上教了我們怎麼畫
竹子。在影片上的女生拿著一個很特別的筆叫毛筆畫了竹子。她畫竹子的時候上面是粗的,下面
是細的, 六片葉子畫成了一 組。看完影片, 我們就開始畫竹子跟熊貓。
最後一節課，我們用了練習的動作畫了一些竹子和熊貓。我們把竹子和熊貓畫在我們自己選的紙
上。然後，我們也畫了一隻熊貓在一張圓圓的紙上，貼了另外一張圓圓的紙在一起。兩張紙中間
放了一個棒子，就變成一個扇子了。我們都畫完了以後，老師就幫我們跟自己的作品拍張照。這
天，我們除了學中國國畫，也練習怎麼畫中國國畫。太好玩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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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分四李沛恩/馮曉心/王映蘋:
十月三十日，我們學分四在文教中心有一堂文化課。我們的國畫課是下午一點到五點。在那兒，
我們先看了一部在介紹「清明上河圖」的影片。這幅國畫是張擇端畫的。清明上河圖高24.8釐
米，長528釐米。描寫當時的民間風俗，給我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接下來我們學了國畫的畫法和題材，國畫分成寫實畫和寫意畫，畫家們也喜愛畫山水，花鳥和人
物，一張紙也可以留很多空白，當然國畫是畫在宣紙上，最有名的國畫之一就是上面介紹的清明
上河圖。我們也學習怎麼畫竹子和熊貓，我們先用毛筆在寫字布上練習，但並不是很順利，因為
我們都不太會畫，後來我們準備畫在紙上，因為我們沒有很多時間，而我們必須畫平安扇和國畫
兩樣東西，在經過多一點的時間練習後我們開始畫平安扇，在畫之前我們必須先把紙做成扇子的
形狀，然後再畫上竹子和熊貓，最後再寫字上去。接下來我們在紙上也畫竹子和熊貓，並且把它
貼在有顏色的紙上，拍個照就完成今天的課程了。
我們本來一開始都覺得星期天的中文課會很無聊，可是我們都學到了很多很有意思的東西。我們
的爸爸媽媽都覺得我們的國畫畫得還不錯。我們現在看到國畫的時候，我們就知道國畫畫家在畫
的時候是很不簡單的。畫的這麼栩栩如生是因為他們都很有經驗。以前我們對國畫都很沒有興
趣，但是現在我們都認識了國畫，以後如果我們去看國畫的時候就知道要怎麼欣賞了。
◆

學分四马恺琳/吳浩寧/王逢祺:
十月三十號我們參加了中文學校的一節文化課，學會了怎麼畫竹子和熊貓，怎麼做平安扇，也看
了一個有名的國畫叫《清明上河圖》。從這個課我們看到了中國以前的汴京的建築，風俗習慣。
這是我們第一次學畫國畫；從這節課我們學了很多有趣的中國文化的知識。
在國畫課裡, 我們學到中國畫和油畫的差別。 中國畫用毛筆畫在紙上或絲綢上. 我們在紙上畫
了竹子和熊貓。 畫竹子看起來很簡單，但是畫起來不容易。中國畫可以留很多空白, 突出要畫
的東西。中國畫的工筆畫法特點是按照事物原先的樣子畫得很仔細。
我們學到中國國畫的知識以後就自己練習畫國畫。每一個人有一枝毛筆，一杯墨水和幾張紙。四
個人用一杯水。老師先給我們看一個錄像，錄像裡有一個人在教畫竹子。我們一邊看他畫以後一
邊就在紙上畫竹子。要是想畫灰色的竹子，我們把一點水放在墨水裡。要是想畫黑色的竹子，我
們只用墨水，不用水。除了竹子以外，我們還畫了熊貓。老師給我們一張紙，紙上有六隻熊貓。
我們就選一個熊貓畫在紙上。我們也把熊貓和竹子畫在一個扇子上。我們先把兩張紙圈剪去。這
兩個圈我們貼在一起，也把一個冰棒棍貼上，就做了一個扇子。畫完以後，我們把名字寫在紙
上，就做完了。
◆

學分四林信允:
我覺得國畫課有意思， 我學到很多關於國畫的知識,。像是中國畫畫人時人物的特色很重要。我
覺得清明上圖很有意思，有528釐米長，畫家張擇端很厲害，能畫那麼長的畫一定需要下很多功
夫，而且每個東西都畫得很仔細。
我覺得用毛筆很難，因為我都畫不
出來一根好竹子。我比較喜歡畫貓
熊，因為畫貓熊比竹子好畫多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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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2017 聖地牙哥中華文化聯誼會理事會會議記錄
SDCCA Board Meeting

第三次會議 3rd Board Meeting
時間: 12/11/16 1pm
地點: 北郡文教中心 SDCCA Learning Center
出席理事Board members present：

韓貽揚 Ian Han, 李維興 W.S.Lee, 譚淑琴財務 Doreen Hom, 梁能 Claudia Ma,
蔡小楓校長 Mary Wu, 林曉安會長 Shao An Ho, 楊倩怡 Shirley Young, 呂秀屏 Hsiu-Ping Lu,
林貞慧 Jenny Lin
出席工作人員 Other Attending Staff ：朱曼玲 Lily Yu

議程 MEETING RECORD:

一、主席宣佈開會 Meeting called to order by chair, Ian Han
二、報告事項 REPORTS:
朱曼玲主任 Learning Center Manager Lily Yu：
There will be some budget cuts with the ROC new government. We can expect some cut with our past
activities. Some teacher training may have to be funded by school. Our cultural exhbit may have be
funned by school.
韓貽揚會長 Ian Han:
We missed Lily at the 漢字文化節 but many board members attended the event. It was a
great success.
李維興副會長 Vice President W.S.Lee：
I will present the by-law committee report later. Our goal is to present at the final version to annual
meeting.
譚淑琴財務 SDCCA Treasurer Doreen Tom：
Fund raising total from Tracy’s concert was $4785.
梁能秘書Secretary Claudia Ma：
Mrs. Michael Lee donated a brand new 32 inch TV to us.
蔡小楓校長 NCCS Principal Mary Wu：
Next week is teacher and staff appreciation lunch. Board members are also invited. Board members

please attend and donate a prizes.
There have been many incidents affacted our teaching staff. We have been training teachers but we
have not been able to maintain our teaching staff.
家長會林曉安會長 PTA President Shao An Ho：
We held 4 fund raising events on campus and raised $400. There were 11 parents petitioned for the
change the Carnival date and spread the rumor for people not to support the carnival.
There are 7 game booths. One class could not provide a booth.
Doreen please take care of parking situation.
楊倩怡理事：
呂秀屏理事：
No report.
林貞慧理事：
我努力地收集了聖地牙哥和洛杉磯附近共十所中文學校/機構的老師薪資來和北郡的比較(很
抱歉的是因為沒有校長級的公關所以收集不到任何其他學校有關校長和行政人員的薪資)。
根據過去七年的資料顯示北郡每年都要花很大的功夫來聘僱合格的教師和培訓新的老師。北
郡資付老師們的薪資是屬偏低,我們是不是該轉個方向想想如何留住一些優秀的資深老師並
降低老師的流動率?不讓北郡成為幫他校培訓老師的中心而是一所不斷提昇自己老師教學品
質的資優學校。
I have stretched all my resources and collected the payroll information from 10 schools in San Diego and LA area. Unfortunately, I was not able to collect any payroll information regarding Principal and administration personnel due to lack of connection. According to the past 7 years of data, it
shows that each year we need to invest a lot of effort and resource to recruit a handful of new teachers and training them. Since we don’t pay teacher as well as most of other schools, shouldn’t we try
to figure out how to offer a more competitive and attractive salary/compensation to teachers so they
won’t be recruited by other schools after we have invested a great deal of resources to train them?
   

三、討論事項 AGENDA:
1. 通過 8/28/16 會議記錄
2 By –Law Committee report (W. S. Lee) All board members approve
3 NCCS teacher’s second year salary move to $21 from $20 approved

四、臨時動議 OTHER MOTIONS:
五、下次會議時間地點 NEXT MEETING:
Next meeting 2/5/17 1pm

春季教學研討會

南加州中文學校聯合會2017年春季教學研討會及行政座談會於2月19日（星期日）上午8:30至
下午5:00在Chapman University舉行。這次春研會邀請的講員包括目前擔任猶他大學中文沉浸
式教育項目指導員也是中文AP閱卷的重量級講師—高寬琪老師， 以及專門研究、指導兒童行
為的資深教育總監—劉駿先生。還有各會員學校的優秀講師以及在美國中、小學任教的優良中
文老師等。
本校此次共有28位老師參加，其中陳麗美及黃唯琇兩位老師並受邀擔任講員。參加老師有
(依報名順序): 陳麗美、黃唯琇、張喜娟、施曉勤、林猗猗、張美雲、林貞慧、鄒瓊、陳似
伊、鍾懇、林彩珠、蕭滿珍、梁能、趙詩芳、郭丹鳳、韓易江、林玉英、趙小梅、陳杏畦、黃
玲玲、林玉惠、陳佩均、林平、賴怡寧、李淼、李平、徐鈺玲、王瑞姬。
下面是幾位老師參加春研會的心得分享 (依投稿順序排列)。
蕭滿珍老師
抱著溫故知新的預期心理，參加了週日的春季教師研習會。每位講員或將自己學有專精的知
識，或教囊中上最精華的教學心得拿出來與大家分享。在聆聽老師們的演講中，自己也藉由這
個機會來檢查一下，自己過去一年在教學上面做到了些什麼；還沒有做到的部分；以及需要加
強的部分。比如說，不管什麼教材，都要帶領學生跳出照本宣科的框架，進入生活上活用。在
未來的教學中我也會加強學生們合作學習的分組活動。還有接下來的幾個月當中的文化課，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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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末學校開放日展示學生的學習成果的課程設計等等，也有了一些想法。
今年最叫座的，也是我覺得收穫最多的就是劉駿老師的課。他是本次的講座之一。劉老師本身
是一個非常成功的演講者，豐富的肢體語言，知道如何抓住觀眾的注意力，課堂上穿插的小故
事和小例子都讓我們聽了哈哈大笑，整堂課笑聲不斷。他的第二堂課就出現了大爆滿，座無虛
席的狀況。這不僅說明了劉駿老師的演講魅力，也顯示了許多老師們對這個議題的關切。
劉駿老師的演講內容概要是「視(視覺繪寫)、聽(聽覺記憶)、動(感覺動作)」三種能力是教育
最基本方法，視影響孩子說、寫、讀、算的發展水平，其能力的好壞，直接影響學習效果。我
們以往以為的「過動兒」、自閉或是學習有困難的孩子，像是注意力不集中，不主動等等，大
都是因為孩子的學習能力的成長並沒有趕上他在學校所被要求做到的部分，即表示孩子的視聽
動能力發展不均衡。比如說一個七歲的孩子，雖然視覺能力夠，但是他的聽覺和運動都落在五
六歲之間，這個時候雖然在學校可以處理當年級的理解教材，但是他的語文能力發展的慢，背
書也很吃力，行為更是較同年齡的小孩來的更為幼稚，不成熟。
如何改善呢？劉駿老師也給了例子和方法。視覺性學習的孩子一般容易不專心，自制力較弱，
因此要透過觀察去了解小孩屬於視覺性或聽覺性的學習模式，例如愛講話的屬於聽覺性學習，
即使說話表達很強卻不見得會寫文章，要多安排靜下來閱讀，計數空間概念弱的安排繪畫、剪
紙，愛看電視的視覺性學習要多作背誦等等。
我們可以和學生家長分享劉駿老師的演講內容。在課堂上也可利用圖像、影片、歌曲演唱、寫
書法、以摺紙、剪紙帶入文化等活動，運用多感官教學 ，照顧學生的不同學習需要。
李淼老師
我最喜欢并且最受用的一堂课是邹仲網老师的“中文阅读的奇幻旅程——阅读在中文教学的理
论与实践”。首先，通过听邹老师的课，我认识到了在对外汉语教学中，老师们往往更注重
对“听、说、写”能力的培养和训练，而忽略了“读”的重要性。事实上“读”是内化语言最
好的方法。其次，我非常认同邹老师主张对外汉语教学应该“以国字为主，拼音或注音为辅”
的观点。即便对于初学者，也应该是这样。最后，邹老师认为很大一部分阅读材料是给母语者
使用的。这也要求对外汉语教师应该联系教材生字词对这些语料进行“再创作”，从而使非母
语者能更好地理解与使用。
◆

林彩珠老師
我上了劉婷老師”新世代的學生也要玩”的課收穫很多。
我覺得” 重複” 是學習之母。
學生在沒有壓力之下多看，多聽,多讀才能自然記住學過的東西。
課堂活動要有一些變化才能引出學生學習的興趣。
劉老師示範一些自製道具像釣魚，貼花瓣比賽，因果配遊戲等都很好用.。
◆

趙小梅老師
每年在我的班上總有一，兩位學生上課注意力不集中，不是玩橡皮，就是要上廁所的問題。在
這次的演習會上，劉駿老師的“有效改善孩子好動與情緒 問題，讓我意識到在以下教育理念
的三個方面我需要再次改進：
1）：差異化難difficulty（教材难度）
2）：差異化text / presentation（教材呈現）
3）：差異化評估assessment（测评方式）
教學要從孩子的角度出發，找出孩子好動的原因。引導孩子建立優良的學習習慣，明確標準，
讓學生對結果負責。同時做為老師，經常與家長溝通也會能改進孩子的不良习惯。
◆ 林猗猗老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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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在中文教學中重不重要？如何改善學生的作文程度？在聽完鄒仲綱老師的一堂課後才知
道，閱讀的習慣對學生而言很重要。閱讀可以增加詞彙的使用能力，幫助學生在寫作時不會腸
枯思竭，老師可以幫助學生培養閱讀的習慣，選擇閱讀刋物，要針對學生的程度，必要時可以
改寫成適合學生程度的文章。學生的閱讀能力增強了之後，寫文章對他們而言，將不再是一件
痛苦的事。
王瑞姬老師
我非常感谢北郡中文学校给老师学习的机会，通过这次学习，不但让我学到很多有关海外汉语
教学的经验，而且对美国Common Core也有了一些了解。
◆

施曉勤老師
感谢北郡中文学校周到的安排，我顺利完满参加了今年南加中文春研会。我上了两堂大课，三
堂小课。堂堂精彩，深受启发。最喜欢的是第一节课：当番茄遇到西红杮。我希望能学以致
用，将学到的正体与简体教学知识灵活用到我的课堂上。
◆

鈡恳老師
非常感谢学校为我们提供了一次互相学习，自我提高的机会！很紧张的一天，但却是收获颇丰
的一天！
我比较喜欢的一堂课是高老师的“建立以学生为中心的学习环境”。当今的教学，特别是语言
教学，已经不能再沿续古老的私塾教学法。那就是老师讲，学生听。或是老师读，学生跟读的
方法。既教师讲90%，学生在课堂上开口率只有10%。而现今的高效率课堂应是学生们说的机会
是90%，而老师只是主导和领航的机率是10%。从这个数据的转换，我们应该学会正确的，高效
的课堂教学是怎样的！
在我的中文教学中，我以为这个概率是教师30%，学生70%。这相比较高老师的90% VS 10%比率
来看，还是有很多需改进的地方。下面是我能想到的方式。
1、多创造一些学习活动，在活动中让学生能说，能讲。
2、主题教学：创造教学主题，让学生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进行讨论！理解！再学习！
3、演讲：每一节课都有上台演讲的机会。小组形式，个人形式的演讲来演绎上课所需掌握的
内容。
以上是我的心得体会！再次感谢这次的学习机会！
◆

林玉英老師
過動能不藥-有效改善孩子好動與情緒問題
劉駿老師
分析孩子屬性,因才施教.
例如: 聽覺>視覺的孩子比較不理性
視覺>聽覺的孩子比較固執
要跟據孩子能力調整教材,孩子能力>教材程度,以增加其信心及興趣.
◆

張喜娟老師
2月19日上午第一節課，我聽了許惠紅老師的《教室活動易點通》。真的好喜歡許老師，她的
學生有這樣一位妙招百出，活力四射的老師多麼幸福！整個一堂課，所有的學生都動起來了，
課堂氣氛非常活躍。老師把兒歌編成歌曲，編出動作，通俗易懂。課上促進了師生互動；回家
複習，促進了親子互動。許老師心靈手巧，製作出了好多道具，輔助教學。一節課，眼耳口
手，充分發揮作用。孩子們在動中學，唱中記，快快樂樂地學中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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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杏畦老師
我上了邹程程老师的（如何籍着一份好的教案更完美）的课程，深受启发。写教案在于：激起
孩子们学习中文的兴趣，用图片音乐提问导入课文。词汇反复串插，加深孩子们的理解记忆。
多题问多看书多思考，培养孩子们的品格修养。从而达到教学的三个目标---知识目标，能力目
标，情感目标。
◆

邹琼老師
听过“巧手打造中西合璧的缤纷世界”， 最有收获的是我们可以在学习中国文化时，把中国节
日和美国节日相比较。以合家团圆的节日为例，中国有中秋节和中国新年， 美国有圣诞节和感
恩节，它们在时间， 庆祝方式， 文化习俗等方面有相同， 也有不同 。这样的教学会加深学
生对中国节日的体会， 同时也增添了学习的乐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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