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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期 ：2018 年 4 月 30 日
受文者：本會各會員學校
主旨: 2018 年夏季教學研討會及行政座談會(簡稱夏研會)報名表及報名截止日期。

說明:
一. 夏季教學研討會訂於 2018 年 7 月 27 日、28 日、29 日 (星期五～星期日)三天，在 Chapman
University Beckman Hall 舉辦。
二、今年夏研會主題為「分享、落實、展望、效率」，為了接軌現今時代及今年夏研會的主題，
聯合會特別聘請各個領域的專家，就相關的議題來做專業的分享。
三、專題主講者
1. 唐力行博士
• Professor of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at the Steinhardt School of Culture, Education,
•
•

and Human Development, New York University
He created NYU’s Chinese language teacher education program as early as 1999.
He has served as the director of NYU’s Multilingual Multicultural Studies (TESOL/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Bilingual Education) program for 15 years and he currently serves as
Principal Investigator of NYU's Project for Developing Chinese Language Teachers (DCLT)
and Summer Startalk program on immersion teacher development.
He has been a second/foreign language teacher and teacher educator in both China and
the U.S. for over thirty years.
His research interests include humanistic approach to second/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brain-compatible learning, and teacher development. He has published widely in teaching
pedagogy,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and educating students with interrupted formal
education (SIFE).

•
•

2. 葉丙成博士
• 美國密西根大學博士，目前是台灣大學電機系教授
• 目前主持台灣最大線上遊戲數位教學軟體公司，該公司有 70 萬學生上線學習。
• 台大 MOOC 計畫執行長（麻省理工學院的 MOOC 開放課程模式）
• 幫你優 BoniO Inc. 擔任 Co-Founder 及 Pagamo Taiwan 擔任 Founder。
• 連續多屆被選為台大優良教師‧曾開設 Coursera 第一門華語課程「機率」。
• 領導開發寓教於樂的 PaGamO 線上遊戲，擊敗 400 多個團隊獲得全球第一屆的教學
創新大獎「Reimagine Education」冠軍，並獲鴻海郭台銘創投公司投資。
四、邀請講員

1. 僑委會精選委派兩位海外巡迴老師將針對中、低、高年級組的教學觀念和方向，偕同會員
學校老師們，與大家分享教學經驗。
2. 吳威玲教授，我們師資培訓的長期重要指引者，對於海外的中文教學有精準又獨特的見
解。吳教授的課程三月就開始報名，額滿為止。
3. 張輝誠老師，台灣中山女高國文老師，「學、思、達」平台創辦人。是一套完全針對學生
學習所設計的教學法，真正可以在課堂上長期而穩定、每一堂課都能訓練學生自「學」、
閱讀、「思」考、討論、分析、 歸納、表「達」、寫作等等綜合多元能力的教學法。演講
風格幽默，也被列為台灣網紅人物之一。
4. 大會也特別邀請了幾位近年來在研習會上頗受歡迎的講員再次蒞臨分享他們的教學經驗。
5. 各會員學校推薦了許多菁英老師做教學心得及文化教學的交流。
五、7/28 晚上的聯合會年會，除了有優良教師、優秀學生獎學金的頒發及聯合會新舊會長交接
外，特別邀請台灣臺北市立國樂團附設的青少年國樂團前來演出，共享我們的美麗夜晚。
六、夏研會即日起開始接受報名，報名及收費標準如下:
1. 三天課程及住宿：每人 $185 / $225 (會員學校/非會員學校) (包括 7/27 午餐、晚餐及住宿，
7/28 早餐、午餐、年會晚宴及住宿，7/29 早餐、午餐；並包含停車証、夏研會手冊、手提
袋和結業證書。 )
2. 三天課程不住宿：每人$145 / $185 (會員學校/非會員學校) (包括 7/27 午餐、晚餐，7/28 午
餐、晚餐，7/29 午餐；並包含停車証、夏研會手冊、手提袋和結業證書。 )
3. 非全程課程：每人每天 $65 / $80 (會員學校/非會員學校，包括當天的午餐，並包含停車
証、夏研會手冊和單日的結業證書)
4. 提前住宿：7/26 星期四晚 $65
5. 現場報名不論是否為會員學校的會員，一律依照非會員學校標準收費，但不提供住宿。
6. 夏研會報名截止日期為: 7/2/2018(星期一)。請各校每位老師一定上網
https://goo.gl/forms/ovLad2vgy0zM89aD2 填寫，並於 7/2 前郵寄足額報名費至 7028
Sherboume Lane, San Diego CA 92129 , Att: Ms. Ling-ling Huang 郵戳為憑。逾期報名者請至
現場報名，並依現場報名費付費。
7. 請隨時瀏覽本會網站相關訊息。如有問題請洽夏研會總召集人陳麗美
(leemeichen@gmail.com)，電話：858-385-9281

總召集人 陳麗美
召集人 李梅如、洪信哲
吳德偉、黃玲玲
會長
黃錦雲
敬上
Cc: 各會員學校、聯合會理事、各執行委員會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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