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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七年加東地區二零一七年加東地區二零一七年加東地區二零一七年加東地區冬令冬令冬令冬令華文教師研習會華文教師研習會華文教師研習會華文教師研習會    
2017 Eastern Canada Chinese Languages Winter Teacher’s Conference 

JK-G8 多倫多華語文教學策略與教學方法 
──以「動畫說漢字」為例    

議程 / Agenda 12/9 (12/9 (12/9 (12/9 (六六六六)))) 12/10 (12/10 (12/10 (12/10 (日日日日) ) ) )  

時間 主題 講者 時間 主題 講者 

12：00~13：00 報到 - 12：30~13：20 手工課(需帶入華

夏動畫教材) 

文化三人行 

13：00~13：30 開幕式 加東中文學校

聯合會理事長 

13：20~13：30 休息 

13：30~14：30  海外華語文教海外華語文教海外華語文教海外華語文教

學的未來發學的未來發學的未來發學的未來發

展展展展，，，，華夏教材華夏教材華夏教材華夏教材

的規劃及的規劃及的規劃及的規劃及如何如何如何如何

與時俱進與時俱進與時俱進與時俱進    

魏林梅秘書長 

(財團法人中

文數位化技術

推廣基金會) 

13：30~14：00  華語向前走試教

分享 

譚澎蘭老師 

 

14：00~14：30 華語向前走試教

分享 

劉芳玲老師 

14：30~14：40 休息 14：30~14：40 休息 

14：40~15：10  

 

JK 至三年級混

齡的教學分享 

葛健生老師 14：40~15：40  

 

華夏教材方法運華夏教材方法運華夏教材方法運華夏教材方法運

用在用在用在用在””””高年級高年級高年級高年級””””

課堂中課堂中課堂中課堂中////多媒體教多媒體教多媒體教多媒體教

學與遊戲設計學與遊戲設計學與遊戲設計學與遊戲設計    

孫劍秋教授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華語文教學研究所) 

    

15：10~15：40  

 

一年級多媒體

教學分享 

賴麗瑜老師 

15：40~16：00 Q & A 15：40~15：50 休息 

16：00~16：10 休息   

16：10~16：40 JK 多媒體教學

分享 

陳璿老師 15：50~16：50 如何將動畫說漢如何將動畫說漢如何將動畫說漢如何將動畫說漢

字等教材字等教材字等教材字等教材，，，，規畫規畫規畫規畫

入中入中入中入中、、、、高高高高年級年級年級年級課課課課

程規劃經驗程規劃經驗程規劃經驗程規劃經驗    

馬寶蓮教授 

(國立台北大學

中國文學系) 16：40~17：10 SK 多媒體教學

分享 

許黛莉老師 

17：10~17：30 Q & A 16：50~18：00 晚餐 

17：30~18：30 晚餐 

18：30~19：00 二、三年級混

齡的教學分享 

陸霞瑛老師 18：00~19：00 動畫說漢字教材動畫說漢字教材動畫說漢字教材動畫說漢字教材

在混齡班級及混在混齡班級及混在混齡班級及混在混齡班級及混

程度班級的實際程度班級的實際程度班級的實際程度班級的實際

應用應用應用應用 

楊曉菁教授 

 (國立臺灣戲曲

學院) 19：00~19：30 僑委會台灣暑

期文化種子老

師營隊的體驗 

阮傳峰老師 

19：30~20：00 Q & A 19：00~19：50 Q & A 

   19：50~20：30 (結業式) 加東中文學校聯

合會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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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七七七七年加東地區年加東地區年加東地區年加東地區冬令冬令冬令冬令華文教師研習會華文教師研習會華文教師研習會華文教師研習會    
2017 Eastern Canada Chinese Languages Winter Teacher’s Conference 

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 Registration Form 

-------------------------------------------------------------------------------------------------------------------------------------------------- 

研習日期(Conference Date):  2017年 12 月 9 日,10 日 (Dec. 9, ＆10, 2016)  
                          
研習地址(Conference Location): 多倫多華僑文教服務中心 888 Progress Ave. Scar., Tel: (416)439-8889 

 

姓名(Name):_____                     ______   _    (English):______                    _____________  性別: �男 / �女 

 

電話 (Telephone):______                     _____手機(Cell Phon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郵(Email)：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目前任教學校(School)：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職位(Position)： 

�教師(Teacher)   授課年級(Grade)___ __  �行政人員(Administrator) 

�家長/監護人(Parent/Guardian)   �其他(Other)_____________________ 

個人基本資料為配合教育部對本次活動之調查彙整,請務必勾選:    教學年資：�未滿 2 年 �2 年-5 年� 逾 5 年-10 年  �逾 10 年-15 年  �逾 15 年-20 年 �逾 20 年 學  歷：�高中 �大專/大學  �碩士  �博士 任教學校：�僑校 �當地學校(教育局系統)  �僑校及當地學校                       教學對象：�幼稚園生 �小學生(一至八年級)  �高中生(九至十二年級)  �大學生 �成人（可複選） 參訓次數（加東地區本會主辦之教師研習會）：�1 次 �2-3 次 �4-5 次 �6 次以上 曾參加台灣舉辦的教師研習班：�是  �否 曾參加中國舉辦的教師研習活動：�是 �否 
 

項項項項   目目目目 

(Registration items) 
12 月月月月 9 日日日日(星期星期星期星期六六六六) 12 月月月月 10 日日日日(星期日星期日星期日星期日) 

研習研習研習研習報名報名報名報名費費費費 

(Conference fee) 

 

$25.00（（（（包包包包 2 日晚餐便當日晚餐便當日晚餐便當日晚餐便當）））） 

 

請自備餐具、飲水杯 
大會代訂便當請勾選 

�葷(Meat)/ 

�素(Veggie) 

�葷(Meat)/ 

�素(Veggie) 

 

 (此欄由大會填寫此欄由大會填寫此欄由大會填寫此欄由大會填寫) 

 收據編號收據編號收據編號收據編號:   

(Receipt # )             

 

�支票$_________ 

支票抬頭請寫支票抬頭請寫支票抬頭請寫支票抬頭請寫 ECCSA 

Cheque Title: ECCSA 

總總總總 計計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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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填好報名表格連同支票於 12月月月月 5日日日日前(憑當日郵戳)寄:  

      Please complete and mail Registration Form with cheque beforeDec.5 to: 

2016加東加東加東加東冬令冬令冬令冬令華文教師研習會華文教師研習會華文教師研習會華文教師研習會 ECCLWTC 

加東加東加東加東中文學校聯合會中文學校聯合會中文學校聯合會中文學校聯合會   ECCSA 

139 Aspenwood Dr. Willowdale, ON M2H 2G2 

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416-219-8686    施施施施善美善美善美善美        416-502-3870    唐唐唐唐育英育英育英育英    

    

 

※※※※    住宿住宿住宿住宿(Accommodation):今今今今次不提供住宿補助次不提供住宿補助次不提供住宿補助次不提供住宿補助，，，，請自行安排請自行安排請自行安排請自行安排 

 

※※※※    退費: 因任何原因無法參加，必須在五天以前請提出書面申請辦理退費!  12月 5日後不接受辦理! 

        Refund: If for any reason participant is unable to attend, please present refund request in 

        writing before Dec. 5, 2017 

 

※※※※    為獎勵學員全程參與，將頒發結業證書 

       Participants are encouraged to maintain the full attendance record during the 2 days conference.        

              Certificate will be presented in the Closing Ceremony.             

               

        報名人簽名(Signatur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Date):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一一一一七七七七年加東地區年加東地區年加東地區年加東地區冬令冬令冬令冬令華文教師研習會華文教師研習會華文教師研習會華文教師研習會 

2017 Eastern Canada Chinese Languages Winter Teachers’ Conference 

Receipt    (收據收據收據收據)     NO. (收據編號收據編號收據編號收據編號):____________ 
 

 

Name 姓名姓名姓名姓名: Chinese (中中中中) __________________ English (英英英英) __________________ 

 

Amount (金額金額金額金額):$______________   Date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 2017 

 

STAMP HERE 蓋章有效蓋章有效蓋章有效蓋章有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