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開學家長會 

G1-G3   
8/15 9:30-10:30 



歡迎新同學和家長們 



行政人員 

•校長:陳純真    

•教務:王智玫，吳貞慧，陳文屏 

•數位教務：于曼君 

•非母語班週間日課程協調：溫淑齡  

   張允玲 

•校務:張瑞玲 

•財務:吳怡真  



家長會 8/14 & 8/15 

與行政人員 
 

PK & K     8/14 5:00pm     
 

G1~G3    8/15 9:30am     
 

G4~G7    8/15 11:00am    
 

G8 & up   8/14 7:30pm  
 

CFL1~3   8/15 10:00 
 

CFL4~8   8/14   8:00 

 

 

與各班老師 

 

    
 

請依照各班老師指定的時

間及教室連結參加會議 

 

如果沒有收到老師的通知

請在Chat 打出學生名字及

校區/年級 



領書： 

如果同時領兩個孩子的書，請依大孩子的時間前來  
週五班： 

8/16 週日下午3-5點 

Milpitas High 教師停車場 

H Building 旁 

 

3:00-3:30 PK, K, G1 

 

3:30-4:00 G2, G3, G4   

 

4:00-4:30 G5, G6, G7, G8 

 

4:30-5:00 G9, G10, CFL 1-8  
 

 

週六班： 

8/15 週六下午4～6點 

Saratoga High McAfee 

Center 外面 

 

4:00-4:30 PK, K, G1   

 

4:30-5:00 G2, G3, G4    

 

5:00-5:30 G5, G6, G7, G8  

 

5:30-6:00 G9, CFL 1-8     

 

 



領書注意事項 

1.請戴口罩，盡量減少言語 
2.保持社交距離 
3.領書時需簽名，請自備筆 
4.記得孩子的班級（G1-1）, 或老師的
名字 

5.請還去年的課外圖書，並夾一張紙在
書裡，寫上孩子的名字，校區，去年
的班級 



還書 （K-八年級) 

去年G5-G7的學生必須歸還去年讀本，才能
拿到今年讀本 

 

去年K班 學生有兩本課外閱讀本須還 

 

 

 

 



感謝家長支持暑期課程 

認字與閱讀 

閱讀班 

寫作班 

繪本創作班 

CFL Idiom Stories 

CFL Review classes 

 

每週服務超過400人次 

故事時間 

PK& K 

G1& G2 

G3 & up 



Workshop for New York 
Chinese School Teachers 

兩天課程 

250位學員參加 

 

 

 

特別感謝 

朱鴻薇 

陳書婷 

張允玲 

教務組四位老師 

于曼君，陳文屏 

吳貞慧，王智玫 



學生人數 

⚫目前學生人數為953，比去年同期減少121人 

⚫Saratoga29班519人，比去年同期少60人 

⚫Milpitas 29班434人，比去年同期少61人 

⚫Heritage共43班:  

⚫CFL共15班 

8/17/2008 



線上課程要上到什麼時候 

•直到疫苗普及 

•直到不需要維持社交距離 

•避免社區感染 



網路課平台 

老師可以選擇使用 

 

 

網路課主要Apps 



網路使用注意事項 

⚫ 避免同時使用網路的 iPad / 手機 / 電腦太多，網路訊號塞車 

⚫ 在靠近路由器(router)的房間上網 

⚫ 一定要把路由器(router)放在空曠且開放的地方,不要放在地上 

⚫ 使用有天線的路由器(router)並調整天線方向 

⚫ 使用實體網路線 

⚫ 花錢解決→購買網速較高的plan, mesh Wi-Fi system 

⚫ 加入會議室時請學生關閉電腦的麥克風 (除非老師要求打開)，

以節省網路頻寬及維持教室秩序 

⚫ 課程進行中避免同時持續下載資料 

⚫ 課程進行中避免同時開啟過多應用程式 

⚫ 宜於上課前完成下載課程資料 (如投影片) 



帳號問題  

1.舊生請沿用原有帳號密碼 

2.新學生收到Google Cloud帳號通知時需在

48小時內登入 

3.若需重設密碼請填寫Google form: 

https://forms.gle/ispsuxcUd4oLVJYf8 

3.其他問題請找Digital Team    

   it@mandarinschool.org 

https://forms.gle/ispsuxcUd4oLVJYf8


學生的影像 

●請學生開著攝影機讓老師看到 

●請家長不要錄影 

●老師因為師資訓練或其他特殊理由會錄

影，但對外使用前會取得家長同意 

●使用Flipgrid的班級會請家長簽同意書 



學生請假 

1.worksheet 

2.PPT slides 

3.請不要跟老師要錄影 



老師端的網路出問題時 

1.整理PPT 給學生 

2.老師以PPT+ 聲音解說的方式錄影 

3.找到全班都可以的時間補課 

 

 

 



上課時間 

⚫ 週五 6:50-9:00 

⚫ 週六 9:20-11:30 

⚫ 老師如果把全班分成兩組，可以由老師
和家長共訂上課時間 

⚫ 準則：只要有一人不行，就回到以上既
定時間 



行事曆裡的重要日期 



2020 開學日 

 
週五班 8/21 

     
週六班 8/22 

   
  

 



今年特別的放假日 
 

 

⚫週五班: 10/9，2/12 
 

⚫週六班: 10/10， 2/13 

 
 



註冊與退費 

⚫註冊日 
 3/5/21(舊生及其兄弟姊妹)   
 3/26/21 新生通訊報名 
 

⚫請記得在支票上寫學生的英文姓名及報
名班級 

 

⚫退費 
  8/1/21以前只扣手續費$50 
  開學後第三週以前扣$100,之後無退費 



註冊組負責人： 
張瑞玲老師 

 

⚫註冊相關事務請email: 

mlccnews@mandarinschool.org 
 
 

 

 

 

 
8/17/2008 



電子通訊 

⚫10/1前若未收到每月電子通訊，請致
電：(408)441-9114  

⚫或 email: 
mlccnews@mandarinschool.org 

  請註明校區、班級、學生姓名 

⚫電子通訊也會放在學校網頁 
www.mandarinschool.org 

mailto:mlcc@mandarinschool.org
http://www.mandarinschool.org


http://mandarinschool.org/ 

http://mandarinschool.org/


緊急聯絡電話 

陳純真校長:  
408-858-0388 

principal@mandarinschool.org 

 

 

8/17/2008 



義工總統獎 

⚫ Gold:  Clarence Un,Christina Chang 

⚫ Silver:  Jayden Kang, Elliu Huang, 

Ansley Tsai, Elly Wu, Joy Kuo, Angela 

Sheu 

⚫ Bronze: Ethan Liu,Austin Lin, Jasmine 

Lee,Yu Fang Tseng, Sophia Chen, 

Zerlina Lai, Jhe-Yuan (Conan) Wang, 

Catherine Tseng 



中文學習需要 
三方合作 

學校 家長 

學生 



不要因為待在家裡，而失去學習的動力 

⚫ 培養孩子自主學習的能力 

⚫ 了解學習是自己的事情 

⚫ 學習有很多管道 

⚫ 培養尋找資源的能力 

⚫ 生活方方面面都是學習，不是只有在學校才

能學習 



2020 選修班 
報名連結：https://forms.gle/bZ9xAs5opeP5vEoG8 

繪本 

繪本創作 1 G2-G4 何嘉雯 週一 5:30 12 

繪本創作 2 G5-G7 沈淑真 週三 4:30 12 

https://forms.gle/bZ9xAs5opeP5vEoG8


教務組報告 



母語班的教學體系 
⚫PK班認字教學 

⚫K班注音符號教學 

⚫一至七年級使用全新版華語課本(僑委會) 

⚫八/九年級使用《超越》 (美國出版) 

⚫AP中文（線上課程） 



閱讀教學 

⚫ 從課文做閱讀理解、閱讀技巧的訓練 
⚫ 課堂閱讀教材作為教室閱讀教學的routine訓練 
G1-G4 閱讀小書 
G5-G7 共同讀本 

⚫ 鼓勵廣泛閱讀 

PK-G4 課外閱讀繪本 

G5-G7 共同讀本 

遠距教學期間，老師會提供課外閱讀資源與建議 



讀書獎 
⚫ 本校約80%學生來自說華語的家庭，學生具備基本的聽
、說能力，學校相當注重閱讀能力的培養 

⚫ 課堂閱讀教材 

⚫ 課外閱讀書籍 

⚫ 讀書獎每年發兩次，讀滿十本可得獎 

⚫ 今年老師頒發讀書獎的日期是 

 秋季1/16, 春季5/8 

⚫ 讀書記錄表格請從學校網站下載 

about:blank


Resource/ form 



寫作教學 
⚫ 配合各年級的寫作目標教學 
 
 
 
 
 
 
 
 

 

⚫ 選修課  

寫作班 1 / 2 / 3  

繪本創作 1/2 

二年級 
✓用完整句回答簡單問題. 
✓能運用形容詞寫出句意完整的句子 

三年級 
✓能用完整句簡答問題.  

✓看圖作文(用二到三句描述一張圖) 

✓適當加入時間、地點的句子。 



基本詞及句子的檢定 



基本詞的評量方式、效果、意義 
1.評量認讀能力  

2.老師隨機挑選20-30個詞,錯誤不超過四個 

3.每年做兩次 

秋季班：複習前一年的詞，約11月底開始 

新生若之前非用相同教材，可選擇不參加，但學

校建議先盡力複習 

春季班：評量本學年的詞+課文句子，約五月中 

全校參加 

1.通過者獲頒證書 

2.透過不斷的複習，學生整年至少熟悉200-300個

詞 

3.家長可幫忙學生複習，並確定學生了解詞意 

4.遠距教學的評量方式由老師個別決定 



家長和老師如何配合 
a.中文箱：課本、文具準備齊全 

b.幫學生把當週學習單印出來，詞卡準備好 

c.準時上課（如果需要請假，請提早讓老師知道） 

d.安排每天作業進度 

e.先看過複習影片複習再開始紙筆作業 

f.寫完作業之後，請家長改作業、訂正作業 

g.善用字詞卡做複習 

h.陪伴孩子routine 課外閱讀  



1.幫孩子解決網路問題 

2.幫孩子解決硬體問題（麥克風/錄像） 

3.當老師的另一雙眼睛 

更多的協助 



當您的孩子上網上課時... 



如何幫助您的孩子學中文 

⚫ 在家盡量用中文跟孩子說話  
(有意識的增加學生各方面的詞彙) 
 

⚫ 每天練習  
  （聽中文歌/看中文節目/跟爺爺奶奶、外公外婆說話 …...

） 
 

⚫ 培養中文閱讀的能力與興趣～從有興趣的主題著手 
 

⚫ 培養一個一輩子的中文學習者 

  -不要為了趕中文功課而爭吵 

  -不要強迫孩子而壞了學習的興緻。 



更多問題 

1.暑假作業怎麼交？ 

2.考試怎麼考？ 



https://youtu.be/RJQi9V0jxe0 

 

https://youtu.be/srcC6pXC7Ok 

 

https://youtu.be/bniJG1Q1OGE 

 

 

 

 

孩子上網課，家長該如何陪伴呢？ 
--智玫老師專訪 

https://youtu.be/RJQi9V0jxe0
https://youtu.be/srcC6pXC7Ok
https://youtu.be/bniJG1Q1OGE


謝謝您的參與 
 

請到各班教室與老師開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