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 開學日 
給新學生家長的說明會 

(Meeting with Parents in English at 8:00) 

感謝 &  歡迎 

國語語文學校 
校長   陳純真 

 

 



本校成立的宗旨 

• 透過語言與文化的學習，拓展孩童的視野，
以及對多元文化的包容度 

• 促進在美華人與社區各族裔之間的了解與
聯繫 



本校的特色 

• 注重教與學 

 -培養學生學思達的能力 

 -鼓勵老師在職進修 

• 專職的行政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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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Wonderland 《華語小學堂》六冊系列 
國語語文學校 & 台灣知識庫(TKB)合作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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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方面 



ACTFL 美國外語教學協會 

教學融入『5-C目標大綱』  

• Communication溝通運用 

• Cultures文化體認 

• Connection融會貫通 

• Comparisons比較特質 

• Communities社區實用 



寫作
能力 

閱讀
能力 

口語
能力 



閱讀教學 

• 定時定量做為教室的routine 

• 廣泛閱讀:故事性與非故事性都要兼顧 

• 增加詞彙: 提供滾雪球式的學習 

• 以摘要練習訓練學生掌握重點 

• 分組教學: 讓學生分享閱讀心得 

 

 

8/17/2008 



8/17/2008 

2016 講座 第五週 

如何陪孩子閱讀 

• 給 K, G2 & G3 家長 

       9/24(Saratoga) & 9/23(Milpitas) 

 at office 

 

 

 



善用線上的閱讀資源 



2016/8/23 





2016/8/23 



2016/8/23 



各班圖書 

各班圖書 

學校把每班的書交給老師 

老師把書交給圖書代表 

學生每週可借一本書回家 

 



一到八年級閱讀訓練規劃 



讀書獎 
 

• 本校約9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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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 春季5/12 

../My Documents/MLCC/教務會議/reading_sheet.doc


Resource/ form 

 



各年級寫作目標： 

     注音班 
能拼寫出老師所說的字或詞句 
能用注音拼寫出一句簡單的句子-五個字以內). 

 
一年級 
以所學過的字或注音在老師引導下,能寫簡單短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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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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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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年級 
能句意完整的回答問題 

加強“在哪裡做什麼”的句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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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級 
介紹作文結構 
感覺摹寫(5 senses) 
增加形容詞和連接詞的用法,以潤飾短文. 
動作的描述 (ex: 煮一道菜、投籃) 
能獨立完成50-80字的段落。 

 

六年級 
介紹段落式作文的起承轉合：開場、主體、結語 
能獨立完成文長80字的段落。 
句子改寫或擴寫(詞彙應用) 
誇大修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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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年級 
看圖作文段落銜接的練習。 
能獨立完成文長100字的段落。 
摘要段落技巧練習 
句子改寫或擴寫(詞彙應用) 
人物描寫 
擬人法介紹 

 
八年級 
短文寫作(topic sentence, details, and 
conclusion) 

能獨立完成文長150 ~ 250字的段落。 
摘要段落 
“順序法” vs. “倒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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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連貫的教學體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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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十年級以上使用加油 (美國出版)+ AP中文
試題 

• CFL 1 - 7 使用《華語小學堂》本校製作 

• CFL 1 收五歲以上不說華語之學童 

• CFL 課程規劃為七個年級 

 



整合 

橫向整合 

• 統一作業與評量 

• 學校提供教具:字詞卡 

• 學校提供教案 

• 共同的線上非同步教
室 

 

縱向整合 

• 基本詞 

• 閱讀 

• 寫作 

• 預習(課文理解，詞語，  

句型) 





線上預習 
教室裡的任
務型與溝通

式活動 

紙本&線上
複習 

混成式教學流程 



基本詞的評量方式,效果,意義 

• 評量認讀能力 

• 老師隨機挑選20-30個詞,錯誤不超過三個 

• 每年做兩次:秋季班複習前一年的詞 

        春季班評量本學年的詞+課文句子 

• 通過者獲頒證書 

• 透過不斷的複習，學生整年至少熟悉200-300

個詞 

• 家長可幫忙學生複習，並確定學生了解詞意 





Resource/ for Parents/Basic Phrase 



基本詞檢定 

秋季檢定 K to G12 複習前册 

11/18, 12/2,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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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季檢定 PK to G12 複習本册 

4/21, 4/28, 5/12，全校參加 



注音符號 

漢語拼音與中文輸入 
• 學生學習注音符號的目的是方便閱讀。 

• 學生學習漢語拼音的目的是中文輸入。 

• 因應AP中文考試的施行，本校五年級
以上教授漢語拼音與中文輸入。 

• 中文輸入的能力與速度將影響學生的
寫作。 

 



如何配合學校的學習 
 • 在家講中文 

  -讓孩子養成使用中文的習慣 

• 參與美國學校的多元文化活動 

  -開拓孩子包容多元文化的心胸 

• 培養中文閱讀的能力與興趣 

  -當中文能力夠強時，學習較能持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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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作業 



學校的組織: 
 

• 本校是一非營利機構，設有董事會，共有
董事五人。 

• 主要行政人員有八人。老師有53人，學生
人數1028人。 

• 學校共有兩個校區，分別在Saratoga, 及
Milpitas . 

• 學校的辦公室在San Jose，地址和電話請
參照第一頁。 



行政人員 

•校長:陳純真    

•教務:王智玫，吳貞慧，于曼君 

       溫淑齡 

•校務:張瑞玲，許浩君 

•財務:吳怡真  

 

 
 



今年兩校區共有中文57班 

 

•Milpitas共有27個班 

•學生有453名 

•感謝Milpitas High School提 
供教室 



Mobile Office in MHS  

E1 

Week day Office  

1630 Oakland Rd. A-207 
San Jose 

408-441-9114  





放假日(共8天) 
配合Milpitas 學區 

• 9/2      Labor Day 

• 11/11 Veteran’s Day 

• 11/25  Thanksgiving 

• 12/16， 12/23 ，12/30  Winter Break 

•  2/24   Presidents’ Week 

•  4/14    Spring Break 

•  5/5     Cinco de Mayo 

•最後一天上課5/26/17 

 



註冊與退費 

•註冊日 
 3/10/17(舊生及其兄弟姊妹)   
 3/3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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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17以前只扣手續費$50 
  開學後第三週以前退$300,之後無退費 



電子通訊 

•每個月的第一個星期五以電郵送出 

•9/30前若未收到十月號電子通訊，請致電：
(408)441-9114  

•或 email: mlc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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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darinschool.org 





About us 

Newsletter 



Resource For Parents Basic Phrases & 

Related Link 



演講與活動 
已排定了幾個演講，時間是週五晚上,地點在office 

•9/9  7:00 與G1班家長談「從認字到閱讀」  

      8:00 與PK & K班家長談「中文起步走」 

•9/16 給家長的漢語拼音與中文輸入課 

•9/23 如何陪伴孩子閱讀 K,G 2 & 3班家長 

•9/30 與G4班家長談「開始預習之後…」 

  



活動 

• 10/28 萬聖節化妝拿糖   

• 1/27 中國新年  

• 3/31 CFL Open House   

• 4/21 Book Sale 

 



家長輪值 

• 校輪值   毎週6位，班代會通知 

  6:35 至 office 報到, 行政人員會分配
工作，包括巡邏，分送資料等 

 今年輪到G1,G2,G3, G8&G9, 

CFL2,4,5,6 PK & K-2各班的家長輪值 

• 班輪值    班代會通知並分配工作 

 6:35 至 office拿教室清查單 



安全事項與停車規則 

• Escuela Parkway 路邊不可停車 

• 小停車場保留給老師 

• 請家長務必護送孩子進出學校，並準
時接送，不要讓孩子在停車場徘徊。 

• 萬一有緊急送醫之情況，家長需負擔
救護車之費用 

 



火警演習日期 

 

• 火警演習日期為8/26(開學第二週) 

• 8:03~8:15  

 



關於手機及其他電子器材的規定 

• 手機於放學後才可使用 

• 其他電子器材均不可帶到學校 

• 違者第一次由老師沒收,放學後歸還 

• 第二次由老師沒收,父母至辦公室取回 

 



今日8:30~9:00 

請家長至各班教室與老師開會 

開會大綱及全年行事曆隨即發
至各班 

 



謝謝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