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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淡江大學華語師資實務課程培訓班簡章 

 

一、培訓對象： 

〈一〉 對華語教學有興趣之各大專院校在學學生或社會人士。 

〈二〉 對青少年華語教學有興趣者。 

〈三〉 已有教學理論基礎，想多充實教學實務經驗者。 

二、培訓目的： 

   〈一〉 為培訓 2021 年暑期夏令營助教，以因應海外青年學子回台研習所需。 

   〈二〉 增進華語文教學之專業職能，有助於出國教學或留學之用。 

三、培訓時數： 

    〈一〉 實體課程三大領域，14 個單元，45 小時。 

 

      

 

 

 

 

 

〈二〉 線上（錄影）課程五大領域，18 個單元，70 小時。 

 

 

      

 

 

 

 

 

 

 

  

 

〈三〉 淡江大學華語中心觀摩教學 15 小時。 

〈四〉 以上課程總計 130 小時。 

  

一、核心課程 華語教學入門概論＼華語語音教學策略＼華語文教材教法 

二、漢語語言學 華語語法教學〈一〉、華語語法教學〈二〉 

三、華語文教學實務 

華語教案設計與編寫＼零起點課程設計與教學演練＼密集式

青少年課室經營實務＼華語文數位教學網路資源運用＼華語

詞彙教學與活動設計＼短期營隊華語閱讀與寫作教學＼華語

文數位教學設計與實務＼中級課程設計與教學演練＼數位教

學能力加強課程 

一、核心課程 
華語文教學概論及現況分析＼華語教師基本知能概述＼華語文

教學法與教案＼華語語音與教學實務＼華語文網路學習與資源 

二、漢語語言學 漢語語言學＼華語詞彙學與教學實務＼華語語法與教學實務 

三、華語文教學 

華語聽力與教學會話＼華語文閱讀教學＼華語文寫作教學＼華

語文教學設計概論＼華語文教材教法＼課程規劃與設計＼漢字

與教學實務＼華語文測驗與評量 

四、華人社會與文化 語言與文化 

五、華語口語與表達 華語口語與表達 

http://clcmoocs.tku.edu.tw/sharecourse/course/manage/chapterEdit/20/143
http://clcmoocs.tku.edu.tw/sharecourse/course/manage/chapterEdit/20/151
http://clcmoocs.tku.edu.tw/sharecourse/course/manage/chapterEdit/20/153
http://clcmoocs.tku.edu.tw/sharecourse/course/manage/chapterEdit/20/149
http://clcmoocs.tku.edu.tw/sharecourse/course/manage/chapterEdit/20/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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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課程特色： 

   〈一〉 本培訓班課程包括實體及線上課程，主題面向多元，以實務課程為大宗。 

    〈二〉 本班學員可安排至淡江大學華語中心觀摩教學 15 小時。 

           〈觀課時間為上午或下午，由本中心安排〉 

〈三〉 本課程會配置輔導老師提供學員分組之學習諮詢。 

〈四〉 本班依學員整體表現擇優錄取擔任暑期華語班助教。 

〈五〉 凡錄取為暑期助教需隨班實習並上課，所有教學時數均開立實習證明。 

五、培訓費用：9,200 元（含上課講義）。 

             〈兩人一同報名，每人報名費 8,500 元〉 

六、實體課程日期：自 109 年 09 月 05 日起至 109 年 12 月 06 日。 

七、實體課程時間：周六＼日時段，上午 9 時至下午 4 時〈中午 12 時至 1 時休息〉，一日共 6 小時。 

八、結業考試： 

本課程內容針對教學實務而設計，為培養優秀專業的華語師資，期末會舉行筆試與試教，並視 

成績嚴格遴選優秀儲備人員。 

〈一〉 筆試包括實體課程與錄影課程之上課內容。 

〈二〉 平時作業 15%、期末筆試 25%、期末試教 60%，成績合計 70 分以上為及格。 

九、頒發中英文推廣教育研習證明書標準： 

〈一〉 總成績達 70 分以上 

〈二〉 實體課程缺課時數未超過實體課程總時數五分之一（9 小時）。 

〈三〉 完成 15 小時觀摩教學並繳交心得。 

〈四〉 實體課程缺課時數超過總時數五分之一者，不予參加觀摩教學、期末筆試、試教與領取研

習證明。 

十、上課地點：淡江大學台北校園（教室另以簡訊通知）。 

十一、報名方式：  

    〈一〉線上報名系統 https://reurl.cc/E7jqxg 報名→臨櫃繳費（請於一週內）→完成註冊。 

   〈二〉線上報名系統 https://reurl.cc/E7jqxg 報名→郵局劃撥→電郵收據（請於劃撥收據上註明姓名 

          及班別）至 yingruwu@clc.tku.edu.tw→完成註冊。 

〈三〉請至淡江大學活動報名系統報名，繳費完畢者始算完成報名手續。 

      即日起至 109 年 8 月 21 日前完成報名。 

十二、繳費方式： 

〈一〉 臨櫃繳費—淡江大學台北校園（台北市金華街 199 巷 5 號 101 室）櫃檯繳交。 

   〈二〉 劃撥繳費—請至各地郵局劃撥學費至帳號 125-1111-1 

        （帳戶：淡江大學推廣教育處推廣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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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聯絡方式： 

電話：〈02〉2321-6320 分機 8839 吳老師 

傳真：〈02〉2321-4036＼E-mail：yingruwu@clc.tku.edu.tw 

網址：http://www.clc.tku.edu.tw  

十四、注意事項： 

(一) 若未達開班人數，將另行簡訊通知辦理退費手續。 

(二) 退費規定：因故不能上課者，學員自報名繳費後至開班上課日前，申請退費者，退還已繳

費用之九成。自開班上課之日起算未逾全期 1/3 申請退費者，退還已繳費用之半數。開班

上課已逾全期 1/3 者，不予退還。若開班不成，全額退費。申請退費請攜帶收據正本。 

十五、相關本班更動訊息，或其他華語助教、教師徵才、儲備教學人員訊息等，將不定期公告於官方

FB 粉絲頁團。https://www.facebook.com/TKUHuaYu 

 

 

  

https://www.facebook.com/TKUHuaY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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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淡江大學華語師資實務課程培訓班─實體課程與師資表 

 

單元 日期 時間 課程 師資 

1 
09/05 (六) 

教室 

09:00-12:00 華語教學入門概論 袁寧均 

2 13:00-16:00 華語語音教學策略 趙彥 

3 
9/13 (日) 

教室 
09:00-12:00 華語文教材教法 張于忻 

4 9/27 (日) 

教室 

09:00-12:00 華語語法教學〈一〉  馮元玫 

5 13:00-16:00 華語語法教學〈二〉 馮元玫 

6 
10/17 (六) 

教室 
09:00-12:00 華語教案設計與編寫 宋如瑜 

7 
10/25(日) 

教室 
09:00-12:00 零起點課程設計與教學演練 陳雅芳 

8 
10/31 (六) 

教室 
13:00-16:00 短期營隊華語閱讀與寫作教學 彭妮絲 

9 11/08 (日)  

教室 

09:00-12:00 密集式青少年課室經營實務 蔡昀曄 

10 13:00-16:00 華語文數位教學網路資源運用 連育仁 

11 11/14(六) 

教室 

09:00-12:00 華語詞彙教學與活動設計 顏雪芬 

12 13:00-16:00 漢字教學與活動設計 陳玉明 

13 11/22 (日)  

教室  

09:00-12:00 華語文數位教學設計與實務 袁寧均 

14 13:00-16:00 中級課程設計與教學演練 陳慧澐 

15 
11/28 (六) 

教室  
09:00-12:00 數位教學能力加強課程 華語中心數位組 

16 

12/06 (日) 

筆試  

試教  

      

      

09:00-12:00 期末筆試 

華語中心教師群 

13:00-16:00 期末試教 

 

※本班有保留課程調整之權利。 

※多媒體教學及軟體工具運用課程，請自備筆記型電腦、平板電腦、手機等行動裝置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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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年淡江大學華語師資實務課程培訓班－線上（錄影）課程表 

 

 

 學習領域 線上（錄影）課程 上課時數 師資 

一、核心課程 

華語文教學概論及現況分析 3 h 張金蘭 

華語教師基本知能概述 6 h 張金蘭 

華語文教學法與教案 6 h 張于忻 

華語語音與教學實務 4 h 黃秀鈴 

華語文網路學習與資源 4 h 連育仁 

合計 5 單元，23 小時 

二、漢語語言學 

漢語語言學 3 h 李子瑄 

華語詞彙學與教學實務 6 h 陳雅芳 

華語語法與教學實務 4 h 曾昱夫 

合計 3 單元，13 小時 

三、華語文教學 

華語聽力與教學會話 4 h 陳立芬 

華語文閱讀教學 3 h 楊曉菁 

華語文寫作教學 3 h 黃湘玲 

華語文教學設計概論 6 h 張于忻 

華語文教材教法 3 h 張于忻 

課程規劃與設計 3 h 顏雪芬 

漢字與教學實務 3 h 黃沛榮 

華語文測驗與評量 3 h 陳雅芳 

合計 8 單元，28 小時 

四、華人社會與文化 語言與文化 3 h 李子瑄 

合計 1 單元，3 小時 

五、華語口語與表達 華語口語與表達 3 h 趙彥 

合計 1 單元，3 小時 

以上總計四大領域，18 單元，70 小時 

http://clcmoocs.tku.edu.tw/sharecourse/course/manage/chapterEdit/20/143
http://clcmoocs.tku.edu.tw/sharecourse/course/manage/chapterEdit/20/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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