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澤西中文學校協會 2012 - 2013 學年度第一次校長會議
時間 1-5pm on 7/15/2012
地點 KC 海鮮城, 875 US Highway 1 South, Iselin, NJ 08830

指導單位 紐約僑教中心
主辦單位 新澤西中文學校協會
出席代表 每校至少一位, 最多三位代表

費用 出席代表免費, 經費由協會向僑教中心申請

項目 Duration Start time 議題
1 0:10:00 1:10:00 出席代表自我介紹, 同時用餐

2 0:30:00 1:20:00 各校一位代表介紹各校狀況, 每校約兩分鐘
2.1 語言班全部人數, 班級數, 雙語班人數, 教材, 場地, 面臨的挑戰
2.2 協會將做調查表, 協助幹部跟僑委會了中文學校實際情形跟建議

3 0:20:00 1:50:00 協會未來一年展望
3.1 介紹協會幹部
3.2 財務, 會費 (含ACS會費)

3.3 定期電子月刊 (8/25截稿, 9月一日發行), 僑委會資訊, 校際狀況, 活動, 教育資源分
享, 投稿園地, 榮譽榜, 廣告(12期全頁$500, 半頁$300, 每期全頁$50, 半頁$30 ?)

3.4 協會統一舉辦鑑定測驗? (台灣教育部中文等級鑑定, 國小, 國中, 高中), 12月寒假跟
7月暑假在圖書館考試

3.5 協會網頁平台, 台灣跟會員中文夏令營與其他教育資訊

3.6 協會主辦, 由大學校友跟高中生主講 - 申請大學, 美國各大學, 海外進修, 美中台夏
令營等經驗分享, 攝影或其他專題討論, 促進校際間學生交流

3.7 跟台灣各大學跟高中合作, 夏令營, 交換學生, 英文教學, 網路會議交流

3.8 行政人員獎(校長, 主任等級), 教師獎(在祭孔頒發, 請在八月底前報名), 學生獎(服
務, 畢業獎, AP獎, 全美SAT中文模擬考80%獎, SAT750分獎, 登在電子月刊)

3.9 協會將透過 facebook  粉絲, www.facebook/theANJCS  發佈活動
3.10. 網路數位教學點 - 老師研習, 幹部開會,  跟僑教中心, 台灣網路開會交流

3.11 協會將建立在英文學校 (中小學跟大學)教中文的老師資料庫, 以便辦理研習會, 老
師教學經驗分享座談會, 或邀請在重要活動演講, 希望各校協助建立

3.12 經費籌措, 長榮, 華航, DCH, PSE&G, 保險等大公司廣告跟贊助, 捐一千元以上?,
比賽可採用贊助公司名稱

4 0:30:00 2:10:00 校際討論
4.1 各校特殊經驗分享 (雙語班, 學區中文學分承認, 招生, etc)
4.2 如何鼓勵更多學生, 老師參加活動
4.3 雙語班學生參賽的條件, 演講, 多媒體等比賽
4.4 前三名都應該要有獎金? 參加獎狀? 經費? 報名費統一?
4.5 鼓勵老師們投稿, 寫成論文投到各種國際教育會議
4.6 對協會的建議
4.7 FASCA  青少年文化志工培訓, 將來夏令營走向

5 0:50:00 2:40:00 活動行事曆, 每個活動討論約兩分鐘, 確認比賽規則, 主辦學校跟時間

5.1 建議: 詩歌朗誦, 扯鈴, 象棋, 書法等不需要校內代表權在上學期舉行, 卡拉Ok, 演講,
多媒體, 文化常識在下學期, 或把某些競賽合併在同一天舉行, 小型競賽年會

5.2 檢討2011-2012各項比賽辦法, 確認主辦學校跟時間後, 可以馬上公佈在協會網頁
5.3 詩歌朗誦



5.4 書法比賽
5.5 象棋比賽
5.6 扯鈴比賽
5.7 協會主辦, 十一月數位教師培訓, 11/10 在 Days Hotel, East Brunswick
5.8 卡拉Ok 比賽
5.9 多媒體比賽

5.10. 協會主辦, 文化常識比賽, 鼓勵個人組, 各校參加常識, 中,高團體組的可能性?
5.11 演講比賽
5.12 協會主辦, 七月教師研習會, 今年7/11,12 參加情形, 明年鼓勵更多老師參加
5.13 建議: 協會運動會跟CACA fun day合併舉辦, 需要有運動場跟空地
5.14 台灣書院 - 協會主辦, 教師經驗分享研習會, 一年兩到三場, 10/13或14

5.15 台灣書院 - 協會主辦, 各校跟學區與社區合作推廣中文教育跟文化的經驗分享座談
會, 十一月份校長會議

5.16
台灣書院 - 協會主辦, 由青少年文化大使主持的巡迴文化教學 (Yoyo, 手工藝, 書法,
中文, etc), 場地在各校, 免費開放給任何學生, 一年三到四次, 可以當open house,
發佈在中英文新聞報紙, 10/28, 29

5.17

台灣書院 - 協會主辦, 針對英文學校的大學, 高中, 國中學生舉辦多媒體比賽, 以英
文為主, 第一年可以請在英文學校教中文的老師發信給學生, 中文學校學生也可以
參加, 2012 主題 - 與中華跟台灣文化有關, 前十名需要親自比賽6-8分鐘, 參賽獎狀,
前十名獎品, 前三名獎金, 可以幫協會跟台灣書院打知名度

6 0:10:00 3:30:00 九月祭孔 - Nelson
6.1 主辦學校, 各種官職, 貴賓, 國樂, 合唱團, DJ
6.2 優良教師獎, 請在八月底前提名
6.3 招募學生佾舞, 舞蹈老師, 練習場地跟時間
6.4 花? 或是其他事項?

7 0:10:00 3:40:00 十月七日雙十國慶 - Nelson
7.1 地點, 經費
7.2 戶外(舞獅, 扯鈴, 合唱團, 國樂)演節目跟負責學校
7.3 室內(舞蹈, 簡報)學校表演節目跟負責學校, 建議節目?
7.4 貴賓邀請
7.5 室內佈置, DJ, 蛋糕, 便當
7.6 室外佈置, DJ

7.7 國慶多媒體電子壁報比賽? (36"x48" in ppt), 7/15就可以開始, 9/20 截止, 選前三名
頒獎

7.8 國慶晚會, 節目, 時間, 地點, 售票事項 - 鍾明昌
8 0:30:00 3:50:00 僑教建議

8.1 教材, 師資培訓, 活動, 其他
9 0:20:00 4:20:00 其他事項

9.1 舉辦募款餐會的可能性
9.2 與美華防癌協會的合作(英文作文, 多媒體比賽)
9.3 與其他組織的合作(美東, 金門超市, 中文作文比賽)
9.4 跟台商會合作, 廣告, 捐款
9.5 8/25, 1-5pm 家庭聯誼野餐會?

10 0:20:00 4:40:00 臨時動議
10.1 下次校長會議在十一月?
10.2 團體照

11 5:00:00 散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