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期華語師資班（暑期密集班）簡章
一、宗

旨：為培育華語文教學工作者，推廣華語文教育，奠定華語教學之基礎，本校推廣教育中心
特與社團法人中華華語文教育學會合作辦理「第二期華語師資班」。
(如非本科系大學畢業生欲參加教育部對外華語教師甄選，一般最低門檻需接受國內大學校
院對外華語教學師資培訓班修習九十小時以上課程，並獲有證書，本課程可滿足此項需求
。詳情可參考教育部國際文教處華語專區網頁公告。本課程也會涵括教育部「對外華語教
學能力認證考試」的範圍，但請學員自行處理報考事宜，並注意該項考試的相關資格限制
及規定。)

二、主辦單位：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推廣教育中心、社團法人中華華語文教育學會。
三、招生對象及人數：
（一）每梯次預訂招收60人，不足20人不開班。
（二）有意從事對外華語文教學者，並具有下列任一資格者：
1.本國人士：具有本校大學部或研究所學籍同學。校外人士需具教育部大專以上學歷（含應
屆畢業）
，或具國外大學以上學歷，但高中以下皆在國內完成，並有相關證明之
本國人士。(大學畢業或應屆畢業生方可報考教育部「對外華語教學能力認證考
試」
，有意報名此考試的學員請務必注意到此點，另外還有外語能力等資格條件
，請先上網查詢 http://www.edu.tw/bicer/content.aspx?site_content_sn=8490 )
2.外籍人士：具大學以上學歷，並通過CPT或HSK等國際認可之華語語文能力高級檢定考試
，並提出相關證明。
四、收費方式：(報名時須先繳交費用，如未開課則退還)
（一）報名費：新台幣1,000元（完成繳費後恕不退費，如未開課則退還）
（二）學費：1.校外人士：學費定價新台幣19,000元（三人以上團報九折優待）。
2.本校教職員：新台幣16,000元。
3.本校大學部及研究所在學學生：新台幣13,000元。
(本期學費為推廣優惠價，將來可能視開課成本異動而有所調整)
（三）依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推廣教育實施辦法」第17條規定：學員自報名繳費後至實際上課日
前退學者，退還已繳學費之九成。自實際上課之日算起未逾1/3者退還已繳學費之半數，在班
時間已逾全期1/3者，不予退還。學員繳費後開課(學)前申請退費者九成。開課後，未逾全期
(該學期)授課時數三分之一申請退費者，退費二分之一。開課後，逾全期(該學期)授課時數三
分之一，不得申請退費。
五、上課時間：第一梯次:自101年7月2日至101年7月27日止(週一~週五早上九點到下午四點)。
第二樣次:自101年8月1日至101年8月27日止(週一~週五早上九點到下午四點)。
(上課時間適情況做調整，如請假須看錄影補課，但請假超過12小時者，以自動退學論不
授予結業證書，也不另行退費。)
六、上課地點：本校教室（視人數安排適當教室上課，將於確定開班後另行通知）。
七、證書核發：符合修課規定且通過檢測者發給結業證書(檢覈測驗未通過者須參加補考，直到測驗通過
方得授予結業證書)。
八、課程表：（本校保留課程異動權，並會於開課前公告確定課程時間表）
1

本班別課程規劃涵蓋教育基礎課程，輔以華語文教學之各個面向領域課程，包含國文領域、漢語語
言學領域、華語文教學領域、華人社會與文化領域、口語與表達之課程理論與實務，並安排教學實作與
示範，讓學員經過培訓後對華語教學能有更深入的瞭解。(開課前通知學員詳細課表及時程)
科目名稱

始業式-華語文教學現況與未來

時數

科目名稱

時數

1

華人社會與文化(二)－醫學與宗

3

展望

教

華語文教學基礎能力(一)

3

華人社會與文化（二）－文學史
教材教法

3

華語文教學基礎能力(二)

3

華語文教材教法（一）

3

漢語語言學概論(一)

3

華語文教材教法（二）

3

漢語語言學概論(二)

3

華語文教案編寫與課堂活動設計
(一)

3

漢語語法與教學活動設計

3

華語文教案編寫與課堂活動設計
(二)

3

華語文教材選用及評鑑

3

電腦多媒體資源在華語文教學上

3

的應用
國語正音與各式拼音法教學(一)

3

初級課程概說與教學示範

3

國語正音與各式拼音法教學(二)

3

中、高級課程概說與教學示範

3

華語口語表達(一)

3

零起點課程概說與教學示範

3

華語口語表達(二)

3

華人社會與文化(二)－醫學與宗
教

3

當代正體字及詞彙教學

3

中級及高級課程試教

3

華人社會與文化(一)－文化習俗
與典章制度

3

零起點及初級課程試教

3

華人應用文書教學(一)

3

華語文測驗與評量工具概論

3

華人應用文書教學(二)

3

幼兒華語教學概論

3

華語識字教學的策略與實施方式

3

第二語言習得理論與教材教法
（一）

3

歷代漢字源流概說

3

第二語言習得理論與教材教法

3

（二）
華語文閱讀與寫作(一)

3

華人社會與文化（四）－思想史
教材教法

3

華語文閱讀與寫作(二)

3

檢覈測驗
(檢覈未通過者統一通知補考)

2

結業典禮

1

九、聯絡人：
教務處 學生學習資源中心 姚彥淇老師、鄭家麟助教(負責課程規畫及執行)
電話：02-28227101 分機2461/2462
學生學習資源中心網站 http://140.131.85.13/nlearn/index.asp
報名和繳費請直接洽詢
推廣教育中心 承嘉芳 小姐
電話:02-28227101分機 3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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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第二期華語師資班(暑期密集班)入學申請表 APPLICATION FOR ADMISSION
請使用中文或英文，以正楷清楚填寫 Type or print clearly in Chinese or English

1. 姓名 Full Name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First Name

________________

Middle Name

Last Name

照片

2. 中文姓名 Chinese Name

Photo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國籍 Nationality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性別 Sex: □男 Male □女

5.婚姻狀況 Marital Status: □未婚 Single □已婚 Married

Female

6. 出生地 Place of Birth

出生日期 Date of Birth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ay

7. 電話號碼 Phone Number

Month

Year

Home____________________ Cell phone______________________

8.通訊住址 Mailing Address
(The admissions letter will be mailed to this address, please print clearly in English)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9.電子郵件 Email Addres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0 . 最高學歷 Highest Level of Education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學校名稱 Name of School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主修 Major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1. 職業 Occupation

12. 就業或學習單位 Name of Employer or School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3. 申請班別 Which term are you applying for?
□ 第一梯次

□ 第二梯次

14. 緊急聯絡人 Emergency

□ 兩種班別皆可

Contact

姓名 Name 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 Phone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子郵件 Email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申請人簽名 Applicant’s Signature _____________________日期 Date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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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有意報名北護本期「華語師資班」的朋友大家好，請您在報名繳
費前務必詳讀以下說明文字：
(一)本班的成立宗旨及性質
本課程以培育華語文教學工作者，奠定華語教學之基礎為目的。除學理教育之外並會安排教學實作與示
範，讓學員經過培訓後對華語教學能有更深入的瞭解。目前許多大學院校皆有開設華語師資班(如臺大/
政大/師大/輔仁/淡江/文化…等，族繁不及備載，大家可以自行上網搜尋)，這類課程因為是”非”學分班，
屬於推廣教育範圍，所以教育部授權各校自行開設，不需要向教育部申請或報備，學員結業後也由各校
自行認證。本班是由本校推廣教育中心及社團法人中華華語文教育學會聯合主辦，結業證書也是由這兩
個單位聯合認證。本班課程是委請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華語文中心主任孫劍秋教授所設計的，內容兼顧理
論與實際，師資也都是孫教授特別之選。學員們如有需要的話可以來向姚老師索取第一期的師資名單(但
本單位保留日後的師資異動權)來做評估比較。

(二)修習本校的「華語師資班」對我有什麼用處?
據瞭解現在國外(歐美)教育機構在甄選華語教師，基本條件都是要接受過 100 小時以上的專業訓練(所以
本班授課時數是 109 小時)，才認可該員具有華語教學的專長，而受訓單位通常要是高等教育機構(例如
大學)才會獲得承認。本班的受訓時數和課程可以幫助您滿足這項條件，而由孫教授署名發出的證書目前
也廣受美國各中小學的承認。不過這不代表您擁有本班結業證書後，就一定可以通過任何國外機構的甄
選進入華語教學現場，因為這只是成為一位華語教師的基本門檻而已。我們可以想像一個在歐美具有吸
引力的華語教師職位，一定也會吸引眾多優秀的華語教師前來甄選競逐。姚老師建議您可以用培養「多
元專長」或「業餘技能」的態度來看待這個課程，您將來結業之後可能會順利通過甄選成為國外教育單
位的華語教師，或是出國工作或移民時，利用業餘時間擔任公司內部華語教育訓練人員、補習班華語老
師或私人華語家教。也可幫助您在申請留學或交換學生時，為您的履歷添上其他華人競爭者所沒有的優
勢(畢竟不是華人就能教華語，而且每個單位都希望能一才多用)。但也有一種可能性是，將來您的正職
工作或生活與華語教學沒有交集，你自本班結業之後就沒有機會再接觸華語教學工作(但這也取決於您是
否有想積極爭取這樣的工作)，苦學屠龍之技有卻終身無所用其技。姚老師必須坦誠的告訴大家，將來任
何情況都有可能發生，您在做決定之前必須把所有可能性都考慮清楚。

(三)如果我想報名教育部「對外華語教學能力認證考試」……
教育部自 2006 年起開始舉辦「對外華語教學能力認證考試」
，這是目前中華民國唯一由官方機構認證的
華語師資證照，因為這是由教育部所舉辦的考試，所以目前是國內華語機構在徵才或教育部選派華語教
師出國的重要參考文件之一。(詳情可上教育部國際文教處「華語專區」網頁查詢)但事實上目前並沒有
所謂的「國際認證」華語教師證書，各單位所頒發證書在國際間的效力高低，完全取決於該機構在國際
之間的知名度、單位負責人的信譽及持證教師表現的優劣……等。那大家一定會好奇教育部所發證照目
前在國際間的信譽度為何，這問題老師曾向有經驗的人士請教過，答案至多只能說「視情況而定」。本
班課程會涵蓋教育部「對外華語教學能力認證考試」的範圍，但本班並「非」是針對該考試的「衝刺班」，
也不代表結業學員一定可以通過教育部這項考試，請各位學員在報名前務必有所瞭解。不過教育部該項
考試要大學畢業或是應屆畢業生方得報考，如果有規畫要報考這項考試的同學，請務必慎重將這項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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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件列入你的考慮之中。
＊除此外之還有外語能力等等相關條件規定，請上教育部國際文教處查詢，網址如下:
http://www.edu.tw/bicer/content.aspx?site_content_sn=8490

(四)本班的上課規定及收退費方式
為了確保教學品質及本班結業同學的教學能力，本班針對上課學員設有相關規定，報名繳費前請先詳讀
本期的簡章。報名時須先繳交費用如未開課成功我們會全部退還，但如果開課成功的話，想退費的成員
就得依規定辦理。我們的退費方式是依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推廣教育實施辦法」第 17 條規定：學員
自報名繳費後至實際上課日前退學者，退還已繳學費之九成。自實際上課之日算起未逾 1/3 者退還已繳
學費之半數，在班時間已逾全期 1/3 者，不予退還。學員繳費後開課(學)前申請退費者九成。開課後，
未逾全期(該學期)授課時數三分之一申請退費者，退費二分之一。開課後，逾全期(該學期)授課時數三分
之一，不得申請退費。如果您的學費是由家長所支付，請務必在報名繳費前先和您家長說明清楚本班的
定位和性質，最好是把此文件帶給您家長詳讀，免得日後滋生不必要的誤會，擔誤我們彼此寶貴的精力
和時間。

(五)如果您還有疑惑或疑慮的話……
或許您看到這裡時心裡還是有不少疑惑，建議您可以直接到姚老師的辦公室「學生學習資源中心」
(G406)，把您的心裡的疑問一次向姚老師或鄭助教問個清楚(亦可來電，我們的分機是 2460 或 2462)。如
果我們的回答還是無法讓您解惑，或是您心裡仍有疑慮，建議您千萬不要繳費，畢竟這筆學費不是一筆
小數目。您可以自己上網查詢相關資訊，或是向有類似經驗的前輩師長請教，再決定自己要不要繳費報
名。不管您最後決定報名、不報名，或是改報其他大學開設的華語師資班，相信只要是經過深思熟慮後
所做的決定，都會是最明智的決定!

北護華語師資班課程主持人/通識教育中心國文組
姚彥淇老師 謹上

101.04.18

我已於繳費報名前詳讀本份文件，並且對內容有明確的瞭解
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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