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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華語師資培訓班－花蓮班 招生簡章 
 

一、宗旨：慈濟大學華語中心(以下簡稱中心)，為因應華語學習熱潮，培養優質

華語文專業教師、以及有興趣參與編輯具有慈濟人文內涵的靜思語華語教材之人

才，提供華語文教學理論與實務基礎課程。 

二、招生對象： 

具大學以上學歷(含大學四年級生)且有志從事對外華語教學者。 

三、課程內容：(如課程有更新內容請參考中心網頁，中心保有課程時間異動權。） 
 

 

 

慈濟大學 華語中心 
Chinese Language Center Tzu Chi University 

 

線上課程內容 

華語文教學語法 
語法術語及應用/對比分析/偏誤分析/華語教學語法的

描述原則/華語語法點的難易度/語料庫運用/華語詞類/

華語離合詞 

多媒體與華語教學 

華語文教學導論 
第二語言教學法概論/華語語音教學/漢字教學/閱讀教

學/語法教學/華語測驗與評量/課程規畫與教學設計 

漢語語言學 
漢語類型與特徵/音韻/漢語詞彙/漢語語法/漢語特殊

句型/漢字/華語語用/篇章 

華語口語與表達 
教學與溝通/提升口語表達能力/教師語言：語言展示技

巧、提問技巧、權威語言/非語言溝通 

華人社會與文化 
古代曆法及二十四節氣/宗教信仰/藝術文化：書法、

繪畫、音樂、舞蹈、戲劇 

實體課程內容 

華語語音學 

漢語拼音及正音與發音教學 
初級華語文教學實務與教案編寫 

跨文化班級經營及課室活動設計 中級華語文教學實務與教案編寫 

華語文測驗與評量 高級華語文教學實務與教案編寫 

零起點華語文教學實務與教案編寫 各級華語文教學演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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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上課時間：(中心保有課程異動權） 

2020 年5月9日至6月14日期間， 

網路課程：2020年5月9日至6月12日期間(於帳號有效期限內不限次數觀看) 

實體課程：2020年5月16日至6月13日， 

          週六、日上午9：00 ~ 12：00；下午13：30 ~ 16：30上課。 

網路課程(62小時)+實體課程(48小時)，共計110小時。 

五、上課地點：花蓮市介仁街 67號慈濟大學人文社會學院，華語中心2D203。 

六、學費：每人學費 16,000 元 (滿15人開課，學費包含上課講義、補充教材)。 

七、課程結束會頒發結業證書。 
 

八、報名程序： 

 步驟 1. 報名日期：即日起至 2020年 4月 26 日止。 
 

 步驟 2. 報名方式： 

請備妥以下報名資料，資料不齊全者，恕不受理。 

(1) 請至Google表單填寫報名表：https://forms.gle/ZWM2P5GabqT2LSsb8。 

(2) 相關證件(擇一即可)：大學以上學歷證件、大四學生證等，e-mail至報名信箱：

ericatsao614@gms.tcu.edu.tw。 

(3) 繳費證明，請e-mail至報名信箱：ericatsao614@gms.tcu.edu.tw。(銀行匯款

證明、ATM轉帳存根) 

步驟 3. 繳費方式： 

(1) 親自繳費：請至中心以現金繳費。 

(2) ATM 轉帳：「兆豐國際商業銀行花蓮分行」

銀行代號：017 帳號：02310630005 

(3) 銀行匯款：「兆豐國際商業銀行花蓮分行」

銀行代號：0170239 帳號：02310630005 

戶名：「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大學」 

 步驟 7. 確認報名: 

        中心收到繳費單據影本後，將以e-mail方式通知學員確認完成報名流程， 

學員如未收到確認報名的e-mail，亦歡迎來電查詢。 

mailto:ericatsao614@gms.tcu.edu.tw
mailto:ericatsao614@gms.tc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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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 。 

九、退費辦理：依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推廣教育實施辦法」。 

1. 自報名繳費後至實際上課日前，要求退費者，退還已繳費用九成。 

2. 自實際上課之日算起，未逾全期三分之一者，退還已繳費用半數。 

3. 開課時間逾全期三分之一(含)者，不予退費。 

4. 學員個人如因故退班、退費者需填寫退費申請表，退費將直接退至個人帳戶，

恕不辦理現金退費。 

5. 中心如因故未能開班，學費將全額無息退還至學員個人帳戶並提供退款

銀行帳號影本一份，以利辦理退費手續。 

十、結業證書： 

1. 學員若需登錄公務人員終身學習時數、或全國教師在職進修時數，請於報名

表註明，中心可協助代為登錄。 

2. 修業期滿經結業考試成績(含筆試與試教)及格者，由本中心發給中英文結

業證書。 

3. 總成績結算方式為筆試(40%)、試教(50%)、與出席率(10%)。其中，筆試  

成績及總成績皆需達 70 分，未達 70 分者，不發予結業證明書。 

4. 缺課(含請假)超過五分之一者，以自動退學論。 

5. 慈濟人文課程缺席者，本期將不發給結業證書;若曾參加過慈濟相關人文課

程須提出文件證明。 

十一、相關注意事項： 

1. 學員請全額繳清學費，中心恕不接受分期付款。 

2. 學費繳交後，不得轉讓他人、或保留至其他課程。 

3. 課程不保證通過華語師資認證。 

4. 除中心同仁、中心專任華語教師外，為維護教學品質，尊重其他學員權

益，所有課程謝絕試聽、旁聽，並請勿攜帶幼兒同行，敬請配合。 

5. 授課期間如遇自然災害(如颱風、地震、水災等)且經行政院人事行政局公  告

不上班、不上課情況者；或不可抗拒之人文因素(如戰爭等)而經政府公  告停

課者，中心將不補課，學員所繳費用不退還。 

十二、聯絡方式： 

慈濟大學 華語中心 

上班時間：每週一至週五， 

上午 8:00～中午 12:00；下午 1:30～5:30 

電 話：(03) 857-2677 轉 1681~1683 

傳 真：(03) 846-6065 

地 址：97074 花蓮市介仁街 67 號 2D213 室 

網 址：http://www.language.tcu.edu.tw 

E-mail：ericatsao614@gms.tcu.edu.tw 

 
【證嚴法師靜思語錄】 

教 育 是 一 輩 子 的 事 ，  

並 非 畢 業 就 是 結 束 。 

http://www.language.tcu.edu.tw/
mailto:ericatsao614@gms.tc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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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濟大學 第27期華語文師資培訓班—花蓮班110小時 

課程表 (網路影音課程+實體課程 = 110小時) 
時數 日期 網路影音課程 

62 
5/9(六)- 

6/12(五) 

華語文教學導論       11小時 

華語文教學語法        9小時 

漢語語言學           10.5小時 

華語口語與表達       11.5小時 

多媒體與華語教學     10.5小時 

華人社會與文化       10  小時，共約 62小時。 

(以上課程於帳號有效期限內均可無限次數觀看) 

時數 日期 實體課程 

6 
5/16(六) 
9:30-16:30 
(午休減 30分) 

始業式 09:00-09:30 

華語語音學+漢語拼音及正音與發音教學 

   

6 5/23(六) 
9:00-16:30 

跨文化班級經營及課室活動設計 

6 5/24(日) 
9:00-16:30 

華語文測驗與評量 

   

(3) 5/30(六) 
9:00-12:00 

1.慈濟人文課（茶道或參訪）13:30-15:00 

2.慈濟人文- 靜思語教學 15:00-16:30 

3 5/30(六) 
13:30-16:30 

各級華語文教學演練 

6 5/31(日) 
9:00-16:30 

高級華語文教學實務與教案編寫 

*提醒講師示範完整教學流程、分組演練 

   

6 6/6(六) 
9:00-16:30 

零起點華語文教學實務與教案編寫 

*提醒講師示範完整教學流程、分組演練 

6 6/7(日) 
9:00-16:30 

初級華語文教學實務與教案編寫 

*提醒講師示範完整教學流程、分組演練 

   

6 6/13(六) 
9:00-16:30 

中級華語文教學實務與教案編寫 

*提醒講師示範完整教學流程、分組演練 

 6/14(日) 
9:00-12:00 

結業筆試 

 6/14(日) 
13:30-16:30 

結業式－結業試教演示 

共 110 小時   

*本中心保有更動課程的權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