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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敬愛的海外華文教師、前輩們！ 

 

個人於 2017年 1月改派至柏林工作，當時大家正在熱切的準備馬丁‧路德 500年改教紀念活動，

心想這是個什麼樣的人？居然可以引起這個民族、這個國家、甚至整個世代如此大的影響… 

最近總算如願以償！當雙腳踩在馬丁及其夫人生活過的故居嘎嘎作響的木地板時，彷彿看到馬丁

及凱特琳娜‧馮‧博拉忙碌的身影，一時間竟然淚眼婆娑不能自己……這一對彼此愛戀，勇敢起

來反抗當時不符合人性及聖經教導的宗教規定、教宗及贖罪券的兩人影響了那個世代及後代的

人…… 

出了馬丁故居，腦海中迅速想著—教師研習的日子快到了，”要跟”及”能跟”多年在海外執著

教授正體華文的辛勤老師們分享些什麼？ 

馬丁的時代受制於天主教，民眾受制於貧窮、受制於知的機會不多…那現在的我們呢？眼中出現

的畫面是「藍綠的爭吵不休」、「割喉選戰」、是「經濟發展是硬道理」、「一帶一路」、「充份抓住歷

史發展新機遇」等等影像，這是自認正統華語國家的現況及擁有說「華語/中文」最大人口數國家

的最新訴求。中國大陸正迫切地用「文字」堆砌起他們在這個時代的想望及所謂的「中國夢」！

他們的確很努力，也一步一步地邁向世界的強權之路，甚至也想「帶路」，作世界的領頭老大！而

經濟發展及中文熱像一把劍的兩刃，鋒銳至極，所到之處各國爭相與合，不管是出自樂意或是不

得不然；但究竟要『帶』到哪裡去呢？一度極為厭惡”強權勢力”的弱國，現在也要急起直追向

強權之路邁進，變成另一股令人厭惡的強權，文字之魂可能要問，那有什麼差別？不管是中文（習

近平代表）、英文(川普代表)、俄文(普丁代表)，文字教導的、承載的不外乎是關乎爭奪、戰爭(經

濟戰)、弱肉強食、勝者為王，敗者為寇…，難道歷史的軌跡真的只能朝一個方向，且一再的重複？

難道這些真是我們想要的嗎？ 

年少時猶記高中國文老師說，語言及文字像是一艘船，是個載具(Shipment)，重要的是它背後所

要傳遞的訊息，包括文化及歷史。年近 50開始閱讀聖經，覺得不可思議，因為挑戰了近 50年所

承載的所謂的中華文化及價值觀。歌林多前書第 13章這麼記載著：我若能說萬人的方言、並天使

的話語，卻沒有”愛”，我就成了鳴的鑼，響的鈸一般；我若有先知講道之能，也明白各樣的奧

秘，各樣的知識，而且有全備的信，叫我能夠移山，卻沒有愛，我就算不得什麼…啥!「算不得什

麼? 」這是否意謂著：講授者們如果沒有愛，就是講得再多、再好，只是成了鳴的鑼，響的鈸一

般……不對不對，這跟老祖宗透過文字教導我們的差太多了，華人是不輕易說愛的，我們要吃得

苦中苦，方為人上人…原來東方這條『船』開往的是充滿爭競、弱肉強食的叢林世界；原來欠缺

了愛的實踐的社會是那麼的貪、乏、殘及不憐憫！原來驅使馬丁‧路德起來改革的動力是如此的

樸實簡單… 

所以或許要問，在最前線的海外華文老師們(註：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也)，透過華語文

教學，究竟要向孩子們傳遞什麼？拜相封侯、功成名就、出人頭地…或者什麼都不傳遞，只是單

純教授文字及用法？然後大夥一起吃喝快樂，終其一生。我這個德國過客非常感謝主辦單位給予

這個寶貴的機會，拋出議題--我們是否也可以開始認真思考馬丁‧路德窮其一生所追求的、要改

革的是什麼？華文/人世界要傳遞的是什麼？ 

個人因為工作之故，在海外時間也近二十年了，深深了解海外華文教學及傳承是一項極為辛苦同

時也是神聖的長遠任務及工作。感謝德國前輩及先進們的遠見，德國遠在 2000年早早成立了中文

學校聯合會，植基於互相切磋、資源共享理念，扮演著橫向溝通者的協助角色，而這個神聖火把

也不斷的傳遞及發光發熱！感謝所有的你們！ 

 

               後學 張玉枝 僑務秘書 敬筆 





 

 承辦學校的話 
 

今天是 2019年 第十九屆歐洲華文教師研討會暨德國中文學校聯合會年會開

幕的一天，熱烈歡迎大家蒞臨法蘭克福_這個美茵河畔國際大都市，也是著

名詩人歌德的故鄉。 

 

一年一度的教研會，是聯合會提供給大家，一個每年可以充電與聚首的好機

會，一舉兩得。今年我們很榮幸地能夠邀請到，中華民國駐德國的代表_謝

大使志偉_遠道從柏林趕來，參加我們的開幕典禮。如此重量級的駐外官員

出席教研會，是史無前例的事兒，讓我們倍感榮光，又誠惶誠恐！今年的研

討會，報名者踴躍、超滿，這也是始料未及的，應該歸功於講師們和樹人團

隊的魅力。在此深切地感謝大家，不辭勞苦地遠道趕來參與。 

 

這次研討會，雖然沒有邀請到台灣的學者、專家前來講學，但課程別具特色;

從幼兒班、青少年班，到成人班，應有盡有。此外，還有桌遊學華語，一堂

生命的書法課…都是前所未有的新穎課程，讓大家能夠各取所需。 

 

今天這個研討會能如願地進行，首先應該感謝所有的講師們，花費如許的精

神、精力，精心地設計出如此精彩的課程，為大家講學！其次要感謝我們樹

人的團隊，幸不辱命地終於完成使命。當然，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暨各駐外

機構，永遠是我們最堅強的後盾;感謝您們的贊助！在此謹向您們致上最高

的敬意與謝意！ 

 

在這短短三天的研討會中，我們樹人團隊會竭誠地為大家服務，希望你們有

賓至如歸的感覺，並能收穫滿滿，將所學帶回  貴校，與未能與會的老師們

分享。德國中文學校聯合會已十九歲了，是成年期的開始。願各會員學校能

秉承群策群力的精神，藉著薪火相傳的使命感，繼往開來把教研會年年歲歲

地辦下去，使華語文教學在歐洲不僅萌芽，而且能結出豐碩的果實。 

 

最後祝願研討會能圓滿成功！大家相聚愉快！ 

 

 

法蘭克福樹人中文學校 

校長 湯雁君 

 



CSD

聯合會成立背景

記得2000年僑委會副委員長洪冬桂女士訪德視察僑情之時，一句美國已成立許

多聯合會，鼓勵德國地區也應有聯合會組織，於是激起了柳黃林芝的熱誠。召

集了（劉桂蓮、殷泰蘭、陳英美、楊翠琴、鄭宜菁）在她家商討可行性後，於

3月5日在漢堡召開德國中文學校聯合會籌備會暨成立大會。因中文學校分佈

各地，組織以學校為單位，每年由各校輪流主辦召開集會（研討會）大家決定

分區選出代表成立理事會，每區學校負責一項工作，由會長召集各校分工。

理事會成立通過，由黃林芝擔任聯合會會長。當日大會本暫定2001年在Essen

舉行教師研習營（初名），但負責老師王秋萍（Münster 中文班校長）歸台，

因此2000年 7月舉辦了第一屆四天的研習會。聯合會組織章程草案登於第二屆

手冊上並開會討論，至第三屆才算完稿正式登錄在研討會的手冊上。

德國中文學校聯合會歷屆會長 芳名錄

2000-2004 年 柳黃林芝 女士

2005-2006 年 劉淑慧 女士

2007 年 陳碧卿 女士

2008 年 殷泰蘭 女士

2009-2010年 楊翠琴 女士

2011 年 丘玉芬 女士

2012 年 楊櫻鳳 女士

2013-2014 年 楊翠琴 女士

2015-2019 年 游碧雲 女士



聯合會歷屆承辦學校名單

第一屆（2000）明斯特 德國中文學校聯合會主辦，因此會長委託較近的理事 

協助各項工作。

第二屆（2002）法蘭克福 德華中文學校主辦。

第三屆（2003）斯圖佳中文學校主辦。

第四屆（2004）慕尼黑中文學校主辦。

第五屆（2005）法蘭克福樹人中文學校暨德華中文學校合辦。

第六屆（2006）柏林中文學校主辦。

第七屆（2007）杜塞多夫萊茵台北中文學校主辦。

第八屆（2008）漢堡中華子弟學校主辦。

第九屆（2009）不萊梅中文學校主辦。

第十屆（2010）慕尼黑中文學校主辦。

第十一屆（2011）波蘭華沙中文學校主辦。

第十二屆（2012）斯圖佳中文學校主辦。

第十三屆（2013）萊茵台北中文學校主辦。

第十四屆（2014）法蘭克福德華中文學校主辦。

第十五屆（2015）柏林中文學校主辦。

第十六屆（2016）奧地利中華僑校主辦。

第十七屆 (2017) 慕尼黑中文學校主辦。

第十八屆 (2018) 福爾摩沙中文學校主辦。

第十九屆 (2019) 法蘭克福樹人中文學校主辦。

2018-2020 理事名單

會長 :  游碧雲 (法蘭克福德華中文學校)

副會長 :  陳綉滿 (漢堡中文學校)

財務 :  劉玉美 (法蘭克福樹人中文學校)

教務 :  鄭月珍 (福爾摩沙中文學校)

 蔡慧薰 (奧地利菁華中文學校)

文書 :  侯素秋 (福爾摩沙中文學校)

 陳羿廷 (漢昇中文學校)

活動 :  陳月珍 (慕尼黑中文學校)

        高靜香 (斯圖佳中文學校)

候補理事 :  劉國雄 (柏林中文學校)

 洪欣宜 (阿里山中文學校)



會員學校

漢堡中華會館附屬中華子弟學校 Chinesische Schule in Hamburg e.V. 張紹德

布萊梅中文學校 Chinesische Schule in Bremen 晏力屏

柏林中文學校 Chinesische Schule Berlin e.V. 劉桂蓮/劉國雄

萊茵台北中文學校 Rhein-Taipei Chinesische Schule 鄭伊雯

北萊茵西法倫邦華裔聯誼會中文學校 Chinakreis NRW 黎滿年

福爾摩沙北萊茵中文學校  FORMOSA Chinesische Sprachschule NRW e.V. 鄭月珍

法蘭克福德華中文學校 De-Hua Chinesische Schule 游碧雲

法蘭克福樹人學校 Shu-Ren Chinesische Schule Ffm 湯雁君

特里爾中文學校 Trierer Chinesische Sprachschule 陳素碧

阿里山中文學校 Alishan Institut Nuernberg/Erlangen e.V. 洪欣宜

慕尼黑中文學校 Chinesische Schule in Muenchen e.V. 張玉嫈

斯圖佳中文學校 Chinesische Schule Stuttgart e.V. 陳國芳

曼海姆中文班 Mannheim Chinesische Klasse 楊淑寬

奧地利中華僑校 Chinesische Schule in Wien Oesterreich 鄭光佑

奧地利菁華中文學校 Essentia Mandarin Bildungszentrum 馮孝慈

華沙漢林中文學校 Han-Lin Chinese School 林凱瑜

瑞士伯恩中文學校 Chinesische Schule in Bern 洪燕貞

蘇黎士中文學校 Chinesische Schule Zuerich 林慧婷

旅比華僑中山學校 Ecole Sun Yat Sen de Belgique 屠德芬

漢昇中文學校 Hansheng Sprakcenter Stockholm 陳羿廷

義大利羅馬正漢中文學堂 Taiwan Madarin School in Rome           魏子恬

匈牙利玉山中文學校 Jade Mountain Mandarin School          李怡瑩

康斯坦茨中文學校 Chinesische Schule Konstanz e.V.          吳美琳



2019 年 研討會收費標準

會員學校參加研習會及研討會的收費規定如下 :

理事 : 報名費 15 歐元,免食宿費.

學校代表名額 : 報名費 30 歐元,免食宿費.

學校代表名額 : 

1.學生 50 人以下之學校,繳交 50 歐元,得派會員代表一名參與研習會並具一

票投票權.

2.學生 50-100 人之學校,繳交 100 歐元,得派會員代表二名參與研習會並具

二票投票權.

3.學生 100 人以上之學校,繳交 150 歐元,得派會員代表三名參與研習會並具

三票投票權.

承辦單位工作人員補助 :

1.小型研討會 3 天: 3 名免食宿+2 名免膳食及車馬費補助(見第 3 項說明)

2.大型研習會 7 天: 5 名免食宿+3 名免膳食及車馬費補助(見第 3 項說明)

3.車馬費補助方式 : 
公車車票實報實銷/自家車以里程數計,每公里 0.3 歐元

4. 報名費照繳



主題: 中高年級華語教學活動分享  

主講人: 法蘭克福樹人中文學校 陳怡真 

 

透過有目標的教學活動設計,不僅能提高學習者的學習意願和興趣, 還能幫助學
習者有所收穫。但教師們卻為了要如何設計這些教學活動而傷透腦筋! 此課程我

將著重於中高年級的教學活動來做討論, 在設計活動上會較不同於幼兒的唱跳

遊戲, 就讓我們一起來交流與分享吧! 
    

• 課堂教學前最重要課堂教學前最重要課堂教學前最重要課堂教學前最重要    

 學期教學計畫 

 單元課程設計        

• 單元教學流程單元教學流程單元教學流程單元教學流程 

     基本骨架 

 生詞與句型 

 段落 

 課文 

 評量 

• 單元教學活動設計單元教學活動設計單元教學活動設計單元教學活動設計    

     加入活動讓課堂 有靈有魂 

 生詞與句型    

 段落 

 課文 

 評量 

• 教學活動教學活動教學活動教學活動的的的的型態型態型態型態    

• 有競爭性的活動有競爭性的活動有競爭性的活動有競爭性的活動    

 要有規則 

 有評量標準  

 儘量公平  

 獎懲 

• 教學活動的目標與目的教學活動的目標與目的教學活動的目標與目的教學活動的目標與目的    

• 教學活動分享與交流教學活動分享與交流教學活動分享與交流教學活動分享與交流    

 操練的活動 

 檢視的活動 

 驗收的活動 

• 設計設計設計設計整個學期的教學活動整個學期的教學活動整個學期的教學活動整個學期的教學活動    

 話劇 

 歌曲 

 節慶文化 

 寓言故事 



陳世憲 意象書法家 
 

現職 在人文創有限公司 負責人 

1967年生，台南市白河人 

1991年東海大學中文系畢業 

  

【出版書籍】 

-非草草了事(2002年) 

-荷年荷月(2003年) 

-愛情書(2005年) 

-日出日落(2011年) 

-漢字學堂(2016年) 

-竹田因緣(2016年) 

  

【相關經歷】 

1993 成立「忘齋工作室」 

2000 何創時書法基金會個展 

2001 受邀參與國美館主辦之<國際書法創作文獻展> 

  發表論文＜論書法意象的凝塑＞ 

2002 總統府策展「凝視台灣」 

  並赴加拿大渥太華 Karsh-Masson Gallery展出「台灣新書法」 

2006 獲邀參加匈牙利 TATABANYA藝術營創作季展 

  同年獲日本早稻田大學獎助赴日本一個月，研究標示系統與環境的關係 

2008 法國巴黎印象畫廊現代意象書法個展 

  法國里昂高等師範學院駐校藝術家並舉辦現代意象書法個展、鑄畫廊個展 

2009 日本竹田、福岡書法表演----＜風中竹＞曲目 

2011 舉辦第一屆白河蓮花書法表演大賽 

     荷年荷月一書 入選 國中康軒版國文課本 愛蓮說 課文的延伸閱讀教材 

     參加日本上野公園內東京都美術館<第十八屆 JAALA國際雙年展> 

2013 高雄大東文化藝術中心<高雄．美術 『書法象線』 展覽> 

2014 日本九州福岡亞洲美術館展出. 燦線---陳世憲書法張文燦攝影雙人展。 

     參加日本 JAALA世界雙年展開幕式書法表演：締響一聲，交陪無界. 

2015 日本九州竹田市創生館展覽<線的意象> 

2016 台南晶英酒店創紀錄 8.8公尺春聯書法表演 

2016 台灣文博會 開幕開筆表演 

2016 日本九州竹田市創生館展覽<墨線> 

2017 日本東京都美術館 JAALA國際交流展 展覽 

2017  奇美博物館與日本三菱集團靜嘉堂博物館收藏作品<待客之心> 

2017  日本九州大分縣竹田市創生館展覽<締-陳世憲意象書道展> 

2018 東京台灣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的台灣藝廊 展出《字遊》暨座談會。 

2018 洛杉磯加州藝術學院 CALARTS 邀請演出暨講學。 



2019德國中文學校聯合會師培營工作坊課程 
 
一、教學內容 
1.ppt 播放 
 關於在生活中如何產生文詞，可能是來自生活中的心得，可能是來自對未來的

期盼，也可能是對當下事物的體會，或是來自於閱讀的美好，產生一句話，一

個字也好，兩個字也好，十個字也可，我們要把這些詞句表現出原始事物的感

想，在字型、線條、墨色（可以彩色），讓畫面上的乾濕、色彩的不同、書寫

速度的快慢，自然而然呈現文詞中的主要概念，或是叫做意象，讓觀者可以清

楚的體會，畫面中透顯出來的美感。 
 
2.舉例：白河人、竹山人、嘉義人… 
 
二、材料 
文房四寶、水盂、水彩、有宣紙 
 
三、網路連結 
1.藝起看公視-陳世憲書法創作1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PBVPOe7OkA&fbclid=IwAR14Apf0GxDjPN737
4qw6I7dBI04U1CTdyIxHi6e8pqjXhaM7DG_PWu1c08&app=desktop 
 
 
2.為台灣祈福　故宮南院迎燈會國寶慶元宵 
https://tw.appledaily.com/new/realtime/20180210/1296082/?fbclid=IwAR14Apf0Gx
DjPN7374qw6I7dBI04U1CTdyIxHi6e8pqjXhaM7DG_PWu1c08 
 
 
3.20160819台中歌劇院【魂】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uM0iMkZTxM&fbclid=IwAR1nmKYkRX4eAh3rr
m4k40I5LFTBT_UE9rdMJiffdErsXo2z_znymrzjG_Y&app=desktop 



 

成人班教學-示例與討論 

主講人：劉世君 
 

 

 

在『成人班教學-示例與討論』主題下，透過一個實際課堂的演

示，劉世君老師想和大家一起探討成人班教學的教學流程、課堂

活動與經驗的分享。內容包括：課程中的暖身、準備，複習已學，

帶入新詞，語法操練，課文了解，互動效果，及老師們的反饋和

討論。 

 

劉老師從斯圖加特中文學校兒童班開始到目前在大學語文中心、

民眾大學和公司，從事教學大約有 13年的時間，其中成人班大

約 11年。教學內容大多是混合式（面授和線上）教學。本次講

座將以面授部分的討論為主。 



劉世君

斯圖加特大學語言中心

成人班教學
-示例與討論



主要內容

課程設計 課堂流程 提問討論 總結



課程設計

 目標：能跟醫生簡單說明病況
 內容：新實用漢語課本12課（2），

語法-有點兒，㇐點兒
 對象：成人，初級/中
 資源：圖片，歌曲，影片，教學平台
 流程：複習-新學-練習
 評鑑：隨堂考，段考，期末考



課堂
流程

複習生詞

複習會話

生詞

課文

語法點

隨堂練習



複習
生詞複習
五子棋，SPOT IT，認字猜
拳，QUIZLET 提問

複習會話
老師問學生答，學生ABBA -
範本中文，範本德文，主題
自由發揮



生詞
PPT
生詞
解釋

會話
練習

新詞
字卡

MEMORY



課文
初讀 （糾音）

解釋（字，詞，
語義，語用）

再讀ABBA

老師提問，
學生提問



語法點

• 簡單示例

• 延伸練習

• 總結句式

• 學生造句練習



隨堂
練習

課本練習

老師出題練習
（針對性）

KAHOOT 綜合練習



總結與討論

備課時還有哪些考量：
 Bloom 1965 教育目標分類
 連老師的圖表-Learning Pyramid
 盛炎《語言教學原理》：‘講’与‘練’的比例㇐

般不低于1：5。
成人班班級經營：
 輕鬆的學習氛圍，互動，情誼
 運用已有語法基礎，貼近生活的學習



Taxonomie der Lernziele (Bloom, 1965): 
1. 知識Wissen => Wiederholung*
2. 領會Verstehen => Reorganisation
3. 運用Anwenden => Transfer
4. 分析Analysieren
5. 綜合Synthetisieren
6. 評價Bewerten

=> Problem 
Lösung

教育目標分類

*Aus Macke, Hanke, Viehmann 2008, S79



學習金字塔





  

課程教案 

 

課程名稱：認字遊戲與語文活動 

時間：    90 分鐘 

教學對象：中文教師約 60 人 

教材來源：自編教材 

教學方法：講述教學法、視聽教學法、溝通教學法 

教學資源：講義、各類教具 

教學目標： 

（一） 向老師們介紹多項簡單有趣的遊戲設計。 

（二） 向老師們展示範例及指導教具的製作方法。 

（三） 講述每一個遊戲的規則及玩法，遊戲前的準備工作及遊

戲進行時所需要注意的事項，遊戲後的評估及改善工作。 

（四） 希望通過此課程激發老師們的創意，進而把遊戲和華語

文教學結合成一套有趣並能提升學習效益的教學模式。 

 

 

 

 

 

 

 



 

單字遊戲教學 

 

1. 拼圖 

 

把生字的部首和部件拆開，讓學生找出相配的各部位進而拼成完整的新生字。 

 

2. 哪兒錯了 

字卡上的生字部首都是錯的，讓學生把錯誤糾正過來。 

例如： （你）字的部首寫成足部 

  （媽）字的部寫成人部首 

  （晚）字的部首寫成口部  

 

3. 親朋戚友 

把部件字卡分發給學生，讓學生添加不同的部首而令其成為另一個生字。 

例如：包  抱 飽 胞 苞 鮑 

   跑 泡 炮 袍   

青  請 清 情 晴  

   睛 精 菁 倩 

馬  媽 嗎 碼 螞  



少  妙 抄 炒 吵  

   沙 紗 

巴  爸 把 吧 爬 芭 疤 

   肥 

分  份 粉 芬 盆  

扮 頒 盼  

4. 猜猜看 

只露出字卡的一部分，讓學生去猜猜看是什麽字。 

 

 

5. 字卡回收站 

在地上畫個大圈，標上部首的小桶置放在圈外，字卡散放在圈内，限時每次只

讓倆位學生去圈中找字卡並放到相屬的部首桶裏。 

 

6. 收衣服 

把字卡夾在繩子上，以比賽方式讓每對的隊員輪流跑前去把認識的生字字卡摘

下，最後讓每個學生輪流大聲唸出手中的字卡。 

 

7. 跳格子 

把寫上生字的硬紙片黏貼在地上，老師唸出生字，學生跳到對的格子上。 

 

 



8. 生字加減法 

加法例子： 1.  口 日 早 草/果   課/棵   

   2. 口 中 申 神/車/東  

  3. 口 中 忠/沖 

  4. 一 十 木 本/米   笨/粒 

  5. 一 二 未 妹   

  6. 一 上/下   卡 

 

減法例子： 1. 美 王 土 工 二 一 

  2. 美 天 大 人 

       3. 起 走 土 十 一  

  4. 鐘 童 里 田 口/士/十 

  5. 鐘 童 立 二 一 

  6. 精 青 月 二 一 

  7. 精 米 木 十 一 

 

9. 釣魚                                                                          

把生字卡放進盒子裏，老師唸出生字，學生用魚鈎釣起正確的生字來。 

 

10.  Dobble 字圖卡 

每張卡片有八個字和圖案，每兩張卡片裏都會有一個相同的字或圖案，誰先說

出那個相同的字或圖案，那張卡就屬於他的。最後得到最多卡片的學生或隊組

就算贏了。 

 

 



11. 梯子和蛇棋 

在自製的紙骰子的每一面都寫上生字和數字，讓學生把它向上抛，能把抛出來

的生字唸出來才可以依照骰子上的數字移動棋子。 

以上所述的方法也都適合以比賽方式去進行。 

 

 

語詞遊戲教學 

1. 找朋友 

每個學生手裏各拿一張字卡，而背後也夾著相同的字卡。讓學生們自由走動去

尋找與其字卡能配成對的語詞。 

 

2. 語詞對對碰 

三人至四人一組，字卡數量的考量取決於時間分配與學生的程度。 

 

3. 語詞接龍/八爪魚/蜘蛛網 

從一個生字延申出許許多多的語詞。 

例如: 1. 學  學生 生日 日期 期待 待人接物 物品 品行 行動

   動作 

 

 2. 學  學校 校友 友好 好笑 笑話 話劇 劇情 情人 人家

   家庭 

  

3. 學  學長 長大 大家 家人 人權 權力 力氣 氣球 球類

  

 4. 學  學習 習作 作業 業務 務必 必要 



4. 語詞時分  

 把語詞寫在時鐘輪盤上，讓學生利用時針和分針把相配的語詞指出來並

大聲唸出來。 

 

5. 語文格子戰 

把寫滿生字的大字卡固定在黑板上，讓學生從中圈出相配的語詞或成語。 

 

綜合語文遊戲  

 

1. 闖關遊戲 

學生必須完成關卡所設定的任務才可獲得印章。最先完成全部任務的（或是獲

得最多印章的）就算贏了。 

例子：閲讀一篇課文、唱一首歌、模仿動物叫聲、看圖説話、自我介紹、各類

主題（數數、顔色、水果、蔬菜、動物、交通工具、職業）、造詞、造句、量

詞、反義詞、成語、繞口令、猜謎語、聽寫、問答題… 

 

2. Pantomine 

老師或學生輪流依照圖片做動作，讓其他學生猜出圖片内容。 

 

  



 

句子教學 

 

1. 電路板 

在大卡片上寫滿生字讓學生找出課本上學過的句子或唐詩。 

 

2. 走迷宮 

把句子寫在路徑上，讓學生把通順句子唸出來。 

 

3. 蝸牛圖 

把句子寫在蝸牛螺旋似的殼上，讓學生把句子唸出來。 

 

 

 

 

 

 

 

 

 

 

 

 

 



用桌遊教中文       

 慕尼黑中文學校  陳月珍老師 
 

什麼是桌遊 Board Game? 
 

桌遊就是桌上遊戲的簡稱!  顧名思意就是在桌子上面玩的遊戲! 

可以分為主題情境類，反應技巧類、邏輯推理類、人際溝通類等等各式各樣的

遊戲。 

 

還記得自己小時候最快樂的是什麼時光嗎？當然就是玩囉！有哪位小朋友

不愛玩呢？在各種遊戲無形當中小朋友自然可以潛移默化地學習到某些事情。 

以下文章摘錄自洪蘭的“禮尚往來”： 

『大腦科學研究發現遊戲不是學習的敵人，它是學習的夥伴。遊戲時大腦

會分泌一種神經營養素 BDNF，促使神經元的連接更綿密，而創造力在神經學上

的定義正是兩個不相干的神經迴路碰在一起活化第三條迴路。同時遊戲時是想

像力的發揮，想像力是創造力的根本。 

遊戲時，孩子不但學習人際關係，也培養他的領袖能力。科學家更發現情

緒和學習、健康有正向關係，遊戲時孩子很快樂，而快樂會增強孩子的免疫力，

並促使神經元活化，最近有好幾個研究都發現，孩子在快樂時學習最快、創意

最多。』 

既然孩子們都喜歡玩，而且玩的時候孩子學習的效果最好，那為何我們不把桌

遊帶入教學呢？如果學生能一邊玩，一邊學，那不是很棒嗎？但是一般的桌遊

和語文教學桌遊又有什麼不同呢？如何改編成自己課堂上可以用的桌遊？有什

麼要注意的地方？在教學上桌遊不是一層不變的，也不是為了玩而玩，而是為

了達到老師的教學目標。 

身為一位華語老師，我希望學生的學習是快樂的，所以我一直對遊戲教學很關

注。今年暑假我正好在台北參加了哈哈（黃仁杰）老師的桌遊學華語進階班工

作坊，得到很多啟示也現場玩了一些桌遊，我很願意把我學到的東西和德國中

文學校聯合會的老師們分享。哈哈老師也同意把他的投影片 PDF檔分享給學員

們。除了分享哈哈老師的桌遊，我也分享我自己常用的幾款桌遊。其中有些桌

遊都是可以自己設計或再延伸的。 

學習中文可以不枯燥無味，讓“玩”和“學”結合在一起，讓您的學生愛上中

文課。 



	 	 	 	 	  

侯素秋 

知識 
是要讓我們 
幸福久久久 
健康笑嘻嘻 

 

現任 
德國杜塞道夫市民眾大學華語講師 

福爾摩沙中文學校華語老師 

德國拜爾化學公司外聘華語老師   

經歷 
台北蘆洲國中美術老師 

台北市中正高中美術教師  

台北市成功高中藝術與生活教師  

淡江大學海外華裔青年語文研習營中文教師  

OCAC海外巡迴美術老師 

學歷  
杜塞道夫科技大學視覺傳達設計系碩士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美術系學士 

教師證 
取得中等教師美術科教師資格 

取得中等教師藝術與生活科教師資格 (基礎課程) 

取得中等教師藝術與生活科教師資格 (99課綱) 

Facebook: housuchiu Line: 015731832349 Skype: housuchiu
housuchiu@gmail.com Emslandstr. 38, 45779 Marl



中文姓名 任教的學校

1 湯雁君 法蘭克福樹人中文學校

2 吳玲玉 法蘭克福樹人中文學校

3 陳怡真 法蘭克福樹人中文學校

4 廖美蓮 法蘭克福樹人中文學校

5 劉玉美 法蘭克福樹人中文學校

6 陳玉珠 法蘭克福樹人中文學校

7 張薰仁 法蘭克福樹人中文學校

8 鄭伊雯 杜賽道夫 萊茵台北中文學校

9 葉  莉 杜賽道夫 萊茵台北中文學校

10 陳秀琳 杜賽道夫 萊茵台北中文學校

11 吳益緯 杜賽道夫 萊茵台北中文學校

12 趙月華 杜賽道夫 萊茵台北中文學校

13 鄭志貞 杜賽道夫 萊茵台北中文學校

14 張翠娟 杜賽道夫 萊茵台北中文學校

15 Jasmin 杜賽道夫 福爾摩沙中文學校

16 吳淑殷 杜賽道夫 福爾摩沙中文學校

17 侯素秋 杜賽道夫 福爾摩沙中文學校

18 何玉英 杜賽道夫 福爾摩沙中文學校

19 雷明芳 杜賽道夫 福爾摩沙中文學校

20 林傳雨 瑞士蘇黎世中文學校

21 楊孟真 瑞士蘇黎世中文學校

22 林怡莉 瑞士蘇黎世中文學校

23 莊梅秋 瑞士蘇黎世中文學校

24 鄭桂芬 瑞士蘇黎世中文學校

25 陳月珍 慕尼黑中文學校

26 張素真 慕尼黑中文學校

27 蔡佩芸 慕尼黑中文學校

28 李奕竹 慕尼黑中文學校

29 高靜香 斯圖佳中文學校

30 喬巧 斯圖佳中文學校

 本屆研習學員芳名錄



中文姓名 任教的學校

31 楊姍茜 斯圖佳中文學校

32 陳國芳 斯圖佳中文學校

33 劉桂蓮 柏林中文學校

34 劉國雄 柏林中文學校

35 謝麗娟 柏林中文學校

36 林怡君 漢堡中華會館附屬中華子弟學校

37 黃宜雯 漢堡中華會館附屬中華子弟學校

38 陳綉滿 漢堡中華會館附屬中華子弟學校

39 魏子恬 羅馬中文學校

40 董懿儀 羅馬中文學校

41 吳伊敏 羅馬中文學校

42 游碧雲 法蘭克福德華中文學校

43 侯淑梨 法蘭克福德華中文學校

44 沈之絜 特里爾中文學校

45 黃月虹 特里爾中文學校

46 徐儷瑜 奧地利中華僑校

47 賴鏡仙 奧地利中華僑校

48 洪燕貞 瑞士伯恩中文學校

49 晏力屏 不萊梅中文學校

50 蘇源慈 杜賽道夫 北萊茵西法倫邦華裔聯誼會中文學校

51 吳美琳 康斯坦茨中文學校

52 蔡慧薰 奧地利菁華中文學校

53 陳羿廷 瑞典Stockholm 漢昇中文學校

54 林瑩珊 Erlangen 阿里山中文學校

55 劉世君 個人報名

56 黃卉欣 個人報名

57 葉意鈴 個人報名

58 陳世憲 個人報名

59 張玉枝 個人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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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第十九屆華文教師研討會暨德國中文學校聯合會年會 

課  程  表 
主辦：德國中文學校聯合會   承辦：法蘭克福 樹人中文學校   贊助：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 

上課時間 
31.05.2019 

星期五 

01.06.2019 

星期六 

02.06.2019 

星期日 

7:30–8:30 
11:00– 

工作人員報到 

會場佈置 

 

 

13:00–14:30 

學員報到 

茶點招待 

 

15:00–16:15 

開幕典禮 

中文學校聯合會各校介紹 

各校特色分享 

早餐 早餐 

9:00–10:30 
成人班教學示例與討論 

（劉世君老師） 

幼兒律動學中文 

（侯素秋老師） 

10:30–10:45 休息 

10:45–12:15 
認字遊戲與語文活動 

（陳玉珠老師） 

結業典禮 

僑校座談 

12:15–13:30 午餐 & 午休 午餐 

13:30–15:00 
桌遊學華語(一) 

（陳月珍老師） 

14:00 賦歸 

祝一路平安 

 

 

備註： 

如有必要，承辦單位可

調整課程表 

15:00–15:30 休息 & 下午茶 

15:30–17:00 
16:30–18:00 

中高年級華語教學活動分享 

（陳怡真老師） 

桌遊學華語(二) 

（陳月珍老師） 

17:00–18:00 自由活動 

18:00–19:30 晚餐 

19:30–21:00 
一堂生命的書法課 

(意象書法家陳世憲老師) 
惜別晚會 

21:00–22:00 校長及理事會議 聯誼交流 

法蘭克福樹人中文學校       www.shuren-schule.de       E-Mail: info@shuren-schule.de                                                                                 



 

 

 

籌劃多時教研會 

圈上完美等句號 

招待不周倘疏漏 

望君海量多包涵 

 

三天兩夜專業課 

時間短課題繁多 

感謝講師共支援 

欣見同業樂切磋 

 

一年一度燕歸來 

進修聚首雙效採 

 滿載而歸行囊重  

融會貫通展課臺 

  

   

雁君為 2019 教師研討會閉幕典禮題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