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清華大學華語中心 

2021 線上華語師資培訓課程 

一、   開課單位：國立清華大學華語中心二、 

課程內容： 

課程規劃為三套模組課程，每一模組課程為 51 小時。模組課程一為華語文教學專業知

能課程；模組課程二為華語文教學實務課程；模組課程三為赴美華語教師培訓課程。課

程內容包括：華語教學理論基礎、華語教學教法與教材編寫、華語教學實務等相關課程、

美國華語文教學現況與發展、美國文化介紹、沉浸式中文教學介紹。目前僅先安排模組

一和模組三的課程。 

三、 招生對象： 

1. 有意成為華語教師者/培養華語教學為第二專長者。 

2. 有意向國外發展之華語教師。 

3. 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公私立大專院校各學系畢業具有學士學位（含以上）者。或專

科畢業後工作三年以上，取得大學同等學力者。 

4. 國內/外經教育部立案或承認之大學在學學生。 

⚫ 外籍人士： 

中文能力需接近母語者。(等同於：HSK 高級 6 級以上、ACTFL 高級、CEFR C1 級以上

以及 

TOCFL 流利級) 
 

四、 課程規定： 

1. 「結業證書」發給標準： 

(1) 課程ㄧ：線上筆試科目---漢語語言學、華語正音 

(2) 課程二：試教 （書面教案占 40%，口頭試教占 60%） 

(3) 課程三：試教 （書面教案占 40%，口頭試教占 60%） 

總成績平均達 70 分以上 

2. 上課時數達規定標準、總成績及格者（70 分）授予結業證書（每組課程缺課時數超
過 9 小時、成績未達通過標準，均不授予結業證書或其他證明） 

3. 上課簽到一律由教師上課後準時下載出席者名單，第一小時課程結束後或課堂中抽點

時缺席者一律以缺課 3 小時計。 

4. 本中心保留審查及延後招生時間或取消開班之權利。 

5. 結業證書將於課程結束後一週內，以電子檔形式核發。若有錯誤，請於核發日起 10 

天內回報中心。逾 10 天未報者，將不受理更改。 



五、 注意事項： 

1. 開課前一週以電子郵件方式發送上課通知，含上課連結及課前注意事項； 

完成報名程序之學員若未收到，請主動聯絡本中心，感謝您的配合！ 

2. 課程內容：本中心保留課表最終修改之權利，詳細課程時間表於開課前一週E-

MAIL 給所有學員。 

3. 為維持上課秩序，謝絕試聽、旁聽，以及課堂錄影。 

4. 本中心保留課程異動之權利。 

5. 課前準備： 

⚫ 請準備以下設備： 

(1) PC 個人電腦、筆記型電腦、平板電腦任一即可。 

(2) 耳機麥克風 

(3) 視訊鏡頭 

⚫ 為避免網路問題影響課程，請於課前先進行網路測試，建議平寬下載速度 

(Download speed)為 10 Mbps 以上、上傳速度(Upload speed)為 2 Mbps 以上。 

(1) 本中心遠距教室使用平台為：Microsoft Teams 

(2) 為確保上課首日能順利運作，中心將於前一天提供連結，請前往測試麥克

風及視訊。 

(3) 若因個人網路問題，影響到上課品質，本中心恕不負責。 

（課程詳細內容請洽清大華語中心助理 clccheng@gapp.nthu.edu.tw 或分機 35170） 

 

6. 授課師資： 

 

教師姓名 任職單位 

信世昌 清華大學華語中心 專任教授 

陳淑芬 清華大學中文系 專任教授 

吳貞慧 清華大學中文系專任副教授 

暨華語中心副主任 

顧百里 美國威廉大學亞洲研究學系教授 

林宛蓉 清華大學華語中心 專任講師 

吳佳育 清華大學華語中心 專任講師 

李菊鳳 清華大學華語中心 專任講師 

陳慶華 清華大學華語中心 兼任講師 

林雪芳 清華大學中文系 兼任講師 

陳懷萱 臺灣師範大學國語中心講師 

陳顯衢 明新科技大學華語中心 專任講師 

曹靜儀 臺灣師範大學華語文教學系專任講師 

陳怡靜 說吧語言工作室創辦人 

吳霓虹 高雄醫學大學語言與文化中心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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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亮吟 美國新澤西州立學院 (TCNJ)世界語 

言與文化學系 助理教授 

姚瑜雯 美國南加州大學東亞系專任講師 

 

7. 課程介紹： 

 
模組課程一：華語文教學專業知能課程 

 

課程名稱 課程時數 

全球華語語言現象分析 3 

漢語語言學概論 (一) 3 

漢語語言學概論 (二) 3 

華語語音系統與拼音規則 3 

華語語法 (一) 3 

華語語法 (二) 3 

華語正音與口語表達 3 

華語詞彙 3 

中美文化比較與分析 3 

第二語言習得理論 3 

華語教學理論與教學法 3 

華語文教材教法 3 

美國大學中文課程教材分析 3 

現代漢字分析 3 

漢字教學 3 

跨文化溝通與素養 3 

結業考試 3 

 
 

模組課程三：美國中文教學師資培訓課程 

課程名稱 課程時數 

美國華語文教學現況與發展 3 

美國大學中文課程的教與學 3 

教案編寫設計 3 

備課的深度與廣度 3 

多媒體與華語文教學 3 

線上教學技巧與實務 3 

發音教學與糾音 3 

聽說課程操作與實務 3 



讀寫課程操作與實務 3 

美國大學初級中文課教學實務 3 

美國大學中級中文課教學實務 3 

美國大學高級中文課教學實務 3 

專業華語 3 

美國 ACTFL 語言能力指標與 OPI 3 

任務型活動教學設計與實務 3 

華語課堂檢測設計 3 

結業試教 3 

 

 

8. 課程安排 

「模組課程一」上課時間：110 年 4 月 7 號至 110 年 5 月 16 號，每週三 晚上 18:30~21:30， 

每週六、日 早上 9:00~12:00。（備註： 5 月 9 日母親節不排課， 5 月 16 日舉行期末測

驗） 

 

「模組課程三」上課時間： 110 年 5 月 23 號 至 110 年 7 月 4 號，每週三 晚上

18:30~21:30，每週六、日 早上 9:00~12:00。(備註：6 月 12-14 號端午連假不排課，期末測

驗將另行公告。) 

 
9. 報名資訊： 

學費：NT$20,000/模組 (含教材講義費) 

優惠：兩人同行或一人同時報名兩種模組，即享有 9 折優惠。 
 

請點選報名連結登入報名 

(外籍人士請附上中文能力證明) 

 
華語中心確認報名資料無誤後， 
將以電子郵件回覆繳費事宜 

學員繳費並回傳繳費證明即完成報名手續 

報名連結(google 表單)：https://forms.gle/wtRTJtpn5hstsP1G8 

報名連結：https://clc-

cc.vm.nthu.edu.tw/clcreg/index.php/member/login/2 

 (請將資料完整填妥以利審核作業) 

 

https://forms.gle/wtRTJtpn5hstsP1G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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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退費說明：根據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推廣教育實施辦法」第 17 條第 2 項規定「學員自報名繳

費後至開班上課日前申請退費者，退還已繳學分費、雜費等各項費用之九成。自開班上課之

日起算未逾全期三分之一申請退費者，退還已繳學分費、雜費等各項費用之半數。開班上課

時間已逾全期三分之一始申請退費者，不予退還。」 

* 因本中心因素必須退選課程者可退全額學費，請於開課日前至本校華語中心辦理退費手

續，退費時間訂於本期課程結束後一個月內。 

 
 

諮詢專線：03-5715131轉62355或35170 

電子郵件：clccheng@gapp.nthu.edu.tw      

  中心網站：http://clc.site.nthu.edu.tw/ 

諮詢地點：國立清華大學 華語中心 

30013新竹市光復路二段101號 第二綜合大樓6樓 601華語中心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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