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親愛的老師、家長和同學們， 

    七年前在朋友強力推薦下，我牽著四歲兒子的手，踏進學校辦公室辦理

註冊手續，搭上了中文學校列車。那時幫忙家長的親切招呼，在我心中化成

安心和溫暖，到現在還能清楚地感受著。 後來幾年內，我們家參與了多項學

校服務與活動，也擔任過班級聯絡人，認識許多可愛的家長。兩年前因緣際

會，我加入行政團隊幫忙教務工作，更深感受到老師與家長對華文教育的熱

忱。實在感謝能有這個機會為文化傳承貢獻微薄之力。  

    大家星期六來中文學校，無非是希望多點接觸中文。家長期盼孩子學得

開心，學得好，不但對中文產生興趣，更能欣賞與認同中華文化。我們學校

不只是一所語言學校，更是一個學習共同體，一起努力與成長。這也是一所

義工學校，靠著各位多方投入參與，不計事情大小都盡心幫忙，提供孩子們

服務榜樣及優質學習環境。學校能夠奇妙地運行，讓學生在愛與和平的氛圍

裡有效學習中文，是每個人一點一滴合作累積的成果。 

    您所閱讀的這份刊物，正是許多人的心血結晶。感謝家長會多年來盡心

編輯校刊，今年理事會裡通過由行政團隊擔負此一重任。由於傳播媒介多樣

化，學校各項訊息與活動剪影可通過學校網站、臉書，與全校電郵即時傳達。

校刊內容再次被定位於深度報導與主題探討，賦予其傳承與溝通的使命。 

    本期校刊特邀老師與家長分享孩子學習中文之道，期盼您能將心動化作

實際行動，積極地營造中文環境。也謝謝學生們熱烈投稿，表達感謝的心。

入選作品將刊登於學校網站之學生作品網頁。 再次感謝老師們和家長們長

期無私地付出，用滿滿愛心和無比耐心， 播下與澆灌孩子心中喜歡中文的種

子。讓我們在這學習的列車上彼此勉勵，一起前行! 

 

欣逢校刊出版第九十九期，敬祝本校校運昌隆，長長久久!  

 

校長 楊嘉文  敬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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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西雅圖華文學校大家庭， 

 

學年已經過了一半，非常謝謝大家對學校各項活動的熱忱與投入，我們的老

師們和家長們實在太棒了!!  

 

透過擔任家長會會長，我有機會了解學校各個層面，更感受到大家為學校的

付出與努力。每個星期六，我看到指揮交通的家長風雨無阻確定大家順利進到學

校；家長會媽媽們為了食物義賣可以研究再研究，好還要更好；大家在晨茶時刻

坐下來聊天暢談；教室裡外也有許多輪值家長支援老師上課。謝謝班爸班媽們週

間協助著各班的聯絡，您們是學校重要的溝通橋樑。以上這些都只是捕捉到一點

這個學校的美與善。最要感謝老師們努力傳授中華語言與文化；還有行政團隊努

力不懈，讓學校順利運作。 

 

在大家分工合作之下，我們一起完成了秋季聯歡的食物義賣與遊戲攤位。活

動非常熱鬧成功，佳評如潮。讓我印象深刻的是有家長提到，雖然服務時數已經

夠了，如果有需要還是很樂意幫忙。學校就是靠著大家不計較，無私的奉獻，一

心求好的精神，提供我們孩子一個良好的學習環境。上半年家長會也舉行了兩場

講座，謝謝王媽媽分享包包子的訣竅，還有黃文昇醫師分享自然療法四季食療，

與會者都受益無窮。 

 

下學期還有許多精彩活動，讓我們一起為了孩子繼續努力!  敬祝各位有一

個愉快的聖誕假期，迎接平安愉快的新年! 

 

家長會會長  樂士皚  敬上 

家長會長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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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只有每週六早上到中文學校上課，除了美國學校課業之外，他們也參加了

許多課外活動。身為中文學校的家長能如何協助引導孩子的學習，以期達到孩子上

中文學校的目標呢? 本校資深中文教師在親師座談會中與家長們分享寶貴經驗。 
 

日期: 11/14/2015 

主題: 如何幫助孩子學習中文 

與會講師: 林世鳳老師、邱麗專老師、林淑蘭老師 

紀錄者: 吳苔嫆 

問題問題問題問題    1:  1:  1:  1:  孩子拒絕繼續上中文學校，怎麼辦?孩子拒絕繼續上中文學校，怎麼辦?孩子拒絕繼續上中文學校，怎麼辦?孩子拒絕繼續上中文學校，怎麼辦?    (孩子為低年級學生)(孩子為低年級學生)(孩子為低年級學生)(孩子為低年級學生)    

  林淑蘭老師:  

家長可以運用中文在日常生活中，讓中文成為生活的必需品。 

比如：在中餐館用餐時，可以讓孩子在菜單上認字; 在華人超市時，可以讓孩子看中文來

選購所需用品; 在家時，可以使用中文報紙、文宣、廣告，讓孩子練習認字。當孩子認的字愈

多，孩子學習中文的自信心就會愈強。對於低年級的學生，可以從生活中來建立學習中文的

樂趣，並從中建立｢自學態度｣。 

對於中、高年級的孩子，必須讓孩子清楚知道學習中文的目標及目的。當孩子發現自已

所學的中文，可以｢學以致用｣ 時，就會激發起學習動機。 

  林世鳳老師:  

家長的態度決定孩子學習的態度; 建立環境幫助孩子學習。 

請問家長有沒有讓孩子學樂器? 學樂器的孩子，有沒有每天必須練習? 

請問家長有沒有讓孩子每天練習中文呢?  

家長常常讓孩子在星期五晚上趕著完成作業，孩子當然會覺得中文好難，功課好多，進

而不想要繼續上中文學校。所以，家長只要配合老師交待的作業，每天寫一點，並且以輕鬆

的態度幫助孩子完成，孩子就再也不會覺得學中文很難。 

建立良好的學習環境也是幫助孩子學習中文的重要因素。對於高年級的孩子，可以試著

閱讀中文報級，不僅可以複習所學過的中文字，也可以養成學習中文的習慣。 

西雅圖華文學校親師座談問答紀錄 

「如何幫助孩子學習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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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問題問題問題 2: 2: 2: 2: 孩子跟不上程度，是否建議待到原本的年級重複學習呢?孩子跟不上程度，是否建議待到原本的年級重複學習呢?孩子跟不上程度，是否建議待到原本的年級重複學習呢?孩子跟不上程度，是否建議待到原本的年級重複學習呢?        

  林世鳳老師: 

不特別建議這麼做，學校的課程會幫助學生在學習的同時也複習之前所學。家長若

能建立學習環境，孩子隨時都在複習中文，運用所學中文在生活中，就不會有跟不上程

度的問題。 

  邱麗專老師: 

請問家長讓孩子學習中文的動機和目的是什麼 ? 

有些家長，讓孩子學習中文，是為了以後取得 AP Chinese ；有些家長，只是覺得學

中文以後一定會有幫助。而我自已讓孩子學習中文的動機其實很簡單，我在台灣出生長

大，中文是我的母語，所以我也希望孩子可以和我說中文。 

學校使用的美洲華語教材，是有系統地整理所學的單字，每上去一個年級，教材裡

都會有複習及運用以前所學過的單字，並不會因為學了新的一級，而忘記低年級所學過

的東西。所以家長不用過度的擔心。只要按步就班，每週完成老師指定的作業就可以了。

另外，請家長不要把中文學校當作考試的補習班，孩子不可能在一週三個小時的課程中

可以一步登天。學習中文，或是任何語言，都是累積的過程。 

問題問題問題問題 3: 3: 3: 3: 老師們的孩子都是畢業於中文學校，請問老師們的孩子有沒有感謝您們老師們的孩子都是畢業於中文學校，請問老師們的孩子有沒有感謝您們老師們的孩子都是畢業於中文學校，請問老師們的孩子有沒有感謝您們老師們的孩子都是畢業於中文學校，請問老師們的孩子有沒有感謝您們

當初送他們上中文學校呢?當初送他們上中文學校呢?當初送他們上中文學校呢?當初送他們上中文學校呢?        

  林世鳳老師: 

 我的孩子們十分感謝。 

  邱麗專老師: 

我的孩子因為上過中文學校，所以去台灣時他可以自已在餐廳點菜，也可以獨自搭

捷運，在台灣生活不成問題，他十分感恩。另外，在學校他也積極參與和中文相關的社

團活動。當中文可以學以致用時，孩子們都會喜歡學習中文。 

在孩子還在初中之前，請不要輕易放棄學習中文。因為在低年級時，孩子能夠學會

基本中文字的構造及語法。到了高年級時，就會以文化的理解為主。如果提早放棄中文

學習，到了高年級時孩子一般沒有太多的時間可以繼續學習中文了。 

  林淑蘭老師:  

我的孩子在機場遇上說中文的老奶奶問路，孩子很高興能夠聽得懂中文，並且用中

文來解答老奶奶的問題。對於能夠運用中文在日常生活上，孩子就會對學習中文更有自

信心。不同的年級有不同的學習目標，只要按步就班，讓孩子開心學中文並不是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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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小朋友們在家裡的時間比在中文學校的時間多得多，所以在學習中文上，

家長們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這個年紀的小朋友，您即期望他們能在這個時期打

好學習中文的基礎，卻又不希望深奧的漢字把小朋友們嚇得不願意接近中文了。所

以，活潑有趣的學習方式和實用的學習內容，就成為值得我們費心思的地方了。其

中又以活潑有趣的學習方式最為重要。在這裡就野人獻曝，提供一點兒小建議供各

位家長們參考。 

1.在家裡說國語(漢語)：如果您會說國語，無論您的孩子願不願意用國語

回答您，請一定要堅持和您的孩子說國語。這是小朋友學習聽和說最有效的方

法。如果您的孩子不願意用國語回答，至少，他還是學到了會聽國語的能力。

在中文學校學習時，小朋友如果聽得懂老師說的話，會大大提升他們上課的信

心和興趣。 

2.在家裡的各項用品上標示中文名稱：例如電視機、電冰箱、電腦、書架、

鉛筆、牙刷…等，用大到容易看見的字卡標示中文。小朋友自然而然地學習到

用品名稱和其相對應的中文字。可以增進小朋友字彙和識字的能力。 

3.看中文卡通、動漫、影片：謹慎挑選適合孩子年紀的影片，讓小朋友在

輕鬆愉快的環境中學習中文，可以增進小朋友的聽力並增廣詞彙的應用。我的

女兒小時候所喜愛的影片，她會反覆地看，把影片中的對話都記起來了。每次

看影片時，她都可以接著劇中人物的對話；生活中遇到類似的情況，她也會脫

口而出影片中的對話。迪士尼卡通和夢工廠動畫中文版國語配音的影片，如花

木蘭、功夫熊貓、冰雪奇緣、玩具總動員…等；宮崎駿動畫國語配音的影片，

如龍貓、魔女宅急便…等；還有中國傳統的西遊記動畫都是不錯的選擇。 

4.唱中文兒歌和童謠：在YouTube裡幾乎可以找到所有的中文兒歌、童謠。

選擇小朋友喜愛的歌曲，唱幾遍就背起來了。可以增進小朋友的詞彙、聽、和

說的能力。 

如何幫助家有低年級的小朋友學習中文 
二丙班  金淑君 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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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讀故事書和繪本圖書：選擇圖畫多，文字少的圖書給低年級的小朋友

閱讀。書上如果有注音符號，小朋友可以自己閱讀；沒有的話，就需要家長陪

伴一起讀；或是當作睡前故事，讀給小朋友聽。可以增進小朋友的詞彙、讀和

寫的能力。小朋友看多了文句的用法，自然就會寫出順暢的句子。 

6.中文字卡：本校採用的美洲華語課本每一冊附有兩套字卡，我留一套

課堂用，另一套則交給家長在家裡跟小朋友練習用。您也可以用 note card 自

製字卡。您在網路上搜尋｢字卡遊戲｣，就會找到很多有趣的字卡玩法。也可以

把字卡貼在牆上，三不五時問小朋友，某個字是哪一個；或指著其中一張卡，

讓小朋友讀出那個字，甚至造詞。可以增進小朋友識字的能力。 

7.詞語接龍遊戲：可以增進小朋友詞彙的能力。家長可以先用簡單的詞

語起個頭，例如｢今天｣，小朋友可能接著說｢天空｣，下一位可能接著說｢空中｣， 

｢中文｣…等。家長盡量選擇讓小朋友容易接的詞語，讓小朋友有興趣玩下去。

也可以用詞尾｢子｣字接龍，例如｢孩子｣，｢鼻子｣，｢帽子｣，｢襪子｣，｢鞋子｣…

一直接下去說，誰接不下去，誰就輸了。 

8.朗讀：讓小朋友朗讀甚至背誦課文、詩詞、或好的文章，可以增進小朋

友說的能力和潛在的寫的能力。 

9.互動式電腦教學遊戲：以趣味方式引起小朋友學習中文的動機。本校

CSL 採用的 IQ Chinese / Go! Chinese 和小豆豆學華語都提供互動式電腦教學

光盤。台灣坊間也有琳瑯滿目的教學光盤產品供您選擇。 

10.網路資源：本校網頁｢相關資源｣下的｢其他資訊｣，提供您大量的中文

學習網路資源。在此，我推薦文建會繪本花園 http://children.moc.gov.tw/

garden/ 和僑教雙週刊 http://edu.ocac.gov.tw/biweekly/ 給低年級的小朋友。這

兩個網頁很值得您花些時間去｢挖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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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中文是一條漫長的艱辛路，送孩子到中文學校來的家長，都希望孩子能學好中文；而任教

于中文學校的老師們，無不竭盡所能，力圖將中文教好。 

 

孩子在學校裡，僅靠一週三個鐘頭的時間學習，要學好它，著實不容易，但也不是不可能。中

文是否可以穩定成長，有賴學生、家長、老師、三方面的努力，它如同鼎之三足，缺一不可。學校

裡每週一次的教學內容，都有一定進度，在家的其他六天，如何好好消化所學的課業，家長如何來

幫忙規劃復習，執行老師期望達到的教學目標，就不但顯重要，更是學好它的關鍵所在了。 

 

我們都知道，語言是重要的溝通工具，學得好不好，環境對它的影響至鉅。孩子出生在哪國家

庭，自然他就會哪國話，語言的學習是那麼的輕鬆自然，毫不費力，這個重要因素就是“環境”使

然。所以，輔導孩子學好中文，在家營造一個中文的學習環境，父母以身作則，使用華語交流，讓

孩子時時浸泡其中，透過不斷“聽”、大量“聽”，因經常的重複而加深記憶，這樣持續的輸入，

那開口說華語就自然水到渠成。 

 

到了學校，每週有固定的進度，您可以從老師的聯絡簿、聯絡單、電子郵件或是補充教學材料

中，輕易獲取這些訊息，也有學校整套教學系統的學習課本、作業本，每週老師指定的家庭作業，

一定得好好規劃，新的教材要消化，已累積的舊有基礎更要記得時時復習。 

 

在老師指定的溫習功課裡，如果能“每天”固定抽出 15 ～ 30 分鐘來練習，緊緊跟上學校的進

度，您孩子的中文，肯定能一路成長茁壯。千萬千萬不要等到星期五晚上才來趕中文功課，這只能

說是“應付”，並不是真正的“學習”。中文是一個科目，它和學鋼琴、學提琴一樣，必須每天練

習才能有所成就。 

 

有人問：「學習中文有什麼用？」，乍聽之下好像言之有理，尤其處在英文的環境中，沒用的

東西幹嘛去花時間學？中文的學習，絕對不是會寫幾個中國字，會說幾句中國話那麼膚淺，這樣的

學習，充其量不過是一點皮毛功夫而已。中國是個古老的國家，世界四大文明之一，儒、釋、道三

家融合孕育出特有的文化，古聖先賢留下的智慧結晶，我們還能透過文字，向他們學習，與他們隔

時空交流。前人的教誨，首重孝道，重為人的根本，德之所在，是我們要傳承的，也是西方文化裡

沒有的，我們何其幸，接受西方教育的同時，還有機會承接這份優厚的文化遺產，這是我們應該學

習和深入了解的，應該將它學以致用，拿來生活中受益的，不是嗎？ 

分享把握中文學習的時機和要點 
  六班  林世鳳 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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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經有個外國同事，對中華文化很有興趣，經常會問我一些問題，三國演義、孫子兵法、甚至

老子、孔子。我經常要回來查資料，第二天才能回答他，有一天，他突然問我一個關於“易經”的

問題，談卦象說陰陽，我是當場傻眼，不止無從對答，更覺汗顏。當時易經給我的印象模糊，因為

不曾接觸，甚至認為那不過是迷信根源，老祖宗拿來占卜算吉凶的，殊不知它卻是百經之首。到現

在我都很感謝這位同事，一位外國友人教我的是求學問應有的態度，也讓我開始想去知道，易經到

底在說什麼？它是一門可以拿來生活中活用，讓你受益的學問，可以幫助你在遭遇困難挫折的時候，

調整以更好的態度去面對和解決，讓你可以運用展現這種文化特質，融入你的生命，豐富你的內涵，

這時，你會由衷感謝，非常慶幸，學習中文實在太有用了。 

 

學校的教學方針，一直在朝這個方向努力，由於時代變遷，近年來許多不說華語的家庭也來上

中文課，中華文化這方面，一直都融在我們的教材裡，外國朋友不止想來說幾句華語，寫幾個中國

字，很大興趣是想來了解我們的文化，一窺究竟，這也是學校安排學藝課的用心，引領孩子進入這

個文化殿堂的起步。 

 

話說回來，每位家長送孩子來學習中文的動機不盡相同，但是能將孩子送來學校的家長，都是

明智的選擇。我們都知道，聽、說、讀、寫是語文學習漸進的方式，而透過“讀”的功夫，可以有

效的輔助將來寫作的成長。在此特別期望家長把握各年齡層的學習時機。。。 

 

學前班的小小朋友，沒有書寫中文的要求，在家時間相對比較多，沒有課業壓力，家長不妨運

用老師提供的圖卡、字卡，在小朋友完成了該週老師要求的作業後，家長可以自行將詞語擴充，創

造句子，再擴充成為一段短文，家長帶著念，這時期的孩童，聽力已經發展成熟，記憶力超強，他

們光靠聽力跟念，即使意思不懂，卻都能琅琅上口。學齡前的小朋友，尤重聽、說兩項，如何營造

一個良好的中文學習環境，天天浸泡其中，可為將來讀、寫的階段打下一個很好的基礎。 

 

低年級的小朋友，建議聽、說、讀、寫均衡發展，注音符號及拼音的學習千萬要練熟它，它是

將來『讀』好中文的重要工具，這時期的孩子，基本上正規學校的課業很輕鬆，家長宜多加把握，

把學習中文的基礎打好。光會聽與說，只能和同會說中文的人交流，而深入文化學習，必須透過文

字，這時就要能讀，讀的基礎宜及早建立。我們學校的網站裡，提供了很多連結網頁，在相關資源

項目下的其他資訊裡，有ㄅㄆㄇ發音練習、筆順練習、國語小字典、國語日報、僑教雙週刊.....等

等，都是很適合練習和閱讀的，宜多加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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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中年級，課文的內容也跟著豐富起來，聽、說、讀、寫也同樣不能放，建議熟讀課文，

注意力先放在理解課文含義，再記詞彙，中國字的書寫練習，若能分解生字的部件組合，記起

來就容易多了，也宜每天進行，最好的學習效果，就是每天跟它見見面。別忘了“復習”，在

舊有基礎上，連接新單元，拿來用它混合練習。此時最好逐漸捨去注音的輔助，補充一些有益

的中文課外讀物，大量閱讀。學校的網站也提供了很多連結，國語日報、僑教雙週刊都適合閱

讀。 

 

高年級的同學，大部分正規學校的課業繁重，學習中文的重點，我想應該是放在『學有所

用』，把中文當成工具，每天說它、用它，能將一件事情、需求、轉述、電子郵件、便條、留

言.....等等，明白清楚的表達，讓聽的、接收的人明白你的意思，學生們常遇到的瓶頸，就

是寫文章，能幫助提高寫作能力的方法之一，也是大量閱讀，閱讀的過程，還是先懂含義，再

細查詞彙，讀多了，對看上下文，有時也能猜出整組詞語的意思。當今網路資訊繁多，以中文

閱讀新聞或搜尋自己興趣的事物研究，也相當容易。 

 

最後，分享近日聽到的一則笑話...大哥的孩子因考試成績不好，又被大嫂罵“笨鳥”，孩

子不服氣的說，世上笨鳥有三種，一種是先飛的，一種是嫌累不飛的，大嫂接著問孩子：「那

第三種呢？」孩子憤然說：「這種最可恨，自己飛不起來，在窩裡下個蛋，要下一代使勁飛。」

雖然是個笑話，個中不無道理，我們當引為警惕，提供一個良好的中文學習環境外，對孩子要

求要合理，不能過鬆或過緊，我們應以身作則，成為孩子的示範，展翅高飛並親自在前領航，

設若不然，至少能隨侍在側陪伴護航，孩子成長學習的過程，需要您的參與、支持和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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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種語言都是奇妙地，它是人與人之間溝通的工具，除了與生

俱來的母語，相信任何人都希望自己能學習一種吸引你的語言。 

 

語言的學習是一條艱辛漫長的路，它沒有捷徑也沒有快速藥方，成

果彰顯不易也不快何況是學習中文。中文詞彙深奧繁多，音同字異詞語

用法不易了解，多音字，四聲辨別的難度高，在有限的學習時間和沒有

實際使用的環境之下，對學校，家長和孩子們都是很大的挑戰。 

 

在學校教師的責任是引導學生有學習的意願樂於上學和製造有助

於學習中文的互動環境，有效的提高學生的聽，說，讀，寫能力，在家

有家長耐心的陪讀配合教師的教學，儘可能製造實際的學習和使用的環

境，提高孩子對中文的興趣。 

 

學習中文是細水長流的，既使家長有乏力感，學生有挫折感千萬別

輕言放棄，讓我們｢學習｣在一起，｢成長｣在一起! 

如何幫助孩子學習中文 
十班  邱麗專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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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公立高中中文大學學分先修課，簡稱中文 AP 課，是一門外語課程。高中學生可修習 AP 中

文並參加考試，AP 中文考試合格的考生可以獲得大學學分，或選修中文高級課程（例如:進入大學後

可從第五個學期的中文課選讀）。AP 中文課程難度及範圍相當於美國大學四個學期（約 250 小時）

第二外語的程度，約 90% 左右的美國、加拿大大學，以及 20 個左右其他國家的大學都承認其學分。

AP 考試成績從 1 至 5 分計算; 5 分為最高分。一般申請學分的方式是以 AP 中文考試的成績單為主。

以華盛頓大學為例，AP 中文考試獲得 3、4、5 分的同學，可分別獲得 5、10、15 個第二外語學分，

同時也滿足了上大學後修外語的畢業要求，或選修通才教育課程的要求。因此，學生多了選修其他課

程的機會，甚而提早畢業，也節省日漸升高的大學學費。 

一般 AP 中文考試在每年的五月由公立高中提供考場與監考。測試的內容包括中文聽、說、讀、

寫及中國文化的認知; 評量學生的中國文化知識及其在日常生活中活用中文與人溝通、接受信息和表

達的能力。人際溝通能力考核學生交換意見和思想的交流，信息接受能力考核閱讀和聽力理解，表達

能力考核學生的口語和寫作。AP 中文考試時間是 2 小時 15 分; 時間分配如下： 

 

· 聽力測驗選擇題 30~35 題，共 20 分鐘 

· 閱讀測驗選擇題 35~40 題，共 60 分鐘 

· 看圖敘述故事寫作(用電腦打字作答) 1 題，共 15 分鐘 

· 答覆電子郵件(用電腦打字作答) 1 題，共 15 分鐘 

· 模擬對話(用電腦口語錄音作答) 1 段對話 6 道題目，共 4 分鐘 

· 文化介紹(用電腦口語錄音作答) 1 個主題，共 7 分鐘 

 

基於本校部分同學已計畫參加 AP 中文考試，同時因為 AP 中文考試符合美國外語教學目標 - 

學生溝通能力、文化體認、融會貫通、文化比較和社區運用，本校高年級學生除了完成學校規定的課

本及作業，他們在校上課與回家作業也包括 AP 中文考試的練習題。因為考試內容生活化，就算不參

加 AP 中文考試的同學，也能在練習中綜合、應用過去所學，讓自己更加了解中華文化，並藉此練習

機會，提高日常生活實際溝通與表達能力。 

 

除了在校上課及回家作業的練習，高班同學可自願選擇是否參加本校舉辦的類似考試 - 

STAMP4S (STASTASTASTAndards-based MMMMeasurement of PPPProficiency of 4 language SSSSkills) 。 如果選擇參加，本校學生

考試成績將保留在本校; 根據同學或家長的要求，本校可為同學提供 STAMP4S 測試成績證明。 

有關 AP 中文考試 

李雅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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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MP4S 考試作答方式與 AP 中文考試都是利用電腦在網上作答，測試目標也與 AP 中文考試

及美國外語教學目標一致。因此參加 STAMP4S 的同學可藉由學校的模擬考場，熟悉戴著耳機、用電

腦及麥克風在網上作答的考試方式。STAMP4S 與 AP 中文考試最大的差異，在於前者的考試題目難

易會隨著考生答案正確與否而調整，能測出每個學生中文聽、說、讀、寫的程度。另外，STAMP4S 

考試原則上沒有作答時間的限制。 

 

因為 STAMP4S 是華盛頓州最高教育管轄機構認可的評量方式，所以有不少學區(例如西雅圖公

立學校學區)使用 STAMP4S 的評量結果來了解學生第二外語聽、說、讀、寫的程度。STAMP4S 的評

量結果為 1 至 9 分; 9 分為最高分。大致上，STAMP4S 說、讀、寫分別至少達到 5 分的學生程度，相

當於 AP 中文考試拿 3 分，兩者皆符合達到華盛頓州政府認定的雙語能力標準。 

 

在此也補充說明 SATII 中文考試。SATII 是申請美國大學時，測試學生在特定學科方面學習成就

的考試。SATII 中文考試內容著重中文語法、聽力與閱讀測驗 (只考選擇題)，考試時間為一小時，學

生用隨身聽考聽力及用鉛筆在考卷上作答。本校學生在中、高年級時，在課堂與回家作業中都有相關

的練習。高中學生是否參加美國 College Board 舉行的 SATII 中文考試，大多取決於自己申請大學時

想選擇的科系，有些科系會要求學生考特定 SATII 的科目 (例如數學、物理、化學)。 

 

最後提醒各位家長，本校中文教學首重培養同學們學習中文的興趣及自信。本校高班課程包括 

AP 中文練習，旨在提供同學們更多與日常生活有關聽、說、讀、寫練習的機會，同時也幫助想要參

加 AP 中文考試的同學更有系統地準備。 

 

任何語言的學習都須要環境，而且要有機會應用所學。每個家庭能提供練習中文的機會有別，每

個孩子學習的方式與速度也不同。雖然如此，既然有心送孩子上中文學校，希望每位家長都能儘量讓

孩子每週到校上課，並提醒孩子每天利用 10~15 分鐘做回家功課或複習，如果不得已缺課，還是盡

可能地完成回家作業。如此，日積月累便能為孩子打好基礎，同時也培養他們學習中文的自信心與興

趣，快樂地學習。 

 

參考資料: 

http://admit.washington.edu/Admission/Freshmen/College/AP 

https://apstudent.collegeboard.org/apcourse/ap-chinese-language-and-culture/about-the-exam 

http://www.actfl.org/sites/default/files/pdfs/public/StandardsforFLLexecsumm_rev.pdf 

http://www.k12.wa.us/WorldLanguages/SealofBiliteracy.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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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中華歷史文化常識比賽的心路歷程 

陳淑儀/蔡婉琳 

三年前，因為陳雪甘老師的熱心邀約和鼓勵，四個初生之犢不畏虎的孩子，以及我們四

個愛兒心切的媽媽，毅然投入了中華歷史文化常識比賽的行列。 

我們幾個媽媽都不是文史本科出身，僅憑著一份想把｢最好的｣給孩子的心情，便義無反

顧地闖進了中華歷史文化的殿堂。從五千年的悠久歷史、唐詩宋詞的意境與吟哦、書法國畫

的心領神會、到中國人傳統的道德傳承，日復一日、週復一週地藉著我們這些外行媽媽們的

努力鑽研，以及孩子們的不畏艱難，再加上陳雪甘老師與蘇玉枝老師的鼓勵與指導，我們獲

得了多次的州內冠軍，甚至全國第三名；而這並不是我們最大的收穫，獲益最大的是我們的

孩子。 

您相信嗎？在美國出生長大的孩子看見牆上龍飛鳳舞的書法可以自信滿滿地告訴您：

｢這是隸書、那是草書。｣指著書本中的｢魚、羊、日、月｣告訴您這是象形字；｢江、河、星、

晨｣是形聲字。當您端給他一碗四物雞湯時，或許他並不喜歡四物的味道，卻能告訴您雞湯裡

有紅棗、當歸、黃芪和枸杞子。我們做家長的多半都了解也欣賞過中華文化之美，但您的孩

子呢？您願意將您的經驗與孩子分享，陪伴孩子一起學習、成長，並且提供給他們這個接受

中國文化洗禮的機會嗎？ 

經過兩年的歷史文化課程，孩子們不僅豐富了知識與見地，也了解了中國人的傳統美德，

更加深他們對中華文化的認同；而我們這些媽媽們，雖不至於成為文化的內行人，卻也重溫

了中華文化的豐富內涵。 

這幾年來，我們確實花了不少時間和心力在中華歷史文化的培育上，不論是孩子們或家

長都深受其益，甚至還有些意想不到的附加價值，如：孩子們的時間運用更有效率、提前學

習學校的世界歷史課程、對未來大學申請的助益，以及和同伴們之間建立了深厚的友誼。 

我們希望孩子不僅在中文的聽、說、讀、寫上能快樂地學習，更能欣賞中華文化的内涵

與博大精深，藉此豐富他們的視野、培養開闊的胸襟，並建立良好的人生觀。參與歷史文化

常識比賽是一個珍貴的機會，雖然過程漫長艱辛，但一路走來不是只有流淚撒種，更有歡呼

收割！看到孩子們的蛻變與成長，是我們內心最大的感動與喜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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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的季節｣徵文入選名單 

班級班級班級班級    姓名姓名姓名姓名    

蘋果班 王嘉妤 

注音乙班 李明 

二甲班 李苓 

二丙班 艾妮可 

四甲班 陳欣瑜 

四乙班 曾昱博 

四乙班 廖瑩青 

五班 王嘉鴻 

六班 胡文忠 

九班 伍紀苓 

九班 鐘蕙心 

謝謝學生們踴躍投稿，表達對家人與老師的感恩之情。 

本期徵圖/文錄取名單如下。獲選作品刊登於學校網站「學生作品」網頁，歡

迎家長帶著孩子欣賞佳作。網頁連結為: 

 http://www.seattlechineseschool.org/class-studentworks.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