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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旨：檢送本校應用華語文學系舉辦2019年第九屆「開創華語文

教育與僑民教育之新視野」國際學術研討會第二號徵稿通

知1份，截稿日期延長至108年1月6日，請惠予公告並鼓勵

所屬師生踴躍投稿，請查照。

說明：

一、旨揭研討會將於108年5月17日及18日舉行，徵求與華語文

教學相關議題之研究論文，截稿日期延至108年1月6日，

請踴躍投稿。

二、本屆研討會投稿分「專家學者組」及「研究生組」；研討

會形式為：

(一)專題演講。

(二)論文發表。

(三)教學工作坊。

(四)壁報發表。

(五)學術沙龍。

三、旨揭研討會徵稿主題如下：

(一)華語文產業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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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華語文教學與習得研究。

(三)華語文教育研究。

(四)華語文數位應用語教材研究。

(五)華語文本體研究。

(六)僑民教育。

(七)其他相關華語文教育與僑民教育議題。

四、研討會各項日程如下：

(一)論文摘要投稿截止：108年1月6日。

(二)論文摘要審查：108年1月9日。

(三)論文摘要錄取通知：108年1月14日。

(四)論文全文截稿：108年3月3日。

(五)研討會議程公佈：108年5月3日。

(六)研討會舉辦日期：108年5月17日、18日。

五、報名網址：https://tcsl6904.wixsite.com/2019confere

nce/。

六、檢附第二號徵稿通知及研討會海報各1份。

正本：公私立大專校院

副本：本校應用華語文學系 2018-11-29
16:3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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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第九屆 

「開創華語文教育與僑民教育之新視野」 

國際學術研討會 

第二號徵稿通知 

 
一、會議宗旨 

從事華語文教育的工作者面對急速改變的現況，必須充分體認各國華語文

學習環境的在地化，及華人社會與文化的多樣性，因地制宜，與時俱進，做全

盤的考察與建構，才能使華語文教學與國際教育接軌。面對世界各國學習華語

文熱潮，產官學界應集思廣益，進行腦力激盪，舉凡編印教材、培訓師資，以

及推動全球網路華文教學等，提出對華語文教育與僑民教育的看法；此外，如

何在我國著有績效之僑民教育基礎上推動海外華語文教育亦是重要的課題。有

鑑於此，中原大學應用華語文學系期盼透過本次「開創華語文教育與僑民教育

之新視野」國際學術研討會，邀集從事華語文教育與僑民教育之產官學專家學

者集思廣益，促成華語文教育與僑民教育的攜手合作，共同為開創華語文教育

與僑民教育的新局面而努力。此外本會議為擴大舉辦規模，將舉辦多年的研究

生學術研討會與本會議合併舉辦。 

 

二、研討會會議子題 

（一） 華語文產業研究 

（二） 華語文教學與習得研究 

（三） 華語文教育研究 

（四） 華語文數位應用與教材研究 

（五） 華語文本體研究 

（六） 僑民教育 

（七） 其他相關華語文教育與僑民教育議題。 

 

三、研討會會議形式   

（一） 專題演講 

（二） 論文發表 

（三） 教學工作坊 

（四） 壁報發表 

（五） 學術沙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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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討會會議議題 

（一） 華語文產業研究 

1. 華語文海外駐點計畫 

2. 華語文教材、師資、課程輸送計畫 

（二） 華語文教學與習得研究 

1. 華語文創新教法 

2. 華語文習得研究 

3. 華語文教學品質管理機制 

4. 華語文測驗與評量 

5. 專業華語：商務、旅遊、宗教、新聞等 

（三） 華語文教育研究 

1. 華語文政策研究 

2. 華語文行政研究 

3. 華語文師資培訓與評鑑 

4. 華語文師資認證與推廣 

（四） 華語文數位應用與教材研究 

1. 華語文數位化教學 

2. 華語文數位教材發展 

3. 華語文行動學習 

4. 華語文數位遊戲研發 

5. 華語文教材發展 

（五） 華語文本體研究 

1. 華語語音研究 

2. 華語詞彙研究 

3. 華語語法研究 

4. 華語語義、語用研究 

5. 華語言談分析 

6. 古代漢語研究 

7. 漢字研究 

（六） 僑民教育  

1. 僑民教育政策、措施 

2. 僑民教育師資培育 

3. 僑民教育教材編撰 

4. 僑校經營  

5. 各國華文學校現狀 

6. 僑民教育回顧與展望 

（七） 其他相關華語文教育與僑民教育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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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研討會舉辦日程 

（一） 論文摘要投稿截止：2019年 1月 6日（星期日）。 

（二） 論文摘要審查：2019年 1月 9日（星期三）。 

（三） 論文摘要錄取通知：2019年 1月 14日（星期一）。 

（四） 論文全文截稿：2019年 3月 3日（星期日）。 

（五） 研討會議程公佈：2019年 5月 3 日（星期五）。 

（六） 研討會舉辦日期： 2019年 5月 17 日（星期五）、5月 18 日（星期

六）。 

 

六、投稿資格 

（一） 投稿分「專家學者組」和「研究生組」 

（二） 投稿分組說明： 

1. 研究生組限現就讀研究所之在學學生。 

2. 多人合著論文視第一作者職位選組投稿。 

3. 若同時身兼教職又既為學生身分者請自行選擇投稿組別。 

（三） 投稿論文請於 2019年 1月 6日（星期日）論文摘要截止日前， 

（四） 至線上投稿填寫報名表並下載論文摘要表、投稿者個人資料表、投稿

同意書（研究生組免填）填寫後寄至中原應華系電子郵件信箱

asclc@cycu.edu.tw，郵件主旨請清楚寫上【論文投稿_組別_作者名_論

文題目】，方完成投稿。 

 

七、報名參加會議 

 報名參加會議請至會議網站填寫報名資料，請參考以下網址： 

 會議網站：https://tcsl6904.wixsite.com/2019conference 

 線上報名截止日為 2019年 4月 30日（星期二）。 

 聯絡人：朱亭瑜助教。聯絡電話：03-265-6904。 

 本系電子郵件信箱 asclc@cyc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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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第九屆「開創華語文教育與僑民教育之新視野」 

國際學術研討會 

論文摘要表  

投稿者姓名  

論文題目  

論文摘要 

（1000字以內及 5個以內關鍵詞） 

關鍵詞  

 

 會議舉辦時間：2019年 5月 17日（星期五）、5月 18日（星期六）。 

 請於 2019年 1 月 6日（星期日）前連同投稿者個人資料表及投稿同意書（研

究生組免填）以電子郵件回覆，謹此致謝。 

 聯絡人：朱亭瑜助教。本系電子郵件信箱：asclc@cycu.edu.tw 

聯絡電話：03-265-6904。傳真號碼：03-265-6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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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第九屆「開創華語文教育與僑民教育之新視野」 

國際學術研討會 

 

投稿者個人資料表 

姓

名 

  性別  國籍  

  
出生 

日期 
 

通

訊

地

址 

 

電話 
公： 

宅： 

傳真 
公： 

宅： 

電子 

郵件 
 

現職（服務機構及職稱）： 

 

經歷（服務機構及職稱）： 

 

主要學歷（學校名稱與主修學門系所）： 

學術專長（請填寫與研究方向有關之學術專長名稱）： 

 

 

 

近五年代表著作、論文： 

 

 

 

 

投稿論文題目： 

 

注意事項： 

1. 論文摘要投稿截止：2019年 1月 6日（星期日） 

2. 繳交投稿者個人資料表時，請一併將論文摘要表及投稿同意書（研究生組
免填）電子檔寄到中原應華系電子郵件信箱 asclc@cyc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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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意 書 
 

(專家學者組) 

 

本人同意於 2019 年 5 月 17 日、5 月 18 日中原大學主

辦之 2019年第九屆「開創華語文教育與僑民教育之新視野」

國際學術研討會發表之論文＜請自行填寫篇名＞，於會議結

束後，必須投稿《中原華語文學報》，經過審查後，予以刊登；

若未能被採納，始得發表於其他學術刊物。 

 

 

 

 

 

 

同意人：                        (親筆簽名) 

 

        年       月       日 
 



2019年第九屆「開創華語文教育與僑民教育之新視野」
國際學術研討會 

徵稿啟事

        主辦單位：中原大學應用華語文學系。  聯絡人：朱亭瑜 助教。
        聯絡電話：03-265-6904。  電子郵件信箱：asclc@cycu.edu.tw

布

第二號徵稿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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