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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中文教育协会 

2017 年工作计划
2017 年，荷兰中文教育协会将迎来她的

第十六个生日，我们将继续本着为荷兰中

文学校服务和各位中文老师服务的宗旨，

做好各项工作。盘点梳理2016年的工作，

2017 年协会的工作内容除了每年常规的

工作外，大型活动将是 2017 年 5 月的第

七届朗诵比赛和全国华文教师培训工作。

此外，协会将加强与荷兰各中文学校的联

系，整合利用更多资源为华文学校和老师

们服务。

荷兰中文教育协会 2017 年工作计划
• 教材预订（1 月初发订书通知，2 月底
截至）和分发（6 月底左右）  
协会还将一如既往地协助荷兰各中文学校

预订、领取国务院侨办提供的中文教材。

• 加强与莱顿孔子学院和荷兰各中文学校
的联系和合作   
商谈有关 HSK 考试送考到校的项目 (1 月

22 日座谈 )。

• 春季教师联谊会 （ 2 月 12 日）
春季教师交流日主要是在中国新年期间，

为喜庆中国新年，促进荷兰各中文学校老

师之间的互相学习和经验分享，加强老师

们之间的联谊。当日除了教师联谊活动，

即各项知识竞答、免费幸运抽奖等以外，

还介绍荷兰中文教育协会本年的工作计

划，师资培训信息，夏令营等信息。

• 第七届普通话朗诵演讲比赛暨欧洲邀请
赛  
将定于 2017 年 5月 28 日星期日在阿姆斯

特丹图书馆举办。普通话朗诵比赛是中文

教育协会长期以来坚持举办的活动，是让

各个中文学校展示其教学成果，相互学习

借鉴的良好平台。朗诵比赛对激发海外华

裔青少年的中文学习热情、对中华文化在

海外的传播及普及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 教师培训 (5 月 28 日前后 )  
国侨办教师培训团将承担朗诵比赛评委工

作，将于 2017 年 5 月抵达荷兰，在荷期

间我们将组织全荷兰的华文老师参加培

训，满足不同区域教师对培训的期待。详

情届时协会会发通知，也会在荷兰中文教

育协会网站 www.chineesonderwijs.nl，

和联合时报的荷兰中文教育协会专栏刊登

通知。

•“中国寻根之旅”夏令营，收养儿童夏令营  
协会还将继续组织暑期海外华裔青少年

“中国寻根之旅”夏令营、收养儿童夏令

营，为增进海外华裔青少年对祖国的了解

和感情，增进海外华裔青少年对中国的了

解，传承中华民族文化。具体计划将在 2

月初确定。

• 暑期中文教师培训   协会还将继续组织

荷兰中文学校的老师参加国务院侨办组办

的暑期中文教师培训，培训计划确定后，

我们将会尽快通知各位老师。

• 秋季教师交流日 

秋季交流培训主要是为推广荷兰华文教

育，促进荷兰华文教师之间的信息交流，

提高荷兰华文教学水平，当日邀请有关中

文教育方面的专家为老师们进行讲座。

• 协会专栏 

将继续在《联合时报》刊登：本年度计划

刊登 6-8 期，除了定期刊登夏令营、朗诵

比赛、教材分发等介绍协会的活动讯息

外，也为老师、学生和家长们提供交流和

学习中文的平台。

借此，我们感谢国务院侨办和中国驻荷兰

大使馆对荷兰中文教育事业的支持，感谢

荷兰各中文学校和各位中文老师对我们协

会的信任和理解。

愿我们热情依旧，辛勤耕耘，携手共同促

进荷兰的中文教育！

第七届全荷兰普通话朗诵 /演讲比赛
暨欧洲邀请赛通知

荷兰中文教育协会在成功举办了六届全荷兰普通话朗诵比赛后，为继续推动普通话学

习和加强荷兰乃至欧洲各中文学校间的联系，定于 2017 年 5 月 28 日举办第七届普通话朗

诵 /演讲比赛暨欧洲邀请赛。除了荷兰各中文学校外，中文教育协会同时向欧洲各国中文

学校校发出邀请，希望以此拓展参赛者视野，扩大交流平台。

比赛不限定主题，以期让参赛者在自选主题、自定内容方面有更大的发挥空间，同时

也希望参赛者在准备比赛的过程当中，培养中文的阅读兴趣和加强普通话的表达能力。

现将比赛通知发给各中文学校，希望各校有充分时间组织朗诵教学和参赛选手选拔工

作。比赛特别安排在星期日举行，目的是为了让更多的老师和学生有观摩交流的机会。本

届比赛和以往一样特别邀请部分国内专家担任评委。欢迎各中文学校踊跃报名。

比赛组别 :儿童 1组（6-9 岁）;儿童 2组（10-12 岁）;少年组（13-18 岁）;

          外语组（父母双方必须是非华裔）

补充说明:每所中文学校三个名额，学生在一百人以上的学校，每多80人可增报一个名额。

比赛内容 :主题不限，内容自定，时间不得超过 5分钟。

评分标准:发音准确(4分)、表达演讲能力(3分)、技巧掌握 (2分)、仪态整体印象(1分)， 

          以上总分为 10分

报名日期 :2017 年 4月 1日至 4月 30 日止。

报名时须附朗诵、演讲题目和内容，并由学校集体报名，不接受个人报名。

（特别提醒 :参赛演讲稿件只接受 Word 文档，并请在题目下面写明参赛者学校，姓名及参

赛组别。一但报名经确认以后，将不再接受任何更改。多谢合作！）

比赛地点 : Openbare Bibliotheek Amsterdam 市立图书馆

           Oosterdokstraat 10，1011 DK，Amsterdam 

报名联系人 :王红彦老师 电话 : 06-14860621   

            电子信箱 : wanghyan@hotmail.com

比赛日程安排 :2017 年 5月 28 日（周日）

      10:00 参赛选手报到 11:00

         开始比赛 16:00 颁奖仪式

 

比赛报名表格和参赛要求等信息，

请参见荷兰中文教育协会网站

http://www.chineesonderwijs.nl。

中文教育协会
近期活动讯息

1）2017 年 1月 22 日荷兰中文教育协会陈华钟

与理事们一行拜访莱顿大学孔子学院， 与朱

贵昌院长座谈， 就如何在教师培训、教学资

源共享等方面更好地加强合作进行了讨论。

2）荷兰中文教育协会 华文教师 2017 年新春联

谊活动

为喜迎中国新年，促进荷兰各中文学校老师之

间的学习并交流，加强老师们之间的联谊，荷

兰中文教育协会将于 2017 年 2月 12日（ 星期

日）举办荷兰中文学校教师新春联谊活动。本

次活动除了展开小组竞猜、幸运抽奖等促进教

师联谊的活动外，还将介绍荷兰中文教育协会

2017 年工作计划，并为老师们组办有关汉语教

学的专家讲座。

时间 : 2017 年 2月 12 日 11:30 至 16:00    

地点 : Delft 上海花園酒店

       Kleveringweg 11,2616 LZ Delft

3）国侨办教师培训团将于 2017 年 5月 19日抵

达荷兰，除了将承担朗诵比赛评委工作之外，

在荷期间将为全荷兰的华文老师进行华文教育

教学方面的培训。为满足不同区域教师对培训

的期待，讲学团初步计划将轮流在以下三个城

市进行为期一天的讲座，老师们可以自愿选择

参加培训的地点，详情届时协会会发通知。

• 5月21号周日在Eindhoven讲座（地点待定）

• 5 月 23 号周二在 Utrecht 的 De Bilt 讲座

• 5 月 24 号周三在 Delft 中国大酒店

协会联系信息通知
如果您对中文教育协会的活动感兴趣、希望收到荷兰华文教育方面的讯息 , 欢迎您来信加入我们的教师信
息库。您将和其他老师一起收到中文教育协会有关邮件。请发电子邮件至 :info@chineesonderwijs.nl 或

请参见荷兰中文教育协会网站 www.chineesonderwijs.nl。

各位中文学校校长及负责人，

大家好！新年伊始，荷兰中文教育协会祝各位校长、教师和校董们 2017 年平安快乐、心想事成、身体健康、阖家幸福！

2017 年的教材预订将从即日起开始，截止日期是 2017 年 2月 28 日。同去年一样您可以在协会网站上直接填写订书单，不需要下载订书单。

您填写完所订书目后，最后需要填写校名及地址、负责订书的校长或老师的电话和电邮地址。上交（submit）订书单后您会几分钟内自动收到我们

的“订书成功”电邮确认，订书确认单会列出您所订书目的所有明细。

荷兰中文教育协会统一收集各校预订材料后，将上报给国务院侨办，争取能在 6月底左右收到教材，各校即可顺利展开新学年教学工作。请

大家登陆荷兰中文教育协会网 http://www.chineesonderwijs.nl/content/ding-shu-dan，在网上直接订书。

订书过程中若有任何问题，请您联系我们， 协会电子邮件：info@chineesonderwijs.nl

教材包括：所有教材每本收费 1欧元，教师手册免费。

• 汉语拼音以及配套汉语拼音练习册

• 幼儿汉语 一至四册

• 新华字典 • 中国文化常识     • 中国历史常识 • 中国地理常识

 

谢谢合作！

荷兰中文教育协会

2017 年 1月 07 日

  

《中国历史常识》、《中国地理常识》、《中国文化常识》系为帮助海外华裔青少年多方面、全视角了解古代及当代中国的普及性读物。通

过学习，海外华裔青少年将可知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化传承，可领略 960 万平方公里的秀美河川，可体味意境悠远、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同时，

亦可不断巩固并提高中文水平。

 

《幼儿汉语》教材介绍

《幼儿汉语》是中华

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侨务办

公室、中国海外交流协会

委托北京华文学院编写的

一套幼儿汉语教材。本教

材既可作为海外 4~6 岁学

前班、幼儿园华裔少儿的

课堂教学用书，也可作为

家庭自学教材使用。

《幼儿汉语》作为《汉

语》系列教材的学前部分，

共包括课本 4 册，《教师

参考书》1册。《教师参考书》对课本的使用做了有益的提示，对课文内容进行了有机的扩展，配合使用效果更佳。

本教材的教学目的是通过系统的学习和训练，使少儿具有最基本的汉语听说能力；能正确书写汉字的基本笔画；能认读课本中出现的基础汉字，

从而培养海外少儿从小说汉语、写汉字的习惯和兴趣，为接受小学阶段的华文教育打下良好的基础。

2017 年订中文教材通知

• 暨南大学出版《中文》小学第一册至第十二册（课本，练习册 A，练习册 B，教师手册）

• 暨南大学出版《中文》初中第一册至第六册（课本，练习册 A，练习册 B，教师手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