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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華語學習熱潮方興未艾，僑務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
積極擴展臺灣海外華語文市場，持續結合產官學力量，運用臺
灣華語文教學的優勢，協輔海外僑校結合「臺灣華語文學習中
心」在地深耕發展，並深化海外僑校與臺灣的多元連結與廣泛
合作，協助臺灣華語文教學機構及智能教育產業對外輸出。

　　本會「華語教學國際高峰會」訂於����年��月��日、��日
舉行，以論壇交流分享形式，聚焦討論臺灣華語文教學深耕歐
美主流社區、引領僑校發展及強化臺灣華語文學習中心功能等
實務典範面向，邀請海內外華語教學相關之學者專家及產學界
人士進行交流，以實體與線上方式同步進行，並規劃華語文智
能教育產業策展，期推介與行銷臺灣優質正體華語文，擴大正
體華語文海外市場。

關於華語教學國際高峰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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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會議程

開幕典禮09:00-10:10

海外僑校營運與教學經驗分享
主持人：
呂元榮│僑務委員會副委員長 
與談人：
陳明好│泰國茶房光復高級中學老師
鄭若梅│日本大阪中華學校主任
翁卓毅│美國波士頓勒星頓中文學校前校長

10:20-11:20

國內華語文教學機構經驗分享
主持人：
榮幼娥 | 僑務委員會參事 
與談人：
齊婉先 | 暨南國際大學華語文教學
               碩士學位學程副教授兼學程主任
舒兆民 | 臺東大學華語文教學研究中心
               副主任兼華語系副教授
陳雅芳 | 銘傳大學華語文教學學系助理教授

11:30-12:30

��月��日（星期一）上午場  議程內容時間

休 　 息



04

大會議程

華語教育國家隊形工具箱產學合作論壇
主持人：
呂元榮│僑務委員會副委員長
與談人：
李政翰│教育部國際及兩岸教育司簡任一等教育秘書
陳柏熹│國家華語測驗推動工作委員會執行長
林宏穎│僑務委員會僑教處處長

13:30-14:30

華語文智能產業介紹暨供需研析
主持人：
黃正杰│僑務委員會僑教處副處長
與談人：
臺灣智能教育廠商

14:40-16:30

��月��日（星期一）下午場  議程內容時間

休 　 息

臺灣華語文學習中心經營與行銷經驗分享 (歐洲場)
主持人：
林宏穎│僑務委員會僑教處處長
與談人：
丁惠慈│英國倫敦華夏中文學校校長
劉淑慧│愛爾蘭都柏林中文學校校長
林淑琳│法國巴黎書硯藝術文化學校校長

16:40-17:40

休 　 息



05

大會議程

臺灣華語文學習中心經營與行銷經驗分享 (美國場)
主持人：
林宏穎│僑務委員會僑教處處長
與談人：
車慶餘│美國加州洛杉磯聖瑪利諾中文學校校長
陳朝全│美國加州金山灣區小狀元教育學苑校長
唐伯禹│美國馬里蘭州華府臺灣學校校長

09:00-10:10

國際華語文教學合作策略論壇
主持人：
呂元榮│僑務委員會副委員長 
與談人：
李彥儀│教育部國際及兩岸教育司司長
印永翔│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副校長
施靜娟│慈濟基金會美國總會教育志業發展室主任
江海寧│全美中文學校聯合總會總會長
李怡瑩│匈牙利玉山中文學校校長
朱家良│ViewSonic優派國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王崇旭│智慧學習產業聯盟會長

11:30-12:30

��月��日（星期二）上午場  議程內容時間

休 　 息

閉幕典禮11:50-12:00



06

主持人陣容

黃正杰
僑務委員會僑教處副處長

呂元榮
僑務委員會副委員長

童振源
僑務委員會委員長

榮幼娥
僑務委員會參事

林宏穎
僑務委員會僑教處處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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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年準備退休，正想著退休之後要做些什麼？有一位師姐
告訴我：可以到泰北當志工老師，那裡很缺老師。

七月份我跟著天主教明愛會到了泰北，他們之前每年暑假會
徵求一些老師，到泰北培訓當地的老師，因為師資確實缺乏。
培訓內容包括：注音符號教學、朗讀、班級經營、 ....... 等等。

八月退休，十一月我到了泰北又開始投入教學。雖然教書是
一件辛苦的事，但是我甘之如飴。

在光復高中整整十年，我覺得很充實，看著學生讀完高中，升
大學或就業，感到很欣慰！期許他們將來都能照顧自己的家
人，更能為社會貢獻自己的一份心力，服務更多的人。

畢業學校
·東海大學社會工作系畢業
·大阪大學人間科學部教育心理學博士課程前期修了(修士)

工作履歷
·中國醫藥學院附設醫院社會工作組社工員�年
·大阪中華學校教師��年
·大阪中華學校附設中國語班華語文教師��年
·大阪中華學校推廣處主任，中國語班負責人

華語文與我
曾經大家覺得我應該報考中文系，安靜、文筆還算可以。後
來選擇了社工系。這個系讓我改變了自己，也讓我在教學過
程中，更好的對待了我的學生。在海外推廣華語文，是一件
很開心的事，當你看到一群學華語文的學生，這麼熱愛臺灣
、中華文化，突然覺得驕傲了起來。因為學華語，不單是它
的語言，更包含了其中的文化，以及內斂在其中的修為。

與談人陣容 10/24 上午場

陳明好
泰國茶房光復高級中學老師

鄭若梅
日本大阪中華學校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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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卓毅
美國波士頓勒星頓中文學校前校長

陳雅芳
銘傳大學華語文教學學系助理教授

臺北出生長大，於臺灣完成小學、國中、高中、及大學教育，三
十年前來麻省劍橋市攻讀研究所，碩、博士學位完成後，定居
於波士頓近郊，擔任工程師至今。

臺北老家在天母，平均每兩年都會回臺探望家人。美國的家
中有四名成員，妻子也在波城近郊工作，兩個小孩就讀美國
當地的公立高中。

與妻子十五年來，參與學校的志工服務，曾任學校的家長代
表、語言班老師、教務主任、總務主任、副校長、校長、理事會
成員、課外活動扯鈴老師等。

現職
銘傳大學華語文教學學系 助理教授

學歷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華語文教學研究所博士

經歷
· 國立莫斯科大學亞非學院講師
· 臺大國際華語研習所華語教師
· 臺灣師範大學國語中心華語教師
· 僑委會「學華語向前走」執行編輯
· 僑委會海外巡迴教師
· 各大學華語師資班授課教師

專長
華語文教學、華語文教材編寫、華語課程設計、華語正音教學

與談人陣容 10/24 上午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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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婉先
暨南國際大學華語文教學

碩士學位學程副教授兼學程主任

現職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華語文教學碩士學位學程副教授兼
  學位學程主任

·世界華語文教育學會常務理事
·臺灣華語文教學學會理事

學歷
·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亞洲與中東研究系博士

經歷
·國立臺南大學華語課程師資培訓講師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語文教育學系兼任教師
·國立中興大學實用華語文教師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僑外生華語文教師
·明道大學中國文學系助理教授兼華語文教學師資培訓班
  課程規劃暨授課教師

·文藻外語學院應用華語文系助理教授兼華語中心主任
·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華頓商學院約瑟夫勞德管理與國際
  研究學院中文與華人文化教師

·美國費城織品與科學學院通識教育東亞課程教師
·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亞洲與中東研究系中文課程助教
·國立政治大學語言視聽教育中心華語教師

專長領域
·華語文教學、華語文教材教法與編寫、華語文師資培訓、
  課程設計、國際漢學

與談人陣容 10/24 上午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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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兆民
臺東大學華語文教學研究中心
副主任兼華語系副教授

現職
·國立臺東大學華語文學系副教授暨華語文教學研究中心
副主任

·國立政治大學華語文教學碩博士學位學程兼任
·台灣華語文教學學會常務理事
·台灣網路華文教育學會常務理事

學歷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華語文教學研究所博士

經歷
·國立聯合大學華語文學系助理教授、講師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語教學中心研發師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語教學中心華語教師
·美國明德大學暑期中文學校華語教師
·美國佛利蒙雙語學院中文教師
·僑委會多次海外華文巡迴研習講師、數位推廣巡迴教師、
  網路華文種子教師培訓講師

·教育部空中華園與網路華語文教學師資培訓講師

簡述
舒兆民老師現任職於臺東大學，任教華語文學系，主要專長
為華語文教學、漢語語言學、數位教學、教學設計與跨文化研
究。碩士與博士之研究與教學均為華語文教學專業，海外教
學服務等工作均與華語文教學、數位融入華語文教學相關。
近十餘年更關心學習者表現分析與來臺留學生之預備課程
研究，同時參與MyCT之口語快篩與口語練習、教材AI科技發
展之VR學習內容研發，並帶領學生從事教材與課程發展，以
及有關素材庫之建置。目前兼任該校華語文教學研究中心副
主任，擔任課程教學與研發、國際聯繫與專案合作計畫事。出
版之專書與教材多冊，研究論文與報導文章數十篇。

與談人陣容 10/24 上午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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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政翰
教育部簡任一等教育秘書

陳柏熹
國家華語測驗推動工作委員會執行長

與談人陣容 10/24 下午場

李政翰簡任一等教育秘書，現任職於教育部國際及兩岸教
育司，負責督導我國華語文教育政策規劃與執行事宜。在
此之前，其曾任教育部高等教育司科員、專員、科長等職，
在高等教育司擔任科長期間，負責督導執行邁向頂尖大學
計畫、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及規劃高等教育深耕計畫。
其亦曾赴派駐菲律賓代表處教育組秘書、副組長等職，負
責推動臺菲教育合作及交流工作。

陳柏熹為臺灣師大心輔系教授，主要專長為心理與教育測
驗及電腦化適性測驗。陳教授目前擔任國家華語測驗推動
工作委員會(簡稱華測會)執行長，負責華語文能力測驗的
研發，該測驗每年在全世界��個國家舉行，考生人數超過
�萬人。陳教授也兼任臺師大心測中心主任，負責國中教育
會考的研發，每年考生數約有二十萬人，是臺灣規模最大
的考試。此外，陳教授被選任為中國測驗學會理事多年，於
����年被推薦獲得木鐸獎，目前擔任中國測驗學會理事
長以及大考試中心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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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惠慈
英國倫敦華夏中文學校校長

劉淑慧
愛爾蘭都柏林中文學校校長

與談人陣容 10/24 下午場

Founder and Principal of Hua Hsia Chinese School. Quali-
fied teacher of Teaching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from Taipei Language Institute in 1978. Taught within the 
Institute for 7 years, focusing on the Bible, preaching and 
public speaking. Started teaching adult classes in The 
Institute of Hampstead Garden Suburb in 2006.

Teaching in Haberdashers’ Aske’s School for Girls from 
2009 till present. Has taught in St. Michael Grammar 
School in North Finchley, Copthall School, and Hendon 
School.Started teaching in Hua Hsia from 2007 till present, 
specialising in the Cambridge Pre-U qualification and 
Edexcel A level courses. Working in Hendon School as a 
teacher examiner for the Chinese GCSE exam under both 
the AQA and Edexcel board.Working for CIE (Cambridge 
International Examinations) from 2013 till present, as an 
IGCSE external Moderator for both speaking and writing.

·華夏中文學校創辦人兼校長
·獲得終身學習中文教師認證
·英國私立學校中文教師
·取得英國證照專業會計師

劉淑慧 Evan Furlong 在臺灣取得中華函授學校華文教師
及TLI華語師資培訓結業。在����年創辦都柏林中文學校。
她也在小學和中學教授華語和文化課程。����年率領���
多人聯名簽署請願愛爾蘭教育部把中文列入大學聯考科目

。於����年獲得都柏林大學教育碩士和愛爾蘭教師資格認
證。����年受邀參與全國課程與評估委員會小組討論中文
課綱。����年受聘愛爾蘭考試院設計中文聯考樣本考題。在
今年協助僑委會開辦愛爾蘭臺灣華語文學習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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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淑琳
法國巴黎書硯藝術文化學校校長

與談人陣容 10/24 下午場

����年生於臺灣
·曾任畢業展籌備委員會總幹事、年鑑主編、雄獅美術教師
·國立藝術學院美術系主修水墨
·法國巴黎大學造型藝術學、碩士

����-����巴黎華僑文教中心教授國畫、書法

����～旅法畫家、個展、聯展二十多次

����～創立巴黎書硯藝術文化學校：推廣正體中文、書、
畫藝術課程，舉辦回臺遊學、文化參訪，深耕至今��年，任
職校長、法國急難救助會員

����年成立臺灣華語文學習中心任職校長

����僑務促進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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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慶餘
美國加州洛杉磯聖瑪利諾中文學校

校長

陳朝全
美國加州金山灣區小狀元教育學苑校長

車慶餘博士自����年�月�日起，受聘擔任南加州聖瑪利諾
中文學校校長。

車校長曾留學美國於完成傳播學位後回國服務，任職電視台
管理職歷時��餘年，又具有��餘年任教大學之教學經驗，並
曾擔任美國華語電視台總經理，在文化事業上有經營管理歷
練，對學校教學與行政管理亦有所接觸，自聘任僑校以來，結
合過去教學經驗與媒體經營管理，將教育與傳播融合，推展
華語文教學，並自����年申請通過設立[臺灣華語文學習中
心]，積極推廣主流人士學習華語，成功招收社區專業人士，
並與市政府合作，針對市府所需，設計華語文課程，自設立以
來，已有��餘位主流人士接受華語文課程。

與談人陣容 10/25 上午場

· 小狀元教育學苑/小樹苗蒙特梭利國際學校創辦人
· 亞裔美好社區促進會創辧人 (AABC)
· 現任中華民國僑務顧問 (OCAC)
· 世台基金會財務長(STUF)
· 第��屆世界台灣商會聯合總會財務長 (WTCC)
· 第��屆台灣北加州工商會會長 (TACCNC)
· 曾任亞太裔公共事務聯盟董事 (APA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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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伯禹
美國馬里蘭州華府臺灣學校校長

李彥儀
教育部國際及兩岸教育司司長

唐伯禹校長自����年來致力於臺灣文化之傳承，����年唐
校長接手華府臺灣學校以來，學習臺語、華語以及臺灣文化
之學生迅速成長。唐校長於����年成立華語文中心，強調主
流社會學習正體字之重要性。唐先生現為馬里蘭州Rock-
ville姊妹市之董事成員，同時也是教委會諮詢顧問，並為臺
灣文化中心董事。唐校長更在每年暑假主持梁博士基金會
之夏令營，讓許多臺僑青年學子有機會深度了解臺灣文化。
唐校長目前亦為福爾摩沙親善大使協會之指導顧問。

學歷：
·國立政治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博士

現職：
·����-迄今 教育部國際及兩岸教育司司長、傅爾布萊特學
術交流基金會董事、財團法人高等教育國際合作基金會董事

、財團法人語言訓練測驗中心董事

經歷：
·����-���� 駐英國代表處教育組組長
·����-����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長
·����-���� 教育部技術及職業教育司司長

榮譽：
·���� 行政院模範公務人員行政院模範公務人員
·���� 傅爾布萊特傅爾布萊特FulbrightFulbright獎學金－
美國柏克萊大學訪問學人獎學金－美國柏克萊大學訪問學人

與談人陣容 10/25 上午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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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靜娟
慈濟基金會美國總會教育志業

發展室主任

江海寧
全美中文學校聯合總會總會長

畢業於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San Bernardino碩士學
位，主修英語教學。曾在慈濟大學社會教育推廣中心及兒童
發展與家庭教育學系擔任講師，教授「英語教學課程設計」和

「英語教材教法」。

����年再度搬回洛杉磯至今，未層離開教育的領域。起初在
慈濟美國總會教授成人中文，之後承擔行政工作。除了推廣
教育的會務之外，目前也負責全美��所慈濟人文學校，推動 
K-�� 學生學習中文和慈濟人文。

長期推廣中文教育和人文教育並進的學習，末學期待這樣的
經驗能讓更多海外的學子受益，提昇華語程度和延續中華文
化的精神。

江海寧為現任全美中文學校聯合總會總會長和新澤西新海
中文學校臺灣華語文學習中心負責人。曾任新澤西中文學
校協會會長、美東中文學校協會理事、新海中文學校校長和
新澤西孟郡中文夏令營營長。江海寧深耕海外華語文教育
多年，曾擔任語言老師�年，之後擔任各項行政職。她長期推
展中華文化活動於主流社會中，促進臺美文化交流。

與談人陣容 10/25 上午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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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怡瑩
匈牙利玉山中文學校校長

朱家良
ViewSonic優派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朱家良先生於����年成立ViewSonic，願景是啟發世界看見
平凡與不凡的差異。在他的帶領下，公司成為顯示器領導品
牌，其三隻彩色胡錦鳥標誌深植人心。除了持續創新顯示器
方案，更陸續推出投影機、數位顯示看板等產品，近年來亦積
極發展教育科技解決方案，推動全球教育數位轉型。朱家良
致力於打造充滿活力、富有創業精神的工作環境，並善用科
技來造福人群，為社會做出貢獻。

與談人陣容 10/25 上午場

現職
匈牙利臺灣華語文學習中心負責人 & 玉山中文學校校長

教學經歷
畢業於臺灣高雄師範大學華語文教學研究所，就學期間曾經
帶過波蘭大學生暑期遊學團。研究所畢業後在匈牙利大學院
校擔任語言與文化選修課程老師，布達佩斯多所語言學校擔
任中文教師，也曾派任到匈牙利許多大公司教課。文化課方
面曾支援波蘭波茲南大學臺灣日書法課及維也納臺灣日書
法課。超過��年教學經驗(臺灣國小教師��年，匈牙利華語及
文化教師��年以上)，擅長成人中文班及商務華語班，課程及
學校管理。



18

印永翔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副校長

Professor Yung-Hsiang (Frank) Ying received his Ph.D. in 
Economics at the University of Kentucky in 1998. His 
research interests include international finance, macro-
economics, political economics, and health economics. 
After teaching a year at Colgate University in the USA, he 
returned to Taiwan and became a faculty at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NSYSU) in Kaohsiung in 1999. In 
2012, Prof. Ying joined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NTNU) in Taipei.

In addition to being an academic, Prof. Ying has also 
served various administrative positions. That includes 
department chair, Director of the NSYSU Poll Center, and 
Vice President for International Affairs at NSYSU, execu-
tive member of the Taiwan Assessment and Evaluation 
Association (TWAEA), board member of the Asia-Pacific 
Association for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APAIE), and the 
Dean of the College of Management at NTNU. He is 
currently an Executive Vice President of NTNU, where he 
oversees university fundraising, public relations and 
global alumni relations.

Frank Ying's research is published in many well 
-respected international academic journals, including th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oney and Finance, Comparative 
Economics, China Economic Review, Health Economics, 
Accident Analysis and Prevent ion, Drug and Alcohol 
Dependence, and BMC Medical Informatics and Decision 
Making.

Throughout Frank Ying's career, he has promoted univer-
sity internationalization through advocating for studying 
abroad, engaging faculty members in multiple -country 
research projects, and hosting symposia with partner 
universities. He has traveled throughout the world as a 
visiting scholar at several institutions, including Harvard 
University (USA), Sciences Po Lyon (France), Xiamen 
University (China), Akita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Japan), 
and University of Lodz (Poland).

與談人陣容 10/25 上午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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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崇旭
智慧學習產業聯盟會長

����年創立「王宇化學」教導及服務全臺中學生，已三十
多年。畢業生達十萬人以上，考上臺清交、醫科、牙醫等資
優生逾萬人。

����年創立錦田雲端科技，於����年獲經濟部SBIR卓越
貢獻獎。

����年創立旭文文創，建立知名日本語線上平臺、����年
於越南創立Focus Learning Academy、����年獲企業金
峰獎，為數位學習邁向國際領航者。

����年任職凱衛資訊(股票代號:����)副董事長，跨足金
融教育產業。

����年創立力宇教育，偕同力麗集團、聯合線上等，擔任
董事長，為臺灣K��最完整的教育品牌。

與談人陣容 10/25 上午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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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展廠商

艾爾科技的產品「MyCT/MyET/MyJT」，是一個專業的AI語言口說學習
平台。運用全球首創的「自動語音分析系統」，結合「深度學習」與「大數
據」最新科技技術，並且清楚的指出在發音、語調、流利度、音量這四方
面中給予分數並提供錯誤改善建議。透過網路可不受時空限制、隨時可
上網學習，同時，結合主流聽說教學法與溝通式教學法，讓學習者以「先
聽說、後讀寫」的母語學習方式，經過一段時日的反覆練習，自然說出一
口漂亮流暢的華語/英語/日語。

徐稚傑總監
電郵: Jacky.hsu@llabs.com

張毓礽課長
電郵: Vera.chang@llabs.com

艾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產品試用聯絡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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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展廠商

迪威智能是由一群愛好音樂的AI工程師組合而成，我們將過去多年累
積的技術集結成一站式的音訊處理平台，我們於����年及����年均成
功協助僑務委員會舉辦AI歌唱大賽，擴大華語影響力。

另外迪威亦有相關音訊處理技術開放供大眾使用。迪威希望透過科技
為各領域的使用者在聲音裡面找到長久忽略的資訊，擴大處理量能，創
造更大的價值。

姓名：葉松瓚
職稱：產品總監

電話：��-�������� 轉 ���
電郵sung.yeh@dwave.cc

DeepWave 迪威智能股份有限公司

產品試用聯絡窗口

Hullaballoo 線上音檔降噪展示影片

線上音檔降噪使用連結

線上人聲樂聲分離使用連結

刻譜吉他烏克麗麗和弦辨識

���年歌唱大賽比賽網址

https://youtu.be/SC_jzD6MDdg
https://hullaballoo.dwave.cc/
https://sovia.dwave.cc/
https://chordpool.com/
https://singocac.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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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展廠商

漫話科技致力於「用科技，帶領孩子快樂學習」

MangaChat漫話日記平臺，藉由科技帶領孩子抒發感受。利用AI技術
將文字快速生成對應圖樣，帶給孩子創新寫作體驗，讓寫日記變得更加
有趣。

�.讓孩子學習輕鬆表達，從感受出發，並且提供寫作鷹架，紀錄孩子每
日心情，覺察情緒，練習表達。
�.利用三步驟的引導孩子描述事件並從中學習察覺情緒，最後引發孩
子正向思考，讓日記成為父母與孩子溝通的橋樑，另外還能將日記匯出
印製成繪本。

漫話科技專案經理 顏莘曄
電郵: team@mangachat.co

漫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產品試用聯絡窗口

產品影片點擊觀看

https://youtu.be/eJLra0oK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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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展廠商

ViewSonic是全球視訊與教育科技解決方案的領導品牌，公司於����
年創立於美國加州，目前在全球設有���多個營運或服務據點。ViewS-
onic致力於提供整合軟體、硬體及服務的全方位解決方案，產品線含括
顯示器、投影機、電磁筆顯示器、商用顯示器、dvLED顯示器、智慧互動
電子白板、數位教學和內容平台。憑藉著超過��年的視覺技術專業，跨
足不同視訊應用領域，深耕教育、商用、消費娛樂、專業顯示市場。欲了
解更多ViewSonic重要訊息，請參見www.viewsonic.com

ViewSonic學華語向前走互動教案，擁有「全球華文網」會員即可申請

加入，詳見華文網申請說明: https://viewsonictw.pse.is/��xqud
聯絡窗口: Anna.chen@viewsonic.com

ViewSonic 優派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產品試用聯絡窗口

僑委會 x ViewSonic 全球數位師資認證課程
丨第一階段實踐家 Graduate 研習影片回放

通過第一階段實踐家測驗可取得「僑委會 x ViewSonic 數位聯
名證書」測驗連結

《學華語向前走》x myViewBoard交流研究社群

《學華語向前走》x myViewBoard互動教學專區YouTube

https://www.viewsonic.com/tw/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jSl-oJXwvI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fN-HhxY0qnjyAIs84Mt8Q01zZc1xIPJCLtYEjYfJ9r8QBnUg/viewform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1045306749727501
https://youtube.com/playlist?list=PLYJzE9PqG-iSEFtaNHm34cbT1f5SNXEbS
https://viewsonictw.pse.is/47xqu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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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展廠商

恆鼎科技，致力於語言學習及大數據整合服務。為解決企業與個人因外
語所衍生的溝通障礙，量身打造專屬語言培訓解決方案與線上即時口
譯服務。

鑑於傳統的線上學習外語方式已無法滿足現今需求，深知語言學習的
痛點後，開發 ChiChat微學習平台，以微學習結合社群媒體的方式，打
破時空限制，提供新一代語言學習服務，未來更可以利用此平台提供各
類型的學習服務。

戈光宇 產品總監
電話: ��-�������� #���

恆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產品試用聯絡窗口

電郵: kyk@t-seed.com

產品影片點擊觀看

https://www.facebook.com/100013369564309/videos/149362997261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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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展廠商

TLI 《Taipei Language Institute-台北語文學院》����年於美國紐澤西
州創立，時名「基督教語文學院」，同年於臺北建校，是世界第一所專門
教授外籍人士中文的語言學校。中文師資團隊是由語言學專家、中外籍
講師和資深中文老師組成。

我們以傑出校友的成就為榮，他們都是TLI後輩學生們的榜樣，許多人
已成為各國政府領導要員、駐華使節、議員或學術教育、新聞工商、宗教
界的領袖。

經過��多年的發展，TLI打下堅實基礎，成為永續經營的品牌，並將實體
校區的豐富經驗注入線上教學平台，成立TLI線上中文學習平台，建立
健全的全球教學網絡。

https://tli����.com/
https://tli����.com/tli/login.html
請註冊並登錄帳號，即可獲得免費線上一對一試聽。

聯絡窗口
TLI客服部 contact@tli.com.tw

TLI (Taipei Language Institute) 台北語文學院

產品試用聯絡窗口

產品影片點擊觀看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CySlsmCXX8Id-m5NSTLCrw/videos
https://tli1956.com/
https://tli1956.com/tli/logi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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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展廠商

小時尚工坊是一對在不同時空、不約而同在法國生活學習的姊妹，於
����在臺灣共同創立。致力於推廣兒童美感探索與文化創意延伸之作
品，引導孩子發展自我風格並透過手作了解臺灣文化特色。

我們設計了一系列結合在地文化與國際視野的美感課程與教學產品，
提供國內外K��學生近距離的美感體驗。

啟動孩子的設計原創力！

黃慧娟
電話：����-���-���

小時尚工坊

產品試用聯絡窗口

產品組合內容：
　　�.材料包
　　�.示範影片

服裝設計-立體服裝畫-竹林主題

文化資產運用-創意臉譜托特包

民俗技藝課-映像臺北燈籠

民俗技藝課- 奪標手/龍首 香包

https://youtu.be/9kz3QJ6EIw4
https://youtu.be/Ln4Ad3r7Nhc
https://youtu.be/_i3kKNGYq7I
https://youtu.be/mExSTfvwd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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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展廠商

《動畫說漢字》（中、英文版）為華語輔助課程的影片教材，由國內語文界泰
斗李鍌教授審核，並經師大實際驗證及學理研究，證實有助於華語學習。

特色：
�. 一套完整多媒體漢字「學習方法論」。
�. �分半學會�個漢字，包括音義與文字演變，以圖像拆解為記憶方式，幫
助快速記憶。
�. 以部首為分類，串起意思的連結，讓孩子舉一反三。
�. 以情境式學習，故事含中國歷史、神話、外國童話等。

深獲好評：
‧世界華語教育學會前秘書長董鵬程教授強力推薦分享。
‧中原大學講座教授賴明德表示，這是一套知性與美感兼具的優良教材，
非常適合海外華語學校、教師、學習者使用。

吳敏菁小姐
電話：��-����-����　分機���
地址：������臺北市中山北路三段��號北設工�樓

華夏見方股份有限公司

產品試用聯絡窗口

電郵: mia.wu��@cmex.org.tw

產品影片點擊觀看

https://www.hanzihous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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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展廠商

圓展科技(股)成立於 ���� 年 � 月，專注於 AVer 自有品牌產品設計、研發
與製造，產品行銷超過全球 ��� 餘國。聚焦未來教室與智能產業解決方
案，透過整合視訊、電子、光學、RF無線網路、軟體應用技術及工業設計能
力，提供實物攝影機、平板充電同步車/櫃、教育互動軟體、遠距教學錄播
系統、視訊會議等產品，以滿足教育與企業用戶各種不同的需求。

Sydney Wu 吳孟秋
全球行銷部經理

電郵：sydney.wu@aver.com
手機：���� ��� ���
電話：�� ���� ���� # ����

圓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產品試用聯絡窗口

�. AVer DL�� 教學用自動追蹤攝影機

�. AVer M� 遠距教學實物（投）攝影機

�. AVer 實物攝影機遠距教學篇
－ 搭配 Skype、Microsoft Teams、Google Meet™

�. AVer 實物攝影機錄製課程與直播篇－搭配 CaptureShare

�. AVer 實物攝影機遠距教學篇—AVerTouch X Google Classroom

https://youtu.be/_e2kIIRNf5Y
https://youtu.be/Iatp7E6TcTY
https://youtu.be/Drj6M3sYv9k
https://youtu.be/m7Sc1ImqWHE
https://youtu.be/rU45aaEXUg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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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展廠商

極趣科技��年在臺灣自主研發生產AIOT程式教育機器人BeRobot系列
，提供最容易編輯操控的圖形化AI控制軟體，支援��種程式語言、��軸控
制、��種感測、��種造型、小學/中學/大學��等級STEAM課程，可結合手
機APP、人工智慧、物聯網、腦波控制...多種教學應用，適合新課綱科學素
養指標，滿足智慧學習、學術研究、技術開發、國際競賽..多種用途。

Natalie
電話：��-�������#��� 電郵：sales@BeRobot.com

極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產品試用聯絡窗口

產品影片點擊觀看

https://www.facebook.com/watch/?v=354187563409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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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展廠商

瑞比智慧科技的使命：「運用科技打造更優質的生活」，我們認為教育是
百年大業，但過去數百年卻沒有太大的改變，因此我們希望透過科技來
改變現在的學習方式，讓人人都可以享有更優質的學習體驗。

我們擁有完整的課程資源以及智慧學習平台系統，可以讓用戶在學習的
當下馬上就能牛刀小試。此外，學習時若遇到問題也不用擔心，我們的老
師會在短時間內協助解決疑問喔。有了 CodingBar 的課程資源以及智慧
平台，學程式一點都不困難，也絕不無聊！

若有平台試用的需求，可將欲試用的 email 告知我們窗口，由窗口來

協助開啟課程，謝謝！

聯絡窗口：李祤緁 Joyce
電郵：joyce.li@airabbi.com

瑞比智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產品試用聯絡窗口

產品影片點擊觀看

https://youtu.be/mOVGjI5G2h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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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展廠商

使用者能直接使用平台����+篇對標課文及二十多套針對不同年齡與背
景學習者設計的教材，亦能自行建立數位化教材。平台依照各大國際中
文標準（TOCFL ACTFL、HSK等)，自動為文章和詞彙分級，標示拼音，同
時轉化成具有字典、音檔、正簡轉換和例句的智慧課文。課文提供上傳翻
譯功能，適合製作國別化教材。AI 數據提供的詞關聯、字關聯與部首關聯

，幫助學生查缺補漏、輔助字詞記憶。更有多款遊戲化練習，方便指派作
業，讓學生在課後練習，輕鬆進步。

https://reader.ponddy.com/tw/

謝璦蓮（Annie） 電郵：anniehsieh@ponddy-edu.com

龎帝數位資訊有限公司

產品試用聯絡窗口

產品影片點擊觀看

https://youtu.be/4GXU6ikVz7Q
https://reader.ponddy.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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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展廠商

興隆創新有限公司為專業致力於虛擬實境攝影棚、自動追蹤錄課系統、
智慧全息投影玻璃白板等數位教材直錄播系統整合商。公司位在信義路
世貿一館。舉凡智慧校園之遠距直播教學/精品磨課師錄製/課堂錄製/多
媒體情境教室與未來環控教室等，皆為我們的主要業務內容。產品項目
則有�D/�K oMix 便攜式導播虛擬攝影棚系統、HD/�D iStudio便攜式主
播虛擬攝影棚系統、可攜式去背藍綠幕、省電LED棚燈、大尺寸全息投影
幕、多點觸控螢幕、廣電級排程播放系統、壓縮/解壓縮卡、片庫、及客製
化影音金流平台等。

張維真Janet Chang
行動：����������

電話：(��)��������#���
電郵：janetchangf@prosperity.tw

興隆創新有限公司

產品試用聯絡窗口

oMix華文學習影片

oMix 小小說書人�D示範影片

PCI公司實際案例

PCI introduction

PCI oMix introduction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HRhRh2ajLxXIu88OPGBIWGJmL81I0Fls/view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Je5EpD4OVLFzLyzmMTeMUppuUPMYRB2/view
https://youtu.be/OVbKY5NtuEM
https://youtu.be/uHZznc6KnEg
https://youtu.be/Di_qF5MWXK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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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展廠商

希伯崙(LiveABC)成立��年來持續研發數位學習內容，為臺灣最大多媒
體語言學習出版與教學集團，專注英語、華語、日語學習產品的研發，提
供�歲到成人全年齡層的英文學習產品，每月發行雜誌、叢書、教科書等
出版品，內容包含了兒童英語、檢測英語、商業英語、生活會話及華語學
習等豐富的主題。除了深耕臺灣市場，更與全球知名出版廠商合作共同
開發海外銷售通路，產品遍及中國大陸、港澳地區、韓國、日本、泰國、越
南、印尼、北美及拉丁美洲多個國家。

可提供PDF樣課，若有意購買者，可提供樣本

聯絡窗口：
陳慕峰David Chen 電郵：david_chen@liveabc.com

希伯崙股份有限公司

產品試用聯絡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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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展廠商

本公司創立於����年，專注教育軟體產品開發，從早期電腦輔助教學
(CAI)，經歷軟體、多媒體光碟 ……， 至今日數位學習應用軟體、數位學
習課程教材產品，榮獲國內外獎項的肯定。

在臺灣我們輔導數十家大學與公民營指標機構建置遠距教學平台系統
、培訓老師製作多媒體課程、協辦中小學教師資訊融入各科教學研習，
榮獲經濟部數位學習最佳營運服務廠商獎專業保證能力。

我們的華語數位學習課程產品規劃推廣到美加、日本、韓國、中國與東
南亞等地，歡迎與我們聯繫。

行銷企劃部 張彩龍
���-�-��������#��� or �

創意家資訊有限公司

產品試用聯絡窗口

創意家語文教學試讀課程-華語發音教學

創意家語文科試讀課程-漢語發音教學/英文版

創意家語文科試讀課程-認識漢字教學/韓文版

創意家語文科試讀課程-漢語對話教學/日文版

https://youtu.be/38cxLiHTJ6s
https://youtu.be/_g_4RBp0_rs
https://youtu.be/DzxswcEwq94
https://youtu.be/YXbEfMNhj6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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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展廠商

大寶科技致力於發展更優化的兒童學習方式，並且與交通大學黎漢林
教授推廣出快速學習法，漢字地圖，可以讓小孩快速的大腦最佳記憶模
式學會中文漢字。並且也提供暢行於臺灣教育界的腦電波學習風格偵
測系統，讓家長瞭解如何是小孩最快的學習模式。

用腦電波分辨出你的��型人格，並且從中瞭解你學習的取向，找到真正
喜歡或不喜歡學習的風格因素，並且提供最佳鼓勵孩子讀書的策略。讓
親子之間不再為任何學習問題產生困擾。

范惠怡
��-��������

大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產品試用聯絡窗口

產品影片點擊觀看

https://hundred.org/en/innovations/6-learning-in-sty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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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展廠商

「國家書店」為行政院文化部委託民間單位統籌營運政府出版品的專
案，是臺灣唯一專賣政府出版品的門市。同時設有網路書店，提供海內
外讀者線上查詢政府出版品及訂購。

國家書店 圖書部
電話：+��� � ����-���� 電郵：bookorder@showwe.tw

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產品試用聯絡窗口

點擊進入官網

https://www.govbooks.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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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展廠商

「財團法人臺灣亞洲交流基金會」（簡稱臺亞基金會）於����年成立，為
臺灣第一個聚焦於東南亞及南亞事務的民間政策智庫。在落實「新南向
政策」精神下，臺亞基金會宗旨為推動臺灣與東協��國、南亞�國及紐
澳地區的全方位交流。透過五大行動計畫：亞洲青年領袖倡議、公民社
會鏈結計畫、智庫交流合作網絡、亞洲區域韌性計畫、以及文化藝術交
流倡議，以促進亞洲發展共同體意識，並建立長期合作夥伴關係。

林雅婷 國際交流部 助理研究員
地址：����� 臺北市大安區仁愛路三段���號��樓����室
電話：��-����-���� ext. �� 電郵：yatinglin@taef.org

財團法人臺灣亞洲交流基金會

產品試用聯絡窗口

點擊進入網頁

https://linktr.ee/taef_off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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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展廠商

「華語文能力測驗快篩系統」自����年推出，採用華語文能力測驗正式
考題，具有相當的信效度，只要正式考試一半的題數與時間，即可立即
掌握受測者的聽力或閱讀能力，具有隨到隨考、即測即評之特色。

為了提供更好的評測服務，����年�月推出快篩系統�.�，測驗難度向
下延伸至準備級（Band Novice），可測範圍從準備級至流利級（CEFR 
C�），採三階段適性測驗方式進行，並提供豐富的測驗結果資訊，包含：
量尺分數、評估等級，以及提供對應到TBCL、CEFR以及ACTFL等相關
訊息，深獲各界肯定，並經僑委會及國內外教學單位採用。

考試推廣組副組長彭方彥
電話: +���-�-����-���� 電郵: pfe��������@gmail.com

國家華語測驗推動工作委員會（華測會）

產品試用聯絡窗口

【快篩�.�簡報】

【使用單位分享推薦】

【快篩�.�文宣】

https://youtu.be/qdkXFJl98rg
https://tocfl.edu.tw/assets/files/download/TOCFL_SS_2021.pdf
https://tocfl.edu.tw/assets/files/download/TOCFL_SS_202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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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展廠商

我們的產品涵蓋中英文閱讀、寫作與查詢三個面向。其中，中英文閱讀
輔助系統Linggle Read（aka R Linggle）提供人工智慧強化的閱讀工具

，可以幫助學生學習詞彙、句型。使用者閱讀文章時，即時提供單詞的字
典資料、朗讀功能等，預計未來將提供詞彙的英文解釋、相關文法規則，
幫助使用者於閱讀時有效學習中英文。

透過Linggle Read使用者可以自由選擇網路上的新聞或文章，或是從
自有的檔案（如 DOC, PDF, TXT 檔案) 直接剪下，貼入系統，系統會自動
擷取文章分析詞彙等級。使用者可以自選預期學習的詞彙等級，系統會
自動標注文章中相關難度的詞彙，提供符合上下文的中文解釋，並且因
應使用者的要求，提供該詞彙的例句與相關應用。系統也提供使用者查
詢字典的單字片語，維基百科的人事時地物等等資料。使用者可以利用
系統的文章或單句朗讀功能，加強學習效果。

窗口：陳怡君
電郵：yijyun@nlplab.cc 電話：��-�������#�����(劉小姐)

階梯字慧有限公司

產品試用聯絡窗口

產品影片點擊觀看

https://youtu.be/F51uOcQ0GP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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