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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ALLEXALLEXALLEXALLEX 機構介紹                          機構介紹                          機構介紹                          機構介紹                          

ALLEX 語言教學聯盟（Alliance for Language Learning and Educational Exchange）為一非營利機

構，總部設於美國紐約州。成立的宗旨是在美國的大學中，建立質優的日文及華語教學專案，

促進國家與國家之間的相互理解，擴大國際間的教育交流。

ALLEX 的前身是秋尾晃正先生（Akio Terumasa）於 1988 年設立的北美大學教育交流委員會

(Exchange:Japan)。此委員會與美國日語教學界的最高權威艾林諾爾．喬丹博士（康乃爾大學

名譽教授）及全美的日語教授協會密切合作，培養優秀的日語教師。從 1988 年至今，已成功

分發 800 多位經過訓練的日文及華語老師，分發的美國大學已超過 200 所。基於美國大學的迫

切需求，自 2005 年開始增加華語教學專案，甄選錄取者前往分發的美國大學擔任華語教學

的工作，同時選修課程或攻讀學位。

二二二二、、、、ALLEXALLEXALLEXALLEX 全額獎學金全額獎學金全額獎學金全額獎學金

申請者通過 ALLEX 的甄選面試，由 ALLEX 錄取並決定分發的學校之後，先在暑期接受華

語師資班的訓練，秋季時到分發的美國大學擔任華語教師。以教學交換美國大學提供的獎學

金，包含全額學費、住宿費及伙食費。有些學校還會提供醫療保險費、書籍費及生活津貼，獎

學金分為 TAP 及 FP 兩種：

1. TAP(Teaching Associate Program)：任教期為 2 年，適合想在美國攻讀碩士學位或第二個

學士學位者，同時在美國大學裡擔任華語教學的工作。 

2. FP(Teaching Fellow Program)：任教期為 1 年，特別適合想成為華語教師者，在美國大學

裡教華語課，同時選修或旁聽 1-2 科大學部或碩士班的課程，此專案不適合想攻讀學位

者。但也適合去美國大學裡補修學分，當作申請後續碩士或博士課程的準備期。

三三三三、、、、獎學金內容獎學金內容獎學金內容獎學金內容

每所分發的學校獎學金的內容都不一樣，通常包含：

（1） 所分發的大學的學費及雜費。

（2） 課程期間的住宿費及伙食費。

（3） 有些學校可能包含醫療保險費、書籍費。學校提供的醫療保險費只包含最基本的保險，

錄取者最好另外購買國際學生保險。

（4） 有些學校除了提供上述獎學金之外，還會給予額外的生活津貼。

（5） 確實的獎學金內容及金額，每所學校不同，將會在錄取分發通知書上告知細節。

（6） 不包含從台灣到所分發的大學之間的機票或旅費。

（7） 不包含簽證、國際學生保險、及個人零用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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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四四、、、、錄取名額錄取名額錄取名額錄取名額

2017 年預計有 20-25 個名額。

五五五五、、、、分發分發分發分發任教期間任教期間任教期間任教期間

TAP（2 年）：2017 年 8 月-2019 年 5 月

FP   （1 年）：2017 年 8 月-2018 年 5 月

六六六六、、、、負責負責負責負責任教內容任教內容任教內容任教內容

每所分發的學校情況不太一樣，通常內容為：

（（（（AAAA）））） 在美國大學教華語課程，每班學生平均約 10-20 人。

（（（（BBBB）））） 通常負責教的是大學第一年或第二年的華語課。

七七七七、、、、錄取者須負擔的費用錄取者須負擔的費用錄取者須負擔的費用錄取者須負擔的費用

                

            (一一一一)ALLEX 費用     費用     費用     費用     TAP (2 年年年年)：：：：9,150 美元美元美元美元

                                                                                                                                                            FP (1 年年年年)：：：：4,900 美元美元美元美元

ALLEX 費用包含：ALLEX 分發學校、ALLEX 在專案期間的協助、華語教學組的協助、專案結

束後的聯誼網。最後審查通過，而且錄取者確定要接受分發的學校之後，才需要支付【需負擔

費用】給 ALLEX。

另外，此兩種專案的錄取者須付美金 2,000 元的押金。此押金將在你完成 TAP（2 年）或

FP（1 年）後，全額退還給你。如果你在中途離職，押金不退還。

  (二)ALLEXALLEXALLEXALLEX 暑期華語師資班暑期華語師資班暑期華語師資班暑期華語師資班        費用費用費用費用：：：：約約約約 9,3009,3009,3009,300 美金美金美金美金（（（（學費學費學費學費））））

錄取的老師要先參加在美國的 ALLEX 華語教學訓練課程，課程結束之後再前往分發的大學

擔任華語教學的工作。

預定上課地點：聖路易華盛頓大學 Washington University in St. Louis(密蘇里州)

日期：2017 年 6 月中~8 月中（約 7-8 週）

 

課程內容課程內容課程內容課程內容：：：：

1.  課堂教學：華語教學法基本原則、 課堂教學技巧、 課程內容及進度設計、 中文語言學分析、

語言測試。

2. 觀摩教學：觀摩正式教學的華語課及分析其教法。

3. 試教：實際試教華語課，實況錄影而後由教授講評。

細節請參考網站：http://www.allextaiwan.org/teacher-training/over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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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八八八、、、、申請者資格申請者資格申請者資格申請者資格

（1）擁有學士學位。

（2）2017 年應屆畢業生也可申請。

（3）男性申請者: 參加 TAP(2 年)未服兵役可，參加 FP(1 年)須免役或役畢。女性無限制。

（4）托福或雅思分數：TAP 托福 79/或雅思 6.5，FP 托福 61/或雅思 5.5，考試日期在 2015 年

8 月之後。建議考取托福成績，有些美國學校認為托福分數較能詳細列出申請者的各項英文

能力。已有英語系國家的大學/碩士學位者，不需要提出托福/雅思成績。

（5）申請碩士者：MBA 須有 GMAT 或 GRE 分數，其他科系需有 GRE 成績。

（6）2016/12/20 第二梯次截止日期前需先提出申請，托福/GRE/GMAT 的考試日期最好在 2016年 12月 31日之前應考。
九九九九、、、、申請方式及文件申請方式及文件申請方式及文件申請方式及文件

1. 申請表：限用黑色筆填寫申請表或打字限用黑色筆填寫申請表或打字限用黑色筆填寫申請表或打字限用黑色筆填寫申請表或打字，申請表請上網下載

      http://www.allextaiwan.org  /chn-app

2. 2 吋照片 2 張：申請表上貼 1 張，另 1 張用迴紋針夾在申請表上。

3. 英文自傳及未來計劃（Essay）：用英文打字 500 字。這份計劃是給 ALLEX 主考官看的，

內容可涵蓋：

*你的學經歷、相關特殊專長…..

*敘述為何對 ALLEX 以華語教學換取全額獎學金的專案有興趣？

*ALLEX 的專案對你可能有何幫助？

*如果你想攻讀學位，這個學位對你的未來目標有何影響？

*其它：對教學的熱忱、對未來的規劃、對文化交流的興趣….等。

4. 托福或雅思成績單影本：考試日期在 2015 年 8 月之後。已有英語系國家的大學/碩士學位

者，不需要提出托福/雅思成績。建議考取托福成績，有些美國學校認為托福分數較能詳

細列出申請者的各項英文能力。已有英語系國家的大學/碩士學位者，不需要提出托福/雅

思成績。

5. GRE 或 GMAT 成績單影本：申請碩士班才需要，MBA 需要 GMAT 或 GRE 分數，其他科

系需有 GRE 成績。成績並沒有最低要求，由分發的學校決定，分數越高者，率取率越高。

6. 申請費台幣 4,500 元

     (1)用 ATM 轉帳或匯款：銀行代號 004 帳號 053-001-138108

         銀行：臺灣銀行忠孝分行      戶名：哦思達股份有限公司

     (2)將收據影印本放在申請件中一起寄到 ALLEX 台灣代表處。

     (3)申請費送出之後，無論任何原因，無法退還。

7. 備齊以上申請件，於申請截止日前於申請截止日前於申請截止日前於申請截止日前（郵戳為憑）用掛號郵件寄到：

                                        ALLEXALLEXALLEXALLEX 台灣代表處台灣代表處台灣代表處台灣代表處

                                        800800800800 高雄市新興區中正三路高雄市新興區中正三路高雄市新興區中正三路高雄市新興區中正三路 2222 號號號號 16161616 樓之樓之樓之樓之 2  2  2  2  

                                        TEL: 07 - 2383636TEL: 07 - 2383636TEL: 07 - 2383636TEL: 07 - 2383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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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截止日期申請截止日期申請截止日期申請截止日期：：：：2016201620162016 年年年年 12121212 月月月月 20202020 日日日日

面試日期面試日期面試日期面試日期：：：：2017201720172017 年年年年 1111 月月月月 12~1512~1512~1512~15 日日日日

面試地點面試地點面試地點面試地點：：：：台北市台北市台北市台北市

十十十十、、、、補充說明補充說明補充說明補充說明：：：：

1. OH! Study 教育中心為 ALLEX 在台灣代表處，只負責代收 ALLEX 申請件及申請費，審核

及面試過程由 ALLEX 美國總部全權負責。

2. ALLEX獎學金是分發制的獎學金是分發制的獎學金是分發制的獎學金是分發制的，，，，錄取者可以選擇科系但不能錄取者可以選擇科系但不能錄取者可以選擇科系但不能錄取者可以選擇科系但不能自行選擇學校自行選擇學校自行選擇學校自行選擇學校，，，，為了避免分發為了避免分發為了避免分發為了避免分發

時的困擾時的困擾時的困擾時的困擾，，，，所以分發前無法公佈學校名單所以分發前無法公佈學校名單所以分發前無法公佈學校名單所以分發前無法公佈學校名單。。。。但可以確定的是，這些學校不管是公立或私立

的學校，都是在美國合法成立，而且是台灣教育部有承認的學校。往年有參與日文/華語

方案的學校名單，可查詢 ALLEX 網站：http://www.allex.org/programs/partner-institutions/

3. 申請費台幣 4,500 元送出之後，無論任何原因，無法退還。

4. 面試過後，在審核期間及決定分發的學校之前，申請者的托福、GRE/GMAT 的成績佔很重

要的因素，如果你在面談過後提出更高的成績，將有助於你的錄取及分發結果。

5. 錄取者分發學校的原則：分發時以錄取者的學術條件（在校成績、托福成績、 GRE/GMAT

的成績等)、錄取者的背景（教育背景、工作經驗等)、錄取者的個性、申請攻讀的科系、以及

學校的需求為主。

6. 如果你想攻讀的科系，不可能被分發的學校接受，而其他相關的科系可接受你的入學申

請時，ALLEX 會通知你，讓你決定是否接受相關科系或改變主修。

7. 初步分發通知：通知錄取者被分發的學校，並給予詳細資料，載明實際每週華語教學的

時數、 獎學金的金額及提供的項目、當地的生活資訊等。錄取者必須在限期內回覆，確認

是否接受分發的學校。

8. 錄取者必須依照 ALLEX 的指示，另外自行填寫被分發學校的入學申請書，及提供申請所

需的文件給學校。例如成績單、學位證書、老師推薦信、讀書計畫..等等。

9. 付費：最後審查通過，而且錄取者確定要接受分發的學校之後，才需要支付【ALLEX 費

用】及【ALLEX 暑期華語師資班費用】給 ALL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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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十十十一一一一、、、、申請申請申請申請、、、、甄選及分發程序甄選及分發程序甄選及分發程序甄選及分發程序

程序程序程序程序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日程日程日程日程

申請截止日申請截止日申請截止日申請截止日 郵寄到郵寄到郵寄到郵寄到ALLEX台灣辦事處台灣辦事處台灣辦事處台灣辦事處 2016/12/20

公布通過初審名單公布通過初審名單公布通過初審名單公布通過初審名單 email通知初審結果，通過初審者可以

參加面試

2016/12/26

面試面試面試面試 會 email通知面試日期及時間，地點在

台北市，每人約 30分鐘

2017/1/12~1/15

通知面試結果通知面試結果通知面試結果通知面試結果 由ALLEX美國總部直接通知面試結果 2017/2/15之前

初步分發通知初步分發通知初步分發通知初步分發通知 由ALLEX美國總部直接通知錄取者初

步分發的學校，錄取者不能自行選擇學

校。此時可得知獎學金的詳細內容及確

實的

金額。

2017/1/31~4/30

錄取者回覆錄取者回覆錄取者回覆錄取者回覆 錄取者收到初步分發通知之後，須在期

限內回覆是否接受，如果錄取者放棄，

由候補者遞補。原來的錄取者可能無法

再分發其他學校。

2017/1/31~4/30

錄取者遞出學校申錄取者遞出學校申錄取者遞出學校申錄取者遞出學校申

請件請件請件請件

由ALLEX推薦，入學申請件直接寄給

學校主任

2017/1/31~4/30

學校審查申請件學校審查申請件學校審查申請件學校審查申請件 由分發學校決定 2017/2/1~4/30

最後審查通過最後審查通過最後審查通過最後審查通過，，，，

確定分發的學校確定分發的學校確定分發的學校確定分發的學校

學校接受之後，確定分發 約 2017/4月底之前

付費付費付費付費 支付【ALLEX費用】及【ALLEX暑期華

語師資班費用】給ALLEX

收到正式確定分發通知之後

出發出發出發出發 參加ALLEX暑期華語師資班 2017/6月中

前往分發的學校前往分發的學校前往分發的學校前往分發的學校 依分發學校的規定 2017/8~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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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問題常見問題常見問題常見問題】】】】ALLEX Q&A

1. ALLEX 既然是非營利機構，為什麼錄取者還要付給 ALLEX 美金 4900~9150 元的費用?

答: 雖然 ALLEX 是非營利的機構，但並非政府單位，它有基本的營運、行政、出差及

     人事成本，也包含 ALLEX 分發學校、ALLEX 在專案期間的協助、華語教學組的協

     助...這些旅行費用、辦公室費用、員工開銷...等等，ALLEX 並沒有來自其他的捐款。

     所以付給 ALLEX 的費用是維持 ALLEX 可以繼續華語教學組的來源。

     每一所提供獎學金的學校，都是 ALLEX 的人員遍訪美國各州、許多學校、往來多

     次跟學校溝通爭取而來的名額。ALLEX 面對的是大陸龐大的國家單位輸出華語老師

     的競爭，這些名額得來非常不易，所以我們希望被錄用的老師能珍惜這個機會，好

     好教，這樣學校才會一直提供獎學金的名額給台灣。

2. ALLEX 方案，有沒有最高年齡限制？

答：沒有最高年齡限制。

ALLEX 的錄取者因為要在美國的大學裡教中文，身份是華語老師，接觸的是美國大學

生，所以 ALLEX 在篩選申請者時，人格成熟度也是考量的重點之一。因為有些學校會

要求 ALLEX 華語老師住在大學宿舍裡，所以已婚的錄取者不能攜帶家眷前往美國。

3. 參與 ALLEX 中文教學方案，提供獎學金的學校及科系有哪些?

答：每年提供獎學金的學校及科系都不太一樣，要看學校提供的名額及內容而定。

 * 兩年 TAP 大學部獎學金：幾乎所有的科系都有。

 * 兩年 TAP 碩士班獎學金：科系大約有英文、 教育、 心理、 社會學、 數學、 英語教學、 語言學、

 環境科學、 藝術、 MBA、 傳播、 行銷、 管理、 會計、 工程學…等，大多是文理學科、 商科或工

程科系。

 * 沒有提供的科系：法律、醫學、建築。

一年一年一年一年 FPFPFPFP 獎學金獎學金獎學金獎學金：：：：不限定科系不限定科系不限定科系不限定科系，，，，只要提供獎學金的學校有提供的課程就可以只要提供獎學金的學校有提供的課程就可以只要提供獎學金的學校有提供的課程就可以只要提供獎學金的學校有提供的課程就可以。。。。

4. 我可不可以等提供獎學金的學校及科系確定後再提出申請?

答：不行，因為會來不及。因為整個過程分成兩個部分：

1. 第一關：先經過 ALLEX 初審通過→英文面試

2. 第二關：英文面試通過者→由 ALLEX 分發學校→由學生向分發的學校提出入學申請件。

這些都必須在學校的申請截止日前完成，而有些學校的截止日在 3月 1 日，所以如果等

學校及科系確定後再向 ALLEX 提出申請，會來不及。

5. ALLEX 的錄取及分發的標準為何?

答：ALLEX 的錄取及分發的標準分為三階段：

（1）初審：申請者的學歷、申請的科系、在校成績、托福/雅思、GRE/GMAT 分數。

（2）面試：最重要的部份，注重英文口語溝通能力、 經歷、人格特質、潛力、漢語拼音、臨場

反應…等，由面試官決定。

（3）分發：以提供獎學金的學校的需求為主，來篩選適合條件的人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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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如果我申請 ALLEX 了，最後提供獎學金的科系沒有我想唸的科系，ALLEX 會不會

   退還我的申請費？如果我遞出申請件後，決定不申請了，可不可以退還申請費?

答：無論任何原因，申請費是不退還的。

ALLEX 方案跟一般學生自費申請學校的程序不同，ALLEX 無法保證提供獎學金的科系

一定能符合每個申請者的需求。

7.  ALLEX 獎學金的名額有幾個？ 錄取率為多少？

答：預計會有 20-25 個名額。往年平均的錄取率約為 20~25%。

8. 申請 ALLEX 需要附上成績單及畢業證書嗎?

答：不需要，但通過初審者，面試時需出示英文版的學校成績單及畢業證書的正本，應屆畢

業生只需要英文版的學校成績單正本。

9. 我同時對 TAP 及 FP 都有興趣參加，是否可以同時申請?

答：是的，請一定要提出。請在申請表上註明優先順序，面試時也要主動告知面試官。 這樣

在決定錄取者及分發學校時有較多的選擇，也有較大的可能性被錄取。

10. 如果我被錄取了，完成 1 年/2 年的教學工作後，可不可以留在美國繼續教中文？

答：可以，但是不能留在原本提供獎學金的學校，因為名額要空出來給下一位錄取者。根據

之前的錄取者反應，目前在美國想學中文的人很多而且在增加中，在社區或附近的學校

都有需要華語教學師資，只要教得好、有原來學校的推薦，工作機會很多。

11. ALLEX 面試的內容為何?

答: ALLEX 面試由美國 ALLEX 總部主考官主試，全程以英語一對一問答，時間約 20-30 分

鐘。內容約為：

    (1) Academic university career 您對學業/未來事業的規劃。

    (2) Desired study in America 你想要攻讀的學位/科系。

    (3) How the TAP/FP experience fits into your career goals 

         TAP/FP 的經驗對你的未來有何幫助?

    (4) Role play questions regarding teaching at an American university

         在美國大學教中文時可能會面臨的問題。

    (5) 面試時會考漢語拼音，可參考下列網站

          Pinyin Chart: http://www.pinyin.info/rules/initials_finals.html 

          Pinyin Initial Practice (with audio): http://pinyinpractice.com/initials.htm

          Pinyin Final Practice(with audio): http://pinyinpractice.com/finals.htm 

         Pinyin Quiz (with audio): http://pinyinpractice.com/selfquiz.htm 

    (6)如果你有其他問題，可在面試結束前向主考官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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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我目前還沒有托福 iBT 及 GRE 成績，可以先遞出申請件，再補成績嗎?

答: 要在 12 月 20 日之前先遞出申請件，再後補成績。考試日期最好在 2016 年 12 月 31 日之前

應考。

     托福 iBT 報名網站 : http://www.toefl.com.tw/test_toefl_ibt_new.jsp

                    GRE 報名網站 :    http://www.lttc.ntu.edu.tw/GRE.htm

13.申請 MBA 商科碩士，是交 GRE 成績還是 GMAT 成績?

答: 關於 GRE/GMAT 的部份，會建議申請碩士者準備 GRE，因為現在大部份的商學科系除了

GMAT，也接受 GRE。如果只申請 MBA, 可以考 GMAT 或 GRE. 除了 MBA 之外, 其他跟商學類

相關的科系，例如 : 行銷、行銷傳播、整合行銷、經濟...這些科系大部份是接受 GRE 的，也就

是說 GRE 的適用範圍較廣，以 GRE 的成績做申請的話，會讓申請者的錄取率更高。

14.最晚什麼時候要補成績?

答：面試在台北舉行，面試過後，主考官會將申請者分類成以下 3 類:

1. 通過：開始進行配對及分發學校

1. 候補：可能錄取，但等待成績，要等到成績出來，才能決定是否通過

2. 不通過

如果你是在第 2 類，那麼越快提出托福及 GRE/GMAT 的成績，且成績越高者，越有可能盡

快轉成第 1 類，確定被錄取。越慢提出成績者，要看到時候其他競爭者的情形了，有可能名

額會越來越少。

15. 2017 年度的面試日期 2017/1/12-1/15 我人不在台灣，可以申請嗎?

答： 如果您為台灣人士台灣人士台灣人士台灣人士且面試時間不會在台灣，可以幫您安排 Skype 面試。

如果您無法在台灣遞交申請件，您可以將申請表印下、黏貼大頭照及填寫完畢/或打字後, 掃

描成 Pdf 電子檔(文件務必清晰) , 申請費可請在台灣的家人幫您匯款，再掃描匯款收據成電子

檔連申請件及英文自傳 Eassy 一起 e-mail 至 ohstudykhh@ohstudy.net

如果您為大陸人士大陸人士大陸人士大陸人士：

       (1)面試時間不會在台灣：請與 ALLEX 總部的 David 連繫，他會告知申請相關事宜

           David Patt <david@allex.org>

       (2) 面試時間會在台灣：請在台灣遞交申請件，並在台灣面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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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參加參加參加ALLEXALLEXALLEXALLEX之經驗分享之經驗分享之經驗分享之經驗分享】】】】

此撰文者-蕭鈞憶為 2011 年錄取者

網址：http://epaper.edu.tw/windows.aspx?windows_sn=10207

                   

駐美國代表處教育組

赴美擔任華語教師兼攻讀學位的管道之一：ALLEX(實例分享) 

514 期 2012-05-31

隨著世界華語市場的蓬勃成長，出國擔任華語教師的管道也隨之增多。蕭鈞憶老師，便是透

過 ALLEX 基金會的獎學金計畫，於 2011 年赴美國華府的哥倫比亞特區大學（University of 

District of Columbia, UDC）擔任中文教師，並同時攻讀碩士學位。

這個獎學金計畫主要在讓有志者可以有機會獲得赴美國任教華語的職務，並同時在大學中修

讀碩士學位。根據蕭鈞憶老師申請本項計畫之經驗，因為係將〝經濟因素〞列為優先考慮條件

所以蕭老師在職涯規劃上，決定是否出國留學的重要因素是國外大學獎學金的提供與否。蕭

老師回想：「...因此，我給自己設立一個要求：沒有全額獎學金，就要死了這條心...」。之後，

蕭老師持續蒐集各種可能訊息，並在網路上搜尋到 ALLEX 的「全額獎學金留學美國」計畫。

這個 ALLEX「全額獎學金留學美國」計畫是介於美國學校及臺灣申請者之間的橋樑，讓錄取

者以華、日語教學換取獎學金。每個人得到的獎學金和補助型式不盡相同，有的人同時教華語

及修讀第二個學士學位；有的人同時教華語及攻讀碩士學位；有的人則僅專職華語老師(詳

見:http://www.allex.org.tw/programs/faq/第三點)。

蕭老師指出：「到美國要教華語，該有華語教學經驗吧？答案是否定的，我只有美語教學經

驗，有的錄取者甚至任何語言的教學經驗都沒有；然而，ALLEX 規定錄取者皆必須完成暑

期的密集華語師資課程，以確保錄取者到了分發的學校能夠勝任華語老師一職。錄取後的分

發，最大的缺點，抑或說是優點或驚喜，即為得獎者不能選擇去的城市，也不能百分百選擇

要念的學科，僅能在申請文件上及面試的時候告訴ALLEX 自己偏好的領域；ALLEX 則竭盡

所能的為錄取者提供最合適的學校及學科領域」。

蕭老師也指出：「ALLEX 的規劃雖然完善，但其中最引人注意的是得到攻讀碩士學位的獎學

金的同時，需要繳納一筆約一萬七千美金的費用（八千五百的行政費用及八千五百的暑期訓

練課程費用），似乎和電視上報導的詐騙集團有些雷同。所幸，事實證明，這不是詐騙集團，

而我迄今也已經在美國華盛頓特區待了將近一年」。

根據蕭老師的經驗，她到華盛頓特區前一年，ALLEX 的申請就已經開始了：十月中申請截

止，十二月面試，十二月底開始陸續通知分發結果(詳細流程:

http://www.allex.org.tw/application-details/)。蕭老師回想：「提出書面申請，得到面試機會後，

我其實有些緊張。但是，親切的面試官，讓我輕鬆自在地做自己，展現自己最好、最真實的一

面。面試後、除夕夜前，我得到了分發通知」。「...打開那封分發通知的電子郵件是充滿期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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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默默祈禱能夠到聽說風光明媚的波士頓去，然而映入眼簾的是華盛頓特區。對美國很

不了解的我心想，這裡有甚麼呀？再看到華盛頓特區大學，是黑人為主的學校，心中問號再

添一起。再看到分發的科系是幼教，更是不解，因為我想要轉換跑道，以教成人為主。當下心

中有許多疑問，但是畢竟只有這個機會能夠解決我一直以來困擾的經費問題。計畫出國這麼

多年，全額獎學金和生活費就擺在我面前，我已經沒有什麼好考慮」。

蕭老師強調，由於每個人的獎學金補助型式，工作內容，教學時數皆不盡相同，在接受獎學

金時，一定要好好考慮，仔細閱讀與ALLEX簽訂的合約內容，否則後悔時不僅僅只是自己

金錢上的損失、雙方精力的浪費，更是隻身在美國痛苦的來源。「最後，經過跟ALLEX人員電

話及信件往返幾次，聽他耐心仔細地解釋為我配對這間學校的理由，加上先前面試對整個團

隊留下的好印象，我便正式回信答應了」。

接受之後，所有錄取的華語老師一起參加了在臺北的行前說明會，詳細了解之後一切流程，

聽聽前一年錄取的華語老師的經驗分享。最重要的，是要熟悉認識其他錄取者，因為這些錄

取者，就要一起參加為期兩個月的密集訓練課程。

蕭老師所參加的這一期暑期密集華語師資課程是在波特蘭州立大學（Portland State 

University）。由於ALLEX面試官甄選出一群同質性高，相處和樂。上課時間是週一到週五，

從早上九點到下午三點。課程豐富，除了和日語老師一起的教學理論課，還有觀察經驗豐富

的老師實際上華語課，按照排定的時間上台試教等，一切都為了日後即將展開的華語老師生

涯做最完善的準備。受訓期間住在波特蘭州立大學裡的宿舍，課程告一個段落時，受訓者大

都已經成為能夠獨當一面的華語老師，並開始各自規劃飛往分發學校的航程。

蕭老師認為：「身為一個全職研究生兼任華語老師的生活並不容易」。蕭老師的第一個學期中

文課因為學生人數不足而未開成班。但蕭老師感謝老天爺這樣的安排，在學校主任的指導下

蕭老師有機會多多觀察學校中其他語言課程教學情形並宣傳中文語言課程，蕭老師因此有更

多的時間可以熟悉美國華語教學的生態，校內的教學環境。第二個學期順利開設中文課，蕭

老師就在這些經驗與學習的準備下，正式展開華語交學生生涯。

根據瞭解，ALLEX的 Thomas Mason是因為曾於 2008年接受教育部的華語文獎學金到臺灣學

習華語，提供他學習華語及認識臺灣的機會，之後才會投身於推廣華語教學的工作。截至目

前為止，ALLEX已經提供了臺灣學生近六十名獎學金的機會。

撰稿人：駐美代表處文化組蕭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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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湘涵  2008 年錄取者

ALLEX program 對於一個經過申請學校不順利的我來說，是一個助力。因為美國經濟不佳，

申請碩士班要得到獎學金真的是難上加難，第一眼被吸引的當然是獎助學金這個部分。心裡

面第一個感覺就是在計算投資報酬率;這兩年下來的經歷，ALLEX 絕對是值得的投資。 

Wesleyan College 是在內地很有名的學校，因為宋家三姊妹皆在此就讀過，學校雖小，五臟俱

全且環境非常優美。我所任教的外語學院給我非常大的教課自由，不過也因為太多自由有時

候自律的功夫要特別的加強。很幸運我們學校有 ALLEX 日文老師，我就把自己放在一個初學

語文的學生身份下，從旁觀者的角度去體驗我所學習的 Performance-based instruction. 對於選

課部分，第一年學校經費充裕的時候，我們可以選任何我們想要旁聽的課，每個老師的態度

也都非常好。我拿的是中學科學與數學教育碩士學分，有很多機會可以把觸角伸到學校裏面，

對於熱愛教學的我更添加了很多新的教學想法。學校中國學生很多，因此修中文課的學生更

有學習的動力，因為可以隨時和同學練習、溝通。 在這裡除了學校的活動，我也參與課外活

動，在教會當志工，遇到了現在的未婚夫....等等。這些都是我之前沒有想過的寶貴經歷。感謝

ALLEX 給我們這個機會在不同文化中學習，同時也讓我完成自己以前沒有自信可以完成的

碩士學位，希望大家都可以大膽的向前跨一步。You can do it!

P.S: 湘涵在 Wesleyan College 完成碩士學位之後, 繼續留在美國攻讀博士學位。目前在喬治亞大

學 University of Georgia 攻讀 Ph.D in Mathematics and Science Education.  (2011.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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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片為 ALLEX 老師在”華語師資班”試教的情況

ALLEX 華語師資班華語師資班華語師資班華語師資班

課程特色課程特色課程特色課程特色

專門為現任的華語老師或想進入此行業的人士所設計的密集訓練課程。此課程提供給將來想

在北美大學教華語課程的基礎，也適用於現任教師，強化教學方法及充實教學內容。

課程注重於如何將理論應用在有效的教學法，主要是以如何教導美國學生學習華語為主。

課程內容課程內容課程內容課程內容

1.   課堂教學：華語教學法基本原則、 課堂教學技巧、 課程內容及進度設計、 中文語言學分析

      、語言測試。

2.   觀摩教學：觀摩正式教學的華語課及分析其教法。

3.   試教：實際試教華語課，實況錄影而後由教授講評。

課堂教學: 內容包含語言學、語言學習的實務應用、 了解語言及文化、 針對西方學生的中文分

析、 聽說讀寫的教學技巧、 運用多媒體設備輔助教學、 設計練習題及作業、  發音糾正、  建立

評分及測驗系統。

課程目標課程目標課程目標課程目標

1. 透過有意義的設計的教學活動，及學生的反應，逐漸了解華語教學的程序及發展。

2. 透過實際的大量的試教練習，讓參與者從中得到豐富及實用的效果。

3. 讓完成訓練課程的老師，能夠勝任在美國大學教授基礎的華語課程。

課程內容融合理論及實務，有課堂教學及實際試教。從基礎的概論課程開始，依照學生的程

度及進度，循序漸進的加深加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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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定上課地點預定上課地點預定上課地點預定上課地點：聖路易華盛頓大學 Washington University in St. Louis  (密蘇里州)

課程日期課程日期課程日期課程日期：約 7-8 週，2017 年 6 月中~8 月中

學費學費學費學費：約美金$9300

完成課程者可拿到由聖路易華盛頓大學的正式學分。

食宿食宿食宿食宿：約美金$1,500~2,000

預定安排在聖路易華盛頓大學提供的宿舍。

參加者參加者參加者參加者:::: 包含 ALLEX 錄取的華語老師、華語實習老師、有意進入此行業者、主修華語教學的美

國學生。

師資師資師資師資:    來自全美國大學在華語教學領域最著名及權威的教授群。包括 Dr. Patricia Wetzel、Dr. 

Cornelius Kubler、 Dr. Mari Noda、 Dr. Masayuki Itomitsu、 Dr. Yong fang Zhang、 Dr. Sanae 

Eda、Dr. Haohsiang Liao、Dr. Ginger Marcus、Dr. Misumi Sadler 及其他專業師資。 

中文網站: http://www.allextaiwan.org/teacher-training/overview/

英文網站: http://www.allex.org/teacher-training/overview/

  2012 年 ALLEX 華語師資班                                                2012 ALLEX 老師教學實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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