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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会 议 须 知

1. 与会嘉宾到达林广场学术交流中心后，请先至会议报到处报到，然后携带有效身

份证件到总服务台办理入住手续。

2. 10 月 23 号以后拟继续入住的嘉宾，请提前跟酒店前台联系落实。

3. 会议期间就餐

用餐地点：林广场学术交流中心（简称：交流中心）二楼

（注：林广场先生现为华侨大学副董事长，法律系校友）

用餐时间：早餐：07:00—08:30

午餐：12:00—13:00

晚餐：18:00—20:00

4. 为保护会场内设备，请勿将热饮茶水及食物带入会场。

5. 请与会嘉宾按时参会，进入会场请关闭手机或将手机调至振动状态。

6. 会务联系人

蔡晓宇：18850173961

赵雅青：15606096358

刘丙丽：18559691712

二 、 温 馨 提 示

厦门天气：2018 年 10 月 20 日至 22 日，最低气温 18 度，最高气温 26 度，风力

3-4 级，多云，请您注意适时加减衣物。（信息来源：墨迹天气）



三 、 日 程 安 排

时间 具体内容 地点

10 月 20 日（星期六） 嘉宾报到 交流中心

10 月 21 日

（星期日）

上午

08:30-09:00

开幕式

（主持人：胡培安）

1. 华侨大学徐西鹏校长致欢迎辞

2. 台湾世界华语文教育学会董鹏程

理事长致辞

3. 新加坡国立大学周清海教授致辞

4. 徐西鹏校长为陆俭明、崔希亮颁发

兼职教授聘书

5. 集体合影

王源兴国

际会议中

心 G104

09:00-10:30

大会报告

（每位报告人 30 分钟）

（主持人：李英哲）

陆俭明（北京大学）

《需要树立并确认“大华语”概念 》

曾志朗（台湾联合大学系统）

《脑科学驱动的世界华文教育》

柯华葳（台湾中央大学）

《一个供大家交流、分享的平台》

10:30-10:40 茶歇



10 月 21 日

（星期日）

10:40-12:10

新时代

世界华文教育发展

嘉宾座谈

（每位嘉宾 10 分钟）

（主持人：吴勇毅）

发言顺序：

李英哲（美国夏威夷大学）

黄端铭（菲律宾华教中心）

陈汉展（泰国北部华文民校联谊会）

任 弘（华侨大学）

李祖清（缅甸曼德勒福庆学校）

李俊仁（台湾师范大学）

陈友明（印度尼西亚三语学校协会）

邵 宜（暨南大学）

陈之权（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

午餐：交流中心二楼 203

下午

14:00-15:00

大会报告

（每位报告人 30 分钟）

（主持人：刘美君）

崔希亮（北京语言大学）

《汉语国际教育与华文教育》

王源兴国

际会议中

心 G104赖明德（台湾中原大学）

《汉字真善美》



10 月 21 日

（星期日）

王源兴国

际会议中

心 G104

15:00-16:20

新时代世界华文教育发展

嘉宾座谈

（每位嘉宾 10 分钟）

（主持人：陈之权）

罗宗正（泰国华文教师公会）

胡培安（华侨大学）

蔡树坚（荷兰中文教育协会）

蔡昌杰（印尼雅加达华文教育协调机构）

吴勇毅（华东师范大学）

林国安（马来西亚新纪元大学）

刘 莹（台湾世界华语文教育学会）

樊淑美（美国北加州硅谷中文学校）

16:20-16:30 休息

16:30-18:10

新时代世界华文教育发展

嘉宾座谈

（每位嘉宾 10 分钟）

（主持人：黄端铭）

胡晓清（鲁东大学）

陈亮光（泰国中华国际学校）

刘美君（香港城市大学）

张建成（陕西师范大学）

王升忠（新加坡华文教师总会）

张 群（台湾世界华语文教育学会）

寇惠风（美国北加州中文学校联合会）

李如蕙（台湾中央研究院脑磁波仪实验室）

孟柱亿（韩国外国语大学）

18:30-20:00 欢迎晚宴
交流中心

二楼 203



10 月 22 日

（星期一）

08:30-10:00

大会报告

（每位报告人 30 分钟）

（主持人：邵宜）

李天任（台湾华梵大学）

《中华文化为基础的华语教材刍议》

王源兴国

际会议中

心 G104

何宝璋（美国中文教师学会）

《新时代的美国华语教学 : 大学先修

课程》

李劲松（唐风汉语公司）

《汉语国际教育的信息化探索与实践

——以唐风汉语为例》

10:00-10:10 休息

10:10-11:30

（主持人：董鹏程）
“世界华语文教学联合会”筹备事宜

11:30-12:00

闭幕式

（主持人：纪秀生）

华侨大学贾益民教授致闭幕辞

午餐：交流中心二楼 203



四 、 嘉 宾 名 单

蔡昌杰（印尼雅加达华文教育协调机构执行主席）

蔡树坚（荷兰中文教育协会常务理事）

陈汉展（泰国北部华文民校联谊会主席）

陈亮光（泰国中华国际学校教师）

陈友明（印度尼西亚三语学校协会会长）

陈之权（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首席顾问、首席讲师）

崔希亮（北京语言大学教授）

董鹏程（台湾世界华语文教育学会理事长）

樊淑美（美国北加州硅谷中文学校教师）

何宝璋（美国中文教师学会会长）

胡建刚（华侨大学华文教育研究院/华文学院副院长）

胡培安（华侨大学华文学院院长）

胡晓清（鲁东大学文学院院长）

黄端铭（菲律宾华教中心主席）

纪秀生（华侨大学华文学院党委书记）

贾益民（华侨大学教授）

柯华葳（台湾中央大学教授）

寇惠风（美国北加州中文学校联合会顾问）

赖明德（台湾中原大学教授）

李劲松（唐风汉语公司总裁）

李俊仁（台湾师范大学副教授）



李如蕙（台湾中央研究院脑磁波仪实验室博士）

李天任（台湾华梵大学校长）

李英哲（美国夏威夷大学荣休教授）

李祖清（缅甸曼德勒福庆学校校长）

林国安（马来西亚新纪元大学学院研究员）

刘 莹（台湾世界华语文教育学会副理事长）

刘美君（香港城市大学翻译及语言学系系主任）

陆俭明（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罗宗正（泰国华文教师公会主席）

孟柱亿（亚太地区汉语教学学会会长、韩国外国语大学教授）

任 弘（华侨大学华文教育研究院教授）

邵 宜（暨南大学华文学院院长）

沈 玲（华侨大学华文学院副院长）

王升忠（新加坡华文教师总会执行秘书）

吴勇毅（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徐西鹏（华侨大学校长）

曾志朗（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台湾联合大学系统校长）

张 群（台湾世界华语文教育学会秘书长）

张建成（陕西师范大学教授）

周清海（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



感谢您的智慧分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