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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届亚太地区国际汉语教学学会年会（新加坡） 

 

主办：           联合承办： 

亚太地区国际汉语教学学会  

Asia-Pacific Consortium of Teaching Chinese as an 

International Language 

アジア太平洋地域国際中国語教育学会  

아태지역국제중국어교육학회(亞太地域國際中國語敎育學會)  

Hiệp hội giảng dạy Hán ngữ quốc tế khu vực Châu Á - Thái Bình Dương 

  

 

会议议程 

 
  8 月 3 日（星期六） 

 

报到日 

 

时间 内容 地点 参加人员 

全天 与会学者入住酒店 
大会协理酒店 

或自订酒店 
与会学者 

 

注：与会学者请于 8 月 4 日自行到大会会场注册处报到。注册处开放时间为早上 8 时

至 8 时 45 分。 

 

会议地点：  南洋理工大学孔子学院 

南洋理工大学纬壹校园 

   Executive Centre, NTU@one-north Campus 

   11 Slim Barracks Rise, Singapore 138664 

主会场： 302 礼堂（三楼） 

Auditorium 302 (Level 3) 

分会场： 南洋理工大学孔子学院之： 

801 室、802 室、803 室、804 室（八楼）及 703 室（七楼） 

   Seminar Room 801, 802, 803 & 804 (Level 8), Room 703 (Level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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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月 4 日（星期日） 

 

大会开幕式 · 主旨演讲  

 

时间 内容 地点 参加人员 

09:00 – 09:45 

大会开幕式 

1. 亚太地区国际汉语教学学会

轮值主席吴英成教授致辞 

2. 南洋理工大学国立教育学院

亚洲语言文化学部主任 

Hadijah Bte Rahmat 教授致辞 

3. 南洋理工大学孔子学院院长

梁秉赋博士致辞 

南洋理工大学 

纬壹校园 

302 礼堂，三楼 

 

Executive Centre, 

NTU@one-north 

Campus，

Auditorium 302, 

Level 3 

 

与会学者 

09:45 – 10:25 

主旨演讲一  

题目：Teaching Second Language 

Oracy: ESL Perspectives 

第二语言口语教学：英语作为第

二语言视角 

主讲人：Professor Christine Goh 

(Director, National Institute of 

Education, NTU) 

吴娟明教授（南洋理工大学国立

教育学院院长） 

10:25 – 10:40 拍团体照 

10:40 – 11:10 自助茶点 

 

11:10 – 11:50 

主旨演讲二 

题目：教学状态下的汉语第二语

言习得研究 

主讲人：袁芳远教授（美国中文

教师学会会长） 

 

11:50 – 12:30 

主旨演讲三 

题目：汉语国际教育环境中的汉

语教学理念和模式探讨 

主讲人：张新生教授（欧洲汉语

教学协会副会长） 

 

 



Page 3 of 21 
 

自助午餐 

 

时间 内容 地点 参加人员 

12:30 – 14:00 自助午餐 

 

南洋理工大学 

纬壹校园三楼 

 

与会学者 

 

分组报告（第一场） 

 

时间 内容 地点 参加人员 

14:00 – 15:30 第一组 

主持人：陈亚凤（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 

 

1. 论文题目：Chinese Language 

Trainings for British Diplomats 

in Hong Kong 

报告人：李兆麟（香港中文

大学） 

2. 论文题目：The Long-Term 

Effects of Chinese Language 

Training Programs for 

Government Officers: Case 

Studies from America, Britain, 

Germany, Japan, Sri Lanka and 

the United Nations 

报告人：李育修（联合国亚

太经社会（联合国亚洲总

部）） 

3. 论文题目：跨文化交际视阈

下的汉语二语教学 

报告人：赵丽君（大连理工

大学国际教育学院） 

4. 论文题目：马来西亚华小准

教师对华文课程的态度调查

研究 ——以森州汝来技术师

范学院为案例 

 

 

 

 

南洋理工大学孔

子学院， 

八楼，801 课室 

 

 

Confucius Institute, 

NTU 

 Level 8, Rm 801 

与会学者 

（自由选

择组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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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人：叶婷婷（马来亚大

学语言暨语言学学院），凌

婉华（森洲汝来技术师范学

院） 

14:00 – 15:30 第二组 

主持人：徐峰（南洋理工大学国

立教育学院） 

 

1. 论文题目：英国学生中文外

语初学者汉字笔顺学习的实

验研究 

报告人：吴喆（香港教育大

学） 

2. 论文题目：浅论独体字在留

学生汉字学习和词汇积累中

的重要性 

报告人：吴宝安（湖北大学

文学院） 

3. 论文题目：汉日条件从句中

情态的主观性研究 

报告人：徐淑丹（广州大

学） 

4. 论文题目：汉语非典型宾语

的二语教学研究 

报告人：陈蓓（华中师范大

学） 

5. 论文题目：谈 IB 中文听力考

试——兼与 IGCSE、HSC 及 AP

中文听力考试作比较 

报告人：翁凉平（南洋理工

大学国立教育学院） 

 

 

 

南洋理工大学孔

子学院， 

八楼，802 课室 

 

Confucius Institute, 

NTU 

 Level 8, Rm 802 

与会学者 

（自由选

择组别） 

14:00 – 15:30 

第三组 

主持人：孫劍秋（国立台北教育

大学语文与创作学系） 

 

 

 

 

南洋理工大学孔

子学院， 

八楼，803 课室 

与会学者 

（自由选

择组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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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论文题目：“周播式互动型阅

读材料”在来华留学生公共汉

语初级班中的应用 

报告人：姚伟嘉（同济大

学） 

2. 论文题目：国际学生《商业

汉语》立体化双语教材的构

建与思考 

报告人：孙佳（大连理工大

学国际教育学院） 

3. 论文题目：针对土耳其母语

者之中级商务华语教材研发 

报告人：彭羚榛（国立台湾

师范大学华语文教学研究

所） 

4. 论文题目：在线国际汉语翻

转式走班制课程与教材编写

报告人：曹军华（南洋理工

大学国立教育学院） 

5. 论文题目：汉字和拼音读写

能力描述：从欧盟汉语能力

标准看国际学校汉语教材 

报告人：Hugo Wing-Yu Tam

（南洋理工大学） 

 

 

Confucius Institute, 

NTU 

 Level 8, Rm 803 

14:00 – 15:30 第四组 

主持人：钟国荣（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 

 

1. 论文题目：新加坡与中国国

际学校华文教学对比研究 

报告人：李沛刚（南洋理工

大学国立教育学院） 

2. 论文题目：对外汉语教师在

新马泰的探索和躬行 

报告人：邱轶（泰国国立发

展大学） 

 

 

 

南洋理工大学孔

子学院， 

八楼，804 课室 

 

 

Confucius Institute, 

NTU 

 Level 8, Rm 804 

与会学者 

（自由选

择组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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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论文题目：孔子学院和英国

文化教育协会运营模式的对

比分析 

报告人：严心怡（南洋理工

大学国立教育学院） 

4. 论文题目：中外合作大学视

角下的中文教学项目探索 

—— 以上海纽约大学与宁波

诺丁汉大学为例 

报告人：严筱雯（宁波诺丁

汉大学），水笑波（上海纽

约大学）  

14:00 – 15:30 第五组 

主持人：聂中华（北方工业大

学） 

 

1. 论文题目：初级精读课语言

和文化教学实践——以《发

展汉语·初级综合Ⅱ》为例 

报告人：孙晓璐（大连理工

大学国际教育学院） 

2. 论文题目：新加坡华文补习

中心之昨天、今天和明天 

报告人：张红（南洋理工大

学国立教育学院） 

3. 论文题目：汉语学习初级阶

段儿童的学习材料与教学法 

报告人：方智娴、许妙（华

苑文林 

Chinese Wonderland Learning 

Centre Pte. Ltd.） 

4. 论文题目：台湾电影在华语

教学上的应用 

报告人：許雅貴（南台科技

大学华语中心） 

 

 

 

 

南洋理工大学孔

子学院， 

七楼，703 课室 

 

 

Confucius Institute, 

NTU 

 Level 7, Rm 703 

与会学者 

（自由选

择组别） 

 



Page 7 of 21 
 

注：每个题目报告 15分钟，最后由主持人主持统一问答时段 15分钟。 

 

自助茶点 

 

时间 内容 地点 参加人员 

15:30 – 16:00 自助茶点 

南洋理工大学 

孔子学院 

（八楼天桥） 

与会学者 

 

 

分组报告（第二场） 

 

时间 内容 地点 参加人员 

16:00 – 17:30 第一组 

主持人：罗庆铭（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 

 

1. 论文题目：认知视角下的留

学生辞格教学系统探究 

报告人：李颖（华南农业大

学） 

2. 论文题目：汉越无标记比喻

性成语结构对比分析 

报告人：阮光兴（河内国家

大学所属外国语大学） 

3. 论文题目：基于定量分析的

汉语核心语素分级研究 

报告人：刘鑫民（立教大学/

复旦大学） 

4. 论文题目：汉语词汇研究及

其教学应用 

报告人：李贞爱（樱美林大

学） 

 

 

南洋理工大学孔

子学院， 

八楼，801 课室 

 

 

Confucius Institute, 

NTU 

 Level 8, Rm 801 

与会学者 

（自由选

择组别） 

16:00 – 17:30 第二组 

主持人：叶婷婷（马来亚大学语

言暨语言学学院） 

 

 

与会学者 

（自由选

择组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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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论文题目：怎样解释“只”与

“只是”的区别？ 

报告人：吴凌非（滋贺县立

大学） 

2. 论文题目：留学生汉语言本

科专业现代汉语语法课教学

探讨 

报告人：宋鹏（大连理工大

学国际教育学院） 

3. 论文题目：初级阶段轻声词

的教授范围和方法研究 

报告人：廖继莉（华中师范

大学文学院） 

4. 论文题目：日语母语学习者

“的”的偏误分析及教学对策 

报告人：藤原优美（广岛市

立大学） 

5. 论文题目：韩国学生“但”、

“而”、“却”使用的偏误分析及

教学建议 

报告人：雷婷（延世大学孔

子学院） 

南洋理工大学孔

子学院， 

八楼，802 课室 

 

 

Confucius Institute, 

NTU 

 Level 8, Rm 802 

16:00 – 17:30 第三组 

主持人：姚伟嘉（同济大学） 

 

1. 论文题目：浅析新科技在对

外汉语写作课教学中的应用 

报告人：宋颖（上海纽约大

学） 

2. 论文题目：新视角、新模

式：新加坡高中华文 B 口语

与写作的整合教学 

报告人：王桂云（Anderson 

Serangoon Junior College），

张曦姗（新加坡华文教研中

心） 

 

 

南洋理工大学孔

子学院， 

八楼，803 课室 

 

 

Confucius Institute, 

NTU 

 Level 8, Rm 803 

与会学者 

（自由选

择组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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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论文题目：泰国大学生初级

阶段汉语写作偏误分析——

以泰国陶公公主大学为例 

报告人：徐瑞萍（陶公公主

大学） 

4. 论文题目：国际留学生汉语

中级写作课的教学探索与实

践 

报告人：杜芳（大连理工大

学） 

5. 论文题目：读前、读中、读

后的阅读理解教学设计与实

践——以高中 H2 华文与文学

为例 

报告人：张曦姗（新加坡华

文教研中心），林淑君（裕

廊先驱初级学院） 

16:00 – 17:30 第四组 

主持人：刘春兰（南开大学汉语

言文化学院） 

 

1. 论文题目：中韩语言对比与

翻译探究 

报告人：崔華（延世大学） 

2. 论文题目：日语的「ウナギ

文(the sentence“I am eel”)」的

汉语翻译教学 

报告人：袁晓今（爱知县立

大学） 

3. 论文题目：越南汉语学生越

汉翻译偏误分析 

报告人：阮文清（Ha Tinh 

University of Vietnam） 

4. 论文题目：尝试越南新诗汉

译之教学引发学习者汉语翻

译课之学习动力 

 

 

 

南洋理工大学孔

子学院， 

八楼，804 课室 

 

 

Confucius Institute, 

NTU 

 Level 8, Rm 804 

与会学者 

（自由选

择组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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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人：黎氏玄莊（越南河

内国家大学下属外语大学教

学测验与评量中心） 

5. 论文题目：在线平台带动国

际汉语教学的新发展 

报告人：黄燕红（南洋理工

大学国立教育学院） 

16:00 – 17:30 第五组 

主持人：鹿钦佞（上海外国语大

学） 

 

1. 论文题目：从大食堂到私家

菜——论新加坡华文补习学

校的挑战和机遇 

报告人：耿雪（南洋理工大

学国立教育学院） 

2. 论文题目：汉语国际教育案

例分析课程建设与实践 

报告人：邓杉杉（湖北大

学） 

3. 论文题目：现代汉语进出口

贸易术语及其汉-越翻译研究 

报告人：陈灵香江（越南河

内国家大学下属外国语大

学） 

4. 论文题目：我们怎么教汉语

课 

报告人：阮氏翠和（越南国

民经济大学外语系） 

5. 论文题目：对外汉语教材翻

译的调查与反思 

报告人：陆方喆（华中师范

大学） 

 

 

南洋理工大学孔

子学院， 

七楼，703 课室 

 

 

Confucius Institute, 

NTU 

 Level 7, Rm 703 

与会学者 

（自由选

择组别） 

 

注：每个题目报告 15分钟，最后由主持人主持统一问答时段 15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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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晚宴 

 

时间 内容 地点 参加人员 

18:00 – 18:30 入场 云南园餐馆 

Yunnan Garden Restaurant 

1 Fusionopolis Place, #02-02, 

Galaxis, Singapore 138522 

海外与会学者 

及受邀嘉宾 18:30 – 20:30 欢迎晚宴 

 

注：出席欢迎晚宴的海外与会学者及受邀嘉宾，请于 5 时 45 分在八楼天桥（自助茶点

地点）集合，工作人员将带各位到宴会厅。 

 

 

  8 月 5 日（星期一） 

 

分组报告（第三场） 

 

时间 内容 地点 参加人员 

09:00 – 10:30 第一组 

主持人：阮文清（Ha Tinh 

University of Vietnam） 

 

1. 论文题目：性别文化视角下

的国际汉语教学研究 

报告人：龚琼芳（武汉理工

大学、南洋理工大学） 

2. 论文题目：论越南海防大学

学生汉语学习动机与教学对

策 

报告人：DO THI THANH（越

南海防大学外语系） 

3. 论文题目：探究国际汉语教

育在中外文化交流中的作用 

报告人：孙辛（南洋理工大

学国立教育学院） 

4. 论文题目：留学生汉语学习

动机变化机制研究——基于

 

 

南洋理工大学孔

子学院， 

八楼，801 课室 

 

 

Confucius Institute, 

NTU 

 Level 8, Rm 801 

与会学者 

（自由选

择组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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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向动机流理论框架的实证

分析 

报告人：彭翊羽、晏子凛

（南京大学） 

5. 论文题目：影响汉语课堂交

际意愿的教师因素研究 

报告人：王海峰（北京大

学） 

09:00 – 10:30 第二组 

主持人：小川典子（立命馆大

学） 

 

1. 论文题目：双师在线直播课

堂在双语教学中的应用 

报告人：周新颖（Hilingo 教

育科技有限公司（北京）） 

2. 论文题目：汉语言基础课任

务型课堂教学实践研究 

报告人：李怡宁（大连理工

大学） 

3. 论文题目：语言与身份：戏

剧教学法在国际汉语教学中

的应用 

报告人：李炜、郭智雯（华

中师范大学文学院） 

4. 论文题目：任务型商务汉语

教材中的任务活动探究-- 

以《新丝路初级商务汉语综

合教程 I、II》为例 

报告人：陈毓婷（国立台湾

师范大学华语文教学研究

所） 

5. 论文题目：模因理论启示下

对外汉语课堂教学新模式探

索研究 

报告人：韩月秋（哈尔滨工

程大学） 

 

 

南洋理工大学孔

子学院， 

八楼，802 课室 

 

 

Confucius Institute, 

NTU 

 Level 8, Rm 802 

与会学者 

（自由选

择组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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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00 – 10:30 第三组 

主持人：吴凌非（滋贺县立大

学） 

 

1. 论文题目：新加坡国际学校

双语教学项目的特点和问题 

报告人：徐洋（伊顿国际学

校） 

2. 论文题目：国际学校汉语教

师现状、挑战与机遇 

报告人：缪静静（南洋理工

大学国立教育学院） 

3. 论文题目：浅谈国际⽂凭小

学项目的汉语教学 

报告人：荣丽春（ISS 

International School） 

4. 论文题目：中级汉语综合课

与新 HSK 考试的融合 

报告人：高静（大连理工大

学国际教育学院） 

5. 论文题目：不同类型的汉语

在线考试与评分在 Moodle 系

统上的应用与媒体设计 

报告人：吴瑶（西交利物浦

大学语言中心） 

 

 

 

 

南洋理工大学孔

子学院， 

八楼，803 课室 

 

 

Confucius Institute, 

NTU 

 Level 8, Rm 803 

与会学者 

（自由选

择组别） 

09:00 – 10:30 第四组 

主持人：李育修（联合国亚太经

社会（联合国亚洲总部）） 

 

1. 论文题目：国内卫三畏研究

综述 

报告人：郭雪晴（北方工业

大学） 

2. 论文题目：摆脱形式主义：

汉语教学在双语教育中的困

境与变革 

 

 

 

南洋理工大学孔

子学院， 

八楼，804 课室 

 

 

Confucius Institute, 

NTU 

 Level 8, Rm 804 

与会学者 

（自由选

择组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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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人：鲁婷（南洋理工大

学国立教育学院） 

3. 论文题目：洋弟子学《论

语》 Ancient Text, Modern 

Values 

报告人：刘亮吟（The College 

of New Jersey 

新泽西州立大学） 

4. 论文题目：混合式学习模式

在来华留学生《中国文化》

课程中的应用 

报告人：刘姝（武汉大学） 

5. 论文题目：从中日外号文化

的差异看日本学生跨文化交

际能力的培养 

报告人：刘巍（关西外国语

大学） 

09:00 – 10:30 第五组 

主持人：余一骄（华中师范大学

文学院语言学系） 

 

1. 论文题目：越南学生现代汉

语致谢语使用研究及其教学

建议 

报告人：陈氏金鸾（越南河

内国家大学下属外国语大

学） 

2. 论文题目：试论汉日进行体

标记的过程性及期间性 

报告人：吴婷（关西外国语

大学） 

3. 论文题目：类型学视角下韩

语母语者汉语语篇指称习得

研究 

报告人：曾丽娟（湖南师范

大学） 

 

 

 

南洋理工大学孔

子学院， 

七楼，703 课室 

 

 

Confucius Institute, 

NTU 

 Level 7, Rm 703 

与会学者 

（自由选

择组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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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论文题目：汉语空间移位事

件中的逆序动趋式——主要

以“V 上”为例 

报告人：王棋（关西学院大

学） 

 

注：每个题目报告 15分钟，最后由主持人主持统一问答时段 15分钟。 

 

 

自助茶点 

 

时间 内容 地点 参加人员 

10:30 – 11:00 自助茶点 

南洋理工大学 

孔子学院 

（八楼天桥） 

与会学者 

 

 

分组报告（第四场） 

 

时间 内容 地点 参加人员 

11:00 – 12:30 第一组 

主持人：韩月秋（哈尔滨工程大

学） 

 

1. 论文题目：从经济学论文摘

要看学术汉语的语体特征 

报告人：周思佳（西交利物

浦大学） 

2. 论文题目：面向二语教学的

汉语粘着词研究 

报告人：马晓娟（湖北大

学） 

3. 论文题目：突显观视角下的

汉日意愿心理动词构式的特

征及其认知成因分析 

报告人：聂中华（北方工业

大学） 

 

 

 

南洋理工大学孔

子学院， 

八楼，801 课室 

 

 

Confucius Institute, 

NTU 

 Level 8, Rm 801 

与会学者 

（自由选

择组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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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论文题目：日本汉语学习者

在阅读中对陌生词的意识—

—以 10 名学习者的个案研究

为例 

报告人：小川典子（立命馆

大学） 

5. 论文题目：系统功能语言学

视角下的英汉词汇致使结构

对比 

报告人：赵宏伟（北京科技

大学） 

11:00 – 12:30 第二组 

主持人：杜芳（大连理工大学） 

 

1. 论文题目：在华留学生微信

会话的语言风格统计与分析 

报告人：余一骄（华中师范

大学文学院语言学系） 

2. 论文题目：鱼与筌：从黄春

明小说《鱼》的原文到葛浩

文的译文 

报告人：劉怡伶（圣母医护

管理专科学校通识教育中

心） 

3. 论文题目：庶民到文人方言

音字的选用与判读：以歌仔

册“汝个”与教典“你的”语句为

观察重心 

报告人：孫劍秋、杜仲奇

（国立台北教育大学语文与

创作学系） 

4. 论文题目：“文学文本”研读与

留学生“文化意识”的培养——

谈高级阶段留学生“文学课”教

学 

报告人：曹林红（大连理工

大学） 

 

 

 

南洋理工大学孔

子学院， 

八楼，802 课室 

 

 

Confucius Institute, 

NTU 

 Level 8, Rm 802 

与会学者 

（自由选

择组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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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论文题目：Using Reverse 

Engineering as a Tool in 

Teaching Classical Chinese 

报告人：连佳妮（上海纽约

大学） 

11:00 – 12:30 第三组 

主持人：李贞爱（樱美林大学） 

 

1. 论文题目：互联网背景下汉

语课堂的教学特点 

报告人：孔依丹（上海外国

语大学） 

2. 论文题目：跨文化／语言沟通

与交流：以日治时期台湾板桥林

熊光收藏中国书法的路径为例 

报告人：劉庭彰（清華大學臺

灣文學研究所） 

3. 论文题目：“线上+线下”的高

级汉语混合式教学探索与反

思 

报告人：熊莉（武汉大学） 

4. 论文题目：国内汉语国际教

育硕士“ICT 教学”课程的更新 

报告人：袁琳（南洋理工大

学国立教育学院） 

5. 论文题目：基于教学示范视

频与微课实践的汉语国际教

育概论翻转课堂实践 

报告人：刘春兰（南开大学

汉语言文化学院） 

 

 

 

南洋理工大学孔

子学院， 

八楼，803 课室 

 

 

Confucius Institute, 

NTU 

 Level 8, Rm 803 

与会学者 

（自由选

择组别） 

11:00 – 12:30 第四组 

主持人：刘鑫民（复旦大学） 

 

1. 论文题目：国际学校中文教

学的机遇与挑战 

报告人：李璐（南洋理工大

学） 

 

 

 

南洋理工大学孔

子学院， 

八楼，804 课室 

 

 

与会学者 

（自由选

择组别） 



Page 18 of 21 
 

2. 论文题目：中国流行文化在

越南高校汉语课堂中的应用 

报告人：武俊（河内开放大

学） 

3. 论文题目：论跨文化交际视

野下的现代文学教学与国际

汉语教学 

报告人：翟二猛（西南大

学） 

4. 论文题目：初探汉韩篇章表

达方式的差异及其教学启示

——以北大高级汉语水平韩

国学生为例 

报告人：金京爱（北京大学

对外汉语教育学院） 

5. 论文题目：汉语教学的本土

意识与国际眼光——论新形

势下的国际汉语语法教学观 

报告人：潘海峰（同济大学

国际文化交流学院） 

Confucius Institute, 

NTU 

 Level 8, Rm 804 

11:00 – 12:30 第五组 

主持人：王海峰（北京大学） 

 

1. 论文题目：优化汉语课堂教

学模式——“双拼型”教学框架 

报告人：郝玮（Chinese 

Bridge Language School） 

2. 论文题目：越南学生现代汉

语课程教学现状调查——以

河内国家大学所属外语大学

为例 

报告人：阮氏丽娟（河内国

家大学下属外语大学中国语

言文化系） 

3. 论文题目：提高对外汉语课

堂修正性反馈有效性的教学

策略研究 

 

 

 

南洋理工大学孔

子学院， 

七楼，703 课室 

 

 

Confucius Institute, 

NTU 

 Level 7, Rm 703 

与会学者 

（自由选

择组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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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人：陈艺媛（南京医科

大学） 

4. 论文题目：汉语公益广告语

言的修辞美研究 

报告人：黎氏秋庄（雄王大

学） 

5. 论文题目：从课程设置看汉

语的二语教育 

报告人：许敏华（南洋理工

大学国立教育学院） 

 

注：每个题目报告 15分钟，最后由主持人主持统一问答时段 15分钟。 

 

自助午餐 

 

时间 内容 地点 参加人员 

12:30 – 13:30 自助午餐 
南洋理工大学 

纬壹校园三楼 
与会学者 

 

专题论坛 

 

时间 内容 地点 参加人员 

13:30 – 14:45 

 

专题论坛一 

非汉语环境下的国际汉语教学 

主持人：张艳莉（上海外国语大

学） 

 
主讲人 1：魏久安（麻省理工学

院） 

主讲人 2：孟柱亿（韩国外国语

大学） 

主讲人 3：胡士云（神户学院大

学） 

主讲人 4：阮黄英（河内国家大

学下属外国语大学） 

南洋理工大学 

纬壹校园 

302 礼堂，三楼 

 

Executive Centre, 

NTU@one-north 

Campus，

Auditorium 302, 

Level 3 

 

与会学者 

14:45 – 16:00 专题论坛二 

亚太地区孔子学院 

Confucius Institutes i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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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ia-Pacific Region 

主持人：Dr Neo Peng Fu, Director 

of the Confucius Institute at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主讲人 1： Professor Lourdes 

Tanhueco-Nepomuceno, Director 

of the University of the Philippines-

Diliman Confucius Institute 

主讲人 2：Ms Kong Zi, Deputy 

Director of the Confucius Institute 

Office at Shandong University, 

China 

主讲人 3：Dr Neo Peng Fu, 

Director of the Confucius Institute 

at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16:00 – 16:30 自助茶点 

16:30 – 17:00 

专题论坛三 

国际汉语教学与科技整合 

主持人：吴英成（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 

主讲人：邱利军（上海沃动科技

公司） 

 

17:00 – 18:00 

 

大会闭幕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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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月 6 日（星期二） 
 

学术访问 

 

 

时间 内容 地点 参加人员 

08:30-16:00 

 

1. 南洋理工大学参

访 

 

 

2. 新加坡历史足迹

探寻 

 

 

 

 

 

 

 

 

 

 

 

 

1. 集合时间： 

    上午 8:30 分； 

 

2. 集合地点： 

南洋理工大学纬壹

校园大楼地面层，

Ground level of 

Executive Centre, 

NTU@one-north 

Campus  

Address: 11 Slim 

Barracks Rise, 

Singapore 138664 

 

3. 南大主校区 

 

4. 新加坡市区 

 

海外与会学者 

 

 

 

  8 月 7 日（星期三） 
 

离会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