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議程
上午8:30 至 9:00

早餐和登記

上午9:00至9:30 
歡迎/介紹

上午9:45至11:10  
第一時段講座

上午11:25至下午12:45 
第二時段講座 

下午1:00至3:00 
午餐 

 特邀嘉賓致詞 

抽獎  

大會將提供早餐和午餐。

將向所有在紐約市學校就讀的
               學生的父母免費開放。

家長教育講座

必須在2013年11月11日完成登記

與家長攜手合作，
促進學生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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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1月23日週六

上午8:30至下午3:00

法拉盛喜來登大酒店
135-20 39th Avenue, Flushing, NY 11354

免費講座    免費早餐/午餐  如欲獲取更多信息，請致電718-275-4400 
或發送電郵至 rwalker@uft.org

Workshop assignments are on  
a first come, first served basis. 

You will receive workshop  
confirmation in the mail.

講座預留位為先到先得。
您將收到一份郵寄給您

的講座確認信。

請攜帶您的確
認信到會。

如欲進行網上登記，  
請瀏覽www.uft.org/queens-parent-con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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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預先報名登記

皇後區UFT和CAPSC
聯合舉辦：

三種報名方式:

1.  網上報名: www.uft.org/queens-
parent-conference 

2. 請將報名登記表以英文正楷填妥
後郵寄至:
UFT PARENT CONFERENCE
UFT Queens Borough Office
97-77 Queens Blvd., 5th Floor
Rego Park, NY 11374
Attn: ROSE WALKER-YATES

3.  請將報名登記表以英文正楷填
妥後傳真至 (718) 897-7125



 家 長 教 育 講 座

第一時段講座     

上午9:45-11:10

1. 英語語言藝術共同核心學習

    學前班至十二年級 (英語主講)

本講座將幫助家長了解如何因紐約州共同核心學習標準的
變化而影響到他們的孩子。與會者將識別孩子在每個年級
應學的NY ELA關鍵共同核心學習標準的內容;家庭應如何
支持孩子的學習探索活動;如何與孩子的老師建立更強的關
係，與會者可收到一份相應樣本。

2. 數學共同核心學習標準

    學前班至十二年級 (國語主講)

美國學校新實施“共同核心集中學習標準”學習課程以提
高總體學生成績。家長們如何認知掌握新數學標準的學育
要領, 以達到數學共同核心學習標準的要求。

3. 英文寫作共同核心標準

    學前班至十二年級 (西班牙語主講)

本講座將幫助家長了解如何因紐約州共同核心學習標準的
變化而影響到他們的孩子。與會者將識別關鍵NY ELA共同
核心學習標準的內容，每個年級學生應該學習進度，家庭
如何支持孩子的學習探索活動; 如何與孩子的老師建立更
強的關係.，參加者可收到一份相應樣本。

4. 育兒技巧

    學前班至五年級(國語主講)

將幫助家長了解孩子的階段發展（從嬰兒到預青少年時
期）;有效的溝通技巧，提高自己的能力來支持孩子的情
感和學業。並將探討家庭暴力對孩子的 發展和社會調整的
影響。

5. 如何幫助您的孩子進入夢想大學

    （國語主講）

本講座將為家長提供一個全面的高校招 生過程。父母將在
以下幾個方面得到更多知識：學院如何選收申請學生，如
何尋找比較各大學，高校財務援助，以及家長如何幫助他
們的孩子在申請大學的過程中各項考慮的因素。

6. 家長讀書俱樂部

    學前班至十二年級 (英語主講)

一般加入家長讀書俱樂部的家長們，通常在學校家庭掃盲
和學校的參與上更加積極。家長讀書俱樂部還可以提高英
語學習的能量，刺激語文能力成長，並可改善人們的生活
習慣。家長讀書俱樂部的好處是無窮的！參加本講座, 一
同研究討論並學習如何啟動家長與您孩子的學校讀書俱樂
部。

7. 中學學業成功：研究技能和組織能力

    (英語主講)

本講座教導家長如何幫助學生在中學取得成功，發展學習
和 組織能力。

8. 與您孩子的教師攜手合作

    學前班至十二年級 (英語主講)

本講座的重點是與孩子的教師發展良好和積極的關係的重
要性。參與者將提供策略和資源，促進家長與教師之間的
有效溝通，如何教導您的孩子成為思想家、實幹家，最終
成為更好的學習者。

9. 紐約州立大學 (英語主講)

也許您正在考慮為您的孩子開始搜索大學。也許您已經縮
小您的搜索到一些高校, 您的名單中包括一個或多個美國
紐約州立大學校園。如果是這樣，您應邀參加本次講座，
在這裡您將有機會去探索紐約州立大學的校園、學術課
程、申請和錄取過程以及財政援助。在回答這個問 題後開
始您的紐約州立大學旅程。 

第二時段講座    

上午11:25-中午12:45

10. 數學共同核心標準

    學前班至十二年級 (英語主講)

美國學校新實施“共同核心集中學習標準”學習課程以提
高總體學生成績。家長們如何認知掌握新數學標準的學育
要領, 以達到數學共同核心學習標準的要求。

11. 英語語言藝術共同核心學習標準

    學前班至十二年級 (國語主講)

本講座將幫助家長了解如何因紐約州共同核心學習標準的
變化而影響到他們的孩子。與會者將識別孩子在每個年級
應學的NYELA 關鍵共同核心學習標準的內容;家庭應如何
支持孩子的學習探索活動;如何與孩子的老師建立更強的關
係，與會者可收到一份相應樣本。

12. 英文寫作共同核心標準

    學前班至十二年級 (西班牙語主講)

本講座將幫助家長了解如何因紐約州共同核心學習標準的
變化而影響到他們的孩子。與會者將識別關鍵NY ELA共同
核心學習標準的內容，每個年級學生應該學習進度，家庭
如何支持孩子的學習探索活動; 如何與孩子的老師建立更
強的關係.，參加者可收到一份相應樣本。

子的老師建立更強的關係.，參加者可收到一份相應樣本。

 13.育兒技巧

    六至十二年級（國語主講）

有助於家長了解青少年兒童時期發展階段，有效的溝通技
巧，提高自己的能力來支持他們的孩子，情感和學術。它
還將探討家庭暴力對孩子的發展和社會調整的影響。

14. 如何幫助您的孩子進入夢想大學

    （英語主講）

本講座將為家長提供一個全面了解高校招生過程。父母將
在以下幾個方面：學院如何選收申請學生，如何尋找比較
各大學，高校財務援助，以及家長如何幫助他們的孩子在
申請大學的過程中各項考慮的因素。

15. 如何支持英語學習者

學前班至十二年級（英語主講）

強大的詞彙背景是學生在所 有學科領域取得成功的關鍵。
它更是不同語言和文化背景的學生的學術關鍵。本次講座
將重點放在幫助家長共同核心標準詞 彙策略。

16.支持你的孩子通過早期青春期

(英語主講）

本次研討會將介紹青春期早期發展的特徵和行為，提供家
庭改善溝通的策略。

17. 讀寫能力發展的親子合作的力量

    學前班至十二年級 (英語主講)

加入我們熱烈的討論和實踐活動，來支持親子合作，培養
批判性思維能力，培養孩子成為有文化的學者、讀者和作
家。了解如何使用正宗的現實世界的經驗，發展掃盲技能
和使孩子準備上大學、就業和取得終身成就。

18. 紐約州立大學 (國語翻譯)

也許您正在考慮為您的孩子開始搜索大學。也許您已經縮
小您的搜索到一些高校, 您的名單中包括一個或多個美國
紐約州立大學校園。如果是這樣，您應邀參加本次講座，
在這裡您將有機會去探索紐約州立大學的校園、學術課
程、申請和錄取過程以及財政援助。在回答這個問 題後開
始您的紐約州立大學旅程。

登 記 表
(必須預先報名登记)

請填妥登記表格, 包括講座部分。

請於2013年11月11日前報名登記。

“請將後頁報名登記表以英文正楷填妥後以郵寄或傳
真至 (718) 897-7125。您也可以在網上報名: www.uft.org/
queens-parent-conference”

—  請用正楷清晰填寫 —
因為您的確認信將郵寄給您。

姓名

地址                                                                                                公寓門牌

城市                             州                                                      郵遞區號

電郵地址

聯絡電話

我需要兒童照顧服務

(請填兒童人數) ________位

兒童年齡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請注意, 大會只提供照顧學齡兒童！

請在各時段中選出您心目中想參加的三個講座。

第一時段_____,  _____,  _____

和

第二時段_____,  _____,  _____

請填妥以上表格，包括講座部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