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eachers College, Columbia University Launches Certificate
Program in Teaching Chinese in Beijing

The Teaching Chinese to Speakers of Other Languages (TCSOL) Summer Program is a
collaborative certificate training program co-organized by Columbia University’s Teachers College,
Department of East Asian Language and Cultures, and Asia for Educators, co-sponsored by
Columbia Global Centers | East Asia in Beijing and The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This two-week summer certificate program in TCSOL is open to second language teachers and
researchers from Mainland China and neighboring regions and countries. Attendees will receive a
certificate from Teachers College, Columbia University upon successful completion of the course
work.
Date/Time:
• July 4 to 18 (10 days on weekdays, weekends not included)
• 5 hours/day: 9 a.m. to 12 p.m. and 2 p.m. to 4 p.m.
Venue:
• Columbia Global Centers | East Asia, No. 26, 1F Core Plaza, No.1 Shanyuan Street,
Zhongguancun, Haidian District, Beijing

Instructors:
• ZhaoHong Han, Professor of Language and Education, Teachers College, Columbia
University
• Lening Liu, Professor of East Asia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Director Of Chinese
Language Program, Columbia University
Tuition: $1,200
Application deadline: June 25, 2015 (Space is limited. Please apply early.)
Application requirements:
•

Application form (please visit our website to download the form)

•

Statement of purpose

•

Academic transcripts

•

English proficiency scores (e.g., TOEFL, IELTS, TOEIC, TEM-4/8, CET-4/6)

•

Resume/CV

Application fee: $100
How to apply: Please email your application directly to tcsol-beijing@tc.columbia.edu
Contact:
• Email: tcsol-beijing@tc.columbia.edu
• WeChat: TCSOL_Columbia (or scan the black QR Code below)

To learn more about the program, please visit: http://www.tc.columbia.edu/tcsol/ OR
scan the blue QR code above.

哥伦比亚大学教育研究生院
国际汉语师资认证暑期培训项目(北京)
为满足国内外日益增长的对高质量汉语教师的需求，帮助国内汉语教师了解国际最前沿的汉
语教学法与语言习得理论，获取最新北美地区汉语教学及教师就业现况信息，美国哥伦比亚
大学教育研究生院的重点项目—— 国际汉语师资认证项目（TCSOL Program）将落地北京。
在哥伦比亚大学全球中心|东亚以及北京语言大学的支持下，国际汉语师资认证TCSOL暑期
培训项目（北京）将于2015年7月推出。

课程安排：
2015年7月4日－18日（共10天，不含周末)
5小时/天，上午 9:00-12:00，下午 14:00-16:00
地点：哥伦比亚大学全球中心|东亚（北京），北京海淀区中关村善缘街1号立方庭大厦底商
26号

课程设置及师资介绍：
TCSOL暑期培训项目课程设置直接引入哥大教育研究生院的TCSOL核心课程，并邀请哥大
教授来华授课，授课方式与内容完全遵循哥大教育研究生院 TCSOL Program标准，且所有
课程采用全英文授课。课程一为Chinese Pedagogy，课程二为 Educational Linguistics。 全
面提升教学实践能力，讲求前沿性、实操性、针对性，强调方法和教学技能的学习。
• 韩照红教授: 英国爱丁堡大学TESOL专业硕士， 伦敦大学应用语言专业博士（方向
为二语习得）, 现为哥伦比亚大学教育研究生院TESOL及应用语言学教授, 为多家
核心期刊担任主审, 在二语习得理论研究与实践方面有很深的造诣。2003年获国际
TESOL卓越研究奖。在中国、意大利、挪威、英国、日本、西班牙等国讲学。
• 刘乐宁教授: 世界汉语教学学会第七届常务理事和国 际中国语言学会常务理事。美
国佛罗里达大学语言学博士。1995年7月起任教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语言文化
系, 现为该系教授、中文部主任。2008年7月起, 兼任哥伦比亚大学汉语作为外语教
学项目主任, 教授汉语史、汉语语言学、古代汉语、现代汉语、汉语教学法等课程。

针对学员人群：
• 语言学、语言教学及相关专业高校学生，有助其拓宽专业视野，了解最新学科及研究动向；
• 在职或待业汉语教师，有助其提高专业技能，了解行业国内外近况，不断自我提升，增值；
• 其他相关行业从业者，有助其了解汉语教师这一职业的国际动态及最新专业技术理论.

申请材料：
• 申请表格
• 个人陈述
• 大学成绩单
• 语言成绩 （如托福，雅思，托业，专四，专八，或英语四六级成绩）
• 个人简历

项目优势及福利：
• 获得哥大教育研究生院和北京语言大学共同颁发的TCSOL暑期项目证书
• 参加过北京暑期项目的学员，申请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教育研究生院TCSOL Certificate,在各
项达标情况下，优先录取
• 参加过北京暑期项目的学生，报名纽约的TCSOL项目可减免$1,200学费
• 优秀学员可获参加教学工作的机会

报名信息：
• 报名费：$100
• 学费：$1,200
• 报名截止日期：2015年6月25日

报名及咨询：
• TCSOL邮箱: tcsol-beijing@tc.columbia.edu
• 公众微信号：TCSOL_Columbia，或 扫描以下黑色二维码

登录官网或扫描以上蓝色二维码了解更多信息：
http://www.tc.columbia.edu/tcso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