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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济中文学校 MK 教学大纲

MK 所使用的教材是生活华语 K1、K2、 K3 三册教材,这三册教材

主要是为母语环境不是中文的学生设计的入门教材。教材内容设计生

活化，教学方法兴趣化，旨在从小培养学生对汉语学习的兴趣。

一、MK 中文班教学目的：

1.学生能认读拼音，了解声母、韵母 ，拼读整个音节。

2.能正确朗读五个声调。

3.能听懂常用生活用语。

4.能运用简单的句型进行交流。

5.能书写独体字和简单的合体字并理解这些字词的意思。

二、MK 中文班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

MK教学内容主要是拼音教学、汉字声调教学。能介绍自己和家庭

成员。陈述自己喜欢的颜色、食物、兴趣爱好。能说出常见水果的名

字和身体五官的名称。

因为学生听说中文的语言环境不足，本教材设计的最大特色是结

合音乐 CD与看图说故事，采用以听说为导向的混合教学法，由“唱

听说”导出“读写作”。充分运用书中的漫画，形象教学更能让学生

理解字、词的含义。因为本教材设计的内容贴近生活，所以教学过程

中“实践体验教学法”是课堂上最有效、最常用的方法。比如：在教

学“认识颜色”单元中，我会充分运用教室里的颜色和每个人身上穿

的衣服的颜色来进行教学。在教学“认识水果”单元中，我把各种水

果实物展示给学生，并要求他们用水果搅拌机来制作一杯自己喜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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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果酱，一边说一边展示，在情景教学中达到“寓教于乐”的目的。

三、MK 中文班教学困境：

学生对汉语拼音的认知和声调的学习有很大的差异性，作为一门

新接触的语言，K班的学生需要教师反复指点和有效引导。教师需要

不断创新和改进教学方法，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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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济中文学校 M1 教学大纲

一、M1 中文班教学目的：

1.学会能根据拼音朗读汉字、词语和短句。

2.能正确朗读汉字的五个声调，初步了解声调的变化。

3.能正确运用汉字的笔画结构，了解汉字书写的基本规范。

4.力争能用中文和家人、朋友进行简单的自我介绍和问候语。

5.能正确朗读和记忆书本中的童谣和儿歌。

6.能书写和认读出书本中出现的相对容易写的 80 个字。（M1 一本书

总共有 115 个生字出现。）

二、M1 中文班教学内容和课堂流程设计：

115 个生字的学习多以图画来表达，以加深学生对字形、字义的

认识和记忆。采用先看图再读拼音然后整体朗读的循序渐进的教学方

式让学生扎实掌握生字的“听、说、读、写”。

课堂环节由以下几个部分组成：

●复习拼音和声调。（10分钟）

●前一堂课教学内容复习和回顾。（10分钟）

●生字和新词语、句型教学。（25分钟）

●课堂作业完成和校对纠正。（15分钟）

三、M1 中文班教学方法：

语音语调教学------关注学生发音的准确性、语调，以及重音、停顿、

节奏等，尽量采用一个一个过关的方法，让学生打下坚实的拼音和音

调基础，打下正确发音的底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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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词教学-----强调正确的笔画顺序；生字的教学采用实物展现教学

方法和动作展示方法，让学生能加深印象；每周对学过的生字进行听

写。

情景教学：借助生动有趣的图画故事，吸引学生进入故事情景，让学

生能更加容易的学习使用语言。

四、M1 中文班教学困境的应急处置设想：

学生在MK时的学习以儿歌童谣的说唱和简单汉字书写认读为主，

学过拼音但完整拼读能力有限，对拼音重要性的认知不到位。所以在

M1 的第一学期教学中，拼音教学是重头戏。其次正确运用笔画也是

教学重点，让学生知道汉字书写不是“画图”和“临摹”，而是有一

定的结构笔画要求。在 M1 教学中最主要的任务是兴趣的激发和学生

学习规范的培养。教学中一定要引导学生注意课堂上跟随教师的课堂

教学进行活动，前期的简单生字学生学得比较轻松，以此为导向奖励

和表扬学生，课堂上多游戏和比赛，多给他们成就感和小奖励，激发

他们的学习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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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济中文学校 M2 教学大纲

一、M2 中文班教学目的：

1.增强学生对学习中文的兴趣与喜爱，能用中文进行简单的交流。

2.让学生掌握基本的听说读写能力。熟练掌握拼音的读法。

3.认识三百个左右汉字。

4.了解汉字偏旁部首的含义，可以根据偏旁举一反三，掌握更多 的

汉字书写和汉字的意义。

5.能运用中文进行对话，能书写美观规范的汉字。

6.能了解一些中国传统文化知识。

二、M2 中文班教学内容和课堂流程设计：

1.根据教材设计，每课分三周教学。第一周学习课文、六个生字以及

课文中出现的重点词汇。生字书写练习结合偏旁部首教学进行。

2.第二周学习说故事，另外六个生字教学和故事中的词汇教学。根据

生字的偏旁部首举一反三进行同偏旁汉字的补充教学。

3.第三周复习前两周的生字和教学中出现的学生语言困惑点。采用

BINGGO 游戏加强学生对本课生字的巩固。用表演情景话剧的方式来

说故事，增加学习趣味性，增强学生的口语表达能力的旁观者，力争

让每个学生都能参与课堂，而不是课堂的旁观者。

4.检测教学效果，要求本课生字都会读会写并能运用正确的笔画顺序。

要求流利朗读课文，能用新词汇造句。

5.在完成教材教学内容之余，补充每个月教唱一首中文歌曲，在音乐

旋律中更便于学生记忆正确发音和词汇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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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周五的会话课每周一个主题，练习日常会话句型，在根据会话内容

观看 10至 12 分钟的中文短片，再根据剧情内容让学生用中文来回答

问题。

7.每个月根据中国的传统节日以及美国节日制作相应的手工作品，如

中秋节，介绍中秋习俗并做手工折纸兔子；万圣节中西结合，介绍中

国京剧并要求涂色京剧脸谱；中国农历新年剪纸“春”；端午节做手

工龙舟。

三、M2 中文班的教学挑战：

在尊重当地文化习俗及多元文化的前提下，重点是介绍和宣传中

国传统文化。使用奖励机制激发学生学习的动力，丰富课堂教学内容。

增加歌曲教学、话剧表演、电影观看等各种教学手段来增强学生学习

中文的兴趣。

附录：十首中文歌曲

1.蜗牛与黄鹂鸟 2.听妈妈的话 3.浪花一朵朵 4.橄榄树

5.幸福的脸 6.歌声与微笑 7.外婆的澎湖湾 8.兰花草

9.童年 10.送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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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济中文学校 M3 教学大纲

一、M3 中文班教学目的：

1.培养学生朗读课文与说故事的能力

●看到汉语拼音能够马上正确拼出。

●能发出正确的四声语调。

●能解释语词的意思。

●能理解每段落的内容含义。

●能够回答课文或故事内容的问题。

2.培养学生聆听和说话的能力，并养成课堂里说中文的习惯。

●能根据老师的指令配合做课程活动。

●能理解老师上课说话的内容。

●能和同侪用简单的中文对话。

●能用中文对老师提出问题。

●能用简单的中文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意见。

3.指导学生的中文阅读能力，并加强提高学生的识字量。

●指导学生在阅读过程中不断地反复练习 M2、M1 和 Mk 学习过的语

词。

●指导学生利用肢体动作或其他方式来帮助理解语词的意思，并且

加强记忆。

●指导学生用表演方式来理解中文阅读。

4.指导学生理解中文句型，能说出完整的一句话，能写出完整的句子，

并且应用在生活会话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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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学生认识基础的中文句型。

●指导学生能说出正确的中文句型。

●指导学生运用正确的标点符号。

●指导学生使用学过的语词片语写出完整的一句话。

●指导学生在会话里使用正确的句型。

5.指导学生正确的写字方法、部首的分类、

●指导学生认识字的结构。

●指导学生认识部首。

●指导学生能够由部首里来做字的分类。

●训练学生写出正确的字。

6.提高学生学习中文的兴趣及认识中华文化。

●指导学生吟诵唐诗。

●指导学生童谣传唱。

●指导学生认识中国节庆：中秋节/中国新年。

●指导学生认识中国文学：猴子捞月/西游记。

●让学生认识中国食物。

二、M3 中文班教学内容和教学流程

1.教学内容

美洲华语第三册一共有八课。每课的内容分为：课文、语文练习、

说故事。首先，老师就像医生一样必须明了每课的重点以及学生的程

度。根据学生的程度给予不同课程内容的分量。最高的境界就是【恰

到好处】，学生能真正吸收的程度。如果老师能根据班上的学生的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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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再加以设计其他的补充教材就能够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其次，老师必须要有备课的能力。要很清楚的明白你的教学内容和次

序。老师要准备好星期一到星期四的课程内容。每堂课要备有四到五

个活动跑着，静态与动态轮流交叉着。不可以一个活动做到底，学生

会容易产生倦怠感。美洲华语有一个特色就是说故事和语文练习有很

多的连结。老师不一定要每次都按照生字语词、课文…等次序来授课，

而是要根据每课重点来变化次序，这样学生才会有新鲜感。有时候，

我会从说故事先下手，生字语词留在后头。

最后，老师要学习观察。通常星期一或是放假后上课，学生的情绪和

专注力比较差。这时，不妨让学生 High 一下，玩个游戏或是来个比

赛都很不错。如果要教学流畅，首先就必须建立好班级经营。我的大

学教授曾经告诉我们：【老师要像个演员、魔术师，让学生想看下去。】

【当学生有抱怨时，或不好的表现时，老师就要反省自己的教学是不

是很无趣。千万不要先怪罪学生。】

2.教学流程

美国的学生和中国的学生在生活环境和学习背景上有很大的不同。

我确实遇到很多不同的教学挑战，目前还在继续不断地增加中….

三、M3 中文班教学教学挑战

我一直想在学生的脑中安装【中文软体】。想着想着就设计了一

个学习单【我家门前有小河】。光看标题对 M3的学生而言，没有一个

生字。我用十五分钟教完课程：看图理解→字词解释→语文朗读→童

谣吟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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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这个课程学生很明白【我家门前有小河】的顺序结构。应该不会

有【有小河门前我家】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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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济中文学校 M4 教学大纲

一、M4 中文班教学目的：

1.巩固前三册所学知识，加强口语训练和书写训练。

2.完成繁体字到简体字的顺利过渡，让学生能把繁体字和简体字对应

起来。

3.把中文学习和日常生活相结合，通过游戏、活动等实践学习提高中

文的表达能力。

4.力争能用中文和家人、朋友进行生活对话。能写短小的日记和对话。

5.了解教材中所蕴含的中国传统文化，激发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兴

趣。初步了解端午节、划龙舟、春节、包饺子等相关中国传统习俗。

二、M4 中文班教学内容和课堂流程设计：

1.学生能掌握本册课本中的 150 个生字，能够读写这些生字并理解意

思。采用先听读后读写再读说的循序渐进的教学方式让学生扎实掌握

生字的“听、说、读、写”。

2.能够运用生字组词并能用他们进行造句。

3.能运用正确的音调和声调较流利地朗读有拼音的课本内容。

4.能基本朗读拼音较少的课文并理解课文内容。

5.能熟练运用每课课后的句子练习进行对话。

6.课堂环节由以下几个部分组成：●情景对话训练，谈论天气、爱好、

运动、家庭、心情等话题，尽量要求全中文，无法表达时可以掺杂英

文词汇。（5分钟）

●前一堂课教学内容复习和回顾。（10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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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字和新词语、句型教学。（30分钟）

●课堂作业完成和校对纠正。（15分钟）

三、M4 中文班教学方法：

本学年的教学方法：实物展现法、情景模拟法和朗读法：

1.语音教学------朗读法：关注学生发音的准确性、语调，以及重音、

停顿、节奏等；通过课堂上的反复操练和课后的观看中文动画来提高

学生的准确发音能力。

2.字词教学------朗读法、实物展现法：强调正确的笔画顺序；生字

教学由易到难；前面教过的字词在后面的课文中反复出现，使学生温

故知新；对于有些生字的教学采用实物展现教学方法，让学生能加深

印象；生字教学从繁到简的转化；每周对学过的生字进行默写。

3.情景教学：借助生动有趣的图画故事，吸引学生进入故事情景，让

学生能更加容易的学习使用语言。

4.人文教学：通过家庭作业中的“亲子话题”作业，由老师、家长、

学生互动完成。由此，课文和故事中体现的人文蕴涵和日常生活进行

完美的结合。

四、M4 中文班教学困境的应急处置设想：

学生经过了由 MK到 M3 四年的中文学习，已经有了初步的语音感

觉和表达概念，出现在他们脑海中的多数是一个一个的词汇。程度好

的而且有家庭语言环境的学生在学习能力上显然要高于那些“零环境”

的学生。课堂教学困境最大的就是能力相对弱的学生跟不上课堂教学

进度和其他学生的灵敏反应，由此导致学习自信心的挫伤和学习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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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丧失。面对这样的教学困境我主要采用分层教学。把作业设计成

A.B.C 三个等级，由学生根据自身水平选择等级。A 是最高难度且需

要 100%完成的。B 是中等水平且需要 70%完成的。C 是基础题目且需

要 100%完成的。（主要是抄写、词语组词连线、图片和词语对应、朗

读）。分层作业设计主要是为了减轻学生的压力和家长的烦恼。当然，

你觉得自己可以在下一个单元升级，你就选择高一级难度的。每一个

单元一次的小检测也不是根据学生的实际答题对错来评定等级，而是

根据他自身的能力来判定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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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济中文学校 M5 教学大纲

一、M5 中文班教学目的：

1.能基本听懂别人说的一件事，能把听到的重要意思记住，再说出来。

2.能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注意长句和段落间的停顿。

3.能辨识学过的同义词、反义词。

4.能运用学过的简单的成语。

5.能用中文的句法、动词、形容词来修饰所写的句子。

6.能写简单的短片来记录生活。

二、M5 中文班教学内容和课堂流程设计：

1.教学内容：

●以课文的主题为本，加入日常生活用语的教学。每一课的常用生

词学生们理解以后让他们结合自己的生活和认知来造句。充分利用美

洲华语第五册教材和作业本让学生有效复习学过的字和词语。练习造

词、造句。练习会话、阅读和写短文。

●在每篇课文学习的不同阶段进行小测验以检测学生掌握的程度。

每一课完成有一个综合测验。有听，说，读，写方面的练习。通过测

验可以加强学生学习的动力和思考能力。测试分口语练习和试卷练习。

采用开卷考试和闭卷考试相结合的方式。

2.课堂流程设计：

●课前活动：让学生对要上的课的内容有一个记忆唤醒的作用，由

此及彼自然引入课堂内容。

●课文内容教学：这是课堂的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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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法小复习：复习一些在课文中出现的语法知识，反复强化，达

到巩固作用。

●会话练习：对课文内容的延伸，延伸本课教学主题进行对话练习。

三、M5 教学挑战及处理方法：

五年级教学的挑战有主要两方面：

1.学生的中文程度参差不齐。作为第二语言（有的甚至是第三语

言）的学习，不同的家庭语言环境造成了不同的学习水平。有的学生

有中文语言环境，也喜欢学中文。这部分学生学得很快，渴求学到更

多的知识。而有些学生是自己不感兴趣，家长逼着学的。这部分学生

常常上课不专心，很多基础的词汇都不明白，需要反复训练复习基础

的知识。在这方面我采用的解决方法是每一课准备两种程度的教学准

备：程度低的学生只需要他们掌握每课的常用词汇，这些词汇比较容

易运用和记熟。而程度好的学生给他们增加词汇和增加难度，以满足

他们的挑战和成功的心情。

2.五年级学生的个体展现比较明显。他们需要按照他们的方式来

获取知识。随着他们逐渐进入青春叛逆期，有时课堂上老师比较难控

制他们的学习关注度。我目前的处理方式是:加强备课准备，预设学

生可能有的课堂表现。根据每天学生的不同情况调整上课方式。尽量

以尊重和理解的态度促进他们课堂上跟老师的配合。多和家长沟通交

流，寻求家长配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