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课程学习教案
在完成本文档的过程中，请参阅附带的带注释的学习教案和示例学习教案。

日期:

一月到二月

Time Allotted for This Learning Plan:

学习者年级:

九到十二年级
继承语学习者

语言功能等级:

中高级

三小时

课程能力描述(CAN DO)

在课程范本中(栏目 2)，加入适合于这个学习教案的确定特定课程“能力”语句。

理解诠释沟通(阅读)
我能认出并理解中国传统新年食物/品的七种名称。(第一学习片段)
我能认出并理解三种中国传统新年装饰用品的名称。(第一学习片段)
我能读一些常见的新年表达语词。(第一学习片段)
我能从一个新年食品网站上了解/学习到一篇有关中国新年食品的文章。(第二学习片段)
人际关系沟通(口语)
我能理解并回答老师问的关于中国新年的问题。(第二学习片段)
我能解释中国新年庆祝活动的习俗。(第二学习片段)
我能告诉人们新年活动的顺序。(第二学习片段)
我能告诉人们中国新年食物/品背后的含义。(第二学习片段)
表达演说(口语)
我能描述人们是如何庆祝春节的。(第二学习片段)
我能告诉人们中国新年庆祝活动的习俗。(第二学习片段)
我能解释中国新年食物/品背后的含义。(第二学习片段)
表达演说(书写)
我能写出节日的相关食物/品，活动和庆典的名字。(第一学习片段)
我能为我的视频输入一个 3 段长的叙述文脚本。第三学习片段)
我能在我的视频中添加中文字幕。(第三学习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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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学习者需要了解和理解的内容，以满足以上的“can-do”陈述。
文化

新年食物，庆祝活动和活动

内容

语言

主题生词
春节

食物(10)
年夜(团圆)饭,
元宝(水饺),有余(鱼),
年糕，长年菜,
春卷, 橘子, 菠萝(凤梨)，
糖果, 汤圆
庆祝(3)
鞭炮, 舞龙, 舞狮,
活动(9)
办年货, 贴春联,
大扫除, 给/拿红包,
拜年, 祭拜, 祖先,
压岁钱, 团圆
其他(4)
除夕, 春节, 福, 象征
四字词(10)
恭喜发财, 年年有余,
步步高升, 招财进宝,
长命百岁, 黄金万两,
大吉大利, 好运旺旺,
吃甜甜, 大赚钱
问题与句型(8)
对华人来说, 最重要的节日是什么?
你在美国过新年吗?
你喜欢过新年吗?
你都怎么过新年?
华人新年都得/在做什么?
新年都得吃什么?
为什么新年要吃/做_____?
新年_____象征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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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学习片段 (介绍主题生词和短语)

学习/课程时间: 50 分钟

阶段一

阶段二

课程 can-do 语句:参见上面的方框

学习检查

任务或活动学习者将提供证据，证明他们正在向“cando”陈述取得进展。
理解诠释沟通(阅读)
我能认出并理解中国传统新年食品的七种名称。
我能认出并理解三种中国传统新年装饰用品的名称。
我能读一些常见的新年表达语词。

1)学习者使用他们的目标语言定义每个新生词的意思，
并且用生词造句来表达对文字更深刻的理解。(我们引
导)
2)学习者把生词写下来，并把生词放在适当的类别中。
(你做)

表达演说(书写)
我能写出节日的相关食物/品，活动和庆典的名字。

3)学习者在游戏中(Quizlet)复习他们刚刚学到的新生
词。(我们合作)

阶段三
启动活动

让学习者通过他们所知道的事情来演示他们能做什么
暖身/开场 (5 分钟)
1)老师在 YouTube 上播放一段简短的视频，看学习者是否能识别音乐并猜出今天的课程主题(中国新年)。(我做)
2)一旦一个学习者认识到音乐并能找出今天的学习主题，老师就不再播放视频了。音乐得继续播放，直到有人猜出
音乐并说出今天的学习主题。https://www.youtube.com/watch?v=0qSoxMrDQ9s (我们引导)
3)老师向学习者提出一连串有关中国新年的问题，以激发学习者的兴趣，并让学习者学习有机会讨论学习话题。例
如，老师问，对华人来说, 最重要的节日是什么? 你在美国过新年吗? 你喜欢过新年吗? 你们家都怎么过新年” (我们
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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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汇准备 (5 分钟)
1)在向学习者介绍新生词之前，老师将一张空白页(用作词汇表)给学习者，并要求学习者把纸划分成四个部分(见
图)。老师要求学习者在纸上写下“节日食物、活动、庆祝和其他类别” 来为生词做分类。(我们引导)
2) 老师要求学习者预测本课将会使用哪些词汇，并要求学习者写下这些生词。老师能利用这一活动来检查学习者之
前既有的知识。(你做)
节日食品

活动

庆祝活动

其他

生词活动 1 (30 分钟)
1)老师使用 Quizliet 来向学习者介绍新生词。(我做)
https://quizlet.com/181090006/hlc-ap-chinese-l10-1-flash-cards/
2)引入新生词时，老师要求学习者使用目标语言来定义每个生词的含义，并要求学习者使用这个词来表达他们对此
生词的理解。例如，老师展示了”新年” 这个词，并问所有学习者“什么是新年?” 一个或有些学习者可能就会说”新年
就是新的一年”。然后老师继续让学习者用”新年”这个词造句。 此刻，可能有 一个或一些学习者会用“新年”造,
“今年的新年在二月。” (我们引导)
3)一旦学习者给出了生词的例子，老师要求学习者在您之前给他们的表格上写下生词，并要求学习者把生词依类别
放在一个合适的栏目中。这个生词表将会帮助学习者在本单元结束时有能力写下新年庆祝的信息。(你做)
节日食品

活动

年糕, 水饺

大扫除

庆祝活动

其他

放鞭炮

福, 新年

生词活动 2 (10 分钟)
老师要求学习者拿出他们的手机，并玩 Quizlet 里团体合作的游戏(Quizlet Live)，来复习他们刚刚学过的生词。学
习者将玩两轮游戏。获胜的队伍有两点；其余的队伍得到一点。https://quizlet.com/267970766/live (我们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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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学习片段 (新年庆祝/活动和过节食品的讨论)

学习/课程时间: 50 分钟

阶段一

阶段二

课程 can-do 语句:参见上面的方框

学习检查

任务或活动学习者将提供证据，证明他们正在向“cando”陈述取得进展。
理解诠释沟通(阅读)
我能从一个新年食品网站上了解/学习到一篇有关中国新
年食物/品的文章。
人际关系沟通(口语)
我能理解并回答老师问的关于中国新年的问题。
我能解释中国新年庆祝活动的习俗。
我能告诉人们新年活动的顺序。
我能告诉人们中国新年食物/品背后的含义。

1)老师向学习者展示新年图片，问学习者照片里的人在
做什么?老师也问学习者“为什么图片里的人要打扫他
们的房子拜访亲戚“等的相关问题。学习者根据老师所
展示的图片回答老师的问题。(我们引导)
2)学习者与合作伙伴一起做对话练习，并询问合作伙伴
“每一张照片里的人们在做什么?”。还有“为什么人
们在节日期间做这些事情?”(我们合作)
3)学习者按顺序摆放新年图片，用图片来讲述中国新年
活动的故事，以及他们的家人如何在美国庆祝新年。
(你做)

表达演说(口语)
4)学习者与合作伙伴在网上阅读一篇文章，并找出华人
在春节期间吃某些食物/品的原因和含义。(我们合作)

我能描述人们是如何庆祝春节的。
我能告诉人们中国新年庆祝活动的习俗。
我能解释中国新年食物/品背后的含义。

5)学习者回答老师“为什么人们在春节期间吃特定的食
物，以及春节的意义”等问题。(我们引导)

阶段三
启动活动

让学习者通过他们所知道的事情来演示他们能做什么
对话问答练习- 新年庆祝和活动(15 分钟)
1)老师向学习者展示新年图片，并问学习者“每张照片中的人都在做些什么? ” 例如，老师问学习者“图一的人在做
什么?” 学习者说, “他们在打扫房子。” 老师然后追问学习者“为什么他们要打扫房子?” 学习者说, “因为新年快到了。”
老师使用相同的模式针对其他五幅画问问题。此时，学习者应该能够使用他们刚学过的生词来回答老师的问题。(我
们引导)
2)完成第一项活动后，老师要求学习者找一个练习伙伴。每个学习者都问他们的伙伴两个问题。1. “图中的人在做什
么?”， 2. “他们为什们做这个活动?” 在对话练习过程中，所有的学习者都应该能够提出并回答有关新年的问题。(我
们合作)
3)老师给每位学习者一套混合中国新年的活动图片(见图下)。老师要求学习者把所有的图片按正确的顺序排列。学习
者把图片排出正确顺序之后，老师要求学习者看这些图片，使用自己的话语讲述一个故事。最后并分享他们的家庭通
常如何在美国庆祝新年。(你做)

~~以下句子是老师想从学习者那里听到的答案~~
图一的人在打扫房子。图二的人在贴春联。图三的人在办年货。
图四的人在拜年。图五的人在吃年夜饭。图六的人收到红包。
(图片来源: 超越课本第十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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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理解新年的菜肴及其含义 (20 分钟)
1) 老师在新年食品网站上打印出这篇文章(见右图或点下面链接)。老师也能鼓励学习者直接在
他们的手机或电脑上阅读此文章。此作用可以培养学习者找资料的技能跟网上阅读的习惯。
(我做) http://www.cqcb.com/reading/2018-01-02/621706.html
2) 老师为学习者提供上述文章和”年菜图表” (见下图)。老师能在下列提供的网站上找到”年菜
图表”。找到图表后，老师需将图片加以改良。老师需把所有的英语单词都盖住，只留图片部
分作课堂活动用。(我做)
https://www.chinahighlights.com/travelguide/chinese-food/chinese-new-year-food.htm

3) 老师要求学习者找一个阅读伙伴。学习者和阅读伙伴得从文章中找出每道菜名的中文名字，并把中文菜名写在”年
菜图表”里。之后，再从老师给的文章中，找出为什么人们在春节期间吃这些食物/品的理由。活动过程中，请老师提
醒学习者在文章中只阅读关键字(浏览)，以防止学习者在阅读过程中产生挫败感。透过此活动练习，学习者能学习到
阅读技能里的“浏览“这项阅读技巧。(我们合作)
对话练习/阅读后讨论 -新年菜名和它的意义(10 分钟)
当学习者完成阅读时，老师问学习者 “为什么华人新年吃_____ ? “ 然后学习者回答, “华人新年吃_____象征
_____。” 举例, 老师问学习者“为什么华人新年吃鱼?” 学习者回答, “华人新年吃鱼象征年年有余。” (我们引导)
结束- 新年美食视频(5 分钟)
播放”中国食品-中国农历新年-宝宝过春节”视频 -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C2bDeb1LxU&t=425s (我做)
差异化策略

根据年龄、准备、过程或输出来调整教学或活动以满足学习者的需要。
使用图形组织表、音乐、游戏、视频和年菜图表来接触不同的学习者。

第三学习片段 (视频制作)

学习/课程时间: 50 分钟

阶段一

阶段二

课程 can-do 语句:参见上面的方框

学习检查

任务或活动学习者将提供证据，证明他们正在向“cando”陈述取得进展。
表达演说(写作)
我能为我的视频输入一个 3 段脚本。(第三节)
我能在我的视频中添加中文字幕。(第三节)

学习者制作一段视频来解释中国新年习俗，活动跟食物/
品的名称和背后含义。在视频中，学习者得在视频里加上
中文字幕和语音旁白，透过此作品展现不同的语言技能。
(你做)

阶段三
启动活动

让学习者通过他们所知道的事情来演示他们能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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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要求学习者独立制作出一个视频，以评估学习者是否能够展示此课所学的语言技能
(所有“我能 CAN DO”区所列出的技能)。
视频脚本撰写/打出视频字幕 (40 分钟)
步骤 1: 学习者在电脑上打出他们的视频脚本. (你做)
1)老师要求学习者写出 3 段长的叙述性文章，每段得有 7 至 9 句的句子。(你做)
2)老师要求学习者使用第一节课老师给的”生词图表”和”年菜图表”(见下面的图片)来协助他们写出视频脚本。在他们
的脚本中，学习者需要提到 i) 他们自己的中国新年经验; ii) 人们如何庆祝春节; iii) 人们在春节期间的活动; 和 vi) 人
们在春节期间吃的食物/品以及每道菜背后的意义. (你做)
节日食物

年夜(团圆)饭, 元宝
(水饺),有余(鱼),
年糕，长年菜, 春
卷, 橘子, 菠萝(凤
梨)，糖果, 汤圆

庆祝活动

放鞭炮, 舞龙, 舞
狮,

活动

办年货, 贴春联, 大
扫除, 给/拿红包,
拜年, 祭拜, 祖先,
压岁钱, 团圆
鱼 (年年有余)

饺子( 招财进宝) 春卷(黄金万两)

汤圆(团圆)

其他

除夕, 春节, 福, 象征

橘子(吉利)

年糕(步步高升)

面(长寿)

步骤 2: 老师检查学习者的视频脚本，并确保所有的句子结构都是正确的，没有生词错误或拼写错误。(我做)
发音检查(10 分钟)
步骤 3: 在完成视频脚本后，老师要求学习者找到一个练习伙伴，大声朗读出他们的脚本。此活动提供学习者在制
作视频前有机会练习发音。活动进行中，老师也得四处走动，检查学习者的发音。(我们合作)
视频产品 (回家做业 – 学习者在下次上课时带回完成的视频)
步骤 4: 提醒学习者一个完整的视频作品需要包含 1) 中文字幕, 2) 背景图片和 3) 语音旁白. (你做)
视频制作软体 (iMovie, Movie Maker 或其他视频制作软体)
1)在视频中，学习者应该提供背景图片来支持他们所提及的内容。(你做)
2)视频需要有中文字幕和语音旁白。(你做)
评价量规 (表达演示 – 中高级学习者)
老师提供美国外语教学协会里的”演示模式”评标给学习者，以引导学习者
在做视频脚本写作和口头演示过程中，有明确的引导方向。(我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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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化策略

根据年龄、准备、过程或输出来调整教学或活动以满足学习者的需要。
视频作品可以让学习者展示他们的视觉表现技能跟不同的语言能力。学习者可以选择不同的背景图片和音乐来展示
他们的视频作品。
若得添加额外的学习片段，请自行复制一个学习单元表，。
所需材料

你需要什么样的材料和材料才能成功地实施这个学习教案？
YouTube 影片, Quizlet, 图形组织表, 学习者的手机或电脑, 年菜图表, 视频制作软体等。

个人反思

授课后的结果？如果您再次进行这些活动，您能/会做些什么来改进这个学习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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