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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笑濃主講的課程錄影片(Youtube part1-7)有更詳細的示範說
明: 
• Part1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ampJWjNhyQ 
• part2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VM10-CmWmc 
• part3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nDNu7jXB8s 
• part4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VU4ydrpAQ8 
• Part5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SgBVl-lt-8 
• Part6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DWNpLf99D0 
• Part7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kdBAOakIx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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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洲華語》是什麼? 
簡單地說,它是針對美洲
地區幼稚園至十年級學生
編寫的中文課本。其內容
與各年級學生的生活、學
科和思想相銜接”為其特
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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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洲華語首冊(課本、作業、DVD)是美洲華
語系列的啟蒙教材,課本內容豐富,完全沒
有中文背景或已經能聽說中文的幼童都喜
歡這本書. 

美洲華語首冊有三種版本: 

正體字/注音符號版, 正體字/漢語拼音版      簡化字/漢語拼音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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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應用美洲華語首冊作為孩
子的啟蒙教材,茲分為三個步
驟來做 
說明: 
1.教學理論方法與目標 
2.課程內容的編排 
3.怎麼用這本書? 
4. 教學評量 
 
 
 
 
 
 
 
如何應用美洲華語首冊作為孩子的啟蒙教材?

茲分四部分來做說明: 

1.教學理論與方法 

2.課程內容的編排 

3.怎麼用這本書? 

4. 教學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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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理論方法與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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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幼稚園孩子的學習看似在玩耍，卻
同時收穫知識和啟發了想像力和創造
力。第二語言的學習一定要有趣味性,
否則學生會覺得枯燥。 

  怎樣教幼稚園孩子學習中文？答案就
是:玩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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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玩什麼?  

 2.怎麼玩? 

第一個問題關係到教材內容 

第二個問題關係到教學方法 

每個國家都有其特殊的文化和習性，我們需要用
一套吻合美國幼稚園孩子生活習慣的課本來做
示範才貼切.所以我們用以下的教材作為範例: 

    《美洲華語》首冊 

www.mzchines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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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教學理論方法與目標 

 美洲華語首冊美國幼稚園的課程大
綱相結合，並使用同樣的教學方法： 

•  肢體語言教學法 

（ Total Physical Response, TPR） 

• 螺旋式教學法 

（spiral approach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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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教學理論方法與目標 

TPR的教學模式可歸納為下面五種,美洲華語
首冊各單元包括以上各項教學模式. 

1. 演示,表演--運用身體語言或表演來表達口
語的信息. 

2. 直觀 --結合實物,圖像,卡片,聲音. 

3. 畫畫,勞作--手腦並用. 

4. 遊戲,比賽-包括動態的和靜態的. 

5. 整體運用---舉一反三,句子代換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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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教學理論方法與目標 

螺旋式教學法（s p i r a l  approach  method） 

 先教重要的概念,由範圍小至範圍廣. 透過重覆

學習而加強認知,運用及實踐“i+1”和溫故知

新的教學理論.真正做到按層次循序漸進. 

美洲華語首冊課程的設計是“貫連”的, 一

課接一課內容相關連,每週上課都可從第一課

開始,自然而然做到溫故知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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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教學理論方法與目標 

 
學習目標的設定: 
每一課的學習目標分三個層次:  
• 第一週的學習目標: 第一週,學生需要學會些什麼. 
• 單元學習的目標: 單元複習完成後,學生需要學會些什麼. 
• 本學年目標: 指本學年結束之前, 學生需要學會些什麼. 

 ******************   

 

比如:在學習第一課課文時,學生在說的方面,  
• 第一週需要會說:你好!早上好!老師好!一二三.  
• 在單元複習完成後, 需要會照著課文的四幅連環圖畫
情境說:小朋友,上課了,一二三,站, 起來,大聲說,老
師好,一二三,請坐下.  

• 在本學年結束之前則要會背誦以上課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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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教學理論方法與目標 
學習目標的設定,因學生的中文背景及上課時數而
不同.美洲華語的內容豐富有彈性,老師可按照《美
洲華語首冊字詞會話分析表》p105-108,自行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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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課程內容的編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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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課程內容的編排 

課本分八個單元： 
1.教室常規、用語、打招呼 
2.名字、稱呼、交朋友； 
3.數目字和數數兒； 
4.家人、環境和運動； 
5.顏色、形狀和動物； 
6.身體五官和動作； 
7.食物、水果和飲料； 
8.天氣、穿著和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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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課程內容的編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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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內容的編排 

• 每單元有兩課,每課分三部分：1.課文，2.活
動，3.發音/拼音練習.  

• 課堂活動在課文之後, 是課文的延續, 讓學
生在活動中加強學習的效果.  

• 課堂活動包括: 唱遊,勞作,遊戲,畫畫,比賽,
吃糖果等等. 

• 發音/拼音練習(分注音符號或漢語拼音版本):採
用綜合教學法,並從課文中選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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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內容的編排 

每課有6頁, 編排如下: 
第一頁: 課文、TPR插圖 

第二頁: 課文部分說話練習--﹝我會說﹞, ﹝老師課堂用語提
示﹞,情境對話圖文 

 

第三頁: 課堂活動--一邊說、一邊唱、一邊動 

第四頁: 課堂活動部分說話練習-- ﹝我會說﹞,﹝老師課       

              堂用語提示﹞,情境對話圖文 

 

第五、六頁: 注音符號或漢語拼音練習: 發音, 認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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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課程內容的編排 

 
例: 

 第一單元 教室常規、用語、打招呼…… (8-19頁) 

第一課  課文--老師好 

        活動--圍成一個大圓圈(團康) 

        拼音符號學習-- l, ao, shi,h 

第二課  課文--謝謝老師 

        活動--走出教室去玩耍(團康) 

        拼音符號學習-- ni,y(yi),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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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第一課頁數編排                                         第二頁: 課文部分說話練習— 
                                                                         ﹝我會說﹞, ﹝老師課堂用語提示﹞, 
第一頁: 課文、TPR插圖                             情境對話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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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頁: 課堂活動部分說話練習— 
                                                                                          ﹝我會說﹞, ﹝老師課堂用語提示﹞, 
第三頁: 課堂活動--一邊說、一邊動                       情境對話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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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課頁數編排 
 

第五、六頁拼音符號學習: 注音符號或漢語拼音練習: 發音, 認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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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怎麼用這本書? 
 

用玩耍的心情, 
帶學生〝動〞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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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老師一邊搖鈴,一邊說,一邊比手勢, 
2,小朋友跟著老師的指令,做「站起來」,「大聲說」和「坐下來」的動作 
3. 教小朋友說: 老師好,你好, 早上好, 一,二三,  
4.全學年每次上課都需要重複這一課.最終目的是讓學生會背課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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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帶領學生一邊玩，一邊說。(螺旋式教學, 多多玩) 
聽老師指令,做「手拉手、向前走、向後退」的動作.  
學會說「大、小、拍手、，舉起手、放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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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頁拼音符號學習
綜合教學法程式： 
 短句→單字→聲母
＋韻母/結合韻。 

• 正確的口,舌,唇,齒.發
音圖解,請上網: 

 
http://www.goingker.co
m/KSHY/study.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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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頁拼音符號學習 

• 綜合教學法程式： 
短句→單字→聲母＋韻母/
結合韻。 

 

• 學生要一邊念一邊用右手
比四聲的音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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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學習目標 
1.每課布告版上的“我會說” 
2.每課的情境對話 
3.每課的發音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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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目標即是評量的標準。 

 老師運用〈課堂用語提示〉欄中的與句提問，讓

學生用〈我會說〉欄框中的詞語回答問題。 

讓學生作角色扮演，模仿課本上的情景對話； 

或讓學生用課本上的插圖來玩看圖說故事，以上

方式都用來做為聽說能力的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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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遊戲活動多樣化 

桌上型：字卡遊戲，海報製作，畫，剪，貼和拼圖。 

地板上：大圓圈TPR活動，投擲圈圈拿點數，123轉身搶讀字卡。 

黑板上：拍字卡，字卡配對，或用字卡組短句等。 

數位學習遊戲:是大小孩子都喜歡的，可以在課堂上大家一起玩，

更可以透過老師的部落格或是Moodle教室在家裡玩，從而達到延

伸學習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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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或缺的課堂活動和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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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洲華語資源分享 

• 首冊:課堂學習單,作業錄音, moodle 
教室等資源 

• http://mzchinese.net/Resources/Re
source-traditional-Lesson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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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洲華語創作天地—陳美幸老師 

 

美洲華語首冊至第十冊 

幻燈片等輔助教材 

http://blog.huayuworld.org/meizhou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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