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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透过中文学校的课堂教学实例，探讨美
国当今外语教学中学习的五大目标在课
堂上的应用。

充分利用学生自身的学科知识、文化底
蕴以及家庭和社区的资源，帮助我们解
决教学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从而提升
学生学习的兴趣和成效。



“第二课教学目标”

1. 熟练掌握生字“选、比、修、难、但、帮、
泳、主、交”。要求会写会用。

2. 熟练掌握下列生词，正确理解并能熟练运用。
3. 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最好能背
诵课文中的重要句子。

4. 熟练掌握并能在实际生活中灵活运用基本句。
5. 把本课所学生词、基本句和课文内容运用到
真实的生活交际中，提高用汉语交际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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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对要求学生背诵的解释：

(Curdt-Christiansen, 2006, p.201)



老师发现的问题：

 有些学生在中文学校以课文阅读和识
字为主，他们能认字，会读课文，但
是有时无法理解或解释课文大意，真
正达到学习的目的。

 中文学校的教学除了识字、读课文、
做游戏之外，我们如何提升学生的语
文能力，并扩展学生的视野，对待文
化认同，增加跨领域能力呢？



学生对待中文学校的
态度又如何呢？

10-year old:

“I don’t like the Chinese school, 
it’s boring and the characters 
are too difficult to remember. 
Plus, there is no action in the 
class. I feel like sleeping. But 
my mom says I have to go. I 
like action. But in the Chinese

school, we are not allowed to 
do anything. We are not 
allowed to talk or to write 
except dictations. So all the 
Chinese I have learned, I 
forget it all when I come home. 
In my French school, we are 
allowed to make up stories, we 
can talk about our stories in 
front of the whole class, and 
the teachers are nice.”

(Curdt-Christiansen, 2006,

p. 204)



您认为这里的问题症结是什么？

1. 父母强迫他学习中文，所以他觉得上中文课
既无聊又困难。

2. 学生好动，但是在中文课上，老师既不允许
他说话，也不允许他自由发挥，编写自己的
故事，所以他不喜欢去中文学校。

3. 学生在中文课和法文课上的学习方式不同。
他比较喜欢创作，所以不太喜欢中文课。

4. 其他......



老师们所面临的困惑：

照课本教学，循序渐进

同一班级学生程度参差不齐

每位学生各自的听、说、读、写能
力呈不均衡发展

学生兴趣、动机各异

课文内容有时“枯燥”，与学生生活脱
节。



老师们在积极尝试：

寻求有趣的课堂教学活动，玩游
戏......

但是......

所有的课堂活动必须符合教案设计
原则。

游戏也是要帮学生达到学习目标。



中文学家长期望达到的目标

能够和家人沟通

看得懂广告，认得路标

自我文化认同并能正确对待父母的文化传承

了解父母的华人世界

比较中美文化

会读新闻、文章，吸取新知

在未来职业选择上具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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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时珍》的主题教学

语言

学科文化



主题：我所崇拜的人物

除了让学生熟悉掌握生字、生词，朗读、熟练背诵课文之外，我们还能
做哪些活动？
1. 小组讨论并报告：通过表格，列举李时珍的三个主要事例（帮助

穷人，关心病人疾苦，刻苦学习，为了纠正医书上的错误，不延
误病人而著书立说）

2. 小组间的归纳总结（同样的和不一样的，并借此进行进一步的语
言训练）

3. 比较李时珍和学生所认识的医生或名人，是否具有上述特点
4. 通过对家人或周围人的访问，对比中、西医的异同（第一周的作

业）
5. 老师可以提供相应的阅读材料，如课本中本单元的另一篇课文

《普林斯顿的老人》《卓别林》《白衣天使》《司马光》，并在
此基础上，延伸出学生自己所崇拜的人。（第二周的作业）



《李时珍》主题教学所体现的语言学习
目标

1. 语言练习和能力培养：阅读，讨论，访问，书写，
书面或口头报告

2. 文化内容：中医对华人生活世界的影响，对华人健
康、养生的影响

3. 学科知识：对中医领域的基本了解：草药、针灸
和望闻问切的看病方式

4. 比较：比较中医和西医的特色，比较名人间的特色
5. 社区：通过对家人、社区的访问，了解华人对中医
的态度



《曹冲称象》的教学





互动问题 (1)：

一、在语言学习方面，你会如何教授《曹冲称象》这一课？
1. 字词教学，串讲课文。
2. 字词教学，小组分写台词，分角色表演
3. 字词教学，分段，写段落大意和中心思想
4. 其他...

二、在文化学习方面，你会如何教授《曹冲称象》这一课？
1. 我会和以往教学中有关《三国演义》的内容相联系，理清人物关系
2. 我会讲解三国时代的历史故事
3. 为什么那个时代的人对大象如此好奇？让学生调查一千多年前，美
洲大陆有没有大象？亚洲大陆哪些地区有大象？
4. 其他...



互动问题 (2)：

三、在贯连其他学科方面，你会如何教授《曹冲称象》这一课？

1. 我会为学生分析曹操在三国时代和历史上的重要性。

2. 让学生讨论如何测量巨大的东西的重量，并举出实例，讨论

要如何测量金字塔的重量？

3. 我会做数学的累加计算的活动。通过研究大象真正的重量，

设计数学累加问题，让学生计算各种大小石头的重量，最后得

出大象的重量。

4. 其他...



互动问题 (3):

四、在引申比较语言文化特性方面，你会如何教授《曹冲称象》这一
课？

1. 我会比较中国历史以及文学作品中的类似的人物，如神笔马良，
司马光砸缸，甘罗救父，《咏鹅》的作者，七岁能诗的骆宾王等。
2. 我会比较曹冲和西方历史及文学作品中的天才儿童，如莫扎特，
毕加索，门德尔松等。
3. 我会引导学生做针对以上两点的研究，学生以小组为单位用中文
进行报告。
4. 其他...

五、利用华人社区优势，你会如何教授《曹冲称象》这一课？
1. 我会带学生到华裔老人中心讲故事，并获得更多的故事资源，增
强学生学习的成就感。
2. 我会带学生到中文学校低年级班，给小朋友讲故事或表演故事。
3. 我会以《曹冲称象》的故事为切入点，让学生和国内的亲朋好友
讲故事、进行交流。
4. 其他...



美国外语学习五大目标：
储备学生走入世界的能力

运用中文沟通

体认中国
多元文化

贯连其他学科
比较语言文化
之特性

应用于国内
与国际多元
社区

读写能力

应用语言于
真实世界

21世纪的技能
https://www.actfl.org/publications/all/world-readiness-standards-learning-languages/standards-summary



22
美国外语教学的五大学习目标和十一个标准

https://www.actfl.org/publications/all/world-readiness-standards-learning-languages/standards-summ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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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发挥我们华人社区的优势，
借重美国外语教学的资源？

 What do you call a person who 
speaks two languages?

 What do you call a person who 
speaks three languages?

 What do you call a person who 
speaks one languages?

 过去美国外语教学，一样面临上课老师只
重视教授语法和生词，结果学生开不了口，
写不出文章.



总结：老师们今天学到了什
么？

 如何设计实用的课程目标和内容？

 将学习目标纳入课程当中，设计出与
学生生活相关，既有主题意义、学习
语言和文化，又能打破科目界线，让
学生可以触类旁通、博闻广见，进而
学以致用。

 从确立教案目标开始。。。



感谢！



外语课堂的多感官教学

多感官教学主要是通过各种方式，
对学生的听觉、视觉、运动、语言、
感觉等各个感官的刺激，同时通过
创设良好的教学情境，有效地调动
学生的视觉、听觉、动觉，使学生
的多感官受到信息的刺激，从而提
高教学效率和学生们的学习兴趣。
通过这次讲座，您将会体验在外语
课堂上最受学生欢迎的多感官教学
活动。

马里兰州 Meade High School 戴静



外语课堂的多感官教学

十二月九日星期六

晚上9:00（东部时间）

不见不散！

马里兰州 Meade High School 戴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