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課堂基本有五個環節「暖身-生詞-語法-課文-複習活動」，老師在課前應熟悉課文並挑選當課重點詞和語法， 規劃一堂課需要教授的

內容份量，最後是設計教學內容。 

以下是以每堂課 50 分鐘為例的課程安排，請參考：

速成教學指南

在這份速成教學指南裡，您將了解……

(1）如何規劃完整的教學環節

(2）如何安排每堂課的教學重點

(3）如何恰當分配課堂時間 

(4）如何進行各個環節的教學 

(5）線上課程如何給學生安排作業

複習 回顧第一堂課內容

課文 課文閱讀理解及練習

複習 安排交際式活動、


遊戲式練習鞏固本課

語言知識

作業 安排複習作業

第一堂課 第二堂課

學習目標

主課文

教學重點

暖身 引入主題

生詞 重點詞彙教學及練習

語法 語法點教學及練習

作業 安排複習作業

・能閱讀並理解一篇課文


・能就新主題，與他人進行交流

・能掌握新主題的相關詞彙 

    和語法


・能書寫新學的漢字



【課前確認】

請您取得學生聯繫方式，確保如有突發狀況，可以以電話或電郵

聯繫。

(1)

測試您與學生上課設備（以筆記型或桌上型電腦為佳）的網路、耳

機、 麥克風都正常運行。

(2)

開課前或第一次上課時，可以從雙方自我介紹、聊天、了解學生背

景及學習目標等開始，讓學生和您互相熟識，之後會更好地進入課

堂環節。

(3)

【開課】

生詞

語法

課文 複習活動

暖身

授課時，您可以按照「暖身-生

詞-語法-課文-複習活動」來安

排課堂。

我們建議您每篇 Pondlet

用兩堂課完成，每堂課50 

分鐘。

一篇 Pondlet

第1堂課 第2堂課

皆建議 50 分鐘

同時也為您提供了每個環節的建議用時，您可以根據實際情況進行

調整。下面以HSK 1-2 級（初級程度）的文章《 》


為例，示範如何使用 Ponddy Reader 平台安排教學。

你有手機嗎？

https://reader.ponddy.com/share/818267782ced462d11c9d23806c6896a/818267782ced462d11c9d23806c6896a


*以下環節的建議操作方式包含了所有活動，您可以根據需求選用其中內容。

第一堂課

1. 暖身 （ 建議時間：2分鐘 ）

為吸引學生注意力、導入本課，您可以帶領學生一起讀一下課文題目，或者

簡單介紹一下課文主題。

2. 生詞   （ 建議時間：25分鐘 ）

於「文章」或「詞彙」點選右上方 「顯示設定」 開啟 「顯示焦點模式」 。 

(1) 練習生詞發音，您可以點擊小喇叭             讓學生跟讀生詞。

(2) 為引出或解釋生詞，您可以使用生詞右側的圖片。 比如在講解「手

機」、「電話」之前，您可以先給學生看一下圖片。您還可以使用

生詞圖片安排活動：看圖提問、看圖描述等。比如「多少」，您可

以打開圖片，問學生「有多少個蘋果？」 

(3) 為提高學生詞彙量、熟練運用生詞，您可以點擊生詞，使用 Ponds  


關聯網教學，以「電話」一詞為例。 



詞典： 詞典中的英文翻譯可幫助您向學生解釋詞意，選擇適合學生程度的

例句，讓學生跟讀。

詞關聯： 詞關聯中的搭配詞能夠幫助您引導學生按照「詞


->短語->句子」循序漸進地提高長句輸出能力。

您可以在「電話」的搭配詞中選擇符合學生程度

的詞，比如選擇「公司」，詢問學生是否認識，

並引導學生造句，可以說「我們公司沒有電話，

我們有電郵。」 

字關聯： 您可以讓學生拿出紙筆跟著筆順動畫練習「話」

的書寫。也可以根據學生程度挑選由「電」組成

的其他詞給學生簡單介紹，如果學生程度足夠，

可以讓學生想一想哪些詞包含「電」。

部首關聯： 部首關聯中的動畫和下方包含相同部件的漢字可

以幫助學生建立漢字間的聯繫，加強認字能力。

點擊漢字「話」，利用右邊的動畫，讓學生更直

覺地理解「言」為什麼這樣寫。下方由「言」延

伸出的其他字中，讓學生試著說說認識哪些。

電話

公司

號碼

會議

通過

詞關聯

電

電影

電梯

電視

電子郵件

字關聯

訂
計

議

訓

言
部首關聯



3. 語法  （ 建議時間：20分鐘 ）

*「文法」頁籤

(1)

 點擊語法標題後可讓學生讀本文中使用該語法的句子。「文法

詳解」中的英文翻譯可以幫助您向學生更清楚地解釋。


(2) 您可以利用「文法例句」中的例句與學生進行互動。選擇例句

提問學生，如提問學生「你有手機嗎？」 可以檢驗學生是否能

夠掌握語法「有」的用法。您還可以選擇例句讓學生翻譯，但

要注意將英文翻譯遮住。

4. 作業安排 （ 建議時間：3分鐘 ）

選擇當課重點生詞，讓學生利用詞關聯寫 5~10 字的句子。讓學生

創建一篇 Pondlet ，取名 「你有手機嗎 - 作業 -學生名 」，將句子

輸入到該 Pondlet 中，最後將該 Pondlet 的連結傳給老師複查。 



第二堂課

1. 複習  （ 建議時間：5分鐘 ）

複習第一堂課所學之生詞、語法能夠幫助學生快速回顧上節課內容


，進入上課狀態。

2. 課文  （ 建議時間：20分鐘 ）

* 「文章」 頁籤



( 1 )  訓練學生的聽力和理解能力，您可以點擊                                 先

讓學生聆聽全文音檔並猜測本課大意。


播放全文

( 2 )  練習學生發音，您可以點擊課文小喇叭            ，讓學生聽並跟


讀課文。


另外您還可以安排學生分角色朗讀課文，增加課堂的趣味性。

( 3 )  為提高學生漢字認讀能力，您可以在                             關閉課文

拼音，讓學生嘗試認讀課文。




顯示設定

* 「補充資料」頁籤

( 4 )  課文講解結束後，透過 Reading Comprehension 可檢驗學

生是否完全理解了課文內容。若在回答過程中發現學生對課

文理解不足，您可以返回課文再進行講解。 




3. 複習活動 （ 建議時間：20分鐘 ）

在生詞、語法和課文的講解後，您可以利用課堂複習活動，來強化學生

記憶，以及檢驗學生是否能熟練運用已學內容。

( 1 )  您可以透過「補充資料」 頁籤中的 Performance-Based 

Activities 中的 Check For Learning ，引領學生完成活動。 

比如本課，根據活動設定的情景，運用本課學到的生詞、語

法、數字，請學生介紹自己的基本資訊以及電話號碼。

*「練習」頁籤：

( 2 )  有5 個針對生詞、語法的遊戲式練習，讓複習更有趣。您可     

以根據學生的掌握情況或教學時長選擇需要的遊戲練習。

您可以於此  觀看影片

或掃碼觀看影片，了解 5 個遊戲的操作方式，         

或自行嘗試。

( 3 )  一對一課操作方式 :

學生操作遊戲，老師引導。

團體班操作方式 :

老師在 Group play 創建一個班級群組，讓學生透過遊戲連

結、二維碼或者 Group Code 加入群組，可以進行競賽式

練習。

http://s.ponddy.com/EasyPlay


更多作業建議

綜合練習 完成練習小遊戲。

漢字練習 讓學生利用字關聯跟著動圖練習書寫漢字。

您可以選擇當課重點生詞中筆劃較多的漢字（如：

謝謝、知道）或者易混淆漢字（如：土、士）

寫作練習 您可以給學生一個和課文主題相關的題目，讓學生進行創作。

對初學者的要求，每篇20~50 字，可按照學生能力加字數。

口語練習 給學生一個和課文主題相關的題目，讓學生上台發言。

比如《我家人的電話號碼》

口語練習 您可以讓學生下課後練習讀課文並錄音。

寫作類型的作業能讓學生創建 Pondlet ，將內容打在「文本＆音檔」


，然後分享該 Pondlet 給您；其他形式的作業能讓學生創建 Pondlet 

後，將檔案上傳到「補充資料」，比如錄音、文檔、圖片等，學生完

成後分享該 Pondlet 給您。

4. 作業安排 （ 建議時間：5分鐘 ）

預習下一篇 Pondlet。老師將下一篇要學習的 Pondlet 以連結、 

二維碼形式分享給學生，要求學生跟讀生詞、聆聽課文音檔了解本

課大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