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校园> 系列教材以 “校园生活” 作为系列故事主轴，内容主要为学生的校

园生活，包含了学业、休闲、人际关系等主题。本系列为情景互动智能教

材，通过不同主题帮助学生学习汉语并且进而了解中国文化。

本系列教材的 HSK 1-5 级（相当于 Ponddy 0-3 级），共包含 50 篇会话课文。

内容设置：

适用对象：

母语非中文的青年汉语学习者。

10 篇课文，每篇课文分为三个课时进行，共 30 个课时

HSK 3 10 篇课文，每篇课文分为三个课时进行，共 30 个课时

HSK 4 20 篇课文，每篇课文分为三个课时进行，共 60 个课时

HSK 5 10 篇课文，每篇课文分为三个课时进行，共 30 个课时

HSK 1  2、

校园


系列线上教材

V20220705



R 使用简单的词汇和短语表达基本的打招
呼：如①问候 ②告别 ③感谢6

R 能使用学过、练习过的词汇和短语介绍自 
己及他人，例如家人和朋友。・能回答关
于喜好的周末活动等相关问题6

R 能表达时间、日期、天气6

R 能够简单描述一天的计划6

R 能回复邀请并询问相关的信息。

/

/

/

/

/

/

/

/

/

/

1.1 你好 练习

1.2 你是中国人吗？ 练习

1.3 我的家庭 练习

1.4 兄弟姐妹 练习

1.5 约时间——生日篇 练习

1.6 约吃饭 练习

1.7 你有什么爱好 练习

1.8 兴趣 练习

1.9 拜访朋友 练习

1.10 拜访朋友记事 练习

学习目标
免费


阅读
日期 课文链接及练习链接

校园  教材内容详情

适用

15-18岁
HSK

1  2、

每课

建议课时

3
基础生词量

277

https://reader.ponddy.com/share/55b0d1088489dc0766f4dcb1dd3092d2
https://easyplay.ponddy.com/?res=55b0d1088489dc0766f4dcb1dd3092d2
https://reader.ponddy.com/share/87963228e32e94d0cb06c1a8ab2fd12f
https://easyplay.ponddy.com/?res=87963228e32e94d0cb06c1a8ab2fd12f
https://reader.ponddy.com/share/4fbe45600dd8a30bfc00c77821afdca6
https://easyplay.ponddy.com/?res=4fbe45600dd8a30bfc00c77821afdca6
https://reader.ponddy.com/share/53a9fdc4e2f91e5fa40ae17b28290cfa
https://easyplay.ponddy.com/?res=53a9fdc4e2f91e5fa40ae17b28290cfa
https://reader.ponddy.com/share/5cbd060d29740ae99f6b6125d0190498
https://easyplay.ponddy.com/?res=5cbd060d29740ae99f6b6125d0190498&title=%E7%BA%A6%E6%97%B6%E9%97%B4%E2%80%94%E2%80%94%E7%94%9F%E6%97%A5%E7%AF%87
https://reader.ponddy.com/share/d19f23da050477b12d861865382bb198
https://easyplay.ponddy.com/?res=d19f23da050477b12d861865382bb198
https://reader.ponddy.com/share/c861ff85cc9bd22a554ba9a4c1ee44f9
https://easyplay.ponddy.com/?res=c861ff85cc9bd22a554ba9a4c1ee44f9
https://reader.ponddy.com/share/51d063f95f56257b461ae6d9b3f9c682
https://easyplay.ponddy.com/?res=51d063f95f56257b461ae6d9b3f9c682
https://reader.ponddy.com/share/3ef24cc743f29f3851b442af7d6e4b5d
https://easyplay.ponddy.com/?res=3ef24cc743f29f3851b442af7d6e4b5d
https://reader.ponddy.com/share/14e55bd56469b494b40f86bda99b4ab0
https://easyplay.ponddy.com/?res=14e55bd56469b494b40f86bda99b4ab0


9 能制定做某事或去某处的计划�

9 能购物和要求退换货�

9 能使用短语和简单的句子询问并给出方向
指示�

9 能制定简单的旅行计划，应付基本的旅游
上的状况�

9 能够简单描述个人旅游经历。

/

/

/

/

/

/

/

/

/

/

2.1 明天下午有没有空 练习

2.2 改时间 练习

2.3 一起学中文 练习

2.4 图书馆的新朋友 练习

2.5 我的一天 练习

2.6 写信给朋友 练习

2.7 买衣服 练习

2.8 换货 练习

2.9 你要怎么去旅行 练习

2.10 旅行和交通 练习

学习目标
免费


阅读
日期 课文链接及练习链接

校园  教材内容详情

适用

15-18岁
HSK

3

每课

建议课时

3
基础生词量

381

https://reader.ponddy.com/share/21fbcedaa4746b95464e67a434f944a8
https://easyplay.ponddy.com/?res=21fbcedaa4746b95464e67a434f944a8
https://reader.ponddy.com/share/b1d8a4ef82dce6f161ad9cf7301ad967
https://easyplay.ponddy.com/?res=b1d8a4ef82dce6f161ad9cf7301ad967
https://reader.ponddy.com/share/707fd2b105a482f61c5925aeff307616
https://easyplay.ponddy.com/?res=707fd2b105a482f61c5925aeff307616
https://reader.ponddy.com/share/ab77bb7019a313f6dac41a9278da9e93
https://easyplay.ponddy.com/?res=ab77bb7019a313f6dac41a9278da9e93
https://reader.ponddy.com/share/c29ed0cd0a56713c61fd7349bc9cfc77
https://easyplay.ponddy.com/?res=c29ed0cd0a56713c61fd7349bc9cfc77
https://reader.ponddy.com/share/87d44d31ee69c4690cddff3c4d2e63fe
https://easyplay.ponddy.com/?res=87d44d31ee69c4690cddff3c4d2e63fe
https://reader.ponddy.com/share/a68959bffc15ce7d47e0ba00d9bb9e05
https://easyplay.ponddy.com/?res=a68959bffc15ce7d47e0ba00d9bb9e05
https://reader.ponddy.com/share/d96e991b8d59a4f28fc289a94ad67e28
https://easyplay.ponddy.com/?res=d96e991b8d59a4f28fc289a94ad67e28
https://reader.ponddy.com/share/23375ba317b2183ea0c6beee7ee414c4
https://easyplay.ponddy.com/?res=23375ba317b2183ea0c6beee7ee414c4
https://reader.ponddy.com/share/0fc6c37fb2a538a02c3ff916b6257367
https://easyplay.ponddy.com/?res=0fc6c37fb2a538a02c3ff916b6257367


学习目标


t 能辨别一些新闻媒体上的信息，如：天
气预报等l

t 能点餐l

t 能与他人交换对餐厅的意见或看法l

t 能说明关于个人喜好的原因或理由l

t 能提供关于自己计划要做的事的信息l

t 能提供关于自己计划要做的事的信息l

t 能询问他人的意见来完成任务，例如：
购买生日礼物l

t 能安排或订定约会、日程l

t 能谈论关于身体健康的相关话题，如：
生病等l

t 能与他人互动或交流，如:讨论租房的相
关事宜、叫外卖及网上购物l

t 能谈论关于自己每日活动和个人喜好，
如：生活习惯、兴趣爱好、最喜爱的音
乐、电影或运动等。

免费


阅读
日期

/

/

/

/

/

/

/

/

/

/

/

/

/

/

/

/

/

/

/

/

课文链接及练习链接

3.1 天气预报 练习

3.2 北京的气候 练习

3.3 一起上饭馆儿 练习

3.4 去学生餐厅买饭 练习

3.5 书店在什么地方？ 练习

3.6 中国城怎么走？ 练习

3.7 准备生日舞会 练习

3.8 表姐的生日晚会 练习

3.9 生病看医生 练习

3.10 过敏了 练习

3.11 约女生看电影 练习

3.12 一起约会吧 练习

3.13 考虑搬家 练习

3.14 约房东看房 练习

3.15 做哪种运动好 练习

3.16 美式足球和国际足球 练习

3.17 暑假去旅行 练习

3.18 买机票 练习

3.19 机场报到 练习

3.20 接机 练习

校园  教材内容详情

适用

15-18岁
HSK

4

每课

建议课时

3
基础生词量

681

https://reader.ponddy.com/share/54e69669d8e2475ee7be25ad49f18ccd
https://easyplay.ponddy.com/?res=54e69669d8e2475ee7be25ad49f18ccd
https://reader.ponddy.com/share/093da65218435710721df46c49c41369
https://easyplay.ponddy.com/?res=093da65218435710721df46c49c41369
https://reader.ponddy.com/share/1a357c863b972800afa9fa607de1ee01
https://easyplay.ponddy.com/?res=1a357c863b972800afa9fa607de1ee01
https://reader.ponddy.com/share/98836058fb0374e74a6261d5187c5701
https://easyplay.ponddy.com/?res=98836058fb0374e74a6261d5187c5701
https://reader.ponddy.com/share/2aeefef17e4a7fc0c5fe15883dbbecd5
https://easyplay.ponddy.com/?res=2aeefef17e4a7fc0c5fe15883dbbecd5
https://reader.ponddy.com/share/5edc7d99e7bca6ddd4944595133ab8b4
https://easyplay.ponddy.com/?res=5edc7d99e7bca6ddd4944595133ab8b4
https://reader.ponddy.com/share/201386b28571a8cad459c91784a648be
https://easyplay.ponddy.com/?res=201386b28571a8cad459c91784a648be
https://reader.ponddy.com/share/fa98e54a8ec7b6c065f9b3c6a50a0c22
https://easyplay.ponddy.com/?res=fa98e54a8ec7b6c065f9b3c6a50a0c22
https://reader.ponddy.com/share/5b68dad673d766ad518ff875431e4d72
https://easyplay.ponddy.com/?res=5b68dad673d766ad518ff875431e4d72
https://reader.ponddy.com/share/e8d9270f2eee00afd7e7c72dfdeb381d
https://easyplay.ponddy.com/?res=e8d9270f2eee00afd7e7c72dfdeb381d
https://reader.ponddy.com/share/0b0a82bb3e41caf58dc5c2717ffe2f36
https://easyplay.ponddy.com/?res=0b0a82bb3e41caf58dc5c2717ffe2f36
https://reader.ponddy.com/share/3386ea022f265e7a85fbd5faafefccf3
https://easyplay.ponddy.com/?res=3386ea022f265e7a85fbd5faafefccf3
https://reader.ponddy.com/share/2116fbce5422c856ab35855bfedcfeff
https://easyplay.ponddy.com/?res=2116fbce5422c856ab35855bfedcfeff
https://reader.ponddy.com/share/c791ff506b390e220112e1f4b97afee7
https://easyplay.ponddy.com/?res=c791ff506b390e220112e1f4b97afee7
https://reader.ponddy.com/share/40415677606ce58583c829853fc3b793
https://easyplay.ponddy.com/?res=40415677606ce58583c829853fc3b793
https://reader.ponddy.com/share/54d0b897764d8606601ce5803a2c2020
https://easyplay.ponddy.com/?res=54d0b897764d8606601ce5803a2c2020
https://reader.ponddy.com/share/e0cf07f5b4fca554fde40ed70e124767
https://easyplay.ponddy.com/?res=e0cf07f5b4fca554fde40ed70e124767
https://reader.ponddy.com/share/cb2f656f850332381534015511381a71
https://easyplay.ponddy.com/?res=cb2f656f850332381534015511381a71
https://reader.ponddy.com/share/7de884f36b37255fa6726743f6ee6e15
https://easyplay.ponddy.com/?res=7de884f36b37255fa6726743f6ee6e15
https://reader.ponddy.com/share/d063762e0c87dda749e1d67778835347
https://easyplay.ponddy.com/?res=d063762e0c87dda749e1d67778835347


� 能询问和提供关于爱好或不同生活方式的
信息/

� 能即席谈论自己熟悉的、感兴趣的以及和
日常生活有关的话题，如：家庭、休闲、
工作、旅游、时事等/

� 能谈论课程内容相关问题/

� 能谈论各种电子产品的使用方式和优缺
点/

� 能谈论工作和生涯规划/

� 能谈论工作和生涯规划/

� 能安排和一群朋友出游/

� 能询问和提供关于我知道或我想去的地方
的描述。

/

/

/

/

/

/

/

/

/

/

4.1 住校外好吗？ 练习

4.2 宿舍的新室友 练习

4.3 这儿什么菜好吃？ 练习

4.4 购物中心买东西 练习

4.5 你要选什么课？ 练习

4.6 跟男朋友吵架了 练习

4.7 玩手机，上瘾了！ 练习

4.8 暑假打工还是休息？ 练习

4.9 课后补习好不好？ 练习

4.10 去台湾旅游吧！ 练习

学习目标
免费


阅读
日期 课文链接及练习链接

校园  教材内容详情

适用

15-18岁
HSK

5

每课

建议课时

3
基础生词量

337

https://reader.ponddy.com/share/baf93101233dfd34b2e188f77848534a
https://easyplay.ponddy.com/?res=baf93101233dfd34b2e188f77848534a
https://reader.ponddy.com/share/d09d0a5d7a767c88b7db98f0248d426b
https://easyplay.ponddy.com/?res=d09d0a5d7a767c88b7db98f0248d426b
https://reader.ponddy.com/share/541fbdd0f2439c37bb60145ad7001d4b
https://easyplay.ponddy.com/?res=541fbdd0f2439c37bb60145ad7001d4b
https://reader.ponddy.com/share/a9e8372858a8b9d76b8a2a24b95ab02b
https://easyplay.ponddy.com/?res=a9e8372858a8b9d76b8a2a24b95ab02b
https://reader.ponddy.com/share/82363c5e7ed647ca8e1a46729c1b5e03
https://easyplay.ponddy.com/?res=82363c5e7ed647ca8e1a46729c1b5e03&title=%E4%BD%A0%E8%A6%81%E9%80%89%E4%BB%80%E4%B9%88%E8%AF%BE%EF%BC%9F
https://reader.ponddy.com/share/2778927b359b681ff57c166223747e24
https://easyplay.ponddy.com/?res=2778927b359b681ff57c166223747e24
https://reader.ponddy.com/share/d88065bc8e3fa933df7c5eff33e6b490
https://easyplay.ponddy.com/?res=d88065bc8e3fa933df7c5eff33e6b490
https://reader.ponddy.com/share/bb50a47c39d38e0fac231c5e1538d7be
https://easyplay.ponddy.com/?res=bb50a47c39d38e0fac231c5e1538d7be
https://reader.ponddy.com/share/db879338db6c9fe562835276693495ca
https://easyplay.ponddy.com/?res=db879338db6c9fe562835276693495ca
https://reader.ponddy.com/share/32e7608a501b396c4366a2318230b15d
https://easyplay.ponddy.com/?res=32e7608a501b396c4366a2318230b15d


复习 回顾第一课时内容

课文 课文阅读理解及练习

复习 布置交际式活动、


游戏式练习巩固本课

语言知识

作业 布置复习作业

第一课时 第二课时

学习目标

主课文

教学重点

暖身 引入主题

生词 重点词汇教学及练习

语法 语法点教学及练习

作业 布置复习作业

・能阅读并理解一篇课文


・能就新主题，与他人进行交流

・能掌握新主题的相关词汇

   和语法


・能书写新学的汉字

中文课堂基本有五个环节 “暖身-生词-语法-课文-复习活动” ，老师在课前应熟悉课文并挑选当课重点词和语法，规划一个课时需要

教授的内容份量，最后是设计教学内容。

以下是以每堂课50分钟为例的课程安排，请参考：

 在这份速成教学指南里，您将了解……


(1）如何规划完整的教学环节

(2）如何安排每堂课的教学重点

(3）如何恰当分配课堂时间

(4）如何进行各个环节的教学

(5）网课如何给学生布置作业

速成教学指南



【课前确认】

请您取得学生联系方式，确保如有突发状况，可以以电话或电邮

联系。

(1)

测试您与学生上课设备（以笔记本或台式机为佳）的网络、耳机、

麦克风都正常运行。

(2)

开课前或第一次上课时，可以从双方自我介绍、聊天、了解学生背

景及学习目标等开始，让学生和您互相熟识，之后会更好地进入课

堂环节。

(3)

【开课】

生词

语法

课文 复习活动

暖身

授课时，您可以按照 “ 暖身-生词


-语法-课文-复习活动 ” 来组织

课堂。

我们建议您每篇 Pondlet 

用两课时完成，每课时 50 

分钟。

一篇 Pondlet

皆建议 50 分钟

课时 1 课时 2

同时也为您提供了每个环节的建议用时，您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

下面以 HSK 1-2 级（初级水平）的文章《 》


为例，示范如何使用 Ponddy Reader 平台组织教学。

你有手机吗？

https://reader.ponddy.com/share/431ffa9856cf5a3c96655c91de24c81a


*以下环节的建议操作方式包含了所有活动，您可以根据需求选用其中内容。

第一课时

为吸引学生注意力、导入本课，您可以带领学生一起读一下课文

题目，或者简单介绍一下课文主题。

于“文章”或“词汇”点选右上方“显示设定”，开启“显示焦点模式”。

(1）练习生词发音，您可以点击小喇叭         让学生跟读生词。

(2）为引出或解释生词，您可以使用生词右侧的图片。

比如在讲解“手机”、“电话”之前，您可以先给学生看一下图片。

您还可以使用生词图片组织活动：看图提问、看图描述等。比

如“多少”，您可以打开图片，问学生“有多少个苹果？”

* “词汇” 页签



2. 生词  （建议时间：25分钟）

1. 暖身 （建议时间：2分钟）



(3) 为提高学生词汇量、熟练运用生词，您可以点击生词，使用 Ponds 


     关联网教学，以“电话”一词为例。


关联网教学：

词典中的英文翻译可帮助您向学生解释词义，选择适合学生水平的例

句，让学生跟读。

词典：

词关联中的搭配词能够帮助您引导学生按照“词->

短语->句子”循序渐进地提高长句输出能力。

您可以在“电话”的搭配词中选择符合学生水平的词，


比如选择“公司”，询问学生是否认识，并引导学生

造句，可以说“我们公司没有电话，我们有电邮。”

电话

公司

号码

会议

通过

词关联

词关联：    

字关联：    您可以让学生拿出纸笔跟着笔顺动画练习“电”和


“话”的书写。也可以根据学生水平挑选由“电”组

成的其他词给学生简单介绍，如果学生水平足够，

可以让学生想一想哪些词包含“电”。 电

电影

电梯

电视

字关联

电子邮件

部首关联中的动画和下方包含相同部件的汉字可以

帮助学生建立汉字间的联系，加强认字能力。点击

汉字“话”，利用右边的动画，让学生更直观地理

解“讠”为什么这样写。下方由“讠”延伸出的其他

字中，让学生试着说说认识哪些。


部首关联：

订
计

议

训

讠 部首关联



4. 作业布置 （ 建议时间：3分钟 ）

选择当课重点生词，让学生利用词关联写 5~10 字的句子。


让学生创建一篇 Pondlet  ，取名 “你有手机吗 - 作业 - 学生

名 ” ，将句子输入到该 Pondlet 中，最后将该 Pondlet 的

链接发送给老师复查。

释。

3. 语法 （ 建议时间：20分钟 ）

*“语法”页签

(1)

 点击语法标题后可让学生读本文中使用该语法的句子。

语法详解中的英文翻译可以帮助您向学生更清楚地解


(2) 您可以利用“语法例句”中的语法例句与学生进行互

动。


选择例句提问学生，如提问学生“你有手机吗？” 可以检

验学生是否能够掌握语法“有”的用法。您还可以选择

例句让学生翻译，但要注意将英文翻译遮住。



1. 复习 （ 建议时间：5分钟 ）

复习第一课时所学之生词、语法能够帮助学生快速回顾上节课内

容，进入上课状态。

2. 课文 （ 建议时间：20分钟 ）

* “文章” 页签



( 1 )  训练学生的听力和理解能力，您可以点击                      先

让学生聆听全文音频并猜测本课大意。


第二课时

* “补充资源”页签

(4)  课文讲解结束后，通过 “Reading Comprehension” 可检验

学生是否完全理解了课文内容。若在回答过程中发现学生对

课文理解不足，您可以返回课文再进行讲解。

播放全文

(3)  为提高学生汉字认读能力，您可以在                    关闭课文  


      拼音，让学生尝试认读课文。

显示设定

(2)  练习学生发音，您可以点击课文小喇叭          ，让学生听并


     跟读课文。

另外您还可以安排学生分角色朗读课文，增加课堂的趣味性。



3. 复习活动 （ 建议时间：20分钟 ）

在生词、语法和课文的讲解后，您可以利用课上复习活动，来强

化学生记忆，以及检验学生是否能熟练运用已学内容。

4. 作业布置 （ 建议时间：5分钟 ）

预习下一篇 Pondlet。老师将下一篇要学习的 Pondlet 以链接、

二维码形式分享给学生，要求学生跟读生词、聆听课文音频了解

本课大意。


(1) 您可以通过 “补充资源” 页签中的 “Performance-Based 


Activities” 中的 “Check For Learning” ，引领学生完成活动。

比如本课，根据活动设定的情景，运用本课学到的生词、语法、

数字，请学生介绍自己的基本信息以及电话号码。

*“练习”页签：

(2)   有 5 个针对生词、语法的游戏式练习，让复习更有趣。您可以

根据学生的掌握情况或教学时长选择需要的游戏练习。

您可以于此观看影片

或扫码观看影片，了解 5 个游戏的操作方式，

或自行尝试。

(3)  一对一课操作方式：

学生操作游戏，老师引导。

团体班操作方式：

老师在 “Group play” 创建一个班级群，让学生通过游

戏链接、二维码或者 Group Code 加入群组，可以进行

竞赛式练习。

http://s.ponddy.com/EasyPlay


更多作业建议

综合练习 完成练习小游戏。

汉字练习 让学生利用字关联跟着动图练习书写汉字。

您可以选择当课重点生词中笔画较多的汉字（如：谢谢、知道）或者易混

淆汉字（如：土、士）。

写作练习
对初学者的要求，每篇 20~50 字，可按照学生能力加字数。

您可以给学生一个和课文主题相关的题目，让学生进行创作。

口语练习

比如《我家人的电话号码》。

给学生一个和课文主题相关的题目，让学生上台发言。

口语练习 您可以让学生下课后练习读课文并录音。

写作类型的作业能让学生创建 Pondlet ，将内容打在“文本&音频”，

然后分享该 Pondlet 给您；其他形式的作业能让学生创建 Pondlet后，

将档案上传到 “补充资源” ，比如录音、文档、图片等，学生完成后分

享该 Pondlet 给您。



本堂课主要目的在于复习与巩固主课文的内容。

建议老师采用以下方式：

2. 增加学生的词汇量，您可以进行扩展练习。在Ponddy Reader

上主课文的“补充资源”页签，您可以找到相关学习资源。比如

给学生看视频回答问题、补充文化知识、补充相关生词、延伸

阅读练习。老师需要依学生水平和学习情况选用内容。



1. 处理学生作业，纠正作业中的错误，您可以和学生一起梳理。


要是学生有写作、写句子等作业，老师于本堂课与学生一起订

正作业；要是学生有口语报告，于本堂课发表，老师予以反馈。

复习课

课程目标



您还可以通过一系列的复习活动来丰富课堂，课堂活动

建议如下：

创建 Pondlet 点选“显示设定”

“编辑焦点词汇”与“标记焦点语法” 开启“显示焦点模式”

1. 为更有针对性地复习某些重点生词和语法，您可通过 “创建

Pondlet” ->点选“显示设定”->开启“显示焦点模式”->“编

辑焦点词汇”与“标记焦点语法” ，让系统根据您设定的重点词

汇、语法自动为您生成游戏式练习。


接着您只需将这篇复习 Pondlet 分享给学生练习或者作为一

种课堂活动。

3. 为缓解学生学习压力，增添中文课堂的趣味性，您可以多多利

用与中文相关的课堂游戏，比如：词语接龙、Bingo、一人一笔

写汉字、我说你猜等。

2. 为了检查学生本单元汉字掌握情况，可以听写汉字或短句。利

用教学白板，让学生书写或键盘打出汉字或短句，并由教师或

学生互相评分及纠正错误汉字。




进度表范例及说明

初中到高中学生

HSK 1、2

先进中文

完成第一课生字教学


完成 <因为......所以......> 的语法教学


完成第一段课文阅读

Pondlet 课文

课文：早上好


1/1

学生姓名：

等级：

适用年龄：

每个课时时长： 	 	50 分钟	

每周建议课时数：4 个课时

___本期 41 篇课文，每篇课文分为两个课时进行，共 82 个课时_______

系列名称

填写该课程对应等级

填写该课程适用年龄

填写该课程课时时长

填写该课程每周课时数

教学进度记录范例

填写课文名称

教学日期

课文及课时总数

学生姓名

教学进度记录：

等级对照表

PONDDY

Level 6

Level 5

Level 4

Level 3

Level 2

Level 1

Level 0

Distinguished

Superior

Advanced

Intermediate

Novice

Novice

Intermediate High

High

Low, Mid

Low, Mid

ACTFL

6+

6+

6

5

4

3

1,2

HSK TOCFL

A1

C2

C1

B2

A2

A1

B1

A1

CEFR

C2

C1

B2

A2

A1

B1

ILR

0

4-5

3-3+

2-2+

1

0+

1+



学生姓名：

等级：

适用年龄：

每个课时时长：

每周建议课时数：

___本期      篇课文，每篇课文分为     课时进行，共      个课时______

教学进度记录：Pondlet 课文：

/1 1

早上好 完成第一课生字教学


完成 <因为......所以......> 的语法教学


完成第一段课文阅读

教学进度记录：Pondlet 课文：

/

教学进度记录：Pondlet 课文：

/

教学进度记录：Pondlet 课文：

/

教学进度记录：Pondlet 课文：

/

教学进度记录：Pondlet 课文：

/

教学进度记录：Pondlet 课文：

/

教学进度记录：Pondlet 课文：

/



教学进度记录：Pondlet 课文：

/

教学进度记录：Pondlet 课文：

/

教学进度记录：Pondlet 课文：

/

教学进度记录：Pondlet 课文：

/

教学进度记录：Pondlet 课文：

/

教学进度记录：Pondlet 课文：

/

教学进度记录：Pondlet 课文：

/

教学进度记录：Pondlet 课文：

/

教学进度记录：Pondlet 课文：

/

教学进度记录：Pondlet 课文：

/



备注

教学进度记录：Pondlet 课文：

/

教学进度记录：Pondlet 课文：

/

教学进度记录：Pondlet 课文：

/

教学进度记录：Pondlet 课文：

/



第一课时

第二课时

（ e.g., 看图提问、看图描述）

上课To-Do list

*可自由选择是否使用

*可自由选择是否使用

*检讨上堂课作业

读/写汉字（复习上堂课重点生词）

复习问答（复习上堂课重点生词）

游戏练习

*预习作业（分享 Pondlet 给学生）

泛听课文

跟读课文

分角色朗读课文

阅读理解及讲解（ “补充资源” 之 “Reading Comprehension” ）

1.复习

2.课文

3.复习活动

4.布置作业

读课文标题

介绍课文主题

1.暖身

跟读生词

解释词义

提供生词例句并练习

练习生词造句（词关联）

练习汉字书写（字关联）

*汉字知识扩展（部首关联）

2.生词

讲解语法

语法例句提问互动（ e.g., 选择例句进行提问、翻译）

3.语法

*写作作业4.布置作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