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國在地化>系列是圍繞美國本土風俗、節慶文化、旅遊勝地、明星名人


、知名企業等內容編寫的教材。熟悉的文化內容與多樣的主題使學習者

對漢語學習更感興趣，也能激發學習者的學習動機。本系列每課都是獨

立的閱讀課文，可以自由組合學習。

本系列教材涵蓋了 HSK 5-6 級及 6 級以上（相當於 Ponddy 3-5 級）閱讀課文，共 59 篇。

內容設置：

適用對象：

適用於 9 歲以上有一定漢語基礎，且對美國文化有一定了解或興趣的漢語學習者。

節慶文化

- 16 篇主題課文 - 29 篇主題課文

明星名人

- 5 篇主題課文

知名企業 旅遊勝地

- 9 篇主題課文

59 篇課文，每篇課文分為兩堂課進行，共 118 堂課

美國在地化


系列線上教材



適用

9歲＋

HSK

5~6

    每課

建議時間

2堂課

分類 日期 課文連結及練習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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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慶文化

免費閱讀

明星名人

美國在地化  教材內容詳情

1.1 新年

1.2 土撥鼠節

1.3 情人節

1.4 狂歡節

1.5 復活節

1.6 聖·帕特里克節

1.7 母親節

1.8 愚人節

1.9 美國國慶節

1.10 父親節

1.11 勞動節

1.12 萬聖節

1.13 感恩節

1.14 聖誕節

1.15 黑色星期五

1.16 美國傳統美食

2.1 改變人類生活方式的喬布斯

2.2 科比和他的籃球生涯

2.3 李安——華人的驕傲

2.4 偉大的夢想家——華特·迪士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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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easyplay.ponddy.com/?res=0d21907ac8051e8d2e7501db472a6944&title=%E8%81%96%C2%B7%E5%B8%95%E7%89%B9%E9%87%8C%E5%85%8B%E7%AF%80
https://easyplay.ponddy.com/?res=7d468549991ab41c27ebe0fccc295f63&title=%E6%AF%8D%E8%A6%AA%E7%AF%80
https://easyplay.ponddy.com/?res=abf6f26d92d7334e1425504f0718e035&title=%E6%84%9A%E4%BA%BA%E7%AF%80
https://easyplay.ponddy.com/?res=9ad77b24a73034d89e2b06489f3b58b7&title=%E7%BE%8E%E5%9C%8B%E5%9C%8B%E6%85%B6%E7%AF%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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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easyplay.ponddy.com/?res=980ed932c7b89713fdb27c6f354f5e36&title=%E5%8B%9E%E5%8B%95%E7%AF%80
https://easyplay.ponddy.com/?res=0633e71b08c98d7b5bc2fa56e5df070b&title=%E8%90%AC%E8%81%96%E7%AF%80
https://easyplay.ponddy.com/?res=88b8356d25e30c410b3328a8a2ccb1e2&title=%E6%84%9F%E6%81%A9%E7%AF%80
https://easyplay.ponddy.com/?res=171b2357abde7c4c95ce4198ab3a5ccf&title=%E8%81%96%E8%AA%95%E7%AF%80
https://easyplay.ponddy.com/?res=64a56f08234a51e07c004c8129656a9e&title=%E9%BB%91%E8%89%B2%E6%98%9F%E6%9C%9F%E4%BA%94
https://easyplay.ponddy.com/?res=7128b4970b3b46761a538d0658af1e1e&title=%E7%BE%8E%E5%9C%8B%E5%82%B3%E7%B5%B1%E7%BE%8E%E9%A3%9F
https://easyplay.ponddy.com/?res=38f45964e5b1cd4cc88ab9d580d4d135&title=%E6%94%B9%E8%AE%8A%E4%BA%BA%E9%A1%9E%E7%94%9F%E6%B4%BB%E6%96%B9%E5%BC%8F%E7%9A%84%E5%96%AC%E5%B8%83%E6%96%AF
https://easyplay.ponddy.com/?res=5a3c46b794b10eb08744275aeaabf541&title=%E7%A7%91%E6%AF%94%E5%92%8C%E4%BB%96%E7%9A%84%E7%B1%83%E7%90%83%E7%94%9F%E6%B6%AF
https://easyplay.ponddy.com/?res=13de30ac9709dc1e7d6085694b330767&title=%E6%9D%8E%E5%AE%89%E2%80%94%E2%80%94%E8%8F%AF%E4%BA%BA%E7%9A%84%E9%A9%95%E5%82%B2
https://easyplay.ponddy.com/?res=5cda9b784a1395b9cfe33a4c4e9bef8e&title=%E5%81%89%E5%A4%A7%E7%9A%84%E5%A4%A2%E6%83%B3%E5%AE%B6%E2%80%94%E2%80%94%E8%8F%AF%E7%89%B9%C2%B7%E8%BF%AA%E5%A3%AB%E5%B0%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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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貝聿銘的一生

2.6 認識歐·亨利

2.7 從民謠到搖滾，從歌手到詩人——鮑伯·迪倫

2.8 航空先驅——萊特兄弟

2.9 不朽的傳奇——披頭士

2.10 海明威及其一生

2.11 馬克·吐溫及其寫作風格

2.12 電影巨匠—— 史蒂文·斯皮爾伯格

2.13 永遠的巨星——貓王

2.14 跨出人類的一大步的阿姆斯特朗

2.15 改變美國棒球歷史的傑基·羅賓森

2.16 用武術聞名天下的李小龍

2.17 民權運動的先驅——羅莎·帕克斯

2.18 二十世紀的物理天才——愛因斯坦

2.19 從戰地天使到美國紅十字會主席

2.20 「責任、榮譽、國家」與麥克阿瑟

2.21 最偉大的女程序員——瑪格麗特·漢密爾頓

2.22 被人遺忘的天才——尼古拉·特斯拉

2.23 諾姆·喬姆斯基——一位橫跨語言和政治的學者專家

2.24 改變世界的亨利·福特

2.25 當代福爾摩斯——李昌鈺

2.26 呼籲婦女活出自我的貝蒂·弗里丹

2.27 努力奮鬥的奧普拉

2.28 致力改善美國法律的厄爾·沃倫

2.29 拯救世界的喬納斯·索爾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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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reader.ponddy.com/share/2b1c5d37-d387-4867-9278-0aa6cda42273
https://reader.ponddy.com/share/b7b5fe2e-abba-4c7e-85bd-6b6840dd02db
https://reader.ponddy.com/share/9da7e0e3-2b33-46e4-9726-d12d08a9bb79
https://reader.ponddy.com/share/16e44a52-0130-4abc-bdbe-0ddef47a4b30
https://reader.ponddy.com/share/da0e2072-6f60-4bc9-b27d-e8ae2fe2b4aa
https://reader.ponddy.com/share/37a8800f-2c0d-4fd1-853e-5d8947c69668
https://reader.ponddy.com/share/82888c6a-9039-4d87-9bcf-a079350a84d8
https://easyplay.ponddy.com/?res=90974e829f1fb13fb422b599461b2f9a&title=%E8%B2%9D%E8%81%BF%E9%8A%98%E7%9A%84%E4%B8%80%E7%94%9F
https://easyplay.ponddy.com/?res=bb403553247b8d22280db56336ce5c4c&title=%E8%AA%8D%E8%AD%98%E6%AD%90%C2%B7%E4%BA%A8%E5%88%A9
https://easyplay.ponddy.com/?res=b1185df67c016d07460575382ec7d3a0&title=%E5%BE%9E%E6%B0%91%E8%AC%A0%E5%88%B0%E6%90%96%E6%BB%BE%EF%BC%8C%E5%BE%9E%E6%AD%8C%E6%89%8B%E5%88%B0%E8%A9%A9%E4%BA%BA%E2%80%94%E2%80%94%E9%AE%91%E4%BC%AF%C2%B7%E8%BF%AA%E5%80%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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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easyplay.ponddy.com/?res=59136105-d062-4701-92f3-ffa81e3ed5df&title=%E9%9B%BB%E5%BD%B1%E5%B7%A8%E5%8C%A0%E2%80%94%E2%80%94%20%E5%8F%B2%E8%92%82%E6%96%87%C2%B7%E6%96%AF%E7%9A%AE%E7%88%BE%E4%BC%AF%E6%A0%BC
https://easyplay.ponddy.com/?res=585b2943-c718-4e9a-8c92-29cf11f779a1&title=%E6%B0%B8%E9%81%A0%E7%9A%84%E5%B7%A8%E6%98%9F%E2%80%94%E2%80%94%E8%B2%93%E7%8E%8B
https://easyplay.ponddy.com/?res=a45ea67d-86f8-4a38-b635-24cef6b4fc7b&title=%E8%B7%A8%E5%87%BA%E4%BA%BA%E9%A1%9E%E7%9A%84%E4%B8%80%E5%A4%A7%E6%AD%A5%E7%9A%84%E9%98%BF%E5%A7%86%E6%96%AF%E7%89%B9%E6%9C%97
https://easyplay.ponddy.com/?res=005e160b-0be4-49d3-8a48-02a020b9f207&title=%E6%94%B9%E8%AE%8A%E7%BE%8E%E5%9C%8B%E6%A3%92%E7%90%83%E6%AD%B7%E5%8F%B2%E7%9A%84%E5%82%91%E5%9F%BA%C2%B7%E7%BE%85%E8%B3%93%E6%A3%AE
https://easyplay.ponddy.com/?res=ae971a9c-f822-4865-be90-59d54b317a62&title=%E7%94%A8%E6%AD%A6%E8%A1%93%E8%81%9E%E5%90%8D%E5%A4%A9%E4%B8%8B%E7%9A%84%E6%9D%8E%E5%B0%8F%E9%BE%8D
https://easyplay.ponddy.com/?res=58dff72a-1c2c-4c3d-a9e8-0def065171b4&title=%E6%B0%91%E6%AC%8A%E9%81%8B%E5%8B%95%E7%9A%84%E5%85%88%E9%A9%85%E2%80%94%E2%80%94%E7%BE%85%E8%8E%8E%C2%B7%E5%B8%95%E5%85%8B%E6%96%AF
https://easyplay.ponddy.com/?res=ba847057-726b-42e2-bbff-06ca87dda588&title=%E4%BA%8C%E5%8D%81%E4%B8%96%E7%B4%80%E7%9A%84%E7%89%A9%E7%90%86%E5%A4%A9%E6%89%8D%E2%80%94%E2%80%94%E6%84%9B%E5%9B%A0%E6%96%AF%E5%9D%A6
https://easyplay.ponddy.com/?res=5c74e877-2dc2-4770-b2c7-e2d7c8d3b521&title=%E5%BE%9E%E6%88%B0%E5%9C%B0%E5%A4%A9%E4%BD%BF%E5%88%B0%E7%BE%8E%E5%9C%8B%E7%B4%85%E5%8D%81%E5%AD%97%E6%9C%83%E4%B8%BB%E5%B8%AD
https://easyplay.ponddy.com/?res=c7ae697d-645a-4fa1-9ba9-1f86a04cffbe&title=%E3%80%8C%E8%B2%AC%E4%BB%BB%E3%80%81%E6%A6%AE%E8%AD%BD%E3%80%81%E5%9C%8B%E5%AE%B6%E3%80%8D%E8%88%87%E9%BA%A5%E5%85%8B%E9%98%BF%E7%91%9F
https://easyplay.ponddy.com/?res=2d81f502-643f-4208-b172-03b1838a59ab&title=%E6%9C%80%E5%81%89%E5%A4%A7%E7%9A%84%E5%A5%B3%E7%A8%8B%E5%BA%8F%E5%93%A1%E2%80%94%E2%80%94%E7%91%AA%E6%A0%BC%E9%BA%97%E7%89%B9%C2%B7%E6%BC%A2%E5%AF%86%E7%88%BE%E9%A0%93
https://easyplay.ponddy.com/?res=215830d6-9873-4dd4-ba68-ad72113f144d&title=%E8%A2%AB%E4%BA%BA%E9%81%BA%E5%BF%98%E7%9A%84%E5%A4%A9%E6%89%8D%E2%80%94%E2%80%94%E5%B0%BC%E5%8F%A4%E6%8B%89%C2%B7%E7%89%B9%E6%96%AF%E6%8B%89
https://easyplay.ponddy.com/?res=2b1c5d37-d387-4867-9278-0aa6cda42273&title=%E8%AB%BE%E5%A7%86%C2%B7%E5%96%AC%E5%A7%86%E6%96%AF%E5%9F%BA%E2%80%94%E2%80%94%E4%B8%80%E4%BD%8D%E6%A9%AB%E8%B7%A8%E8%AA%9E%E8%A8%80%E5%92%8C%E6%94%BF%E6%B2%BB%E7%9A%84%E5%AD%B8%E8%80%85%E5%B0%88%E5%AE%B6
https://easyplay.ponddy.com/?res=b7b5fe2e-abba-4c7e-85bd-6b6840dd02db&title=%E6%94%B9%E8%AE%8A%E4%B8%96%E7%95%8C%E7%9A%84%E4%BA%A8%E5%88%A9%C2%B7%E7%A6%8F%E7%89%B9
https://easyplay.ponddy.com/?res=9da7e0e3-2b33-46e4-9726-d12d08a9bb79&title=%E7%95%B6%E4%BB%A3%E7%A6%8F%E7%88%BE%E6%91%A9%E6%96%AF%E2%80%94%E2%80%94%E6%9D%8E%E6%98%8C%E9%88%BA
https://easyplay.ponddy.com/?res=16e44a52-0130-4abc-bdbe-0ddef47a4b30&title=%E5%91%BC%E7%B1%B2%E5%A9%A6%E5%A5%B3%E6%B4%BB%E5%87%BA%E8%87%AA%E6%88%91%E7%9A%84%E8%B2%9D%E8%92%82%C2%B7%E5%BC%97%E9%87%8C%E4%B8%B9
https://easyplay.ponddy.com/?res=da0e2072-6f60-4bc9-b27d-e8ae2fe2b4aa&title=%E5%8A%AA%E5%8A%9B%E5%A5%AE%E9%AC%A5%E7%9A%84%E5%A5%A7%E6%99%AE%E6%8B%89
https://easyplay.ponddy.com/?res=37a8800f-2c0d-4fd1-853e-5d8947c69668&title=%E8%87%B4%E5%8A%9B%E6%94%B9%E5%96%84%E7%BE%8E%E5%9C%8B%E6%B3%95%E5%BE%8B%E7%9A%84%E5%8E%84%E7%88%BE%C2%B7%E6%B2%83%E5%80%AB
https://easyplay.ponddy.com/?res=82888c6a-9039-4d87-9bcf-a079350a84d8&title=%E6%8B%AF%E6%95%91%E4%B8%96%E7%95%8C%E7%9A%84%E5%96%AC%E7%B4%8D%E6%96%AF%C2%B7%E7%B4%A2%E7%88%BE%E5%85%8B


知名企業

旅遊勝地

/

/

/

/

/

/

/

/

/

/

/

/

/

/

3.1 星巴克的經營策略

3.2 從美國到世界的可口可樂

3.3 生活中無所不在的谷歌

3.4 微軟的過去與未來

3.5 沃爾瑪的經營之道

4.1 紐約

4.2 洛杉磯

4.3 舊金山

4.4 科羅拉多大峽谷

4.5 美國著名景點

4.6 費城

4.7 芝加哥

4.8 美國國家公園

4.9 休斯敦

練習

練習

練習

練習

練習

練習

練習

練習

練習

練習

練習

練習

練習

練習

https://reader.ponddy.com/share/ba72a3c2-eded-45a0-83da-14e2ae819070
https://reader.ponddy.com/share/a4eee56b-f60c-48c4-9438-52b48891e1d2
https://reader.ponddy.com/share/dae36f74-2870-4305-a054-7b7c8ba130bd
https://reader.ponddy.com/share/96eb0e17-33f4-47b6-8c37-7876d73743c6
https://reader.ponddy.com/share/3b0f52f9-4186-4ac9-87fc-08c76d886e6f
https://reader.ponddy.com/share/708608db78548e94b01a13b2d097a5f7
https://reader.ponddy.com/share/d18bc5198f3c15f33397161960ec6799
https://reader.ponddy.com/share/5a3c46b794b10eb08744275aeaabf541
https://reader.ponddy.com/share/13de30ac9709dc1e7d6085694b330767
https://reader.ponddy.com/share/5cda9b784a1395b9cfe33a4c4e9bef8e
https://reader.ponddy.com/share/90974e829f1fb13fb422b599461b2f9a
https://reader.ponddy.com/share/bb403553247b8d22280db56336ce5c4c
https://reader.ponddy.com/share/b1185df67c016d07460575382ec7d3a0
https://reader.ponddy.com/share/aa0cdf3ab4de1fb6121002a02a9bd34a
https://easyplay.ponddy.com/?res=ba72a3c2-eded-45a0-83da-14e2ae819070&title=%E6%98%9F%E5%B7%B4%E5%85%8B%E7%9A%84%E7%B6%93%E7%87%9F%E7%AD%96%E7%95%A5
https://easyplay.ponddy.com/?res=a4eee56b-f60c-48c4-9438-52b48891e1d2&title=%E5%BE%9E%E7%BE%8E%E5%9C%8B%E5%88%B0%E4%B8%96%E7%95%8C%E7%9A%84%E5%8F%AF%E5%8F%A3%E5%8F%AF%E6%A8%82
https://easyplay.ponddy.com/?res=dae36f74-2870-4305-a054-7b7c8ba130bd&title=%E7%94%9F%E6%B4%BB%E4%B8%AD%E7%84%A1%E6%89%80%E4%B8%8D%E5%9C%A8%E7%9A%84%E8%B0%B7%E6%AD%8C
https://easyplay.ponddy.com/?res=96eb0e17-33f4-47b6-8c37-7876d73743c6&title=%E5%BE%AE%E8%BB%9F%E7%9A%84%E9%81%8E%E5%8E%BB%E8%88%87%E6%9C%AA%E4%BE%86
https://easyplay.ponddy.com/?res=3b0f52f9-4186-4ac9-87fc-08c76d886e6f&title=%E6%B2%83%E7%88%BE%E7%91%AA%E7%9A%84%E7%B6%93%E7%87%9F%E4%B9%8B%E9%81%93
https://easyplay.ponddy.com/?res=708608db78548e94b01a13b2d097a5f7&title=%E7%B4%90%E7%B4%84
https://easyplay.ponddy.com/?res=d18bc5198f3c15f33397161960ec6799&title=%E6%B4%9B%E6%9D%89%E7%A3%AF
https://easyplay.ponddy.com/?res=5a3c46b794b10eb08744275aeaabf541&title=%E8%88%8A%E9%87%91%E5%B1%B1
https://easyplay.ponddy.com/?res=13de30ac9709dc1e7d6085694b330767&title=%E7%A7%91%E7%BE%85%E6%8B%89%E5%A4%9A%E5%A4%A7%E5%B3%BD%E8%B0%B7
https://easyplay.ponddy.com/?res=5cda9b784a1395b9cfe33a4c4e9bef8e&title=%E7%BE%8E%E5%9C%8B%E8%91%97%E5%90%8D%E6%99%AF%E9%BB%9E
https://easyplay.ponddy.com/?res=90974e829f1fb13fb422b599461b2f9a&title=%E8%B2%BB%E5%9F%8E
https://easyplay.ponddy.com/?res=bb403553247b8d22280db56336ce5c4c&title=%E8%8A%9D%E5%8A%A0%E5%93%A5
https://easyplay.ponddy.com/?res=b1185df67c016d07460575382ec7d3a0&title=%E7%BE%8E%E5%9C%8B%E5%9C%8B%E5%AE%B6%E5%85%AC%E5%9C%92
https://easyplay.ponddy.com/?res=aa0cdf3ab4de1fb6121002a02a9bd34a&title=%E4%BC%91%E6%96%AF%E6%95%A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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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堂課主要目的在於複習與鞏固主課文的內容。

建議老師採用以下方式：

2. 增加學生的詞彙量，您可以進行擴展練習。在 Ponddy Reader     

上主課文的「補充資料」頁籤，您可以找到相關學習資源。比

如給學生看影片回答問題、補充文化知識、補充相關生詞、延

伸閱讀練習。老師需要依學生程度和學習情況選用內容。 

1. 處理學生作業，糾正作業中的錯誤，您可以和學生一起檢視。

要是學生有寫作、寫句子等作業，老師於本堂課與學生一起訂

正作業；要是學生有口語報告，於本堂課發表，老師予以回 饋。

複習課

課程目標



您還可以透過一系列的複習活動來豐富課堂，課堂活動

建議如下：

創建 Pondlet 點選「顯示設定」 開啟「顯示焦點模式」

「編輯焦點詞彙」與「編輯焦點文法」

1. 為更有針對性地複習某些重點生詞和語法，您可透過：創建

Pondlet → 開啟「顯示焦點模式」 → 「編輯焦點詞彙」與

「編輯焦點文法」，讓系統根據您設定的重點詞彙、語法自動

為您生成遊戲式練習。 接著您只需將這篇複習 Pondlet 分

享給學生練習或者作為一種課堂活動。

2. 為了檢查學生本單元漢字掌握情況，可以聽寫漢字或短句。利用

教學白板，讓學生書寫或鍵盤打出漢字或短句，並由教師或學生

互相評分及糾正錯誤漢字。

3. 為緩解學生學習壓力，增添中文課堂的趣味性，您可以多多利用

與中文相關的課堂遊戲，比如：詞語接龍、Bingo、一人一筆寫

漢字、我說你猜等。



進度表範例及說明

國中到高中學生 

HSK 1 、2

先進中文

完成第一課生字教學


完成<因為……所以……>的語法教學


完成第一段課文閱讀

Pondlet 課文

課文：早上好

1/1

學生姓名：

等級：

適用年齡：

每堂課時長： 	 	50 分鐘 	

每周建議課堂數：4 堂課 

___本期 41 篇課文，每篇課文分為 兩堂 課進行，共 82  堂課_______

系列名稱

填寫該課程對應等級

填寫該課程適用年齡

填寫該課程課堂時長

填寫該課程每周課堂數

教學進度記錄範例

填寫課文名稱

教學日期

課文及課堂總數

學生姓名

教學進度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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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姓名：

等級：

適用年齡：

每堂課時長：

每周建議課堂數：

___本期         篇課文，每篇課文分為         堂課進行，共        堂課______

教學進度記錄：Pondlet 課文 ：

/1 1

早上好 完成第一課生字教學


完成 <因為......所以......> 的語法教學


完成第一段課文閱讀

教學進度記錄：Pondlet 課文 ：

/

教學進度記錄：Pondlet 課文 ：

/

教學進度記錄：Pondlet 課文 ：

/

教學進度記錄：Pondlet 課文 ：

/

教學進度記錄：Pondlet 課文 ：

/

教學進度記錄：Pondlet 課文 ：

/

教學進度記錄：Pondlet 課文 ：

/



教學進度記錄：Pondlet 課文 ：

/

教學進度記錄：Pondlet 課文 ：

/

教學進度記錄：Pondlet 課文 ：

/

教學進度記錄：Pondlet 課文 ：

/

教學進度記錄：Pondlet 課文 ：

/

教學進度記錄：Pondlet 課文 ：

/

教學進度記錄：Pondlet 課文 ：

/

教學進度記錄：Pondlet 課文 ：

/

教學進度記錄：Pondlet 課文 ：

/

教學進度記錄：Pondlet 課文 ：

/



備註

教學進度記錄：Pondlet 課文 ：

/

教學進度記錄：Pondlet 課文 ：

/

教學進度記錄：Pondlet 課文 ：

/

教學進度記錄：Pondlet 課文 ：

/



第一堂課 

第二堂課

（ e.g., 看圖提問、看圖描述）

*可自由選擇是否使用

*可自由選擇是否使用

*檢討上堂課作業

讀／寫漢字（複習上堂課重點生詞）

複習問答（複習上堂課重點生詞）

遊戲練習

*預習作業（分享Pondlet給學生）

泛聽課文

跟讀課文

分角色朗讀課文

閱讀理解及講解（ 「補充資料」之 Reading Comprehension ）

1.複習  

2.課文

3.複習活動   

4.安排作業   

讀課文標題

介紹課文主題

1.暖身

跟讀生詞

解釋詞義

提供生詞例句並練習

練習生詞造句（詞關聯）

練習漢字書寫（字關聯）

*漢字知識擴展（部首關聯）

2.生詞  

講解語法

語法例句提問互動（ e.g., 選擇例句進行提問、翻譯）

3.語法  

*寫作作業4.安排作業 

上課 To-Do Lis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