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Pathway to AP


系列線上教材

AP 中文由美國大學理事會 College Board 所設立，為了提高高中生中文程

度，促進高中與大學間的銜接。為了讓中文學習者儘早為 AP 中文考試做好

準備，本系列課程直接面向想要備考 AP 考試的考生，設置了從零起點到 

Pre-AP 各個程度的課程。課程包含 Chinese 1-4 共 46 篇和 Pre-AP 課14

篇 Pondlets，每篇建議授課時間為 2 堂課。教材遵循美國外語教學委員會

（ACTFL）的語言能力分級標準，涵蓋了AP 中文的六大主題：全球挑戰、

科學與技術、現代生活、個人和公共身份、家庭和社區以及美學。本系列

教材中的每篇課文都附有相應的補充資料，不僅能提升教材趣味性，也有

助於學習者根據自身語言程度進行差異化學習。

適用對象：

母語非中文且準備 AP 中文考試的中文學習者。

內容設置：

Chinese 1 10 篇課文，共 20 堂課 Chinese 2 12 篇課文，共 24 堂課

Chinese 3 12 篇課文，共 24 堂課 Chinese 4 12 篇課文，共 24 堂課

Pre-AP 14 篇課文，共 28 堂課



Pathway to AP Chinese 1

適用

9歲+ Novice Low 

& Ｍid

ACTFL     每課

建議時間

2堂課

免費


閱讀
日期 課文連結及練習連結

/ 你好 練習

/ 你是中國人嗎？ 練習

/ 我的家庭 練習

/ 兄弟姐妹 練習

/ 約時間——生日篇 練習

/ 約吃飯 練習

/ 你有什麼愛好？ 練習

/ 興趣 練習

/ 拜訪朋友 練習

/ 拜訪朋友記事 練習

https://reader.ponddy.com/share/017e1021de4ea56cda3b39c471429b3f
https://easyplay.ponddy.com/?res=017e1021de4ea56cda3b39c471429b3f&title=%E4%BD%A0%E5%A5%BD
https://reader.ponddy.com/share/6c7bd72b0e7154b6d73ad1ddd244a5a9
https://easyplay.ponddy.com/?res=6c7bd72b0e7154b6d73ad1ddd244a5a9&title=%E4%BD%A0%E6%98%AF%E4%B8%AD%E5%9C%8B%E4%BA%BA%E5%97%8E%EF%BC%9F
https://reader.ponddy.com/share/a916fca543ea0fabd4b85d0cda70adb9
https://easyplay.ponddy.com/?res=a916fca543ea0fabd4b85d0cda70adb9&title=%E6%88%91%E7%9A%84%E5%AE%B6%E5%BA%AD
https://reader.ponddy.com/share/8e04b20ce801a5e9aec8e714baa1ab0c
https://easyplay.ponddy.com/?res=8e04b20ce801a5e9aec8e714baa1ab0c&title=%E5%85%84%E5%BC%9F%E5%A7%90%E5%A6%B9
https://reader.ponddy.com/share/1d68d94b8672e5cc1fbae27b147c74c4
https://easyplay.ponddy.com/?res=1d68d94b8672e5cc1fbae27b147c74c4&title=%E7%B4%84%E6%99%82%E9%96%93%E2%80%94%E2%80%94%E7%94%9F%E6%97%A5%E7%AF%87
https://reader.ponddy.com/share/739e2b61b40d6a5c260124a345fab414
https://easyplay.ponddy.com/?res=739e2b61b40d6a5c260124a345fab414&title=%E7%B4%84%E5%90%83%E9%A3%AF
https://reader.ponddy.com/share/c14e6dce226a9aa856a82feef2641255
https://easyplay.ponddy.com/?res=c14e6dce226a9aa856a82feef2641255&title=%E4%BD%A0%E6%9C%89%E4%BB%80%E9%BA%BC%E6%84%9B%E5%A5%BD%EF%BC%9F
https://reader.ponddy.com/share/702249988034479b60e688e8a23e8891
https://easyplay.ponddy.com/?res=702249988034479b60e688e8a23e8891&title=%E8%88%88%E8%B6%A3
https://reader.ponddy.com/share/c54ebc6df8391e6052b6aa6dfd98d2b0
https://easyplay.ponddy.com/?res=c54ebc6df8391e6052b6aa6dfd98d2b0&title=%E6%8B%9C%E8%A8%AA%E6%9C%8B%E5%8F%8B
https://reader.ponddy.com/share/ce18cccface6ae22c4b6e458be8e2d9e
https://easyplay.ponddy.com/?res=ce18cccface6ae22c4b6e458be8e2d9e&title=%E6%8B%9C%E8%A8%AA%E6%9C%8B%E5%8F%8B%E8%A8%98%E4%BA%8B


適用

14歲+

ACTFL
Novice High


-

Intermediate


Low

    每課

建議時間

2堂課

免費


閱讀
日期 課文連結及練習連結

/ 明天下午有沒有空？ 練習

/ 改時間 練習

/ 一起學中文 練習

/ 圖書館的新朋友 練習

/ 我的一天 練習

/ 寫信給朋友 練習

/ 買衣服 練習

/ 換貨 練習

/ 你要怎麼去旅行？ 練習

/ 旅行和交通 練習

/ 天氣預報 練習

/ 北京的氣候 練習

Pathway to AP Chinese 2

https://reader.ponddy.com/share/c0df9df87c6096208483af3e3ef6fe9f/c0df9df87c6096208483af3e3ef6fe9f
https://easyplay.ponddy.com/?res=c0df9df87c6096208483af3e3ef6fe9f&title=%E6%98%8E%E5%A4%A9%E4%B8%8B%E5%8D%88%E6%9C%89%E6%B2%92%E6%9C%89%E7%A9%BA%EF%BC%9F
https://reader.ponddy.com/share/c3b87d71170d5114dd35e692f6207d1b
https://easyplay.ponddy.com/?res=c3b87d71170d5114dd35e692f6207d1b&title=%E6%94%B9%E6%99%82%E9%96%93
https://reader.ponddy.com/share/d8af32cb71a109ff5bfa905a2298df5a
https://easyplay.ponddy.com/?res=d8af32cb71a109ff5bfa905a2298df5a&title=%E4%B8%80%E8%B5%B7%E5%AD%B8%E4%B8%AD%E6%96%87
https://reader.ponddy.com/share/c733c44af7fe734393d4321b79168e46
https://easyplay.ponddy.com/?res=c733c44af7fe734393d4321b79168e46&title=%E5%9C%96%E6%9B%B8%E9%A4%A8%E7%9A%84%E6%96%B0%E6%9C%8B%E5%8F%8B
https://reader.ponddy.com/share/7414d6ae6643ca496b8019a85f36571f
https://easyplay.ponddy.com/?res=7414d6ae6643ca496b8019a85f36571f&title=%E6%88%91%E7%9A%84%E4%B8%80%E5%A4%A9
https://reader.ponddy.com/share/a848691a7e38513c97e63b6f90d717f1
https://easyplay.ponddy.com/?res=a848691a7e38513c97e63b6f90d717f1&title=%E5%AF%AB%E4%BF%A1%E7%B5%A6%E6%9C%8B%E5%8F%8B
https://reader.ponddy.com/share/afdf86f60e516e4a826eae85c1295c16
https://easyplay.ponddy.com/?res=afdf86f60e516e4a826eae85c1295c16&title=%E8%B2%B7%E8%A1%A3%E6%9C%8D
https://reader.ponddy.com/share/8cc8f2ecf4a8ee28c835dae2bdfce5a9
https://easyplay.ponddy.com/?res=8cc8f2ecf4a8ee28c835dae2bdfce5a9&title=%E6%8F%9B%E8%B2%A8
https://reader.ponddy.com/share/2d1915a58f83fdbd986d0e198f034d27
https://easyplay.ponddy.com/?res=2d1915a58f83fdbd986d0e198f034d27&title=%E4%BD%A0%E8%A6%81%E6%80%8E%E9%BA%BC%E5%8E%BB%E6%97%85%E8%A1%8C%EF%BC%9F
https://reader.ponddy.com/share/91f014acf1c3115a82ccda3c01ba331b
https://easyplay.ponddy.com/?res=91f014acf1c3115a82ccda3c01ba331b&title=%E6%97%85%E8%A1%8C%E5%92%8C%E4%BA%A4%E9%80%9A
https://reader.ponddy.com/share/7b726b3ab2e84ccbb8a1ffe8983f5207
https://easyplay.ponddy.com/?res=7b726b3ab2e84ccbb8a1ffe8983f5207&title=%E5%A4%A9%E6%B0%A3%E9%A0%90%E5%A0%B1
https://reader.ponddy.com/share/b87e88de28114840daa5d5a5997243eb
https://easyplay.ponddy.com/?res=b87e88de28114840daa5d5a5997243eb&title=%E5%8C%97%E4%BA%AC%E7%9A%84%E6%B0%A3%E5%80%99


適用

14歲+

ACTFL

Intermediate

Low & Mid 

    每課

建議時間

2堂課

免費


閱讀
日期 課文連結及練習連結

/ 一起上飯館兒 練習

/ 去學生餐廳買飯 練習

/ 書店在什麼地方？ 練習

/ 中國城怎麼走？ 練習

/ 準備生日舞會 練習

/ 表姐的生日晚會 練習

/ 生病看醫生 練習

/ 過敏了 練習

/ 約女生看電影 練習

/ 一起約會吧 練習

/ 考慮搬家 練習

/ 約房東看房 練習

Pathway to AP Chinese 3

https://reader.ponddy.com/share/c97c1c2d875752cbf16553fe54ea9093
https://easyplay.ponddy.com/?res=c97c1c2d875752cbf16553fe54ea9093&title=%E4%B8%80%E8%B5%B7%E4%B8%8A%E9%A3%AF%E9%A4%A8%E5%85%92
https://reader.ponddy.com/share/ad894948cf7eea4e6c4529de9b6f38f0
https://easyplay.ponddy.com/?res=ad894948cf7eea4e6c4529de9b6f38f0&title=%E5%8E%BB%E5%AD%B8%E7%94%9F%E9%A4%90%E5%BB%B3%E8%B2%B7%E9%A3%AF
https://reader.ponddy.com/share/410ed125f3e155096ff629445b737b50
https://easyplay.ponddy.com/?res=410ed125f3e155096ff629445b737b50&title=%E6%9B%B8%E5%BA%97%E5%9C%A8%E4%BB%80%E9%BA%BC%E5%9C%B0%E6%96%B9%EF%BC%9F
https://reader.ponddy.com/share/7f537546717a73bd56634ddfe31c78ce
https://easyplay.ponddy.com/?res=7f537546717a73bd56634ddfe31c78ce&title=%E4%B8%AD%E5%9C%8B%E5%9F%8E%E6%80%8E%E9%BA%BC%E8%B5%B0%EF%BC%9F
https://reader.ponddy.com/share/98bd085b6724081f08fabb28ff81a249
https://easyplay.ponddy.com/?res=98bd085b6724081f08fabb28ff81a249&title=%E6%BA%96%E5%82%99%E7%94%9F%E6%97%A5%E8%88%9E%E6%9C%83
https://reader.ponddy.com/share/ad6798d9b6b3f9202ad0fba8d46957e8
https://easyplay.ponddy.com/?res=ad6798d9b6b3f9202ad0fba8d46957e8&title=%E8%A1%A8%E5%A7%90%E7%9A%84%E7%94%9F%E6%97%A5%E6%99%9A%E6%9C%83
https://reader.ponddy.com/share/deb15ffbe459f7bf38404ca4a42de9c5
https://easyplay.ponddy.com/?res=deb15ffbe459f7bf38404ca4a42de9c5&title=%E7%94%9F%E7%97%85%E7%9C%8B%E9%86%AB%E7%94%9F
https://reader.ponddy.com/share/c993a4ef965deec43b5e25f2433b37c1
https://easyplay.ponddy.com/?res=c993a4ef965deec43b5e25f2433b37c1&title=%E9%81%8E%E6%95%8F%E4%BA%86
https://reader.ponddy.com/share/8483f90c6e3469c1a7fc60efb7cdbca4
https://easyplay.ponddy.com/?res=8483f90c6e3469c1a7fc60efb7cdbca4&title=%E7%B4%84%E5%A5%B3%E7%94%9F%E7%9C%8B%E9%9B%BB%E5%BD%B1
https://reader.ponddy.com/share/2d0f1e0b593cba1f67bcce2be0ce1f22
https://easyplay.ponddy.com/?res=2d0f1e0b593cba1f67bcce2be0ce1f22&title=%E4%B8%80%E8%B5%B7%E7%B4%84%E6%9C%83%E5%90%A7
https://reader.ponddy.com/share/89475ff23af5716c684cd2aa76ccc1a9
https://easyplay.ponddy.com/?res=89475ff23af5716c684cd2aa76ccc1a9&title=%E8%80%83%E6%85%AE%E6%90%AC%E5%AE%B6
https://reader.ponddy.com/share/459074d8d46f4d921d6ee6d1e15df3f7
https://easyplay.ponddy.com/?res=459074d8d46f4d921d6ee6d1e15df3f7&title=%E7%B4%84%E6%88%BF%E6%9D%B1%E7%9C%8B%E6%88%BF


適用

14歲+

ACTFL

Intermediate

Low & Mid 

    每課

建議時間

2堂課

免費


閱讀
日期 課文連結及練習連結

/ 做哪種運動好？ 練習

/ 美式足球和國際足球 練習

/ 暑假去旅行 練習

/ 買機票 練習

/ 機場報到 練習

/ 接機 練習

/ 網上購物真好玩兒 練習

/ 方便的通訊軟件 練習

/ 去聽演唱會 練習

/ 談音樂 練習

/ 喝酒不開車 練習

/ 我的寵物 練習

Pathway to AP Chinese 4

https://reader.ponddy.com/share/a9d1433e97db534ba92451f9d15b9239
https://easyplay.ponddy.com/?res=a9d1433e97db534ba92451f9d15b9239&title=%E5%81%9A%E5%93%AA%E7%A8%AE%E9%81%8B%E5%8B%95%E5%A5%BD%EF%BC%9F
https://reader.ponddy.com/share/6798233cbc796b68baff134ac582b2c9
https://easyplay.ponddy.com/?res=6798233cbc796b68baff134ac582b2c9&title=%E7%BE%8E%E5%BC%8F%E8%B6%B3%E7%90%83%E5%92%8C%E5%9C%8B%E9%9A%9B%E8%B6%B3%E7%90%83
https://reader.ponddy.com/share/f014af0e0c965591a51d24770e514906
https://easyplay.ponddy.com/?res=f014af0e0c965591a51d24770e514906&title=%E6%9A%91%E5%81%87%E5%8E%BB%E6%97%85%E8%A1%8C
https://reader.ponddy.com/share/f5bb7afc4754c816b5d5941e087a59e7
https://easyplay.ponddy.com/?res=f5bb7afc4754c816b5d5941e087a59e7&title=%E8%B2%B7%E6%A9%9F%E7%A5%A8
https://reader.ponddy.com/share/0df71c17bfdc3bac878749ad197bd516
https://easyplay.ponddy.com/?res=0df71c17bfdc3bac878749ad197bd516&title=%E6%A9%9F%E5%A0%B4%E5%A0%B1%E5%88%B0
https://reader.ponddy.com/share/93407a6be61ea0bf2de5e527b54c60c1
https://easyplay.ponddy.com/?res=93407a6be61ea0bf2de5e527b54c60c1&title=%E6%8E%A5%E6%A9%9F
https://reader.ponddy.com/share/90118898b9d297e4593bfc349d95066d
https://easyplay.ponddy.com/?res=90118898b9d297e4593bfc349d95066d&title=%E7%B6%B2%E4%B8%8A%E8%B3%BC%E7%89%A9%E7%9C%9F%E5%A5%BD%E7%8E%A9%E5%85%92
https://reader.ponddy.com/share/42f5301d7c02c0959242961be6e20ddd
https://easyplay.ponddy.com/?res=42f5301d7c02c0959242961be6e20ddd&title=%E6%96%B9%E4%BE%BF%E7%9A%84%E9%80%9A%E8%A8%8A%E8%BB%9F%E4%BB%B6
https://reader.ponddy.com/share/8655719537eed85a5bb4a7162ca763ce
https://easyplay.ponddy.com/?res=8655719537eed85a5bb4a7162ca763ce&title=%E5%8E%BB%E8%81%BD%E6%BC%94%E5%94%B1%E6%9C%83
https://reader.ponddy.com/share/fbad622d35f9402ae00d9701f402cd19
https://easyplay.ponddy.com/?res=fbad622d35f9402ae00d9701f402cd19&title=%E8%AB%87%E9%9F%B3%E6%A8%82
https://reader.ponddy.com/share/f322156ab1365334e06d062e6a6234f5
https://easyplay.ponddy.com/?res=f322156ab1365334e06d062e6a6234f5&title=%E5%96%9D%E9%85%92%E4%B8%8D%E9%96%8B%E8%BB%8A
https://reader.ponddy.com/share/e720c26dacad27c36886eb54bfdb7756
https://easyplay.ponddy.com/?res=e720c26dacad27c36886eb54bfdb7756&title=%E6%88%91%E7%9A%84%E5%AF%B5%E7%89%A9


適用

14歲+

ACTFL

Intermediate

High

    每課

建議時間

2堂課

免費


閱讀
日期 課文連結及練習連結

/ 住校外好嗎？ 練習

/ 宿舍的新室友 練習

/ 這兒什麼菜好吃？ 練習

/ 購物中心買東西 練習

/ 你要選什麼課？ 練習

/ 跟男朋友吵架了 練習

/ 網絡上的君子之爭 練習

/ 與家人同住還是自己住？ 練習

/ 與朋友一起住，合適嗎？ 練習

/ 國外流行吃素嗎？ 練習

/ 貴的一定好？ 練習

/ 智能手機讓人們之間的距離變近了嗎？ 練習

/ 在家自學或是參與學校教育 練習

/ 公益旅行 練習

Pathway to AP Pre-AP

https://reader.ponddy.com/share/21b54507d813e3fb9d82c8f69aecf2d9
https://easyplay.ponddy.com/?res=21b54507d813e3fb9d82c8f69aecf2d9&title=%E4%BD%8F%E6%A0%A1%E5%A4%96%E5%A5%BD%E5%97%8E%EF%BC%9F
https://reader.ponddy.com/share/4e3853e867d04fba51d271a714024836
https://easyplay.ponddy.com/?res=4e3853e867d04fba51d271a714024836&title=%E5%AE%BF%E8%88%8D%E7%9A%84%E6%96%B0%E5%AE%A4%E5%8F%8B
https://reader.ponddy.com/share/53c22d27e004819eb31a5860dd1ffebb
https://easyplay.ponddy.com/?res=53c22d27e004819eb31a5860dd1ffebb&title=%E9%80%99%E5%85%92%E4%BB%80%E9%BA%BC%E8%8F%9C%E5%A5%BD%E5%90%83%EF%BC%9F
https://reader.ponddy.com/share/9035003727089f769e4ba69155720c9b
https://easyplay.ponddy.com/?res=9035003727089f769e4ba69155720c9b&title=%E8%B3%BC%E7%89%A9%E4%B8%AD%E5%BF%83%E8%B2%B7%E6%9D%B1%E8%A5%BF
https://reader.ponddy.com/share/c9b2fa40baf3b75dc2e4b447794421a9
https://easyplay.ponddy.com/?res=c9b2fa40baf3b75dc2e4b447794421a9&title=%E4%BD%A0%E8%A6%81%E9%81%B8%E4%BB%80%E9%BA%BC%E8%AA%B2%EF%BC%9F
https://reader.ponddy.com/share/f57de03205e393667faefc21ce458ef7
https://easyplay.ponddy.com/?res=f57de03205e393667faefc21ce458ef7&title=%E8%B7%9F%E7%94%B7%E6%9C%8B%E5%8F%8B%E5%90%B5%E6%9E%B6%E4%BA%86
https://reader.ponddy.com/share/8046bf69368a5ba4417aff3e1028ba8e
https://easyplay.ponddy.com/?res=8046bf69368a5ba4417aff3e1028ba8e&title=%E7%B6%B2%E7%B5%A1%E4%B8%8A%E7%9A%84%E5%90%9B%E5%AD%90%E4%B9%8B%E7%88%AD
https://reader.ponddy.com/share/21c730a0504bf51a664206b8dca07efa
https://easyplay.ponddy.com/?res=21c730a0504bf51a664206b8dca07efa&title=%E8%88%87%E5%AE%B6%E4%BA%BA%E5%90%8C%E4%BD%8F%E9%82%84%E6%98%AF%E8%87%AA%E5%B7%B1%E4%BD%8F%EF%BC%9F
https://reader.ponddy.com/share/aaf3187476133a5671bea63fce2eb4eb
https://easyplay.ponddy.com/?res=aaf3187476133a5671bea63fce2eb4eb&title=%E8%88%87%E6%9C%8B%E5%8F%8B%E4%B8%80%E8%B5%B7%E4%BD%8F%EF%BC%8C%E5%90%88%E9%81%A9%E5%97%8E%EF%BC%9F
https://reader.ponddy.com/share/62531257d1a9a5599f3cee0dd6a54ba7
https://easyplay.ponddy.com/?res=62531257d1a9a5599f3cee0dd6a54ba7&title=%E5%9C%8B%E5%A4%96%E6%B5%81%E8%A1%8C%E5%90%83%E7%B4%A0%E5%97%8E%3F
https://reader.ponddy.com/share/e02445587e60f586d24bc9660ba16caa
https://easyplay.ponddy.com/?res=e02445587e60f586d24bc9660ba16caa&title=%E8%B2%B4%E7%9A%84%E4%B8%80%E5%AE%9A%E5%A5%BD%EF%BC%9F
https://reader.ponddy.com/share/b46cddc750fd0796ccf0d332f0356908
https://easyplay.ponddy.com/?res=b46cddc750fd0796ccf0d332f0356908&title=%E6%99%BA%E8%83%BD%E6%89%8B%E6%A9%9F%E8%AE%93%E4%BA%BA%E5%80%91%E4%B9%8B%E9%96%93%E7%9A%84%E8%B7%9D%E9%9B%A2%E8%AE%8A%E8%BF%91%E4%BA%86%E5%97%8E%EF%BC%9F
https://reader.ponddy.com/share/23bbeab4fba50b75045ad50ed6ce1492
https://easyplay.ponddy.com/?res=23bbeab4fba50b75045ad50ed6ce1492&title=%E5%9C%A8%E5%AE%B6%E8%87%AA%E5%AD%B8%E6%88%96%E6%98%AF%E5%8F%83%E8%88%87%E5%AD%B8%E6%A0%A1%E6%95%99%E8%82%B2
https://reader.ponddy.com/share/a350a01446d56cd239af3d833f7f3000
https://easyplay.ponddy.com/?res=a350a01446d56cd239af3d833f7f3000&title=%E5%85%AC%E7%9B%8A%E6%97%85%E8%A1%8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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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