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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語言，是人與人交際溝通的媒介之一。語言教學，常概括分為成年人與未成年

人的教學、第一語言與第二語言的教學。本書即是為未成年人(兒童)其第二語言的

(華語)教學所編輯的教材。

　　編輯兒童語言教材，應考量兒童的心理認知及行為基模。一般認為，兒童語言

能力的發展，一是由先天遺傳因素決定，二是受後天習得過程影響。先天因素是常

人無法控制的，但後天的養成與塑造，卻可經由人為而改變。

　　引發兒童的第二語言學習動機，是極為重要的關鍵。如何讓“學習華語”成為

一個快樂且實用的課堂活動，是我們編輯此書的目標。我們期望教師能跳脫母語教

學的框架，採用“學中用、用中學”的互動方式，讓師生、學生之間的關係，從語

言學習出發，延伸擴展為知覺能力的培養和思維能力的發展。

　　本書是依據《Hello,華語！》主教材內容編輯而成。手冊內容除了補充說明主教

材的圖文連結關係外，還具體指出每課教學的主軸與範疇，並提供詳細的教學指引

與教學補充資料，作為教師教學的參考。

二、教師手冊的內容

　　本書各課內容包含以下項目，現將各項內容簡單說明如下：

◎教學目標　說明本課應達成的語言能力目標。

◎故事概要　�說明本課插圖與文字的連結關係。此部分可以作為整課開始的暖身活

動，從說故事開始，引導學生進入課文主角的世界。由於本教材是以

繪本風格導入目標語，採取“以圖領文”的教學，可符合兒童直覺、

短語的學習模式。因此教師可以用學生的母語來說明，等學生熟悉故

事後，再進入正式的語言教學。

◎課程總覽　�以表格方式呈現本課教學的整體內容，包含課文、生詞、句型或短

語、情境對話和漢字。

◎課前說明　�以主教材分頁內容為項次，每個跨頁有不同的課前說明與教學指引。

每一課共計三個課前說明與教學指引。課前說明除了詳述該跨頁場景

外，還列舉教學時應準備的教具，並提醒教師課文附件的位置。

◎教學提示　針對主教材內容所建議的教學流程與活動，內容包含：

　1.�暖身活動：�此部分是課前的引起動機，教師可以用中文，也可以用學生的母語

來進行。待學生的情緒穩定，熟悉課文情境，並能與老師、同學自

然互動時，再開始正式教學活動。

　2.�對話教學：�為短句、會話教學，重點在讓學生學會日常生活的會話短語。教師

可以借著身體律動、手勢、情境引導等，搭配不同的教學法，讓學

生了解句意，不必多做文法翻譯說明。

　3.�詞彙教學：�以“詞本位”為教學重心，著重在詞彙意義和用法。教師可以藉由

圖卡、肢體動作、各種教具，結合句型來練習。教授詞彙只要認讀

即可，不必要求學生書寫。

　4.�句型或短語教學：�旨在培養學生實際應用的能力，由簡單的機械式練習，慢慢

進入有意義的溝通式練習。教師可鼓勵學生反覆地操演、分

組練習、進行問答、上臺表演，以期達到熟悉句型的目的。

　5.�延伸活動：�此部分依據主教材分量的多寡而加以補充。其用意是借著活動加強

詞彙、句型、短語的印象，同時平衡每個跨頁的教學時間，故教師

可以斟酌參閱。

　6.指定作業：�此部分為配合練習本所提供的項次，建議教師視實際上課狀況彈性

使用。

◎一起練習　 針對每課第七個頁面所設計的教學建議事項，內容包括活動說明和活

動流程，一方面作為全課總複習，一方面借著活動（如角色扮演、主

題任務）來進行句式演練，以達到學習實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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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寫漢字　 依據每課所提供的漢字習寫進行說明，為“字本位”的教學型態，內

容包括漢字教學的重點，筆順、筆畫的習寫要點，以及教學時應注意

的事項等。

◎補充資料　 補充文化及語言分析相關資料，並納入練習本解答、學習單及教學參

考書目、網站等，提供教師教學參考之用。

◎文化百寶箱　 現今社會是一個國際化的地球村，語言教學也應重視各國文化的交

融與互諒。在本教材中，顯現或隱藏於圖文之間的“文化符碼”甚

多，故本書的文化說明包羅萬象，從古今中外各種角度來解說各地

風土民情、文化習俗，以提供教師教學參考之用。本文化說明的補

充僅供教師參酌，非教學必備內容，建議教師視學生程度與教學實

況酌情處理。

　　編輯團隊嘗試從不同面向，將相關資料彙編於本手冊中，衷心地希望每位使用

此書的教師，能更周詳、更輕鬆地規劃教學計劃，給予學生快樂且實用的學習時光。

三、課本人物介紹

　1.小香：�亞裔7歲小女孩。父親是上班族，母親是家庭主婦。小香性格溫和，負

責又認真。喜歡與父母相處，也喜歡跟朋友一起玩。

　2.小明： 北美裔7歲小男孩，與小香住在同一個社區，父親是警察。小明性格活

潑開朗，喜歡幫助大家，是小朋友心中的好夥伴。

　3.大年：�非裔7歲小男童。父逝，由母親與祖母撫養。他個性灑脫，偶爾有點漫

不經心，喜愛運動，總是帶給大家歡笑，朋友都喜歡他。

　4.佳佳：�土耳其裔7歲小女孩，是家裡的獨生女，愛漂亮，穿著打扮也比一般同

齡小朋友靚麗，但內心仍維持著兒童的天真爛漫。

　5.小莉：小明的10歲的姐姐小莉，早熟且懂事，立志將來要當環保義工。

　6.小杰：小香的9歲哥哥小杰，喜歡讀書，長相斯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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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目標

一、能運用“是、不是”指認姓名。

二、能聽懂課堂指令。

三、能運用“⋯⋯嗎”詢問。

故事概要

　　穿著旗袍留著長髮的女老師，親切地和小朋友打招呼，並且開始認識學生。小

香、佳佳、大年、小明都與老師有一些對話。

課程總覽

課　文

看一看 　早上好！　老師好！

　　　　　你是佳佳嗎？　我是小香，不是佳佳。

　　　　　誰是佳佳？　老師，她是佳佳。

　　　　　你是小明嗎？　我不是小明，我是大年。

　　　　　小明在哪裡？　老師，我在這裡。

說一說 　他是小明嗎？　他是不是大年？

　　　　　佳佳在哪裡？　老師在哪裡？

做一做 　請你站起來。　請你坐下。　舉手。　手放下。

生　詞 老師、嗎、不、誰、請、站、起來、坐、下、舉、手、放

句　型 
或 

短　語

你是　　　嗎？

我是　　　，不是　　　。

誰是　　　？

　　　在哪裡？

請你站起來。　請你坐下。

舉手。　　　手放下。

情　境
對　話

A：放在哪裡？
B：放在這裡。

漢　字 老、不、坐、下、手

老師好課第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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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前說明一

㈠場景說明
場景1： 穿著旗袍的女老師走進教室，親切

地與教室裡的小朋友打招呼。教室

後面掛了一幅孔子的畫像，是以華

人熟悉的卷軸方式裱褙。

場景2： 老師首先與小香進行對話，並且認
識了佳佳。

㈡教具準備
　　電子教科書、CD

教學提示一

㈠暖身活動
　　請小朋友說一說，自己第一次到學校上

學時的心情，會不會緊張，還是害怕？或者

非常開心？還記不記得與老師、同學的第一

次對話？用以帶領學生一起參與課本人物的

第一堂課。

㈡對話教學
A：早上好！

B：老師好！

1. 教師先為學生複習第一課所學的“你好”
及第二課“早上好”。

2. 教師引導學生觀察課本情境圖，說明圖中
老師與學生互相打招呼的情境。

3. 教師帶領學生朗讀對話，學生跟讀。
4. 教師將全班分為兩組，可按座位分為左半
部和右半部，也可按性別分為男生組和

女生組，一組擔任老師，一組擔任小朋

友，互相進行對話：“早上好！”“老師

好。”。

5. 教師隨機抽點兩位學生，進行此一對話練
習。

“他是老師嗎？”“她是佳佳嗎？”“他

是大年嗎？”讓學生相互問答。

2. 我是○○，不是□□。
 　　教師向學生說明課本圖意是老師詢問
小朋友的名字，以及認識小朋友的情境。

並在黑板上寫下幾組學會的詞彙，如﹕

“老師”“爸爸”“媽媽”“大年”“佳

佳”，也可以用母語寫下一些學生熟悉的

名人、明星的名字。教師帶領學生說：

“我是○○”或“我不是□□”，同時指

著黑板上的詞彙，讓學生能夠念出詞彙的

發音，練習“我是○○，不是□□”的句

型。

3. 誰是○○？
 　　教師向學生說明此句型的意思，並利
用點名活動一一與全班同學進行對話，教

師問：“誰是○○？”點到的學生必須回

答：“我是○○。”

㈤活動：找一找
　　教師引導學生，情境圖中，教室裡掛了

一幅畫，找一找在哪裡？畫裡的人物穿著打

扮和自己一樣嗎？畫框和自己看過的一樣

嗎？你知道畫裡的人物是誰嗎？教師可視情

況引導學生認識孔子。

㈢詞彙教學
1. 老師：教師指著課文情境圖上的老師，說
“老師”，請學生跟讀。再指著自己，向

學生說：“老師”，並請學生跟著複讀。

2. 嗎：教師向學生說明，將“嗎”加在句子
後面，句子就變成疑問句。例如：“你好

嗎”是問候對方好不好。“嗎”發音為

ma，輕聲。
3. 不：教師邊搖頭或搖手，邊向學生說
“不”，引導學生理解詞彙意義。

4. 誰：教師在黑板上畫個大大的問號
“？”，再分别指着图画中四个主角，询

问：“他／她是谁？”引導學生明白這是

人稱疑問代詞。

㈣句型或短語教學
1. 你是○○嗎？
 　　教師向學生說明“嗎”的意思，將此
句型寫於黑板上，並利用黑板上的詞彙如

“老師”“爸爸”“媽媽”“大年”“佳

佳”等，帶領學生進行代換練習。例如：

延伸活動

自我介紹

1. 教師帶領學生朗讀本課對話，教師先範念
一遍，再請學生跟念。如遇學生發音不準

確的詞彙，教師應適時給予糾正。

2. 教師可徵詢班上自願的學生，利用已學過
的詞彙，上臺進行自我介紹的活動。例

如：“老師好，我是○○。”抑或是“你

好，我是○○，不是老師。”

3. 由於學生目前所學的詞彙並不多，自我介
紹時能用的詞彙有限。因此，教師不必嚴

格要求，只要邏輯正確即可。
L3L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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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前說明二

㈠場景說明
場景1： 老師詢問大年是不是小明，大年說

自己不是小明，他是大年。

場景2： 老師接著詢問小明在哪裡，小明回
答老師的問題。

㈡教具準備
　　電子教科書、CD、人物圖卡

教學提示二

㈠暖身活動
　　教師為學生複習前一節所學，並且請學

生說一說為什麼老師不知道誰是佳佳、誰是

小香。

㈡對話教學
A：你是○○嗎？  

B：我不是○○，我是□□。

1. 教師首先向學生說明課文情境圖，並領讀
課文，帶領學生重複跟讀。

2. 將“你”換成“他”或“我”進行教學，
“○○”可以是人名，也可以是到目前為

止學過的詞彙，例如爸爸、媽媽、老師。

全班進行問答練習，如A：“你是老師
嗎？”B：“我不是老師，我是○○。”
A：“他是大年嗎？”B：“他不是大年，
他是○○。”

3. 教師走到個別學生的座位前，詢問學生：
“你是○○嗎？”或者指著該位學生，問

另一位學生：“他是○○嗎？”讓學生能

夠具體練習對話。

㈣活動：角色扮演
1. 教師列印電子教科書中教具箱的人物圖
卡，做成“老師”“小明”“大年”“佳

佳”“小香”面具。

2. 教師將面具分別交由五位學生，來扮演本
課人物，並指導全班學生共同演出課本

P.20-23的劇情。
3. 完成演出教師即給予五位主角獎勵，並再
另選五位同學進行演出。

指定作業

 配合課本P.20～23指導學生習寫練習本【練
習一】（P.14～15），解答請參見本書P.34。

㈢句型或短語教學
□□在哪裡？

1 教師為學生複習第二課所學的“在哪
裡”“在這裡”。並且請學生說一說，

什麼時候可以用“□□在哪裡”這個句

型。

2 教師向學生說明課文情境圖，並領讀課
文，帶領學生重複跟讀。

3 教師提問，並指定學生回答，如：
 “小明在哪裡？”
 “○○○在哪裡？”（班上學生姓名）
 “老師在哪裡？”
 “你爸爸在哪裡？”
 “你姐姐在哪裡？”
 “你弟弟在哪里？”
 “你妹妹在哪里？”
 學生可回答“這裡”“那裡”，或以母
語說出地點。

4 將全班分組，兩人一組進行練習，並徵
詢自願者上臺進行問答。

延伸活動

猜猜我是誰

1. 教師帶領學生進行“猜猜我是誰”的游
戲。運用下面這些句子：“我是誰？”

“你是○○嗎？”“○○在哪裡？”“我

在這裡。”“不是。”“是。”

2. 游戲開始，教師先挑選一位學生背對大家
坐在講臺上。教師再抽選一位學生起立，

請臺上學生猜猜誰站起來了。

3. 全班同時一起說：“我是誰？”臺上的同
學猜：“你是○○嗎？”如果不是，全班

要共同回答：“不是。”臺上的同學則反

問：“○○在哪裡？”○○此時必須出聲

說：“我在這裡。”以證明真實性，然後

才能繼續猜測另一個名字。

4. 如果能在三次以內即猜對的學生，教師給
予獎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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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前說明三

㈠場景說明
場景1： “說一說”呈現的是小朋友上游泳

課的畫面。小朋友們都穿著泳衣、

戴著泳帽，四個小主角也在其中，

游泳教練則拿著點名簿在岸上點

名。由於學生們戴著泳帽，只露出

他們的臉龐，所以還不太熟悉學生

的教練，有點不認得誰是誰。

場景2： “做一做”共有四個圖畫，每一個
圖畫都是一句指令，老師指揮小朋

友和小狗一起站起來、坐下、舉

手、手放下。

㈡教具準備
　　電子教科書、CD

教學提示三

㈠暖身活動
　　教師詢問學生有沒有游泳的經驗、並且

帶領學生翻閱前面的課文，觀察課本人物的

特徵，請學生說說看應該要如何分辨小香、

佳佳、小明和大年。

㈡對話教學
1. 他是小明嗎？
 　　教師指著課文情境圖中的小香，詢問
同學：“他是小明嗎？”由學生回答：

“他不是小明，她是小香。”

2. 他是不是大年？
 　　教師指著課文情境圖中的小明，表現
出疑惑的表情，詢問學生：“他是不是大

年？”讓學生理解“他是不是○○”的使

用情境。帶領學生熟悉此一句型後，可替

換句型中的詞語，變成“我是不是老師”

“你是不是小朋友”的問句讓學生回答，

以測驗學生是否完全理解。

3. 佳佳在哪裡？
 　　教師指著課文情境圖，詢問：“佳佳

起來，也在起身的過程中重複“起來”，

學生跟念。

3. 站：學生理解詞彙“起來”後，教師將
雙腳著地，身體保持直立，並重複說

“站”，請學生跟讀。

4. 坐下：教師拿一把椅子，一邊說“坐
下”，一邊示範“坐下”的姿勢，並要學

生跟著說出“坐下”。

5. 手：教師指著自己的手，示意學生跟著說
“手”。

6. 舉：教師將手舉起來，示意學生跟著說
“舉”，同時把“舉手”一詞重複說一

次。特別注意，“舉”一定要跟其他詞彙

搭配使用，例如“舉頭”“舉起來”，不

能單獨使用“舉”。

7. 放下：教師將舉著的手放下來，向學生說
“放下”。或者提著一袋東西，然後把它

放在地上，讓學生理解“放下”的意義。

讓學生跟著說“放下”。

㈣句型或短語教學
1. 請你站起來。
 　　教師走到學生的座位當中，挑選一位
學生，向他說：“請你站起來。”然後用

手勢向該位學生表達請他起立的意思，讓

所有學生了解“請站起來”的意思。

2. 請你坐下。
 　　教師繼續向該位站著的同學說：“請
你坐下”，並且用手輕壓學生的肩膀，使

學生知道老師是在暗示他坐下來，讓所有

學生了解“請坐下”的意思。

3. 舉手。
 　　教師再另外挑選一位學生，向他說
“舉手”，並且自己示範一次舉手的動

作，使該位學生也跟著把手舉起來，讓所

有學生了解這句指令的意思。

4. 手放下。
 　　教師繼續向該位舉手的學生說：“手
放下。”並且自己示範一次把手放下的動

作，暗示學生把手放下來，讓所有學生了

解這句指令的意思。

在哪裡？”然後抽點學生指出佳佳，並且

回答教師：“佳佳在這裡。”

4. 老師在哪裡？
 　　教師指著課文情境圖，詢問：“老師
在哪裡？”然後抽點學生指認老師在圖畫

中的位置，並且回答教師：“老師在這

裡。”圖中共有兩位老師，一位是拿著點

名簿的游泳老師，一位是曾在前面課文裡

出現過的女老師。

㈢詞彙教學
1. 請：教師向學生說明“請”是客氣的說
法，不過通常帶有要求對方做某件事的意

思。“請”一定要放在句子的前面，不能

放在句子後面。

2. 起來：教師請學生注意和觀察示範動作。
教師先躺在椅子上，然後起身呈現坐姿，

並在起身的過程中說：“起來。”並重複

數次，要求學生跟讀。接下來教師重複動

作，由學生在正確時間點說出“起來”。

學生熟練後，教師改換動作，由坐姿站立

延伸活動

聽我說

1. 教師準備六張椅子，將椅子以圓圈方式擺
放在教室前方，要求七位學生環繞著椅子

站立，並且開始繞圈。

2. 由教師下達指令，指令分別有“請舉手”
“請坐下”“請站起來”“手放下”四句。

3. 教師可先下達“請坐下”的指令，因為椅
子比參加游戲的學生少一個，所以沒有坐

到椅子的學生會被淘汰。

4. 只要有一人被淘汰，椅子就撤掉一張，以
保持椅子比學生少的情況。

5. 教師可再就“請舉手”“請坐下”“請站起
來”“手放下”等短語，下指令給學生。

6. 做錯動作的學生淘汰出局，最後優勝的學
生則給予獎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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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老師運用黑板上的句子：“誰是○○？”“○○在哪裡？”引導

學生回答：“我／他在這裡。”“我／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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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來聽一起練習

㈠活動說明
　　課文情境圖中，牆上畫裡的孔子，化身

為現場的老師，站在講臺前要為大家上課。

不過上課前，他先藉著點名來認識大家，並

確認大家是否都到齊了。

㈡活動流程
1. 請學生先互相確認班上同學是不是都到齊
了、有沒有人請假。

2. 教師拿出班上學生名單，挑選幾位學生協
助教師點名，一人負責點幾個名字就好。

負責點名的學生，必須詢問全班：“○○ 
在哪裡？”“誰是□□？”被點到的學

生，要回答問題。

我們來聽情境對話

A：放在哪裡？

B：放在這裡。

1. 教師事先準備一個空箱子，隨機挑選學生
搬起箱子走幾步路，此時教師引導學生

問：“放在哪裡？”教師則回答：“放在

這裡。”並讓學生在指定位置放下箱子。

2. 教師將空箱子輪流交給學生，指定另外
一位學生扮演角色A，並說：“放在哪
裡？”並請另外扮演角色B的學生答：
“放在這裡。”

3. 教師再隨機挑選學生反覆演練，使學生了
解這兩句話的意思。其後由教師領讀，學

生跟讀。 

文化百寶箱

1. 旗袍：原本是中國 清代滿族婦女的服飾，
由於滿族人又稱旗人，所以這種服飾被稱

為“旗袍”。清末民初，旗袍十分流行，

成為女性的普遍穿著。其特色是高高的硬

領、連身的衣裙、開衩的裙襬，充分展現

出女性的身材曲線。

2. 孔子：名丘，字仲尼（公元前551-479），
春秋末期魯國（今中國 山東 曲阜）人，是
偉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他集華 夏上古文
化之大成，相傳弟子三千，賢人七十二。

他首倡“有教無類”及“因材施教”，

成為當時學術下移、私人講學的先驅和

代表，後世尊為“至聖先師”“萬世師

表”。孔子和儒家思想對中國和朝鮮半

島、日本、越南等地區有深遠的影響，這

些地區又被稱為儒家文化圈。

語文加油站

㈠不：“不”的聲調有兩種。
1. “bù”是本調，共有三個類型：
1單獨出現時，念本調“bù”，如：“你
還敢說‘不’嗎？”

2被放在句尾或詞尾時，如：“那可

不！”也念“bù”。
3當它與別的字構成詞句，只要接的是第

一、二、三聲，如“不吃”“不喝”

“不行”“不准”，一樣念“bù”。
2. “bú”是變調，當它與別的字構成詞語
時，只要接的是第四聲，如“不要”“不

是”“不客氣”，就念成“bú”。
㈡誰：本課“誰”的用法，在課文“看一看”
出現：“誰是佳佳？”在“一起練習”出

現：“○○○是誰？”兩者都是問句，意思

大抵相同，但在句子裡的位置不同，這是

因為前句的“誰”指的就是同一句的“佳

佳”，所以兩個位置可以互換，而且不會改

變或影響句意。如果一定要區分兩者的不

同，“誰是佳佳？”是由未知訊息到已知訊

我們來聽習寫漢字

　　由教師帶著學生依課本“習寫漢字”及電 
子教科書之筆順，寫出正確的字。

1. 老：讀作 lǎo，6畫。提醒學生第四筆是長
“丿”，第五筆是短撇，末筆應鈎起。

2. 不：讀作bù或bú，4畫。習寫時，第二畫從
橫畫中間偏右方起筆，第三畫置於中央，並

非完全左右對稱。

3. 坐：讀作zuò，7畫。教師展示“坐”的漢字
卡，引導學生識字發音。注意筆畫順序是

先寫左、右兩邊的兩個“人”字，然後用

“土”將這兩個人分開，“土”字中間的

“∣”一定要在兩個“人”字中間，不可低

於“人”字。

4. 下：讀作xià，3畫。在原有的水平線下畫出
學生要放的物品，所以在“一”的下面加上

“卜”，成為“下”這個字。“下”就是

“將東西放在地平線（土地）下”的意思。

5. 手：讀作shǒu，4畫。教師展示“手”的漢字
卡，引導學生識字發音，並向學生強調發音

時要翹舌。可向學生介紹“手”是“ ”的

形狀演變而來，參見課本P.32。

指定作業

1. 配合課本P.24～27指導學生習寫練習本【練
習二】（P.16～17），解答請參見本書P.34。

2. 配合課本P.20～27指導學生習寫練習本【練
習三】（P.18～19），解答請參見本書P.34。

充補 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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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單
息；“○○○是誰？”是從已知訊息到未知

訊息。因此如果是要求某人辨認出叫□□的

人，用前者比較精準。後者大多是用來要求

某人針對○○○，詳細說明○○○的職業、

個性等特點。

參考書目及網站

1. “旗袍”相關資料　http://zh.wikipedia.org/
zh-tw/

2. 維基百科“孔子”條　http://zh.wikipedia.org

練習本參考解答

【練習一】

一、①   　②   
 　③   　④   

　　

CD曲目56聆聽內容：
①她是老師　②她是小香，不是佳佳

③她是姐姐　④老師好

二、略

三、①、①、②

【練習二】

一、1.你好　2.老師　3.那裡　
　　4.舉手　5.請坐下　6.站起來

　　

CD曲目58聆聽內容：
①你好　②老師　③那裡

④舉手　⑤請坐下　⑥站起來

二、②

三、略

四、略

【練習三】

一、①   　②   
 　③    ④   

　　

CD曲目59聆聽內容：
①站起來 ②請坐下 ③請舉手 ④手放下

二、1.①　2.②
三、1.我不是小明，我是大年。
　　2.我是小香。
四、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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