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How to Engage High School Students in Learning Chinese?

怎样吸引初高中学生学习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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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CLE Chinese Teacher 

Zoom Workshop

Time: 2:00 ~ 3：30 PM

Date:  Sunday, 12 July



                  讲座概要
讲座概要
（1 小时）

1. 吸引中学生学习汉语的必要性 （5 分钟）

2. 探讨实现这个目标的最佳模式  -- 21世纪学习技能 

    （10 分钟）

3. 落地运用方式 --- 结合SICLE网站资源和《中文》教材，实例

分析 （20 分钟）

4. 分组讨论，实地操作及小组代表反馈  （15 分钟）

5. 与会者问答讨论  （10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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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

要把中学生

作为目标？

·          High school learners are at a bridging status which                 

develops into tertiary study and future career options

      中学阶段的学习起着连接小学和大学的桥梁作用，也是未  来职业

选择的入海口。

     “金字塔”形的年级变化说明了大量中学生的流失，只学到小学三四

年级就永远停止的话， 中文教育是个起点，连过程都没有。这有大量

的例子。

     

  To explore a method that makes Chinese learning relevant and blended into school learning experiences, instead of an extra burden



怎样做？

一个国际上试行的教改模型

·       To explore and test a model that makes Chinese learning relevant and blended into 

school learning experiences, instead of an extra burden

● 探讨并试行一个在世界范围内实施的新型教改模型，已经开始运用在2010年后全

澳和纽省的新教学大纲中

● 2010年以来，中学生在校的6年里适应的学习方法

● 如果运用相同的方法，中学生就不会觉得课外的中文学习是额外的负担，因为他们

会把中文学习当作自己在校学习经验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做到态度的彻底改变



                                                 
          

学习态度三部曲         *       兴趣  ----》我喜欢学   （Stage 1 learners)

                                   **     意愿  ----》 我想要学     (Stage 2 & 3 learners)
  
                                   ***    理念  ----》 我酷爱学     (Stage 4 & 5 learners)

                                   中学生只有到了“我酷爱学”阶段，才会把中文学习
                                   坚持下去；实施21世纪学习技能，实现目标



21世纪的学习技能 --今天的孩子成才的衡量标准

什么是  21st Century　Learning　Skills ？                          Link to Acara
1.   Collaboration  团队合作能力                                                                                    *      Social capability

2.   Skilled Communication  有效交际/交流的能力                                                       *       Literacy

3.   Critical Thinking  批判性思维能力                                                                           *      Critical Thinking

4.   Creativity  想象和创造能力                                                                                       *      Creative Thinking

5.   ICT 信息通讯技术能力                                                                                               *     ICT capability

6.   Self Regulation 自我调节能力                                                                                 *     Personal capability

7.   Real World Problem Solving 实际问题的解决能力                                                *     Personal capability



21世纪的学习技能 --今天的孩子成才的衡量标准

 21st Century　Learning　Skills 和纽省教学大纲的比较

                      
1.   Collaboration  团队合作               

2.   Skilled Communication  有效交际/交流的能力                                                                               

3.   Critical Thinking  批判性思维能力                                                                          

4.   Creativity  想象和创造能力                                                                                       

5.   ICT 信息通讯技术能力                                                                                               

6.   Self Regulation 自我调节能力                                                                                 

7.   Real World Problem Solving 实际问题的解决能力                                                

2017 NSW Syllabus statements:
        General capabilities

● Critical and creative thinking

● Ethical understanding

●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capability

● Intercultural understanding

● Literacy

● Numeracy

● Personal and social capability



                课堂活动实例分析

下面的课堂活动中融合了什么能力？

● 一组人演出小品
● 说一说你喜欢的运动
● 修改自己的文章
● 写一篇在悉尼过春节的故事
● 用绘画的形式重现读过的文章



      SICLE网页资源配对活动：

                http://openlanguage.org.au

 要求： 浏览网页，找出有关资源的名称，并写下和
其相对应的21世纪学习技能；写在Chat room里

例子；Stage 4~5
Topic: Culture & Celebration

《快乐汉语第3集》

    视频 “包饺子”

Topics: 

1.   My community, My school
      课文《普林斯顿的老人》 
    （《中文》第 4 册  第 11 课）

2.   Folktales-- Attitude，Relationships
     课文 《巨人的花园》  
   （《中文》第 5 册  第 5 课）

http://openlanguage.org.au


 

Topic： Myself and My Family

设计活动： “我的简历/个人档案”   
融合21世纪学习能力：
 1） 交际能力         2） 运用电脑制作文件的能力           3）创意性能力

适合年龄： 7~10年级（Stage 4~5)

内容：  姓名，出生地，生日，国籍，爱好，学校，家庭，朋友，等

    建议词汇    建议句型



你教我，我教你



跨文化理解 --嫦娥吹笛



        

       悉尼的唐人街景 -- 

   我和朋友去吃中餐

                                                                                                                                            



在情人港看新年演出





Breakout Room 
Activity

分组讨论： 5~6组

主持人给每组一篇《中文》的课文，可以两组共用相同的课文；

参与老师们要设计一个结合21世纪的学习技能的课堂活动，方法如下：

1. 可以上SICLE的网站查找相关资源，讨论怎样结合课文内容，使设计

的课堂活动针对某一个21世纪的学习技能，让中学生学以致用

2. 如果找不到合适的资源，那就给老师们自创资源的好机会了！写下想

法，会后加以完善，上传给SICLE。有大家的参与和分享，才能把

SICLE的资源丰富起来，把它变成一个帮助社区学校中文教育的接“地

气”的实用网站。

          这是今天的Workshop的理想目标，请大家帮助实现！

3. 每组选一位代表，在反馈时间发言一分钟



课文（1）第四册 第四课 《晒太阳》





课文（2）第五册  第八课







课文（3）第五册 第二课







Feedback from 
Breakout Rooms 

小组讨论反馈

●         新创的资源或想法

●         哪些SICLE资源适用？



10 分钟问答：
  

1. 21世纪学习技能的教改模型是否适合社区中文学校的教学？     

2. 我们应该如何为SICLE资源库出力？（散落在“民间”的好资源应该分享）

3. 作为中文教师，我们应该如何：

A     使学生的中文学习具有相关性，并有利于智力开发

B    为学生创建更好的未来作贡献

清华中文学校                                          罗丽珠主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