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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T AND LESSON TEMPLATE GUIDE  

In order to facilitate a program to design curriculum, unit and lesson plans, the following diagram 

was developed to show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urriculum”, “Unit”, and “Lesson” as defined by 

STARTALK.   Definitions of terms are included at the end of this document for additional reference.  

 

GLOSSARY OF TERMS 

1. Curriculum: An aggregate plan of study that maps out content, scope, sequence and levels 

of learning for a given subject matter. It outlines desired results regarding what a learner needs to 

know and be able to do upon reaching the end of the plan of study. This plan could span an entire 

degree program, a school year, a semester or academic term, a course, or a stand-alone program. In 

STARTALK, a curriculum refers to the program level plan of study.  

 

2. Unit:  A thematic organizer of a subset of the curriculum to be completed in a specific period 

of time. In a unit, topics are related and learning activities are logically sequenced to achieve stated 

objectives. A unit usually consists of a series of lessons which include instruction, practice, 

application and assessment. 

 

3. Lesson: A building block of a unit that has clearly defined objectives to be achieved within a 

specified time frame. A lesson makes content accessible and should be designed and implemented in 

ways that are appropriate for students and reflect principles of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Curriculum

Unit 1

Lessons 1 Lesson 2...
Unit Review & 

Assessment 

Unit 2...
Program Review 
& Performance 

Assessment Tas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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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T TEMPLATE 

Description 

Unit Title/Subtheme Dining in a Chinese restaurant 

Language Chinese 

Time Frame Five  lessons,  50 minutes each lesson 

Unit Objectives 

Students Can  

 Ask if there are seats available in a restaurant; 

 Order Chinese dishes; 

 Rush your order; 

 Pay for your meal; 

 Get the correct change after your payment. 

 Decribe 8 Different Chinese Cuisines and main dishes 
 
 
 

 

End of Unit Performance Tasks (How can students demonstrate what they have learned in this unit?) 

What culminating performance tasks will provide evidence that students have achieved the 

stated learning objectives?  Indicate how students will be assessed for each mode of 

communication through interpretive, interpersonal and presentational performance tasks.  

 

 Interpretive tasks require students to receive and comprehend oral or written communication, for 

example, print, audio-visual material, speech etc.  

 Interpersonal tasks require direct oral communication between individuals who are in personal 

contact, or direct written communication between individuals who come into personal contact. 

 Presentational tasks require students to produce oral or written communication for people with 

whom there is no immediate person cont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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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 of Unit Standards, The 5 “C’s” (How can students demonstrate what they have learned in 

addition to Communication, i.e.  Culture, Comparisons, Connections & Communities?) 

Outline of Unit Lessons (The number of lessons will vary according to the timeframe for the unit theme. ) 

 What is the major focus of each lesson for this unit? 

Amount of 
time 

for each 
lesson 

Lesson 1 

 Introduce 8 Different Chinese Cuisines and the 

main dishes 

 Ask if there are seats available in a restaurant; 

 Order Chinese dishes; 
 

50 minutes 

Lesson 2 

 Review the first lesson.  

 Students are able to order their favorite Chinese 
food with much fluent Chinese and better 
pronunciation. 

50 minutes 

Lesson 3 

 Rush your order; 

 Pay for your meal; 

 Ge the correct change after your payment. 
 

 

50 minutes 

Lesson 4 
Review the lessons.  

Vocabulary test 
50 minutes 

Lesson 5 

Do a comprehensive review of all 3 communicative modes, and 

do summative assessment in terms of listening and oral 

assessment. 

 

50 miutes 

 

Interpretive tasks: Understand the video clip of Ordering dishes in a Chinese restarant and a clip 
from a film by answering several questions; understand the written dialogue text 

 

Interpersonal tasks: Role play: two students as a group, one student acts as a waiter/waitress, the 
other one acts as the customers; the custermer orders food in a restaurant. 

 

Presentational tasks:Make a PPT and make a oral presentation regarding five Chinese dishes and 
five American dish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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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SON TEMPLATE 

Lesson 1 Focus  介绍中国的八大菜系和代表菜 

 顾客怎么问服务员是否有座位？ 

 顾客怎么点菜？ 

Time Suggested 50 分钟 

Materials needed 一小段电影片段、PPT、有中国八大菜系代表菜、饮料的图片，常吃的肉

类和蔬菜的图片 

Objectives  学生了解中国的八大菜系和主要的代表菜 

 在中国餐馆里，学生会问是否有座位。 

 学生会点菜，点饮料。 

Opening 

Routine/Activities 

暖身运动，以旧带新。先通过 PPT， 把以前学过的饮料复习一下。然

后， 给学生展示一张同时有中国菜和美国菜的图片。老师问学生他们知

道哪些中国菜，又知道哪些美国菜的菜名。（Formative assessment）

(comparison, culture) 通过快速地师生问答，老师了解学生的情况，对

于他们不知道的菜名，老师在这节课中着重教授。  

Main Learning 
Activities   
 (This section should be 
detailed, and include input, 
modeling, guided practice, 
specific tasks, and 
formative assessments / 
checks for understanding)  

1.先放一小段中国人点菜和点饮料的录像，问学生三个简单的问题，检查

他们理解了多少。（Formative assessment） （Interpretive）

(culture, community)  

2.通过 PPT 教学生介绍中国的八大菜系和主要的菜名，教授几种常吃的肉

类和蔬菜。老师领读，学生一起读，学生一个一个读，老师纠正发音。 

3.然后老师通过 PPT 上大量的有中国菜和饮料的图片大量操练点菜、点饮

料，使用的句型有“我要„„, 我来„„, 请给我„„  。”  

4.情景教学。老师是服务员，学生们是顾客。学生问老师：“还有没有位

子？/还有位子吗？”老师说：“有，几位？”学生说：“六位。”来使

说：“请跟我来。” 学生做到座位上以后，老师问：“你们想/要吃点

什么？或者你们要点儿什么？”学生开始用刚才学的句型点菜、点饮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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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personal skill) (communication) 

 5.角色扮演：学生们三人一组，一个学生为餐馆服务员，其他两名学生

为顾客。三个人模拟完成在中餐馆的点菜、点饮料的任务。

(Interpersonal skill) (communication) 时间为 5分钟，时间到了以

后，每一个小组到前面演示给全班。(Presentation) 通过这个活动检查

学生是否达到的这节课的教学目标。 

Closure  再放一段录像，从询问座位、点菜、点饮料几个环节入手，问学生一些具

体的问题， 检查学生对点菜这个过程的整体理解。(summative 

assessment) （Interpretive）(culture, community) 。最后，让学生

讲述录像里的人每个人点了什么菜和饮料。 

Assessment & Record 

Keeping 

1. 检查学生对中国菜和美国菜名称的了解。（Formative 

assessment） 

2. 先放一小段中国人点菜和点饮料的录像，快速地问学生三个简单

的问题，检查他们理解了多少。（Formative assessment） 

3. 在角色扮演的环节，老师把 Rubric发给各个小组，让学生们知道

他们在５分钟之内练习完点菜的过程之后，各组在全班面前模拟

在中餐馆点菜时，老师打分的依据是什么。在全班面前模拟在中

餐馆点菜时，老师根据 Rubric 为每组的同学打分，检查学生是否

到达了这节课的教学目标。 

4. 在各组分头练习点菜时，老师到各组视察，并帮助需要帮助的学

生，进行个别指导。 

Additional Planning 

Decisions 

 回家后，学生要看这个点菜的录像，然后录音，告诉我录像里的人都

点了什么菜和饮料。我会及时发给他们反馈的信息，诸如发音，句型

的使用等。 

 如果学生有机会，当天晚上可以到一家中餐馆吃中国饭，实践点菜的

语言能力，巩固他们所学的。 
 

Post-Lesson Follow-

ups 

 

 学生对中国菜的名称记得不够牢固，下一节课需要复习。 

 学生可以点菜和饮料了，这个进行得比较好。但是说得还不够流利。  

 下一节课，再复习一下菜名，再分角色练习一下点菜，巩固上节课所

学的句型， 让学生说得更流利，发音更准确。 

 下节课，让每个学生准备三个他们最喜欢吃的在中餐馆常常点的中国

菜的照片到课堂上来，我会教他们怎么点自己喜欢的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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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SON TEMPLATE 

Lesson ２ Focus １．复习上节课学的词汇，八大菜系，句型。 

 顾客怎么问服务员是否有座位？ 

 顾客怎么点菜？ 

２．学习新的中国菜的名称，认识各种肉类和蔬菜。 

3．会用中国餐馆的菜单（真实语料）点菜、点饮料 

Time Suggested 50 分钟 

Materials needed 一小段电影片段、PPT、上节课涉及到的中国菜、饮料的图片，学生准备

的他们喜欢的中国菜的图片，中国餐馆的菜单（真实语料）,肉类和蔬菜

的字卡。 

Objectives  学生能读懂中国餐馆的菜单（真实语料） 

 在中国餐馆里，学生能熟练地问是否有座位。 

 学生能熟练地用中文点更多他们喜欢的菜，点饮料。 

Opening 

Routine/Activities 

暖身运动，以旧带新。通过 PPT让学生做一些单词和图片连线的活动。 

然后放上节课放过的录像，问学生一些具体的问题，检查学生做作业的情

况。（Formative assessment）（Interpretive）  

Main Learning 
Activities   
 (This section should be 
detailed, and include input, 
modeling, guided practice, 
specific tasks, and 
formative assessments / 
checks for understanding)  

1. 通过设定的一些与学生相关的情景复习上节课所学的句型。 

2.学习每个学生带来的新的中国菜名称。老师领读，学生一起读，学生一

个一个读，老师纠正发音。 

3. 老师做教学演示：老师是服务员，学生们是顾客。学生问老师：“还

有没有位子？/还有位子吗？”老师说：“有，几位？”学生说：“六

位。”来使说：“请跟我来。” 学生做到座位上以后，老师问：“你们

想/要吃点什么？或者你们要点儿什么？”学生开始用刚才学的句型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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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点饮料。 

(Interpersonal skill) (communication) 

4.角色扮演：学生们两人一组，一个学生为餐馆服务员，另外一个学生为

顾客。两个人模拟完成在中餐馆点他们喜欢的中国菜、点饮料的任务。

(Interpersonal skill) (communication) 时间为 5分钟。老师到各组巡

视，纠正发音，回答问题。时间到了以后，每一个小组到前面演示给全

班。(Presentation) 通过这个活动检查学生是否能用上节课学的句型表

达，借此巩固已经学习的词汇和句型，并检测学生是否达到了这节课的教

学目标：学生能熟练地用中文点更多他们喜欢的菜，点饮料。

（summative assessment）（Interpretive） (culture, community)  

5. 通过 PPT 给出几个图片，图片上面是中国餐馆就餐的一些人。老师根

据不同的图片问：“他们点了什么菜？”学生回答。老师问：“他们要了

什么饮料？”学生回答。(Communication)  

6.学生两人一组，让他们在我的中国小兜里抽出一张图片，上面是在中国

餐馆就餐的一些人。他们像我刚才一样，彼此做对话练习，时间为 6分

钟。我会到各组巡视，纠正发音，回答问题。同时，我会给每一组

Rubric，让他们知道 6分钟结束以后，我会评估他们的对话

（Communication） 

每一组到前面来表演他们的对话。每一组在表演对话的时候，我根据

Rubric为他们评估(Presentation Skill) （Summative 

Assessment） 。 

Closure 做“拍苍蝇”游戏，满足高中生争强好胜的心理，并使课堂气氛更轻松。 

这个游戏可长可短，可以起到调节总的教学时间的作用。  

教师把学生分为两组，每次每组选一个同学到前面来，每人手里拿一个 

苍蝇拍。老师随便说出一个生词，最先拍到那个汉字的学生的小组得 一

分，每个学生拍两个字。然后换别的同学，以此类推。  

Assessment & Record 

Keeping 

请见上文，这节课我用了形成性平量（Formative assessment）

和终结性评量（Summative Assessment） 。 

Additional Planning 

Decisions 

 回家后，学生要复习本课词汇和句型。写一小段在中餐馆点菜的对

话。 

 如果学生有机会，当天晚上可以到一家中餐馆吃中国饭，实践点菜的

语言能力，巩固他们在第一节课和第二节课所学的。 
 

Post-Lesson Follow-

ups 

 

 学生可以比较熟练地发音较好地点他们喜欢的菜和饮料，这个进行得

比较好。但是还需要复习、巩固。  

 学生对各种肉类、蔬菜和中国菜名还有待于进一步复习、巩固，下节

课我们还会再复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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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SON TEMPLATE 

Lesson 3 Focus  学生吃完饭后能告诉服务员结账。 

 找钱。 

Time Suggested 50 分钟 

Materials needed 一小段电影片段、PPT、有几种中国菜、饮料的图片、各种面值的人民币

（实物），字卡。 

Objectives  在中国餐馆里，学生能结账。 

 找钱。 

Opening 

Routine/Activities 

暖身运动。先通过 PPT， 把以前学过的各种人民币面值在复习一下。然

后， 让给出学生一些人民币价格， 让学生换算成美元的价格。检查一下

学生对以前知识的掌握。 (comparison, culture)  

Main Learning 
Activities   
 (This section should be 
detailed, and include input, 
modeling, guided practice, 
specific tasks, and 
formative assessments / 
checks for understanding)  

1.先放一小段中国人用现金结账时的录像，问学生三个简单的问题，检查

他们理解了多少。（Formative assessment）（Interpretive）

(culture, community)  

2.通过 PPT 让学生做词汇和图片连线，借此复习肉类、蔬菜、中国菜的名

称。给出情景，复习句式。老师纠正发音。 

3. 学习新的词汇(买单、结帐、找钱、错，清楚) 和句型老师领读，学生

一起读，学生一个一个读，老师纠正发音。主要句式：找错了，[没]看清

楚， 老师指出，这两个句子的结构是 Verb+错（了）；Verb+清楚，是

Verb + resultative complement的结构。但是并不对结果补语进行过多

的操练，只要能用“错”和“清楚”表示结果就行了。因为我教的学生是

二年级的学生，在语法方面，每次只学一点。老师设计一些情景，只对

Verb+错了；Verb+ 清楚略加扩展，比如听错了，看错了，猜错了，写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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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等等，没听清楚/说清楚/写清楚等等。 

4情景教学。然后老师通过设计的情境和 PPT 上的图片师生互换角色大量

操练在餐馆吃完饭后结账，找钱。使用的句型是“一共„„钱。”“找

你„„钱”练习的句型是 Verb + resultative complement，诸如“找错

了；没看清楚”等。  

4. 角色扮演：学生用所学的句型分成小组，互换角色操练在餐馆吃完饭

后结账，找钱。 (Interpersonal skill) (communication) 

 5.情景演示：学生们三人一组，一个学生为餐馆服务员，其他两名学生

为顾客。三个人模拟完成在中餐馆的现金结账，找钱的任务。

(Interpersonal skill) (communication) 时间为 5分钟，时间到了以

后，每一个小组到前面演示给全班。(Presentation) 通过这个活动检查

学生是否达到的这节课的教学目标。 

Closure  再放一段录像，从询问座位、点菜、点饮料、结账、找钱几个环节入手，

问学生一些具体的问题， 检查学生到中餐馆吃中国饭整个过程的整体理

解。(summative assessment) （Interpretive）(culture, 

community) 。最后，让学生讲述录像里的人每个人点了什么菜和饮料，

一共花了多少钱，他们给服务员多少钱，服务员找他们多少钱。

（Presentational skill） 

Assessment & Record 

Keeping 

请见上文，这节课我用了形成性平量（Formative assessment）

和终结性评量（Summative Assessment） 。 

Additional Planning 

Decisions 

 回家后，学生要看整个录像。 

 两人一组，课后作业是两人模拟在中餐馆点菜、买单、找钱，录音，

把录音发邮件给我。我会及时给学生反馈，诸如内容、发音、流畅

性、语法点等。 

 背单词，准备第 4节课的单词考试。 

Post-Lesson Follow-

ups 

 

 学生可以点菜和饮料，可以结帐，找钱，这些进行得比较好。但是个

别的发音还不太准。  

 下一节课，要先复习所学的词汇和句型，并进行单词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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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SON TEMPLATE 

Lesson 4 Focus １．复习第 1，2，3节课多学的词汇，句型。 

 顾客怎么问服务员是否有座位？ 

 顾客怎么点菜/点饮料？ 

 顾客怎么要求结帐？ 

 找钱。 

２ 单词考试。 

Time Suggested 50 分钟 

Materials needed 一小段电影片段、PPT、上节课涉及到的中国菜、饮料、肉类、蔬菜的图

片，学生准备的他们喜欢的中国菜的图片，多家中国餐馆的菜单（真实语

料）,这个单元所学的字卡。复习题（包括听力部分的录音），口语对话

的 Rubric。 

Objectives  在中国餐馆里，学生能熟练地问是否有座位。学生能读懂多家中

国餐馆的菜单（真实语料），学生能用菜单熟练地用中文点他们

喜欢的菜，点饮料，结帐，根据菜单上面的价格计算所花的钱的

总数，找钱。 

 单词考试。 

Opening 

Routine/Activities 

暖身运动，以旧带新。先放在中国餐馆吃饭的整个录像，问学生一些具体

的问题，并让几个学生讲一下整个过程，检查学生掌握的情况。

（Formative assessment）（Interpretive）  

Main Learning 
Activities   
 (This section should be 
detailed, and include input, 
modeling, guided practice, 
specific tasks, and 
formative assessments / 
checks for understanding)  

1. 用字卡复习所学的单词。 

2. 设计一些情景，师生互换角色，用真实的菜单进行到饭店吃饭的

整个过程的模拟练习。学生能熟练地问是否有座位。学生能读懂

多家中国餐馆的菜单（真实语料），学生能用菜单熟练地用中文

点他们喜欢的菜，点饮料，结帐，根据菜单上面的价格计算所花

的钱的总数，找钱。 

3. 让学生分组互换角色根据他们从我的中国兜里抽到的菜单按上面

的要求再做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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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进行生词测验之前的这节复习课上，我会让学生们玩“瞄准靶

心”（Target）竞赛计分游戏。我把学生分为两组，每组学生通

过朝靶心投掷塑料可粘式小球的方式，分别写出他们打中的那个

拼音的汉字，最后看哪组能把靶心上打中的拼音写成正确的汉

字，哪组写的多，哪组的积分就多，哪组就赢。这个游戏满足了

高中生争强好胜的心理，并使课堂气氛更轻松，还使学生有一种

写对了汉字以后油然而生的成就感和被肯定的感觉，藉此增强他

们对汉字的喜爱之情。 靶心上的拼音大都是本课所学的生词，还

有一小部分是以前学过的生词。 

5. 单词考试。 

Closure  每一组学生到前面来表演他们的对话，包括问好，询问座位、点菜/点饮

料，结帐，找钱，告别。每一组在表演对话的时候，我根据 Rubric为他

们评估(Presentation Skill) （Summative Assessment） 。 

Assessment & Record 

Keeping 

请见上文，这节课我用了形成性平量（Formative 

assessment），终结性评量（Summative Assessment）和计分评

量 。 

Additional Planning 

Decisions 

 给学生这个单元的复习题，学生回家后，做复习题。复习题包括这个

单元所学的句型，包括读（读菜单回答问题）和写。 

Post-Lesson Follow-

ups 

 

 下一节课是先复习，包括读（读菜单回答问题），写，听力练习，口

语练习。复习内容都是上课的时候训练过的内容。然后做多种方式的

评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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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SON TEMPLATE 

Lesson ５ Focus 综合性的单元复习（包括三种沟通模式）和多方面的评量。 

Time Suggested 50 分钟 

Materials needed 听力测试用的一段小影片（课上没有放过的，但是内容是相似的，包括座

位安排、点菜、付款、找钱），复习题，口语测试的 Rubric。 

Objectives  读写的复习  (culture, connection) 

 听力测验。（Summative Assessment） 

 口语测验. （Summative Assessment） 

 

Opening 

Routine/Activities 

老师带着全班同学一起把复习题从头到尾过一遍，然后老师答

疑。 

Main Learning 
Activities   
 (This section should be 
detailed, and include input, 
modeling, guided practice, 
specific tasks, and 
formative assessments / 
checks for understanding)  

1.读写的复习侧重在对句型的掌握，对菜单菜名的理解， 对价

格的计算（connect to Math），有关于在中餐馆就餐的内容等。

(culture, connection)  

    2.听力测验。放一段有在中餐馆点菜，结帐，找钱情景的电影录

像，发给学生一些笔试题，让同学听了录像后回答问题。

(interpretive) 

  3.口语测试 ：一个学生是服务员，其他的学生是顾客。 

模拟在中国餐馆里，学生会用较流畅的发音较好的中文询问服务

员空座位，点菜/点饮料，要求结帐，付现金，发现找错钱以后与

服务员的沟通。(communication, interpretive)。老师事先把

Rubric发给各个学生，学生知道老师打分的依据是什么。学生在

全班面前模拟时，老师根据 Rubric为学生打分，检查学生是否达

到了这个单元的教学目标。( 终结式的评量。 

 

Closure 师生一起品尝学生带到教室的中国菜，谈论喜欢的中国菜和美国各个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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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菜，以及不太喜欢的菜。 （Culture） 

Assessment & Record 

Keeping 

终结式的评量。 

Communicative, culture, connection(connect to math when 

calculate the price). 

Additional Planning 

Decisions 

 学生以后有机会，到一家中餐馆吃中国饭，实践点菜，要求结

帐，付款，找钱的语言能力，巩固他们这个单元所学的词汇和句

型。楷模 鼓励 
(community,communication)  

Post-Lesson Follow-

ups 

让学生做一个 project: 让学生在网上找资料，做一个介绍中国的八

大菜系和美国不同种族菜对比的 PPT or poster，给一周的时间，然

后向全班报告。(Culture,comparison, presentational skil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