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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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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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T TEMPLATE 

Description 

Unit Title/Subtheme 去中国旅行 

Language 高中中文四级，学生为高中十一&十二年级学生 

Time Frame 五个星期，共 15 节课，每节课 75 分钟 

Unit Objectives 

学生可以： 

Interpretive modes: 

        1. 听懂关于中国地理气候等的口头介绍 

        2. 听懂关于旅行计划的口头介绍 

        3. 听懂关于交通工具的口头介绍 

        4. 听懂关于购票内容的谈话 

        5. 读懂各种体裁的相关内容 

        6. 认出机场/车站的各种路标 

        7. 读懂真实的车/飞机票并找出所需的信息 

        8. 能听懂/读懂相关内容的对话，文章及真实材料 

Interpersonal modes: 

        1. 能有效地对相关内容进行询问并获取所需的信息 

        2. 能得体参与相关内容的谈话 

       3. 能成功使用中文独立购买车/飞机票 

Presentational modes:  

        1. 口头介绍中国地理气候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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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口头介绍旅行计划 

        3. 有效而得体地参与相关内容的谈话 

        4. 写一篇不少于 350 字的说明文，介绍中国某地的地理气候人口 

             等信息 

        5. 写一篇不少于 300 字的记叙文，谈谈自己的暑假旅行计划 

        6.  写一篇关于在旅行社买票的对话 

        7. 能运用相关的词汇和句型写文章介绍相关的话题并进行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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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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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ek 

Week 1 中国地理气候及人口分布 225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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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ek 2 介绍中国几大主要城市：地理，气候，经济，名胜古迹，美食等 225 分钟 

Week 3 暑假去中国旅行的计划：时间，城市，交通工具，日程，花费 225 分钟 

Week 4 旅行社购票：飞机票和火车票 225 分钟 

Week 5 在机场 225 分钟 

 

Week 1 

Lesson Focus 中国地理气候及人口分布 

Time Suggested 225 分钟 

Materials needed 课本《汉语 3》，PPT ，字卡，小白板，youtube 

Objectives 用中文介绍中国地理气候及人口分布的基本情况 

用中文谈谈自己最喜欢的中国城市并解释原因 

用中文谈谈中国和自己国家在地理气候人口方面的异同 

Opening 

Routine/Activities 
看小影片： a tour of China 

http://www.youtube.com/watch?v=UIpm2PWBzow&feature=related  

(学生要回答影片相关问题的练习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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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生谈谈影片中去过的地方/想去的地方 

 preassssment: 你对中国的了解有多少（多大？人口多少？多少个

民族？省市怎么划分？）（老师准备 20 个有关问题，写在白板

上，学生可以挑选自己懂得的问题来和全班分享答案，老师根据学

生的回答调整教学方案，课文某些内容可以省略或简略讲解） 

 听课文录音，回答相关问题 （问题事先写好在白板上，学生带着

问题听课文) 

 老师带读课文，讲课文大意及段落大意 

http://www.youtube.com/watch?v=UIpm2PWBzow&feature=rel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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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情境，图片和提问，带学生操练新句型（运用 PPT) 

1. …是…的政治文化中心 

2. A 离 B 很远/近 

3. …的面积占…面积的…分之… 

4. 在 place, SB +V 得到+O 

5. 百分之…的人口…. 

 用字卡认读生词：政治   文化   经济  首都   面积  古老   山地       平原   

旅游区   农业    地理    民族    人口   气候    沿海    台风       语言   现代

化    开放    发展   水平   富裕  贫穷 

 两人一组，用课文句型和生词互相介绍一个自己最喜欢的中国城市

并解释原因（课堂练习）。回家后做一段录音，介绍对方所说的内

容(课后作业)。(communication) 

 白板练习写汉字，学生自己分析部首，老师帮助拓展，复习旧词

（比如：山地－山上－高山－地下－地面…） 

 用课文的句型生词，模仿课文，写一篇短文，介绍自己的国家 

（culture, connection) 

 学生对中国和自己的国家的地理人口气候进行简单的对比 

（comparasion, connection)  

Closure   重新回到小影片，学生选一个地方，进行中文介绍配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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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essment & Record 

Keeping 

Formative assessment:  

 师生问答 （T: 北京是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那么，哪个城市是美

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呢？S：华盛顿是美国的政治文化中心。） 

 字卡认读  （生词） 

 同学对话 

 课堂讨论 （说说你的国家的情况和中国有什么不同和相同的地

方？） 

 课文练习 （汉语配套练习本） 

Summative assessment:  

 听写  （生词和句型） 

 口语录音 

 写作练习  

Additional Planning 

Decisions 

 What activities might the students take home or do outside of class 
to strengthen or extend their skills? 

Post-Lesson Follow-

ups 

 

 What went well?  

 What needs more work in the next class/ lesson?   

 What activities should I do differently next time?   

 

 

 

Week 2 

Lesson Focus 介绍中国几大城市（北京，上海，广州，西安，成都）：地理，气候，经

济，名胜古迹，美食等 

Time Suggested 225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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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erials needed 课本《汉语 3》，PPT ，字卡，小白板，internet 

Objectives 用中文介绍中国几大城市的基本情况 

用中文制做一本旅游小册子，推广一个中国城市，并做口头报告 

Opening 

Routine/Activities 
全班一起玩 ChinaGame  http://asiasociety.org/node/86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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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eassessment: ChinaGame 后点出本课要学习的几大主要城市，问问学生

对这些城市的了解，出示标志性事物的图片，如长城，故宫，外滩，饮

茶，兵马俑，大熊猫等 

 老师读课文，学生听完后回答相关问题 

 老师带读课文，讲课文大意及段落大意 

 操练新的句型 

1. 上海位于中国的东南部。 

2. 冬天寒冷，气温有时候达到零下二十几度。 

3. 一说起北京就不得不提到长城和故宫。（T: 说起北京，你们马

上会想起什么？长城？对！故宫？对！说起韩国，大家一定会

想起什么？泡菜？对！所以我们说，一说起北京就不得不提到

长城和故宫，一说起韩国就不得不提到泡菜。） 

4. 到了广州，要是不去饮茶就太遗憾了。 

5. 谁都喜欢可爱的大熊猫。（特殊问句特殊用法） 

 字卡认读生词： 干燥    潮湿    寒冷   气温    气候   平均   遗憾     

名胜古迹  历史悠久  发达  美食    贸易    港口   工业    购物中心    

热闹   方便   珍稀     游客    污染    健康    有害 

http://asiasociety.org/node/86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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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字书写学习，词语延伸 

 学生两人一组，运用本课的生词和句型，互相介绍自己国家的一个

主要城市的情况(comparision) 

 学生要担任旅游大使，负责介绍推广一个中国城市，选择恰当的语

言，制做一个旅游小册子，并口头报告（community, culture, 

communication) 

 学生任务：你的好朋友给你写了一封电邮，告诉你他/她打算去中国

旅行，可惜只有 5 天的时间，请根据你朋友的喜好（喜欢历史古迹

还是购物还是美食）给他/她推荐城市。请打出你的回复，通过电邮

交给老师。（communication) 

Closure   全班一起把两周所学生词整理归类，帮助记忆：气候/区域/人/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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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essment & Record 

Keeping 

Formative assessment:  

 师生问答  

 字卡认读  （生词） 

 同学对话 （介绍自己国家的一个主要城市） 

 课堂讨论 （谈谈中国一个北方城市和南方城市的不同和相同的地

方） 

  课文练习 （汉语配套练习本） 

Summative assessment:  

 听写  （生词和句型） 

 写作练习及口头报告 (旅游小册子) 

 写 email 回复 

Additional Planning 

Decisions 

 What activities might the students take home or do outside of class 
to strengthen or extend their skills?  

Post-Lesson Follow-

ups 

 

 What went well?  

 What needs more work in the next class/ lesson?   

 What activities should I do differently next time?  

 

 

Week 3 

Lesson Focus 暑假去中国旅行的计划：时间，城市，交通工具，日程，花费 

Time Suggested 225 分钟 

Materials needed 课本《汉语 3》，PPT ，字卡，小白板，youtube 

Objectives 用中文介绍自己的暑假中国旅行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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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中文对两种事物进行比较，得出结果并说明原因。例如：坐火车比坐飞

机便宜得多，而且可以看长江的风景，所以我打算坐火车去上海。 

Opening 

Routine/Activities 
 听一首关于旅行的流行曲   《我想去桂林》 

http://www.youtube.com/watch?v=U5-mGZOqGbk 

一起学习歌词，Q&A: 这首歌说的是什么？为什么歌手想去桂林？你觉得

歌手什么时候会去桂林？为什么？ 然后出示桂林的图片，简单介绍一下。

问：同学们也想去桂林吗？我们一起去中国旅行吧！ 

                                   歌曲：我想去桂林                  歌手：韩晓 

             我想去桂林呀我想去桂林， 可是有时间的时候我却没有钱 

             我想去桂林呀我想去桂林， 可是有了钱的时候我却没时间 

            在校园的时候曾经梦想去桂林， 到那山水甲天下的阳朔仙境 

            漓江的水呀常在我心里流， 去那美丽的地方是我一生的祈望 

           有位老爷爷他退休有钱有时间， 他给我描绘了那幅美妙画卷 

           刘三姐的歌声和动人的传说， 亲临其境是老爷爷一生的心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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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生问答，复习上周所学内容。（说说中国一个主要城市的情况） 

 老师读课文，学生一边听，一边记笔记（可以画图可以写单词，帮

助记录），然后运用笔记，两人一组用自己的话复述课文大意。  

（课文里的大伟暑假有什么打算？去哪儿？为什么去？去多久？怎

么去…) 

 老师带读课文，讲课文大意及段落大意，师生 Q&A (从北京到上

海，大伟为什么不坐飞机坐火车？) 

 操练新的句型 

http://www.youtube.com/watch?v=U5-mGZOqGb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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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飞机比火车贵得多。(出示真实的中国飞机票和火车票，说：这 

          张飞机票和火车票都是从北京到广州的。飞机票要 1800 块，火车 

          票只要 300 块。所以，飞机票比火车票贵得多。） 

      2）坐飞机到北京去 

      3）去上海，要么坐飞机，要么坐火车。（去上海，你可以坐飞 

机，可以坐火车，没有别的办法可以去。所以说，要么坐飞机，要 

么坐火车） 

      4）趁暑假的机会去中国旅行。 

      5）除了价钱便宜以外，还可以看长江南北的美丽风景。（从北京 

坐火车到上海去只要 300 块，而且在火车上可以看到窗外美丽的长 

江风景，真挺不错的！） 

      6） 北京有饭馆，有购物中心，有名胜古迹，什么都有。 

 字卡认读生词：   打算    暑假    了解    计划     同意    到处    舒服     花

费   出发     到达     交通      机会     难得     够      招待      特色      纪念品     

讨价还价     背包族       

 学生任务：你有三个星期的暑假时间可以去中国旅行，可是买完飞

机票以后，你只有 800 美金，请你设计一个暑假旅行计划，说明旅

行的时间，城市，交通工具，日程以及每个选择的原因。请放在

wikispaces 上和全班同学分享，每个同学必须要给别的同学至少 3

个意见或建议，并说明原因。然后自我修正，最后在全班做口头报

告。（communication, culture, connection, community) -------注：我

的每一个班级都有自己的 wikispaces 网页用以交作业，发作业以及

同学做 peer edi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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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头讨论：如果在你的国家，旅行的方式和在中旅行的方式有什么

一样和不一样的地方？为什么？你觉得在中国旅行有什么困难和要

注意的地方？在你的国家呢？(comparision) 

Closure  单元小测验 

Assessment & Record 

Keeping 

Formative assessment:  

 师生问答  

 字卡认读  （生词） 

 同学对话 （用自己的话互相复述课文） 

 课堂讨论 （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的背包族？你怎么看背包旅

行？） 

  课文练习 （汉语配套练习本） 

Summative assessment:  

 听写  （生词和句型） 

 写作练习及口头报告 (旅行计划) 

 单元小测验 

Additional Planning 

Decisions 

 What activities might the students take home or do outside of class 
to strengthen or extend their skills?  

Post-Lesson Follow-

ups 

 

 What went well?  

 What needs more work in the next class/ lesson?   

 What activities should I do differently next time?  

 

 

 

Week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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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son Focus 旅行社购票：飞机票和火车票 

Time Suggested 225 分钟 

Materials needed 课本《汉语 3》，PPT ，字卡，小白板，真实的飞机票和火车票 

Objectives 用中文询问有关飞机航班的信息 

用中文讨论不同航班的优缺点（时间，中转，价格等） 

用中文商讨价格 

用中文咨询及购买火车票 

读懂飞机票和火车票的关键信息 

Opening 

Routine/Activities 
向学生出示真实的中国飞机票和火车票，讨论：这是火车票。你从哪儿看

出这是火车票？还看到什么信息？和你们国家的飞机票/火车票有什么不

同的吗？（comparision,conn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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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课文录音（在旅行社买机票的对话），学生听完后回答相关问题

（准备好问题练习纸） 

 老师带读课文，讲课文大意及段落大意，Q&A: who, when, where, 

what, why, how? 

 操练新的句型 

1) CZ3140 航班从悉尼中转首尔到北京 （运用教室的地图，指出：

“大伟现在要从悉尼到北京去，可是飞机要先到首尔停一停然后

才去北京，我们说飞机中转首尔到北京”。） 

2) 之所以这个航班的价格很便宜，是因为出发时间很早，而且还

要中转首尔。（复习旧语法：因为出发时间很早，而且还要中

转首尔，所以这个航班的价格很便宜。和新句型意思一样，只

是位置调换了。给学生出示公式帮助理解：之所以＋result,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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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reason) 

3) 你早点决定吧，要不然价格会越晚越贵。 

4) 暑假是旺季，你再不决定，万一票卖完了你就去不成了。 

5) 只要票便宜，别的我都无所谓。 

 字卡认读生词:     旅行社    价格     航班    公司     起飞    到达       售票

处     订     转机    中转     护照      有效期      旺季      支票      现金      确

认      卧铺（硬卧/软卧）     次     趟     站台         

 白板练习写汉字 

 学生两人一组，用生词和句型写一段旅行社购票的对话，老师修改

以后，学生要 role-play 这个对话（communication)  

 小辩论：在中国旅行，坐飞机好还是坐火车好？（学生分成 2 组进

行 10 分钟的辩论）。（communication, culture) 

Closure      综合复习本周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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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essment & Record 

Keeping 

Formative assessment:  

 师生问答  

 字卡认读  （生词） 

 同学对话 （讨论设计 role-play 的对话） 

 课堂讨论 （分组小辩论） 

  课文练习 （汉语配套练习本） 

Summative assessment:  

 听写  （生词和句型） 

 写作练习(两人一组写对话) 

 role-play 对话 

Additional Planning 

Decisions 

 What activities might the students take home or do outside of class 
to strengthen or extend their skills?  

Post-Lesson Follow-

ups 

 

 What went well?  

 What needs more work in the next class/ lesson?   

 What activities should I do differently next time?  

 

 

 

Week 5 

Lesson Focus 在机场 

Time Suggested 225 分钟 

Materials needed 课本《汉语 3》，PPT ，字卡，小白板，真实的广播录音 

Objectives 懂得怎样在中国的飞机场办理登机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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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懂飞机场和火车站的重要标牌 

Opening 

Routine/Activities 
播放一段真实的机场广播录音（各位旅客请注意，CZ 3140 航班已经开始

登机….），学生回答老师已经写好在白板上的问题（你最可能在哪里听

到这段广播？为什么要放这段广播？…） （communication, comm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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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课文录音（在机场办理手续－>安检－>登机），学生听完后回答

相关问题（准备好问题练习纸） 

 老师带读课文，讲课文大意及段落大意，Q&A 

 操练新的句型 

       1）必须有中国签证，否则海关不会让你入境。（帮助学生复习 

上周学过的“要不然”，建立联系，二者意思相同） 

       2） 看登记牌看不出靠窗不靠窗 

 字卡认读生词:     办理     行李     旅客     托运      登机      手续      安检     

安检口     靠窗     降落      海关      签证      出境       入境 

 白板练习写汉字 

 三人一组，role-play 在机场的情境 

 制做小影片，介绍如何办理登记手续，过安检，过海关，登机以及

各项注意事项 (community) 

      

Closure  挑选几个质量好的小影片，全班一起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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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essment & Record 

Keeping 

Formative assessment:  

 师生问答  

 字卡认读  （生词） 

 同学对话  （role-play) 

  课文练习 （汉语配套练习本） 

Summative assessment:  

 听写  （生词和句型） 

 制做小影片 

Additional Planning 

Decisions 

 What activities might the students take home or do outside of class 
to strengthen or extend their skills?  

Post-Lesson Follow-

ups 

 

 What went well?  

 What needs more work in the next class/ lesson?   

 What activities should I do differently next tim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