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Level F Reading Comprehension Objectives Tracking Sheet  

美洲華語 2 第二課: 鳥媽媽的蛋不見了 

美洲華語 is a textbook used in all types of Chinese language classrooms.  Teacher model the usage of 

objectives by asking and answering these questions while teaching the 美洲華語 lesson which is part of 

their regular curriculum.  Student’s reading comprehension should improve if they start asking themselves 

same type of questions. 

Obj ID Objective Teacher Modeling Examples 
F.RL.1.1 能够在老师的帮助下复述故事大

意 With prompting and support, 

retell key details of the story 

这个故事是在说什么？ 

F.RL.1.2 能够提出或者回答有关文章

细节的问题（谁、什么时

间、去了哪里、做了什么) 

Ask and answer such 
questions as who, what, 
where and when 

这个故事有几个角色? 第四天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 

F.RL.2.2 能够指出故事的开始和结束 

Identify the beginning and 
the ending of a story 

故事的最后鸟妈妈有没有找到她的蛋？ 

F.RL.3.1 能够根据故事的时间、地点

来叙述主要人物的活动 

Based on the setting of the 
story, retell the actions of the 
main characters 

1第四天白天，鸟妈妈发现她少了一个蛋。 

2第四天白天，鸟妈妈到处去找蛋。 

3第四天，天快黑了的时候，鸟妈妈没有找到鸟蛋，很伤心。 

4 第四天晚上，鸟妈妈发现蛋还在她的肚子里。 

（这一个目标主要是让学生理解人物在什么时间做了什么事

情） 

F.RL.3.2 能够指出对话双方的人物 

Distinguish the characters in 
a dialogue 

对话是两个人在说话。下面这个对话就是鸟妈妈和山羊在说

话。 

鳥媽媽問小山羊，有沒有看見她的 蛋，小山羊說:「沒看

見。」 

F.RL.3.3 能够指出或者推断出人物之

间的关系 Identify or Infer 

relationships between 
characters 

 

F.RL.4.1 能够根据非重复句型的关键

词理解句子意思 Use clues 

from keywords to understand 
meaning the of sentences 
with non repeating structure 

 

F.RL.4.2 能够通过表达行为动作的词

语来理解人物的行为动作 

Determine a character's 
behavior based on words 
and phrases that describe 
action 

「鳥媽媽一看只有三個蛋，就大叫:  」 
 

鳥媽媽为什么大叫？因为鸟妈妈以为她少了一个蛋。 

F.RL.4.3 能够理解故事的一部分是以

对话的形式传达的，并能够

辨识出对话 Determine the 

下面的这个对话对故事的发展有什么帮助？这句对话可以帮

助鸟妈妈发现蛋在哪里。所以这句对话很重要，有了这句对

话，才有了故事的结尾。 



meaning of text through the 
use of dialog 

蜘蛛說:「不要哭，哭沒有用，妳好好 想一想，那個蛋在哪

裡。」 

 
 

F.RL.5.1 能够根据文章的结构识别常

见文章类型（故事）：有角

色和单一的故事情节，以讲

故事为主 Based on structure 

of text, identify text type as a 
basic story that has 
characters and development 
of events 

 

F.RL.5.2 能够叙述单一主题故事的整

体结构，包括开始、经过和

结尾 Describe the overall 

structure of a story, including 
describing how the 
beginning introduces the 
story and the ending 
concludes the action 

 

F.RL.6.1 能够根据故事指出叙述者

（讲故事的人）Identify the 

narrator of the story 

是誰在說這個故事？不是老师，不是鸟妈妈，也不是其他的

小动物。  

F.RL.7.1 能够根据图片推断出故事的

时间、地点、或者故事里没

有明确指出的信息 With the 

help of illustrations, infer the 
setting of the story or 
information not clearly 
identified by the text 

這張圖可以告诉我们故事发生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 

 
F.RL.9.1 能够比较两个相同主题的故

事在时间、地点、人物或场

景上的异同 Compare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of 
setting between two stories 
about the same topic or 
them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