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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vel Chinese Level F Language Objectives Checklist:  

Reference text : 小学华文 3B Lesson 12 核心课文：称赞  (p. 12-14)  

小学华文 is the textbook used in existing curriculum 

Obj ID Objective Teacher Modeling Examples 
F.L.G.1 能够理解简单形容词的意思 

Understand usage of simple 
adjectives 

红红的苹果 

小狗高兴极了！ 

味道真好，又香又甜。 

F.L.G.2 能够指出代表时间的短语 Identify the 

many phrases which can be used to 
represent time 

早上，小熊到村外采苹果。 

傍晚，小熊背着一袋红红的苹果往家里走去。 

F.L.G.3 理解“比”的用法：ex.她比我高；这个比那

个小 Understand the usage of Bǐ to 

express comparison 

你真能干，椅子做得一张比一张好！ 

F.L.G.4 理解“在”的用法：1.表示正在做一件事

情（ex.我在看书) 2.表示地点, 主语+在

＋地点（ex.我在家) Understand the 

different usage of Zài as a noun and a 
verb 

小狗在做椅子。 

（这个句子里，在表示正在进行的动作：小狗正在
做椅子。） 

F.L.G.5 理解问句的问法：ex，是不是，好不

好，为什么，什么时候。。。 

Understand the different ways to 
express a question 

真的吗？ 

F.L.G.6 理解“从...来"和"从...到“的用法:ex，你

从哪里来？从我家到学校。。。 

Understand the different usage of 
Cóng, means "from" 

小熊从袋子里拿出苹果，…… 

 

 

F.L.M.1 能够准确运用量词:位、双 Understand 

the usage of the many different 
measure words in Chinese. The exact 
ones introduced at each level are 
shown in Chinese 

一张椅子 

一袋苹果 

F.L.C.1 能够理解带有关联词 “还有、可是"的句

子 Understand the usage of the many 

different conjunction words in 
Chinese. The exact ones introduced 
at each level are shown in Chinese 

小狗做了好多张椅子，但是都做得不太好。 

（但是是一个关联词，连接两个的句子。第二句的

意思常常是第一句不想要的结果。） 

F.L.P.1 能够通过问号辨识出问句，并理解问号

的含义：是在问一个问题 Identify 

questions in text through the usage of 
question marks 

真的吗？ 

F.L.V.1 能够靠图片猜测不懂的词语意思 Use 

illustrations as a clue to the meaning 
of a word or phrase. 

看看第二张图片，小熊请小狗尝一尝他的苹果。尝

一尝可能是什么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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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vel Chinese Level F Reading Comprehension Objectives Checklist  

Obj ID Objective Notes/Teacher Modeling Examples from the text you 
plan to te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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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完故事后，学生在老师的的引导下完成故事元素表，然后

请学生用自己的话，说说看最重要的故事内容有什么。 

（如果你的爸爸妈妈也想知道这篇故事在说什么，你会怎么

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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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问学生问题，引导学生一同完成下面的故事元素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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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问学生问题，引导学生一同完成下面的故事情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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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上的时候， 小狗在哪里做什么？小熊在哪里做什么？ 

傍晚的时候，小狗在哪里做什么？小熊在哪里做什么？ 

中间他们做了什么？你怎么知道呢？ 

F.RL.3.2 能够指出对话双方的人物 

Distinguish the characters in 
a dialogue 

小熊和小狗在故事里有说话吗？说了什么？你怎么知道呢？ 

老师引导学生找 出“小熊对小狗说“，和上下引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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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熊和小狗认识吗？是敌人或是朋友？ 

从“小狗看到小熊，开心地跑上前”这句字里，小狗对小熊

的感觉是什么？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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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狗说:”早上我差点儿不想再做了，是你的称赞鼓励了我，我
才有勇气继续做下去。” 

故事里，小狗本来会继续做下去吗？是什么才让它继续做

呢？称赞可能是好的事还是不好的事？你认为称赞可能是什

么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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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熊走带小狗身边，仔细地看了看那些椅子，发现有几张做
得还不错。 

你认为小熊问什么要仔细看那些椅子？他想要做什么呢？ 
 

	
	
谁	

	
	

时间	

	
	

地点	

	
	

什么事	

	
	

为什么	
小熊	
小狗	

早上	
傍晚	

在一个村
子外	

小狗在做
椅子,………	

小熊想鼓
励小狗	

开头	 中间	 结尾	

小熊到村外才
苹果，看见小
狗在做椅子。	

小狗送椅子给
小熊，谢谢小
熊鼓励它。小
熊也回送苹果
给小狗。	

小熊称赞小狗
做的椅子很好，
鼓励小狗继续
努力。小狗很
高兴听到称赞，
有信心继续把
椅子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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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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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aning of text through the 
use of dialog 

小熊和小猪在故事里有说话吗？说了什么？你怎么知道呢？

谁先说话的？ 

老师引导学生找出上引号和下引号作为找出对话的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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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故事的主角是谁？发生了什么事？讲故事的文章叫做记

叙文，和介绍新知识（比如介绍熊的饮食习惯）给读者的文

章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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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和小朋友一起回顾一起完成的故事情节表，让小朋友说

说看故事是怎么连接起来的。故事开始的原因是什么？小熊

结果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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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第几人称叙述的故事呢？说故事的人是谁？是小狗或是

小猪吗？说故事的人在不在故事里呢？ 

说故事的人不在故事里的时候，故事使用第三人称叙述的。

你怎么知道故事不是小熊说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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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邀请小朋友看一看故事里的两张图， 问：小狗可能是在

哪里做椅子的？做得累吗？故事里有告诉你吗？你怎么知道

的？小熊收到椅子后开心吗？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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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