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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語夏令營課程 

六大課程特色 
 特色 說明 

1 漢語拼音與注音符號並行教學 

提供漢語拼音與注音符號並列教學，學

生可以選擇熟悉的拼音系統，不需要再

另外記新的，減輕學生學習負擔，學習

更易上軌道。 

2 台灣首創，經驗最豐富 

為台灣第一所辦理華語夏令營的學

校，累積最多最豐富的經驗，最值得家

長信賴。 

3 量身訂做，研發使用專屬教材 

唯一針對國外兒童與青少年研發專屬

教材的夏令營，內容量身訂做、生活

化，切合學生學習需求，限文大華語夏

令營學生使用，適合國外回來的學生。 

4 融入簡體字課程，與國際接軌 

加強課程針對程度佳的學生設計簡體

字課程，讓學生掌握兩種字體，熟悉兩

岸文字，增加未來競爭力！ 

5 國際多元文化，建立國際觀 

針對全球各地招生，每年學生來自十幾

個不同的國家，是最國際化、多元化的

華語夏令營活動。 

 



 

 

華語夏令營教材 

一、 系列教材表： 

 兒童教材使用表 

教材使用

對應表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C3 

兒童中高 

級 

L01休閒 我最喜歡的事 

L02個人 我的志願 

L03社會 打工 

L04個人 星座與生肖 

L05社會 生日禮物 

L06社會 網路購物 

L01個人 我喜歡看書 

L02家庭 歡迎來我家 

L03學校 今天有華語課 

L04社會 我是小學生 

L05生活 台北車站怎麼走  

L06休閒 坐火車去旅行 

L01個人 我以後想當籃球

選手 

L02家庭 你父親是電腦工

程師嗎 

L03學校 我愛我的學校 

L04生活 你要去哪裡 

L05休閒 我明天要去爬山 

L06節慶 中秋節的晚上 

C2 

兒童中級 

L01交通 搭捷運出去玩 

L02娛樂 夏季沙灘演唱會 

L03影音 最熱門的電影 

L04文化 在火燄山遇鐵扇

公主 

L05生活 電眼美男子 

L06文學 唐詩三百首 

L01學校 你有幾枝筆 

L02社會 我討厭吃青菜 

L03生活 我們來玩球吧 

L04休閒 我們在動物園裡 

L05節慶 月餅真好吃 

L06文化 我愛上台灣的小

吃了 

L01個人 我所收集的寶貝 

L02學校 園遊會 

L03家庭 給媽媽的一封信 

L04生活 幫忙做家事 

L05社會 二手菸 

L06文化 十二生肖的故事 

C1 

兒童初級 

L01學校 認識新同學 

L02朋友 生日禮物 

L03個人 我屬龍 

L04生活 天氣 

L05生活 買東西 

L06語言 是花生不是發生 

L01個人 你好嗎 

L02家庭 他是誰 

L03學校 這是你的筆嗎 

L04社會 我的家 

L05節慶 元宵節 

L06文化 你要去公園嗎 

L01個人 你叫什麼名字 

L02家庭 你家有幾個人 

L03學校 你在那兒學中文 

L04生活 你要買什麼 

L05生活 問路 

L06休閒 快樂的週末 

 

 

 

  



 

 

 青少年教材使用表 
 

教材使用

對應表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T4 

少年優級 

L01個人 我的明星夢 

L02生活 倉庫尋寶 

L03社會 溫暖的社區 

L04文化 中國功夫 

L05休閒 環島旅行 

L06自然 昆蟲達人 

L01個人 健康生活 

L02家庭 隔代溝通 

L03社會 逛街購物趣 

L04生活 誰能改變世界 

L05休閒 假日休閒活動 

L06文化 喝茶趣 

L01個人 紙片人 

L02社會 打工熱 

L03生活 北極熊溺水了 

L04節慶 牛郎與織女 

L05文化 當筷子遇上刀叉 

L06成語 守株待兔 

T3 

少年高級 

L01文化 放天燈 

L02生活 網路書店 

L03文化 文房四寶 

L04運動 攀岩高手 

L05飲食 吃宵夜 

L06網路 部落格日記 

L01個人 我喜歡看書 

L02家庭 歡迎來我家 

L03學校 今天有華語課 

L04社會 我是小學生 

L05生活 台北車站怎麼走  

L06休閒 坐火車去旅行 

L01個人 你從哪裡來 

L02家庭 過年大團圓 

L03學校 學校的生活 

L04社會 到餐廳吃飯 

L05節慶 端午節 

L06文化 文化大不同 

T2 

少年中級 

L01交通 搭捷運出去玩 

L02娛樂 夏季沙灘演唱會 

L03影音 最熱門的電影 

L04文化 在火燄山遇鐵扇 

         公主 

L05生活 電眼美男子 

L06文學 回鄉偶書 

L01學校 你有幾枝筆 

L02社會 我討厭吃青菜 

L03生活 我們來玩球吧 

L04休閒 我們在動物園裡 

L05節慶 月餅真好吃 

L06文化 我愛上台灣的小

吃了 

L01個人 我所收集的寶貝 

L02學校 園遊會 

L03家庭 給媽媽的一封信 

L04生活 幫忙做家事 

L05社會 二手菸 

L06文化 十二生肖的故事 

T1 

少年初級 

L01學校 認識新同學 

L02朋友 生日禮物 

L03個人 我屬龍 

L04生活 天氣 

L05生活 買東西 

L06語言 是花生不是發生 

L01個人 你好嗎 

L02家庭 他是誰 

L03學校 這是你的筆嗎 

L04社會 我的家 

L05節慶 元宵節 

L06文化 你要去公園嗎 

L01個人 你叫什麼名字 

L02家庭 你家有幾個人 

L03學校 你在那兒學中文 

L04生活 你要買什麼 

L05生活 問路 

L06休閒 快樂的週末 

 

 

 

 

 

 

 

 

 

 



 

二、六大教材特色： 

一、量身訂做系列專屬教材： 

 現今華語市場仍未針對兒童及青少年研發一套真正適性完整又兼具教學

理念背景的華語文教材。 

 有基於此，由專業、經驗豐富的華語教師共同編寫，自編專屬於文大華

語中心的專業課程教材。 

 依學生年齡、認知、興趣及華語文教學理念量身訂做，編寫兒童及青少

年初級、中級、中高級、高級一共三套的系列教材。 

二、涵蓋主題廣泛，與生活緊密結合。 

 教材主題活潑、生活化，符合日常生活實際所需。 

 依主題細分：個人、家庭、學校、社會、生活、休閒、文化、娛樂等。 

 融入實用詞彙句式，奠定紮實基礎。 

三、聽、說、讀、寫四大語言技能綜合應用 

 配套完整，全面涵蓋聽、說、讀、寫四大語言技能，培養學生應用四大

語言技能與文法實力。 

 包含暖身、對話、實用詞彙及語法、課堂活動、短文及作業本，鞏固所

學，達成實際的語言運用。 

四、融合中華文化，開啟對中國文化的認識 

 教材單元依年齡程度部份配搭中華文化。 

 文化主題內容以節慶、習俗、生肖、茶藝、美學、文學等內容，進一步

讓學生對中國文化做全方面的認識。 

 

 



 

五、漢語拼音及注音符號同時標注 

 鑑於國際趨勢，漢語拼音已成為外籍人士用來溝通和了解華語的重要工

具。學習漢語拼音已成為必要過程。 

 教材也加進注音符號的使用，讓學生更易學得華語語音的自然發音及準

確性。除此之外，對於書寫漢字的架構及能力也較易上手。 

 漢語拼音及注音符號同時採用，讓學生在語言學習上迅速又有效率。 

六、輔以情境活潑式插圖，加深學習印象 

 每課課文皆設有情境插圖，創設學習情境。 

 利用圖解字典，以圖示帶出主題相關事物名稱，如，學習跟客廳的相關

詞彙：掃把、拖把、沙發、電視、窗戶等，進階擴充學習詞彙量。 

 輔有文法情境插圖，以利進階應用插圖輔助學習。 

 

 

 

 



 

三、六大教材架構 

（一）學習重點 

 

依據學生的年齡及興趣，配搭實

用的生活主題。 

進階了解每單元的學習

重點，掌握每課學習目

標。 



 

（二）暖身活動 
 

 
 

（三）情境對話 
 

 

 

 

 

 

 

 

 

 

 

 

 

 

 

 

 

 

 

 

 

每課皆有 1-2 個暖身活動，藉由

暖身開展學習主題及內容。 

每課皆配有跟課文相

關的情境圖片做輔

助。 

以生活實用的對話形

式帶出每課主題內

容。 



 

（四）對話生詞 
 

 
 

（五）對話句型 

 
 
 
 
 
 
 

 

 

 

 

 

 
 

 

 

 

 

 

漢語拼音及注音符號

同時標註 

句型重點整

理，輔以例句和

情境插圖。 



 

（六）複習活動 

 

 

 

 

 

 

 

 

 

 

 

 

 

 

 

 

 

 

 

 

 

每課皆有複習活動，複

習已學的詞彙及句

型，並再做進階延伸討

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