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東海大學華語中心授課大綱 

年度 2021 學期 春季班 Spring Semester 

課程名稱代碼 

Class Code 
C201 

課程等級 

Level 
高級 

上課時間與地點 

Classroom & Time 

9:10~12:00 

(星期一二) 

9:10~12:00 

(星期三四五) 

R2 

授課教師 

Instructor 
賴秋桂 

晤談時間、地點 

Office Hours And 

Classroom 

星期一 12:00-13:00 

課後輔導 

Extra Instruction 
視需要安排 

教材 

Textbook 
縱橫天下事 1、2 

參考補充資料 

Supplementary 

Materials 

1. 與課文議題相關文章、文獻 

2. 相關多媒體材料 

教學目標 

Course Objectives 

書的取材範圍是以台灣國內外新聞為主，涵蓋各類新聞。透過各單元的新聞

主題，引領學生進行閱讀與討論，訓練學生對時事表達看法,並共同關懷世

界。此外，帶領學生學習新聞用語與句子。 

授課方式與教學法 

Teaching Methods 

一、授課前提：所有授課方式應是彈性的，由於學生背景、才智、目的等

可能皆有差異，教師之授課方式必須依學生情況作調整。 

二、授課主軸： 

（一）開場：針對每課的主題，跟學生對話，藉以瞭解學生對該主題瞭解

的深度與學習之興趣，為課程的進行作初步規劃。 

（二）生詞講解：講解生詞的意義、詞性、用法、相似相反詞等，並透過

例句讓學生加深印象；並以問答方式，試驗學生理解有無偏誤。生詞講授

完畢後，由學生輪流造句，藉以訓練學生字用的能力，同時加強其中文的

表達；除此，老師並可再一次確認學生對生詞的瞭解無誤。對於難度較高

的生詞，透過更多的練習以要求精準度。生詞講解完，下一次上課即作生

詞的聽寫小考。 

（三）句型講解：首先分析句型的組合，再將組合導入含意，然後教授用

法。語法的應用最為重要，各詞類的位置及使用的適用性及限制均再三強

調。老師盡量提供例句，之後並由學生造句，以檢視其使用是否正確。若

有已學過的同義或類似句型，可一併列出作比較與複習。 



（四）課文講解：依情況決定由老師先帶念或學生先自念再帶念，然後逐

句講解。講解包括句子構造及需要說明的詞彙。先掌握每句的意義，後擴

及至段落，再至整課課文。課文講解完、學生輪流朗讀二、三次，最後依

情況由老師針對課文內容提問，或由學生互問，以確定對內容是否已完全

瞭解。 

（五）作練習題：針對生詞、句型及課文設計練習題，由老師作重點提示，

然後交由學生在課後完成。對某些主題，規定學生作對話的創作，並在課

堂上呈現。 

（六）討論：整課結束後，與學生作討論，並與開場時的談話相對應，看

看 

學生談論該主題的能力提高多少，以檢視學生的收穫及進步情況。並由學

生 

對每課的主題或主題所延伸的話題作經驗與想法的分享。 

（七）評量：擇期作評量，以督促學生複習，並作為學期成績評分依據。 

(註：（三）、（四）可不定時對調順序) 

三、補充教學： 

（一）按每課的主題輔以多媒體的應用，以圖片、影片等活化教學內容。 

能力指標 
C1-1 能瞭解廣泛領域且高難度的長篇文章，而且可以辨別隱藏其中的意

義。 

成績評量 

Grading Policy 

1. 課堂表現 (學習認真程度、團體合作、發言頻率) 30 % 

2. 作業與報告 30 % 

3. 測驗 40 % 

備註： 

1：遲到早退 15 分鐘以上算缺曠一次。 

2：作業遲繳扣當次作業 5 分。 

3：平時考缺考、作業缺交以 0 分計。  

 

課堂表現 (學習認真程度、團體合作、發言頻率) 

 

授課進度表 

週次 單元名稱 授課目標 課程活動 

第一週 

第一冊 

L1 氣溫下降 

L2 強颱來襲       

1. 能學會氣象報導相關詞彙 

2. 能學會氣象變化的說法 

3. 能學會與颱風相關的詞彙 

4. 能學會颱風來襲時天氣變化的說

報告：颱風經驗 



法 

第二週 

L2 強颱來襲 

L3 速食業調漲  

L4 油價凍漲 

1. 能理解物價上漲相關新聞資訊 

2. 能運用物價上漲相關詞彙 

 

分享：吃速食 

討論：台灣菜價與天氣 

第三週 

L4 油價凍漲 

L5 酒駕重罰  

L6 酒精代謝效能 

1. 能學會酒駕肇事相關詞彙 

2. 能學會法律刑期相關詞彙 

3. 能說明酒駕造成的影響 

4. 能說明解酒酵素對人體之影響 

討論：各國酒駕的罰則 

第四週 

L6 酒精代謝效能 

L7 北極熊闖民宅---  

L8 殺人鯨北漂 

1. 能閱讀全球暖化、瀕危動物遷徙相

關新聞 

2. 能瞭解瀕危動物處境詞彙 

3. 能熟練運用全球暖化相關詞彙與

句型 

報告：各國瀕危動物及發生

的原因 

第五週 

L8 殺人鯨北漂 

L9 平溪天燈  

L10 鹽水蜂炮 

1. 能學會元宵節活動相關詞彙 

2. 能學會與十二生肖相關之吉祥話 

3. 能學會形容放天燈之美麗景象 

4. 能學會形容放蜂炮之熱鬧景象 

分享：生肖與個性 

影片欣賞：天燈、蜂炮 

第六週 

L10 鹽水蜂炮 

L11 谷歌臉書頭痛 

L12 臉書密碼外洩 

1. 能閱讀社群網站相關問題的新聞 

2. 能瞭解社群網站相關的詞彙 

3. 能運用與社群網站相關的詞彙及

句型 

分享：臉書與生活 

第七週 

L12 臉書密碼外洩 

L13 流感疫情  

L14 麻疹爆發      

1. 能學會傳染性疾病相關詞彙 

2. 能說明疾病的傳染途徑 

3. 能說明疾病的預防方法 

4. 能說明傳染病對人類健康的影響 

報告：一個可怕的傳染病 

第八週 

L14 麻疹爆發 

L15 景氣趨弱 

L16 GDP 下修  

1. 能閱讀經濟相關新聞 

2. 能瞭解台灣經濟現況 

3. 能理解並運用經濟方面的詞彙 

討論：台灣的護國神山 

第九週 

第二冊 

L1 強烈地震 

L2 超級颶風        

1. 能學會地震災害相關詞彙 

2. 能學會地震知識中文說法 

3. 能學會颶風起源與颱風之差異 

4. 能說出各種災難對人類及環境之

影響 

分享：重大天然災害的遭遇

經驗 

第十週 
L3 徵才博覽會  

L4 金控招新血 

1. 能閱讀招募人才相關新聞 

2. 能瞭解台灣徵才博覽會的形式和
調查報告：學生的工作意願 



意義 

3. 能運用徵才相關詞彙 

第十一週 
L5 壓力與疾病 

L6 傳染疾病 

1. 能學會在高壓下工作之職業名稱 

2. 能說明高壓工作對身體之影響 

3. 能學會與遺傳有關之疾病名稱 

4. 能說明遺傳疾病之症狀及比率 

討論：現代人的心理疾病 

討論：新冠肺炎下的世界 

第十二週 
L7 炸彈攻擊---  

L8 紐國傳恐攻 

1. 能閱讀與恐怖攻擊相關的新聞 

2. 能理解與恐攻相關新聞的詞彙 

3. 能討論恐怖攻擊事件相關內容 

報告：一個恐攻事件 

第十三週 
L9 無痛免出門  

L10 LINE 進純網銀 

1. 能閱讀與金融相關的新聞 

2. 能理解與金融相關的詞彙 

3. 能瞭解台灣金融市場的情況 

4. 能比較各國網銀的情形 

分享：網銀與我的生活 

第十四週 
L11 中美貿易戰 

L12 日韓貿易衝突 

1. 能學會國際間貿易相關的詞彙 

2. 能說明發生經貿戰爭之原因 

3. 能瞭解貿易白色名單之意義 

4. 能說明貿易戰爭對區域安定之影

響 

報告：中國與台灣的貿易概

況 

第十五週 
L13 雲門獲肯定 

L14 明華園慶 90 

1. 能閱讀與表演藝術相關的新聞 

2. 能理解與表演藝術相關的詞彙 

3. 能瞭解台灣藝術界的情況 

影片：雲門、明華介紹 

 

第十六週 
L15 九二共識 

L16 兩岸和平共處 

1. 能學會關於九二共識的詞彙 

2. 能說明九二共識的內涵 

3. 能學會針對兩岸關係之譬喻 

4. 能說明不同政黨對兩岸關係立場

的差異 

調查：台灣年輕人的政治所

向 

第十七週 總複習 某些議題的 2021 年更新報告 學生做報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