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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 ≠能認識多少漢字

AP ≠能讀艱難的課文

AP ≠能寫出多少的文章

AP =中文聽說讀寫的綜合能力

AP =對中國文化的瞭解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Exam



什麼是AP中文課程？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Exam

• AP中文即“大學中文預修課程”

• 取得AP課程學分的學生，可直接
獲得大學的中文學分，或抵免大
學的外語必修課。

• 但是各個大學對AP學分的認定有
不同的標準。 (私立大學比較有可
能不認定）

APAC09%5CCourse.doc


AP可以抵學分嗎?

 請去College board credit policy把學校
的名字填進去後，就可以知道AP分數在
各間學校可以抵哪些課程，跟多少學分
。

 Harvard University   ✔

https://apstudent.collegeboard.org/creditandplacement/search-credit-policies


AP中文的研發及推廣
 2004年八月大學理事會組建15人工作組策劃AP中文
的“藍圖”。

 2005年AP中文研發小組成立。

 2006年大學理事會在美國各地舉辦各類培訓班。

 2006年春公佈AP中文課程大綱、教師手冊及網上資
源

 2006年秋天在美國中學正式開課.

 2007年5月首次舉行AP中文課程統一考試。



• AP中文考試費用 $98

• 考試時間： 2小時15分
• 考試日期：5月
• 報名方式:

3月份的時候向當地高中報名
直接聯絡AP Services          

P.O. Box 6671 Princeton, NJ 08541-6671 

Phone: (609) 771-7300 or (888) 225-5427 

(in the U.S.) 

Email: apexams@info.collegeboard.org

mailto:apexams@info.collegeboard.org


AP中文課程的概念
-AP Chinese Language 語言 and Culture 文
化

• 使用真實的題材，來介紹文化內容，並藉由
過程，提高文化知識，及日常生活中語言溝
通能力。

• 著重三種溝通模式的練習
(interpersonal, interpretive, presentational，表達演示
，詮釋理解佔，溝通交流）

測試學生中文聽，說，讀，寫的綜合能
力以及對中國文化的理解。



Sample of AP Chinese Curriculum 



AP 中文課程內容
包羅萬象涵蓋以下主題：
• 風俗習慣
• 日常生活
• 商業經濟
• 文化教育
• 娛樂體育
• 家庭社會
• 地理旅游
• 文學藝術
• 美食文化
• 歷史哲學

 



AP中文考試
•題目有繁體中文及簡體中文

•用打字輸入
1. Microsoft拼音Pinyin

2. Microsoft New Phonetic IME, which is based on 注
音符號



AP 中文評分標準
分數: 1 - 6 (3分及格, 6分最高分)

Score Definition

6 Excellent:  Demonstrates excellence

5 Very Good:  suggests excellence

4 Good:  Demonstrates competence

3 Adequate:  Suggests competence

2 Weak:  Suggests lack of competence

1 Very Weak: Demonstrates lack of competence

0 Contains nothing that earns credit



AP 中文考試要點
包括聽讀寫說四種語言能力的測試，順序為聽讀寫說。
聽說讀寫四種能力所佔分數比重各25%。
•聽部分是多項選擇題
•讀部分是多項選擇題，聽讀加起來共七十題
•寫作部分是在三十分鐘內寫一篇看圖說故事、一篇電子
郵件回復。共四大題
•口語部分包括對話和文化介紹。共三大題

表達演示佔30%，詮釋理解佔40%，溝通交流佔30%



SAT Chinese II 中文考試要點
• 11月第一個星期六上午

• 考試題型

聽

用法、文法

閱讀

• 分數：

• 滿分 800

• 百分比 percentile



SAT II 及AP的最大不同：

SAT II不考写作和口语部分



第一部分選擇題
1.聽力（25％） 20分鐘

• 聽中文對話後選擇正確回話，
答案卷上只有A,B,C,D 沒有中文 10-15 題 -10％
• 聽情境對話後選正確答案，
答案卷上有A,B,C,D 也有中文 15-20 題 -15％

（小撇步：時間、地點等關鍵內容）

2. 閱讀（25％）─約35至40題 60分鐘
題目來源包括廣告、文章、電子郵件、書信等



第二部分問答題
3. 寫作（25％）共有4題不限字數 各15 分鐘共30分
鐘

• 看圖寫故事
• 回覆電子郵件

（小撇步：有開頭、中間、結尾。平均分配時間千萬
不要花太多的時間在前面，結尾來不及做。）

4. 說（25％）有6小題，只有20秒鐘的時間回答
簡報 – 4 分鐘的時間準備，2分鐘的時間錄音
（小撇步：看清楚題目「問什麼、答什麼」）



Section 1 Multiple-Choice Part A : Listening -1 

Rejoinders



Section 1 Multiple-Choice Part A : Listening-

Listening



Section 1 Multiple-Choice Part B: 

Reading



故事敘述
• 要包括四個圖
• 有順序
• 用完整的句子。

小撇步
• 用人名
• 用對話
• 用連結句

Section 2 Part A : Writing-1／2  Narration



你好, 小美, 今天我很不好, 因為今天
是我朋友的生日,

可是我不去她的生日會.晚上七點的時
候我坐計程車, 再一個小時, 我需要去
地下鐵. 因為八點地下鐵離開. 我不但
遲到了而且路上有塞車. 要是我不去我
的朋友 會發火. 在地下鐵的入口, 我
跑步.儘管我不遲到了,

可是我忘記了我的車票. 我說, 天啊! 

不可能.  我找了很多的地方, 現在是七
點五十五分了.  我發現我的車票在計
程車裡. 我跑去地下鐵的出口.

即使我跑步,  我也遲到了,  地下鐵以
經離開了. 今天
我很不好.

你的好朋友

Section 2 Part A : Writing-1／2  Narration



Section 2 Part A : Writing-2／2 E Mail 

Response 

小撇步：
•收件人
•郵件主題（RE:）
•日期
•人名
•問什麼
•答什麼



Section 2 Part B : Speaking-Conversation
說 -錄音

•讓學生習慣口語表達（多練習幾個不同老師的口音），
對同學說話，對電腦麥克風耳機錄音。
•對話 -反應要快，別想太多
•設法繼續說話，練習18秒停住。

小撇步：前面一題答錯，要放得開。集中精神，回答下
一題



Section 2 Part B : Speaking-Conversation1/2 (20 

seconds)

N: You will have a conversation with Chen Linli, director 

of a public library, about a job for a student volunteer at 

the library.

Speaking Question 1 WA: 你是怎麼知道我們這個公共
圖書館在找義工的？
Speaking Question 2 WA: 你為什麼想做公共圖書館的
義工？
Speaking Question 3 WA: 申請的人很多，你有哪些工
作經驗或者能力讓我們優先考慮你？
Speaking Question 4 WA: 你認為做義工對學生有什麼
好處？為什麼？
Speaking Question 5 WA: 圖書館要放一部跟中國文化
有關的電影，你認為哪一部最合適？你推薦的這部電影介
紹了哪些中國文化？
Speaking Question 6 WA: 我們要求義工每週至少工作
五個小時，你希望我們怎麼安排你的工作時間？



小撇步：
•問什麼答什麼
•重複題目
•首尾相應
•說話速度
•語調
•咬字

Section 2 Part B : Speaking-Conversation1/2



Section 2 Part B : Speaking-2 Culture Presentation 

2/2

(Preparation time 4 mins, response time 2 

mins)



Section 2 Part B : Speaking-2 Culture Presentation 

2/2

Ｑ你中文說得這麼好，學了幾年了？在哪兒學的？你
是怎麼對中文產生興趣的？

小撇步：幾年？ 哪兒學的？
怎麼產生興趣？為什麼學？

：



造句－Google doc 

 一邊。。一邊。。。

 既然

 可是

 但是

 如果

 還有



寫作－不管中文英文寫文章都需
要開頭介紹，中間故事，結尾

 引句
 今天我來講一講

 今天我的題目是

 今天我向大家介紹一下

 發展
 我今天要講三個部分，第一，第二，第三

 今天我要講三點，首先，其次，最後

 結尾
 總之，最後，總而言之。



主題

重點一

重要生詞

重點二

重要生詞

重要生詞



寫文章
越瘋狂
越pay attention 

越記得住

骨架 裝飾
帥哥美女



骨架

Justin 想買咖啡
。

他去市場。

他買了十個蘋果。



裝飾

有一天，Justin很渴，所以他想買咖啡。

他和Lady Gaga一起去市場。

Lady Gaga看見蘋果。

Justin就買了十個蘋果。



帥哥美女

有一天，Justin很渴，所以他想買咖啡。

他給他的好朋友Lady Gaga 打電話。Lady Gaga也想去。

下午三點，他和Lady Gaga一起走路去星巴克。

買咖啡以前， Lady Gaga 看見蘋果，她說她肚很餓，
想先吃蘋果。她拿了十個，然後發現她的錢不Justin

就給他的朋友買了十個蘋果。



Classroom Activities and Strategies

Teachers need…

Help students develop high order thinking skills  

Help students build and retain vocabulary

Use authentic materials

Stay in the target language using gestures and visuals  

Be a model and guide to students

Use a variety of materials in class to keep students

engaged!

Teach students….

Circumlocution

To guess and derive meaning from context clues  

Reflect on their learning

Study skills beyond classroom  Self advocate



Classroom   Strategies：
Speaking

Speaking with a 

purpose

1.Conversation with 
peers
2.Introductions
3.Directions
4.Ordering food
5.Making plans
6.Descriptions

Get students speaking in 
Chinese, even if it is not 
100%  correct! Make them 
feel comfortable trying to 
express themselves in 
class.

Use authentic visuals to 

get students speaking!



先看題目，再聽或者讀短文



玩中學，學中玩
Quizlet （https://quizlet.com/）是一個學生詞的網站。註冊後，
可以在網站上建虛擬教室，每節課的生詞都發佈在上面，自動生成
拼音和英語注釋，還可以搭配方便學生理解。Quizlet作為一個輔助

的網站，學生很喜歡。
競賽遊戲Kahoot （https://kahoot.it/）旨在建立一個基於遊戲的學
習環境、課堂。
原理很簡單，你可以建立一份測驗，多少題自己控制，每題有兩到
四個選項，把正確的選項標出來。老師需要做的只有這些。
每次你讓學生玩這個遊戲的時候，有一個代碼。學生只要用手機或
者iPad在Kahoot.it 這個網站上輸入同一個代碼，就能同時進入這個
測驗。每題結束後，都能看到多少人答對了，每個人答題的時間，
根據答題的時間和順序，每個人有相應的得分。
我把這個活動當做遊戲來用，強調學生只要選擇了正確的答案就行，
不要急著搶。學生們都很喜歡，也會更加主動地去復習。



Seech to Text tools   對電腦中文
https://dictation.io/



Speech to Text tools   對電腦說中文

Change to Chinese



學生：練習再練習
• 多聽
• 多讀
• 多寫
• 多說

老師：愛心再愛心
Tsunju_lin@yahoo.com

逐漸培養學生的信心－小撇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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