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tudents taking the YCT, Chinese teachers for children 
 4 books

 Official: A revised, edited and improved version of the 2009 syllabus, issued by the Confucius Institute 

Headquarters (Hanban).

 Advanced: Follows topic-based and task-based teaching methodologies, using conversation topics and language 

tasks as the core of the content.

 Well-organized: Divided into levels according to credible language data, children’s cognitive development, and 

the natural process of language acquisition.

 Detailed content: Includes a topic outline, task outline, grammar outline and vocabulary outline.

 Useful Resources: Each level includes actual YCT test questions, and a test-taking guide.

Chinese

Topic Out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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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话题
二级话题
（12项）

三级话题（37项）

信息表述

人物信息

姓名、年龄、国籍（中国）、家庭情况、职业（老师）、

体貌特征（口、耳朵、鼻子、眼睛、个子、手、头发）、

喜好（饮食偏好、动物偏好、厌恶）、身心状况（高兴、

不高兴）、人物关系（老师、爸爸、妈妈、姐姐、哥哥、

不认识）

事物信息 事物的领属

时间信息
时刻（点）、日期（号、月、星期、今天、明天）、时长

（天数）

处所信息
处所（哪儿、家、学校、商店、中国）、位置（哪儿、这

儿、那儿）

数量信息 数字、人数、水果数量

日常生活

饮食
饭菜(饭、米饭)、糕点（面包）、水果（苹果）、饮料

（水、牛奶）

娱乐活动 照相

人际交往 打招呼、告别、感谢、拒绝、询问、评价、表达爱意

交通出行 出行（哪儿）

教育
学习活动 认字

教学活动 课堂指令

自然 动物
动物种类（猫、狗）、动物基本信息（年龄、名字、领

属）、形体特征（外形）、动物行为（吃、喝、叫）

话 题
大纲

Task Outline

考试大纲及应考指南　　一级 3

序号 任务 目标

1 相互认识

1　能认清图片中的父母、老师等人物关系。。

2　能听懂别人简单的自我介绍。

3　�能就姓名、国籍、年龄、体貌特征等进行简单的自我介

绍。

2 了解五官

1　能认清图片中的五官、手和头发。�

2　能在游戏中听懂他人发出的指认具体五官的指令。

3　能和同学互相说出五官、手和头发的简单特征。

3 介绍家人

1　能认清图片中的家庭成员。��������������������������������������������

2　�能向他人介绍图片中的人物的姓名、年龄、关系、体貌

特征等内容。

3　能根据家庭实际情况回答有关家人的信息。

4 喜欢的食物

1　能认清图片中的牛奶、米饭、苹果等食物。

2　能向他人介绍自己喜欢的食物。

3　能在用餐时说出自己想吃的食物。

5 认识数字

1　能认清图片中的数字或数字手势语。

2　能听辨出年龄、日期、时间、数量等数字词。

3　能和他人互相问答上述数字信息。

任 务
大纲

Grammar Out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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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细目 内容 示例

1 名词 时间名词
月 十月九号

星期 星期一

2 动词

一般动词 在1 你的耳朵在这儿。

心理动词
爱 我爱喝牛奶。

喜欢 你喜欢喝这个吗？

3 数词 基数词 1~99 现在13：50

4 量词

个 他有三个苹果。

口 我们家有四口人。

号 今天是四月几号？

点 三点

5 代词 疑问代词

什么1 那是什么？

谁 谁的手大？

哪 哪个是你姐姐？

哪儿 你现在在哪儿？

几1 你有几个苹果

多1 你的狗多大？

6 副词

很 很大

在2 她们在喝水。

不 他的个子不高。

7 连词 和1 这是耳朵和鼻子。

8 助词
吗 你喝水吗？

的1 谁的眼睛大？

语 点言
大纲

Vocabulary Out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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