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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列教材是針對具備聽說基礎中文的學習者而設計的讀寫教材。所以，凡是

具有基本中文聽說的能力，然而在識讀漢字或書寫漢字上有困難的學習者，都很適

合使用這套教材來增進中文讀寫的能力。第一、二冊教材為基礎級，三、四冊為進

階級，編寫方式雖不同，但目標都在於協助學習者能在讀寫中文上更上層樓。

第一冊教材共計五單元十課。內容有對話、短文、生詞表、句型練習、情境對

話、話題討論、引導寫作、漢字介紹。在每課的前面都附上教學目標，簡介該課的

學習重點，包括溝通功能、文化內涵、重點句型、漢字選字等，讓教師及學習者都

能明確的掌握該課的學習方向。本第一冊教材將每一個漢字都視為新字，即使讀寫

能力為零起點的學習者，都可使用本教材。學習完本冊教材共可習得547個生詞，
1003個新字，80個句型。有別於傳統教材列出文法句式，本教材直接列出句型，讓
學習者仿做與練習，自然熟悉與內化句型，不必再多背誦文法句式。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本教材的「漢字介紹」單元，也是教材編寫的一大突破。

現行教材鮮少將漢字列入，並做字源的介紹；而列有漢字的教材，多著重在字形的

演變，未能兼顧該字字義的解說。本教材隨課文內容挑選常用部首作為漢字單元介

紹的主軸，除字形演變、字義解說外，並強調該部首如何與其他部件組合，尤其著

重其組合位置，協助學習者避免部件錯置的錯誤發生。教材最後附有生詞表索引，

依照拼音排序，並加上繁簡字體對照，裨益學習不同字體的學習者查閱。

本教材除課本外，另外附有練習本及生字簿，亦為針對讀寫訓練的課後練習。

練習本內容包括寫出漢字、造詞、填空、重組、造句、改錯、引導寫作等；生字簿

則為各課的生字練習，以字為單位，附有該字的筆順、拼音、注音等。本教材也為

教師設計了教師手冊，貼心的為教師附上了課本及練習本裡的參考解答或正確解

答，協助教師節省教學準備的時間。

總言之，一部教材的催生與問世相當不易，編輯群本著為華語教學貢獻所學、

盡棉薄之力的初衷，歷經漫長的編輯時間與最高紀錄克服四地時差進行編寫工作，

殊為不易。我們深知盡力而為的結果不一定等於盡善盡美，也期待華語教學界的先

進給予指正，您的任一賜教都將使這部教材更臻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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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series of textbooks are designed for those students with basic Chinese listening and 
speaking ability.  Therefore, for those learners with basic Chinese listening and speaking ability 
but having difficulty in recognizing or writing Chinese characters, these textbooks are suitable 
to improve the Chinese reading and writing ability.  The level for book 1and 2 is fundamental, 
and the level for book 3 and 4 is advanced, maybe the composing methods are different, but the 
aims are to assist the students to get a step ahead in reading and writing Chinese.

Book One consists of 5 units 10 lessons.  The content includes dialogues, short essays, 
vocabularies, sentence patterns, contextual dialogues, topic discussions, writing, and Chinese 
characters.  Teaching objective is introduced before starting the lesson, briefly introduces the 
study points, they include communication functions, culture comparison, key sentences and the 
selection of Chinese characters, all to help teachers and students to master the learning direction 
of the lessons. Book One introduces every Chinese character as brand new vocabulary; even 
those new learners in reading and writing can use this textbook.  After finishing this book, you 
will learn 547 phrases, 1003 new vocabulary words and 80 sentence patterns.  It’s different from 
the traditional teaching materials that usually line up grammatical sentence patterns.  This set of 
books list out the sentence patterns plainly, making students to imitate and practice, naturally 
familiarize and master the sentence patterns; instead of memorizing the grammatical patterns.

The other point worth of mentioning is the “Chinese Character” section, and it’s also a 
great breakthrough for composing Chinese teaching textbook.  Most current textbooks rarely 
include teaching Chinese characters, or introduce the sources of the words; even some textbooks 
do include teaching Chinese characters, often the focus is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haracters 
instead of the explan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the characters.  Our textbooks select the mostly 
used components of Chinese characters in each lesson, not only discuss its meaning and the 
development of formation, but also the combination of other components, especially the place 
of the components is placed, so to assist students to avoid misplacing the components.  Attached 
at the back of the textbook there are the index of vocabulary in alphabetic order is listed in both 
traditional and simplified font. It is convenient for the learners to cross-reference.

The set of teaching materials include not only Textbook, but also Exercise book and 
Vocabulary book, for the exercises of reading and writing after school. Exercise book includes 
writing-out characters, making phrases, filling in the blanks, re-composing words, making 
sentences, correcting and guide-writing; Vocabulary book is for the vocabulary practices, each 
word a unit, including the stroke, phonics and phonetics.  There are also Teaching manuals for 
teachers, thoughtfully including the reference and the answers of the textbooks and exercise 
books, to assist teachers saving time from preparation.

To conclude, being presented to the public of a set of teaching textbooks is not easy, our 
editing group works based on the spirits of making contributions to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after long editing time and the toughest record of overcome four different time zones to create 
this series of textbooks.  We know indeed that there still will be places for improvements, and 
we look forward to sound advices from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intelligences, any of your 
instructions or proposals will help to perfect the contents of the textboo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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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課　自我介紹
Dì-yī kè　Zìwǒjièshào

Lesson 1
Self-Introduction



� 第1課　自我介紹

1句型練習（一） Jùxíng Liànxí (Yī)
Pattern Drill I

1. 我從日本來，我是日本人。

 　　　　　 從 　　　　　 來。　　　　　 是 　　　　　 人。

 答：(1)他從台灣來。他是台灣人。

 　　(2)我朋友從法國來。他是法國人。

 　　(3)我媽媽從美國來。她是美國人。

2. 我今年二十歲，你呢？

 　　　　　　　　　　 歲，　　　　　 呢？

 答：(1)他明年十八歲，你呢？

 　　(2)你弟弟下個月十歲，你妹妹呢？

 　　(3)她爸爸今年五十歲，她媽媽呢？

3. 王大明今年二十歲，我也二十歲。

 　　　　　　　　　　，　　　　　 也 　　　　　。

 答：(1)我爺爺喜歡喝酒，我爸爸也喜歡喝酒。

 　　(2)今天我穿紅衣服，我姊姊也穿紅衣服。

 　　(3)他住在美國，他哥哥也住在美國。

4. 你說英語嗎？

 你說 　　　　　　　　　　 嗎？

 答：(1)你說台灣話嗎？

 　　(2)你說法語嗎？

 　　(3)你說日本話嗎？



Lesson 1　Self-Introduction �

1. A：你好！我的名字是王大明。你叫什麼名字？

 B：　　　　 

 答：(1)我叫李中。很高興認識你。

 　　(2)我的名字是林小美。大家叫我阿美。

2. A：我是一九八八年出生的，你呢？

 B：　　　　 

 答：(1)我是一九八五年出生的。

 　　(2)我的生日是一九九一年十月二十號。

3. A：你從哪裡來？

 B：　　　　 

 答：(1)我從台灣來。我是台灣人。

 　　(2)我是日本人。現在住在法國。

4. A：你說中文嗎？

 B：　　　　 

 答：(1)我說一點兒中文。

 　　(2)我不說中文，我說英語和西班牙話。

5. A：我去上課了，再見！

 B：　　　　 

 答：(1)下課後見!

 　　(2)我也要去上課，一起走吧!

�情境對話 Qíngjìng Duìhuà
Contextual Dialogue



� 第1課　自我介紹

1. 我在台灣學中文。

 　　　　　 在 　　　　　　　　　　。

 答：(1)他在英國上大學。

 　　(2)我妹妹在家唸書。

 　　(3)我爸爸在台北上班。

2. 在這裡我有兩個新朋友。

 在 　　　　　 有 　　　　　　　　　　。

 答：(1)在學校我們有三個中文老師。

 　　(2)在書包裡他有七枝筆。

 　　(3)在錢包裡我有十塊錢。

3. 她說中文、日文和一點兒台灣話。

 　　　　　 說 　　　　　、　　　　　 和一點兒 　　　　　。

 答：(1)我說德語、英語和一點兒中國話。

 　　(2)我朋友說日本話、法國話和一點兒中國話。

 　　(3)他叔叔說英語、台灣話和一點兒德國話。

4. 王大明又帥又聰明。

 　　　　　 又 　　　　　 又 　　　　　。

 答：(1)我弟弟又高又瘦。

 　　(2)那個人又高又美。

 　　(3)中國菜又好吃又便宜。

�句型練習（二） Jùxíng Liànxí (Èr)
Pattern Drill II



Lesson 1　Self-Introduction �

1. 圈出下列有「人」的字。

　　　　　　　我　　來　　　　　　　　　　　八

 說明：來，人部。大，大部，一＋人。今，人部。八，八部。

2. 圈出下列有「口」的字。

　　　　明　　　　　哪　　　　　　　　帥　　

3. 圈出下列有「言」的字。

　　　　　　　　　　聰　　　　　　　　　　　

 說明：這，辵部，辵＋言

你你 什什 大大 今今 介介

名名 叫叫 哪哪 和和 台台 吃吃

說說 話話 這這 語語 論論 課課 謝謝

�漢字介紹 Hànzì Jièshào 
Chinese Characters



� 第1課　自我介紹

1. 我去吃午飯了，再見！

2. 你在英國上課嗎？

3. 你好！你叫什麼名字？

4. 我有兩個很美的朋友，我們一起去買衣服。

5. 她十八歲，一九九一年出生。

6. 你從哪裡來？

7. 我是日本人，你呢？

8. 他的朋友叫什麼名字？他很帥。

9. 我說台灣話，也說一點兒英語和日本話。

10. 他在法國學法文。

�練習本填空 Tiánkòng 
Fill in the Blan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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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他說一點兒法語和日本話。

2. 我在台灣有兩個新朋友。

3. 她今年也二十歲，一九八八年出生。

4. 李愛子是日本人，她很高，也很美。

5. 我每天和大明一起吃午飯、看電影。

�練習本重組 Chóngzǔ
Unscramble the Sentences



� 第1課　自我介紹

1. （ 字 ）（ 人 ）我的名子是王大明。我是日本入。

2. （ 今 ）（ 生 ）她令年十九歲，一九九九年出主的。

3. （ 哪 ）（ 文 ）你從那裡來？你說中本嗎？

4. （ 在 ）（ 再 ）我再這裡學英語。我去上課了，在見！

5. （ 帥 ）（ 明 ）他又師又聰朋，我很喜歡他。

�練習本改錯 Gǎicuò
Correct the Wrong Words



第2課　認識新朋友
Dì-èr kè　Rènshì Xīn Péngyǒu

Lesson 2
To Meet a New Fri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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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句型練習（一） Jùxíng Liànxí (Yī)
Pattern Drill I

1. 我現在在加拿大念大學。

 你現在在 　　　　　 　　　　　。

 答：(1)你現在在學校學中文。

 　　(2)你現在在家看電視。

 　　(3)你在在加拿大上大學。

2. 你說中文說得不錯。

 你 　　　　　 　　　　　 得 　　　　　。

 答：(1)你寫中國字寫得怎麼樣？

 　　(2)你說日文說得好嗎？

 　　(3)你吃飯吃得多嗎？

3. 我的中文寫得不好，可是說得很好。

 　　　　　，可是 　　　　　。

 答：(1)我不說日文，可是很喜歡日本。

 　　(2)他說中文，可是中國字寫得不好。

 　　(3)他要學中文，可是沒有獎學金。

4. 你說的中文跟台灣人一樣好。

 你 　　　　　 的 　　　　　 跟 　　　　　 一樣 　　　　　。

 答：(1)你穿的衣服跟媽媽的一樣大。

 　　(2)你交的朋友跟她的一樣多。

 　　(3)你說的中文跟你的英文一樣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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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A：你為什麼來台灣學中文？

 B：因為 　　　　　，所以我來台灣學中文。

 答：(1)因為我爸爸媽媽是台灣人，所以我來台灣學中文。

 　　(2)因為台灣有獎學金，所以我來台灣學中文。

2. A：你說中文說得很好。

 B：　　　　 。

 答：(1)謝謝你。

 　　(2)哪裡，哪裡。

3. A：你的父母覺得你的中文怎麼樣？

 B：他們覺得 　　　　 。

 答：(1)他們覺得我說得很慢。

 　　(2)他們覺得我說得很不錯。

4. A：你也是大學生嗎？

 B：　　　　 。

 答：(1)不是，我是高中生。

 　　(2)是啊，我也是。

5. A：為什麼你的中文說得這麼好？

 B：　　　　 。

 答：(1)我在加拿大也學中文。

 　　(2)我是華僑。

2情境對話 Qíngjìng Duìhuà
Contextual Dialog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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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她沒有什麼機會說中文。

 　　　　　（沒）有機會 　　　　　。

 答：(1)我沒有機會去法國。 

 　　(2)我沒有機會看日本電影。

 　　(3)我沒有機會得到獎學金。

2. 在家的時候，他們跟父母都說西班牙文。

 　　　　　 的時候，　　　　　 跟 　　　　　 都 　　　　　。

 答：(1)在加拿大的時候，我跟朋友都說法文。

 　　(2)在學校的時候，我跟老師都說英文。

 　　(3)在家的時候，你跟父母都說什麼話？

3. 我一個字都聽不懂。

 我一個 　　　　　 都 　　　　　 。

 答：(1)我一個朋友都沒有。

 　　(2)我一個巴西人都不認識。

 　　(3)我一個中國字都看不懂。

4. 我常常說中文。

 　　　　　 常常 　　　　　。

 答：(1)我們常常看台灣電視。

 　　(2)我父母常常做中國飯。

 　　(3)我的室友常常說中文。

3句型練習（二） Jùxíng Liànxí (Èr)
Pattern Drill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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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圈出下列有「彳」的字。

　裡　　　　　樣　　　　　　　　這　　新　　　

2. 圈出下列有「水」的字。

　　　　為　　　　　熱　　影　　　　　來　　嗎

 說明：為，火部。影，彡山部。來，人部。

3. 圈出下列有「月」的字。

　　　　名　　　　　覺　　聰　　　　　　　　多

 說明：名，口部。多，夕部。覺，見部。

很很 從從 得得 德德

灣灣 沒沒 法法

朋朋 期期 明明 月月

4漢字介紹 Hànzì Jièshào 
Chinese Charac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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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暑期班有很多新生，他們一個人都不認識。

2. 去西班牙學西班牙文，這個機會太好了。

3. 他叫什麼名字？你可以告訴我嗎？

4. 他今年十九歲，要念大學了。

5. 我們明天有一個歡迎新生的晚會。

6. 你要去台灣多久？三個月嗎？

7. 他的人很好，我很高興認識他。 

8. 這幾天有很多學生搬進來宿舍。

9. 他說得很慢，我都聽懂了。

10. 他的朋友很多，因為他人很好。

5練習本填空 Tiánkòng 
Fill in the Blanks



Lesson 2　To Meet a New Friend 15

1. 他是從巴西來的大學生。

2. 你的中文也寫得很好。

3. 我介紹我的父母給她認識。/ 我的父母介紹我給她認識。

4. 我常常一個法文字都聽不懂。

5. 我在台灣沒有什麼機會說西班牙文。

6練習本重組 Chóngzǔ
Unscramble the Sentences



16 第2課　認識新朋友

1. （ 都 ）（ 識 ）張多明、林愛美我著認織。

2. （ 獎 ）（ 金 ）我有一個到台灣學中文的將學全。

3. （ 歡 ）（ 會 ）明天晚上的酄迎晚盒，你來嗎？

4. （ 暑 ）（ 新 ）我認識了三個署期班的欣生。

5. （ 舍 ）（ 華 ）我們的宿合昨天搬進來一個畢僑。

7練習本改錯 Gǎicuò
Correct the Wrong Words



第3課　打招呼
Dì-sān kè　Dǎzhāohū

Lesson 3
Greetings



18 第3課　打招呼

1句型練習（一） Jùxíng Liànxí (Yī)
Pattern Drill I

1. 今年夏天我就要畢業了。

 　　　　　 我就要 　　　　　 了。

 答：(1)今年我就要二十一歲了。

 　　(2)今年我就要上大學了。

 　　(3)再一個月我就要考試了。

2. 我正在準備畢業考試。

 我正在　　　　　　　　　　。

 答：(1)我正在看電影。

 　　(2)我正在上課。

 　　(3)我正在吃午飯。

3. 圖書館快關門了。

 　　　　　 快 　　　　　 了。

 答：(1)大考快來了。

 　　(2)夏天快來了。

 　　(3)宿舍快關門了。

4. 你趕快去吧！

 你趕快 　　　　　 吧！

 答：(1)你趕快準備考試吧！

 　　(2)你趕快去上課吧！

 　　(3)你趕快來吃飯吧！



Lesson 3　Greetings 19

1. A：快要考試了，你一定很緊張吧？

 B：　　　　 。

 答：(1)是的，我很緊張。

 　　(2)是啊，我有好多書要看。

2. A：說一說，你在高中上什麼課吧！

 B：　　　　 。

 答：(1)我們上的課跟你們一樣。

 　　(2)我最喜歡的是中文和數學。

3. A：你半年沒碰到他，你覺得他變了嗎？

 B：我覺得　　　　 。

 答：(1)我覺得他沒變。

 　　(2)我覺得他太忙了。

4. A：你跟朋友約好星期天做什麼？

 B：　　　　 。

 答：(1)我們約好一起做午飯。

 　　(2)我們約好一起看新的電影。

5. A：畢業以後你想做什麼？

 B：　　　　 。

 答：(1)我要去台灣學中文。

 　　(2)我要在圖書館工作。

2情境對話 Qíngjìng Duìhuà
Contextual Dialogue



20 第3課　打招呼

1. 我已經半年沒看到他了。

 　　　　　 已經 　　　　　 沒 　　　　　 了。

 答：(1)我已經三個月沒看到父母了。 

 　　(2)你已經多久沒吃中國飯了？

 　　(3)他已經一個月沒碰到小李了。

2. 我們剛剛約好了。

 　　　　　 剛剛 　　　　　 了。

 答：(1)他們剛剛吃飯了。

 　　(2)我們剛剛喝咖啡了。

 　　(3)他剛剛給我他的電話號碼了。

3. 他還是像從前一樣健康。

 　　　　　 還是像從前一樣 　　　　　。

 答：(1)你父母還是跟從前一樣忙嗎？

 　　(2)你還是跟從前一樣快樂。

 　　(3)我的考試還是跟從前一樣多。

4. 我想一邊學語言，一邊準備念研究所。

 我想一邊 　　　　　，一邊 　　　　　。

 答：(1)我想一邊吃飯，一邊看書。

 　　(2)我想一邊上大學，一邊打工。

 　　(3)我想一邊喝咖啡，一邊給父母打電話。

3句型練習（二） Jùxíng Liànxí (Èr)
Pattern Drill II



Lesson 3　Greetings 21

1. 圈出下列有「辵」的字。

　　　　　　　起　　　　　　　　從　　　　　趕

2. 圈出下列有「心」的字。

　　　　　　　州　　　　　班　　　　　　　　　

3. 圈出下列有「木」的字。

　　　　　　　半　　　　　　　　　　　在　　系

這這 還還 進進 邊邊 過過

想想 快快 情情 聽聽 忙忙 德德

校校 林林 樂樂 李李 本本

4漢字介紹 Hànzì Jièshào 
Chinese Characters



22 第3課　打招呼

1. 我正在吃午飯，午飯以後我打電話給你。

2. 明天的考試你已經準備好了嗎？

3. 他去了日本半年，交了很多朋友，日文也進步了不少。

4. 跟我說一說德州的天氣吧！那裡熱嗎？

5. 今天下午我要去圖書館借書，不在家。

6. 我給你介紹一下，小張是我的大學同學。

7. 我想上台灣南部大學的研究所。

8. 我剛剛在宿舍碰到他，他一點都沒變。

9. 因為他會說很多語言，也喜歡交朋友，所以外國朋友很多。

10. 我要申請一個夏天到台灣學中文的獎學金。

5練習本填空 Tiánkòng 
Fill in the Blanks



Lesson 3　Greetings 23

1. 他給了我小李的新的電話號碼。

2. 圖書館快關門了，你趕快去還書吧！

3. 那裡的天氣跟美國南部一樣熱。

4. 我約他星期五在校園裡喝咖啡。／星期五我約他在校園裡喝咖啡。

5. 同學們想聽一聽你去國外學語言的情形。

6練習本重組 Chóngzǔ
Unscramble the Sentences



24 第3課　打招呼

1. （ 考 ）（ 緊 ）明天我有一個大老試，現在很累張。

2. （ 習 ）（ 快 ）學皙外國話是很块樂的事。

3. （ 關 ）（ 趕 ）宿舍要闗門了，你桿快去吧！

4. （ 數 ）（ 錯 ）我的樓學不好，可是法文還不措。

5. （ 夏 ）（ 氣 ）這個小城复天的天汽很熱。

7練習本改錯 Gǎicuò
Correct the Wrong Words



第4課　我的家人
Dì-sì kè　Wǒ de Jiārén

Lesson 4
My Family



26 第4課　我的家人

1句型練習（一） Jùxíng Liànxí (Yī)
Pattern Drill I

1. 在台灣，我有爺爺、奶奶，還有堂哥。

 在 　　　　　，我有 　　　　　，還有 　　　　　。

 答：(1)在加拿大，我有爸爸、媽媽，還有姊姊。

 　　(2)在歐洲，我有姑姑，還有表姊、表弟。

 　　(3)在台南，我有「阿公」、「阿媽」，還有阿姨。

2. 如果有機會，我也想去比利時找阿姨和表妹。

 如果 　　　　　，我也想 　　　　　　　　　　。

 答：(1)如果有錢，我也想去歐洲旅行。

 　　(2)如果有時間，我也想去美國看看親戚。

 　　(3)如果有獎學金，我也想出國留學。

3. 我姊姊想回來看我們，可是工作很忙，又有小孩。

 　　　　　 想 　　　　　，可是 　　　　　，又 　　　　　。

 答：(1)我想去歐洲，可是沒有時間，又沒有錢。

 　　(2)他想去台灣，可是不會中文，又不懂台語。

 　　(3)他想早點睡，可是功課很多，又快考試了。

4. （因為）她工作很忙，所以不能經常回來看我們

 　　　　　　，所以 　　　　　　。

 答：(1)阿姨住歐洲，所以我們很久沒見面了。

 　　(2)他想出國讀書，所以一直努力存錢。

 　　(3)姊姊結婚了，所以一年回來一次。



Lesson 4　My Family 27

1. A：這個暑假，你打算做什麼？

 B：　　　　 

 答：(1)我打算去上海看親戚。

 　　(2)我打算去美國玩。

2. A：你有很多親戚在中國嗎？

 B：　　　　 

 答：(1)我有很多親戚在中國。

 　　(2)我只有幾個親戚在中國，大部分的親戚都在美國。

3. A：你家有哪些人？都住在一起嗎？

 B：　　　　 

 答：(1)我家有爸爸、媽媽、弟弟和我。我們都住在一起。

 　　(2)我家有爸爸、媽媽、弟弟和我。我和弟弟住在學校宿舍。

4. A：已經三年沒見到我們的阿姨了。

 B：　　　　 

 答：(1)我真想念她。

 　　(2)不知道她什麼時候有空回國。

5. A：如果有機會，我想去比利時，你呢？

 B：　　　　 

 答：(1)我也想去。

 　　(2)我工作很忙，沒有時間。

2情境對話 Qíngjìng Duìhuà
Contextual Dialogue



28 第4課　我的家人

1. 我們家要回台灣過農曆新年。

 　　　　　 回 　　　　　  　　　　　　　。

 答：(1)他們家要回上海過新年。

 　　(2)我們家要回美國過聖誕節。

 　　(3)姊姊要回台灣住一個月。

2. 爸爸向公司請了兩週的假。

 　　　　　 向 　　　　　  　　　　　　。

 答：(1)我向媽媽要了兩百塊零用錢。

 　　(2)他向學校請了一個星期的假。

 　　(3)他向朋友借了很多小說。

3. 他請了兩週的假，才能跟家人一起回台灣。

 　　　　　，才能 　　　　　　　　。

 答：(1)我等了三年，才能見到阿姨一次。

 　　(2)你要打很多通電話，才能找到他。

 　　(3)你得多存點錢，才能出國讀書。

4. 自從結婚以後，她就移民到國外。

 自從 　　　　　 以後，　　　　　 就 　　　　　　　。

 答：(1)自從搬家以後，我就很少見到以前的鄰居。

 　　(2)自從去美國以後，表弟就很喜歡上學。

 　　(3)自從畢業以後，大家就很少一起看電影。

3句型練習（二） Jùxíng Liànxí (Èr)
Pattern Drill II



Lesson 4　My Family 29

1. 圈出下列有「日」的字

　　　　　　　真　　　　　　　　　　　　　　聚

2. 圈出下列有「目」的字。

　　　　　　　　　　　　　　　　　　　　　　爺

3. 圈出下列有「女」的字。

　　　　　　　　　　沒　　　　　　　　　　　　

暑暑 曆曆 時時 間間 是是 會會

看看 親親 算算 自自 想想 相相 夏夏

要要 奶奶 好好 婆婆 姊姊 姨姨 姑姑

4漢字介紹 Hànzì Jièshào 
Chinese Characters



30 第4課　我的家人

1. 如果有機會，我也想去比利時找阿姨和表妹。

2. 我們家也打算回台灣看看親戚。

3. 她結婚以後，一年才回來一次。

4. 她工作很忙，又有小孩，所以不能經常回來看我們。

5. 自從結婚以後，就移民到國外，住了十幾年了。

6. 我家只有爸爸、媽媽和我在美國，其他的親戚都在上海。

7. 爺爺、奶奶都老了，希望家人能常常聚在一起。

8. 爸爸向公司請了兩週的假。

9. 回台灣看親戚，順便拜訪老朋友們。

10. 爸爸決定，每年回台灣兩趟。

5練習本填空 Tiánkòng 
Fill in the Blanks



Lesson 4　My Family 31

1. 我們全家要回台灣過農曆新年。

2. 她結婚以後，一年才回來一次。

3. 她工作很忙，所以不能經常回來看我們。

4. 她就有更多的時間陪陪外公、外婆。

5. 爸爸向公司請了兩週的假，才能跟家人一起回台灣。

6練習本重組 Chóngzǔ
Unscramble the Sentences



32 第4課　我的家人

1. （ 望 ）（ 陪 ）媽媽希忘有更多時間部部外公、外婆。

2. （ 得 ）（ 經 ）她住的很遠，所以不能徑常回來看我們。

3. （ 從 ）（ 婚 ）自重結昏以後，就移民到國外，住了很多年。

4. （ 機 ）（ 去 ）如果有幾會，我也想丟比利時找阿姨和表妹。

5. （ 老 ）（ 常 ）爺爺、奶奶都考了，希望家人能長長聚在一起。

7練習本改錯 Gǎicuò
Correct the Wrong Words



第5課　購物
Dì-wǔ kè　Gòuwù

Lesson 5
Shopping



34 第5課　購物

1句型練習（一） Jùxíng Liànxí (Yī)
Pattern Drill I

1. 您要什麼顏色？

 您要什麼 　　　　　　？

 答：(1)您要什麼書？

 　　(2)您要什麼衣服？

 　　(3)您要什麼筆？

2. 您喜歡紅色、白色還是藍色？

 你/您喜歡 　　　　　、　　　　　 還是 　　　　　？

 答：(1)你喜歡中國菜、法國菜還是日本菜？

 　　(2)你喜歡美國、英國還是比利時？

 　　(3)你喜歡逛夜市、逛書店還是逛百貨公司？

3. 這裡有幾件牛仔褲，您穿穿看。

 那裡/這裡有 　　　　　　， 　　　　　　 看。

 答：(1)那裡有一個蛋糕，你吃吃看。

 　　(2)那裡有兩杯咖啡，你喝喝看。

 　　(3)那裡有幾件衣服，我們試試看。

4. 這條褲子太貴了，便宜一點好嗎？

 　　　　　 太 　　　　　 了，　　　　　 一點好嗎？

 答：(1)這件衣服太小了，給我大一點的好嗎？

 　　(2)音樂太吵了，關小一點好嗎？

 　　(3)七點太早了，晚一點好嗎？



Lesson 5　Shopping               35

1. A：　　　　 

 B：我要買卡其褲。

 答：(1)您要買什麼？

 　　(2)您想要哪種褲子？

2. A：有別的顏色嗎？

 B：　　　　 

 答：(1)還有黑色、紅色和白色。

 　　(2)對不起，只有這個顏色。

3. A：我還要買上衣，有紅色的上衣嗎？

 B：　　　　 

 答：(1)有，您穿什麼尺寸？

 　　(2)沒有紅色的，可是我們有藍色和黃色的。

4. A：我要買牛仔褲和這件衣服，多少錢？

 B：　　　　 

 答：(1)一共三百塊。

 　　(2)兩百八十塊。還要買別的嗎？

5. A：我沒有零錢，給你一千元可以嗎？

 B：　　　　 

 答：(1)好的，找您四百塊。

 　　(2)對不起，現在沒有零錢找您。

2情境對話 Qíngjìng Duìhuà
Contextual Dialogue



36 第5課　購物

1. 我家旁邊正好有各種商店。

 　　　　　 旁邊正好有 　　　　　。

 答：(1)學校旁邊正好有郵局。

 　　(2)市場旁邊正好有車站。

 　　(3)餐廳旁邊正好有賣衣服的商店。

2. 每天早上我媽媽去菜市場買菜。

 　　　　　 　　　　　 去 　　　　　　　　　　。

 答：(1)每天下午我哥哥去朋友家做功課。

 　　(2)每天早上我們去圖書館看書。

 　　(3)每個星期天他們去夜市逛街。

3. 下課以後我常常去書店買書和筆。

 　　　　　 以後 　　　　　 常常 　　　　　　　　　　 。

 答：(1)下班以後她先生常常和朋友去吃飯。

 　　(2)十點以後我們常常不接電話。

 　　(3)七十歲以後她常常生病。

4. 在打折的時候去百貨公司比較便宜。

 　　　　　 的時候 　　　　　 比較 　　　　　。

 答：(1)放假的時候出國旅行比較貴。

 　　(2)下課的時候路上車子比較多。

 　　(3)吃飯的時候不說話比較好。

3句型練習（二） Jùxíng Liànxí (Èr)
Pattern Drill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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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圈出下列有「貝」的字。

　　　　　　　　　　有　　　　　　　　顏　　　

2. 圈出下列有「刀」的字。

　　　　街　　　　　　　　　　　　　　次　　付

3. 圈出下列有「手」的字。

　　　　物　　　　　　　　別　　　　　　　　　

購購 貨貨 買買 貴貴 賣賣 價價

剛剛 別別 前前 到到 劉劉

招招 拿拿 找找 打打 折折 搬搬

4漢字介紹 Hànzì Jièshào 
Chinese Characters



38 第5課　購物

1. 你有各種問題都可以問老師和同學，別客氣。

2. 這些東西我不用了，可以拿去上網賣了。

3. 每天晚上我差不多十點睡覺，所以早上六點就起來。

4. 我爸爸不喜歡吃牛肉麵，你們有別的菜嗎？

5. 這件衣服很貴，我沒有錢買。

6. 雖然我弟弟才十九歲，可是看起來像二十九歲。

7. 放假了，可以什麼事都不做，太輕鬆了。

8. 這台電腦是二手的，不是新的。

9. 他穿那條牛仔褲很好看，尺寸剛剛好。

10. 打折的時候我們再去百貨公司，買那條長褲給媽媽。

5練習本填空 Tiánkòng 
Fill in the Blan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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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想買那件紅色的衣服，可是我沒有零錢。

2. 這條卡其褲我穿不下，有別的尺寸嗎？

3. 他喜歡去商店購物，常常買書和筆。

4. 百貨公司不可以殺價，所以東西比較貴。

5. 上網購物雖然方便，可是要小心騙子。

6練習本重組 Chóngzǔ
Unscramble the Sentences



40 第5課　購物

1. （ 藍 ）（ 寸 ）我喜歡這條籃色的褲子。有我的尺才嗎？

2. （ 賣 ）（ 百 ）這件衣服買你三白九十九塊，很便宜了。

3. （ 折 ）（ 千 ）這條褲子打拆以後是三干兩百六十元，還是太貴了。

4. （ 總 ）（ 網 ）我哥哥很喜歡打電腦，一回到家聰是在上綱。

5. （ 候 ）（ 腦 ）生日的時侯，我爸爸買給我一台新的電惱。

7練習本改錯 Gǎicuò
Correct the Wrong Words



第6課　講價
Dì-liù kè　Jiǎngjià

Lesson 6
Bargain



42 第6課　講價

1句型練習（一） Jùxíng Liànxí (Yī)
Pattern Drill I

1. 老闆能不能算我便宜一點？

 　　　　　 能不能 　　　　　　　　　　？

 答：(1)老師考試能不能少一點？

 　　(2)老師能不能再說一次？

 　　(3)老闆能不能便宜一百塊？

2. 這已經打過折了。

 　　　　　 已經 　　　　　 過 　　　　　 了。

 答：(1)這個電影我們已經看過兩次了。

 　　(2)這件事媽媽已經說過一百次了。

 　　(3)我已經跟老師請過假了。

3. 這件襯衫不能再便宜了。

 　　　　　 不能再 　　　　　 了。

 答：(1)醫生說：「爸爸不能再喝酒了。」

 　　(2)我不能再買衣服了。

 　　(3)我不能再看電視了。

4. 這個實在太貴了，而且我只是學生，所以買不起。

 　　　　 實在太／很 　　 　，而且 　　　　，所以 　　　　。

 答：(1)這個考試太難了，而且我沒準備好，所以考得不好。

 　　(2)這件衣服實在太大，而且又貴，所以我不想買。

 　　(3)他實在很帥，而且人也很好，所以大家都喜歡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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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A：這件衣服只賣兩千塊。

 B：太貴了，　　　　 （只是）。

 答：(1)太貴了，我只是一個學生。

 　　(2)太貴了，這只是一件衣服。

2. A：你有多少預算呢？

 B：　　　　 （只有）。

 答：(1)我只有一百塊錢。

 　　(2)我只有這件衣服一半的錢。

3. A：已經打過折了，不能再便宜了。

 B：　　　　 （實在）。

 答：(1)對不起，我實在沒有那麼多錢。

 　　(2)可是我覺得實在太貴了。

4. A：你看！這是我買的新衣服。

 B：　　　　 。

 答：(1)真漂亮。

 　　(2)我很喜歡這個款式。

5. A：謝謝你，　　　　 。

 B：好的，我改天再來。

 答：(1)希望你再來看看。

 　　(2)你的眼光真好。

2情境對話 Qíngjìng Duìhuà
Contextual Dialogue



44 第6課　講價

1. 我趁著下午沒課去市區買禮物。

 　　　　　 趁著 　　　　　  　　　　　。

 答：(1)我趁著週末到書店去逛一逛。 

 　　(2)你喜歡趁著週末作什麼？

 　　(3)我們全家趁著暑假去台灣。

2. 今年是姊姊三十歲的生日，因此不能太小氣。

 今年是 　　　　　　　，因此 　　　　　　　　。

 答：(1)今年是爸媽結婚第二十年，因此他們要去歐洲玩。

 　　(2)今年是我第一次來台灣，因此我想多認識台灣朋友。

 　　(3)今年是我第二年學西班牙文，因此我想去西班牙看看。

3. 這個禮物太貴，所以我們要合買。

 　　　　　，所以 　　　　　 合 　　　　　。

 答：(1)這個菜太多了，所以我們要合吃。

 　　(2)這個宿舍很大，所以兩個學生合住。

 　　(3)學校的電腦不夠，所以我們兩個合用。

4. 我第一次殺價就有這麼好的成績。

 　　　　　 第一次 　　　　　，就 　　　　　。

 答：(1)你第一次來美國，就認識這麼多朋友。

 　　(2)他第一次學中文，就學了這麼多字。

 　　(3)他第一次上網買東西，就碰到騙子。

3句型練習（二） Jùxíng Liànxí (Èr)
Pattern Drill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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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圈出下列有「門」的字。

　　　　　　　　　　　　　網　　　　　鬧　　　

2. 圈出下列有「衣」的字。

　　　　　　　　　　　　　還　　　　　　　　　

3. 圈出下列有「走」的字。

　　　　　　　　　　步　　　　　　　　從　　遠

問問 間間 開開 關關 闆闆 們們

衣衣 裙裙 褲褲 裝裝 裡裡 衫衫 襯襯

趁趁 趣趣 超超 起起 趕趕

4漢字介紹 Hànzì Jièshào 
Chinese Charac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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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看了十幾家店，終於找到了喜歡的衣服。

2. 這件衣服的尺寸太大，你穿不適合，換一件小的吧！

3. 我最不喜歡跟小氣的人一起吃飯了！

4. 我們趁著今天的好天氣，去外面走一走，好嗎？

5. 這次的考試你沒好好地準備，成績怎麼會好呢！

6. 我要去小李家吃飯，你覺得準備什麼禮物好呢？

7. 上網買東西比較便宜，而且方便，所以他總是坐在電腦前面。

8. 我聽說那家商店的牛仔褲款式很多，改天我們一起去看看。

9. 在試了三次以後，他終於成功地申請到去加拿大的獎學金。

10. 想要學好外國話，就要不斷地找機會練習說話。

5練習本填空 Tiánkòng 
Fill in the Blan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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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這雙藍色的涼鞋超過本來的預算。

2. 大學生買不起最新流行的款式。

3. 這件日本進口的襯衫實在不能再打折了。

4. 走了兩個小時的路他終於挑了一個禮物。

5. 我很高興這次考試有這麼好的成績。

6練習本重組 Chóngzǔ
Unscramble the Sent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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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折 ）（ 殺 ）這件衣服打了五拆，所以我沒剎價。

2. （ 飾 ）（ 挑 ）他在服飯店眺了兩件襯衫。

3. （ 改 ）（ 款 ）媽媽孜天想到百貨公司買新歀式的鞋子。

4. （ 零 ）（ 省 ）爸爸給了他五百塊岺用錢，他都眚下來了。

5. （ 成 ）（ 預 ）我戍功地在須算內買到了禮物。

7練習本改錯 Gǎicuò
Correct the Wrong Words



第7課　方位
Dì-qī kè　Fāngwèi

Lesson 7
The Dire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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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句型練習（一） Jùxíng Liànxí (Yī)
Pattern Drill I

1 .離這裡最近的地鐵站在哪裡？

 離 　　　　　 最近的 　　　　　 在 　　　　　。

 答：(1)離這裡最近的便利商店在哪裡？

 　　(2)離這裡最近的郵局在地鐵站附近。

 　　(3)離這裡最近的超級市場在這座大樓後面。

2. 要是走快一點，十分鐘應該到得了。

 要是 　　　　　，　　　　　 應該 　　　　　。

 答：(1)要是看到老師，你應該跟他打招呼。

 　　(2)要是多讀一點書，你應該拿得到獎學金。

 　　(3)要是常跟台灣朋友說話，半年應該會說中文了。

3. 往右轉，一直往前走，過兩個十字路口，就到了。

 往 　　　　，一直往 　　　　　 走，過 　　　　　，就到了。

 答：(1)往右轉，一直往前走，過了郵局，就到了。

 　　(2)往左轉，一直往地鐵站走，過一個路口，就到了。

 　　(3)往右轉，一直往東走，過一個十字路口，就到了。

4. 往地鐵站的路上，有兩個郵筒。

 往 　　　　　 的路上，有 　　　　　。

 答：(1)往學校的路上，有一家超市。

 　　(2)往百貨公司的路上，有很多要買東西的人。

 　　(3)往超級市場的路上，有兩、三家便利商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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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A：請問，離這裡最近的郵局在哪裡？

 B：　　　　 

 答：(1)就在地鐵站旁邊。

 　　(2)你往前一直走，過一個十字路口，郵局就在右邊。

2. A：我應該怎麼去百貨公司？

 B：　　　　 

 答：(1)從這個路口往左轉，百貨公司就在前面。

 　　(2)你從這裡坐往台北的地鐵，在台北車站下車，出了地鐵站，

 　　　就看到百貨公司了。

3. A：走路去地鐵站，差不多要多少時間？

 B：　　　　 

 答：(1)差不多十分鐘。

 　　(2)很遠，差不多三十分鐘。

4. A：請問，這附近最近的超級市場在哪裡？
 B：　　　　 。

 答：(1)在地鐵站附近。

 　　(2)這附近沒有超級市場。
5. A：　　　　 ？

 B：往學校的路上有一家便利商店。

 答：(1)哪裡有便利商店？

 　　(2)我還沒吃午飯，不知道去哪裡買？

2情境對話 Qíngjìng Duìhuà
Contextual Dialog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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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台灣在亞洲大陸的東南方。
 　　　　　 在 　　　　　 的 　　　　　。
 答：(1)日本在台灣的東北方。
 　　(2)美國在加拿大的南方。
 　　(3)中國在台灣的西北方。
2. 除了台灣本島，台灣四周還有澎湖、金門、馬祖等小島。
 除了 　　　　　，　　　　　 還有 　　　　　。
 答：(1)除了日本朋友，我還有美國朋友、英國朋友。
 　　(2)除了黑色，這件衣服還有紅色、白色和藍色。
 　　(3)除了超級市場，這附近還有便利商店、郵局和圖書館。
3. 故宮博物院能讓你大開眼界。
 　　　　　 能讓 　　　　　 大開眼界。
 答：(1)旅行能讓人大開眼界。
 　　(2)去台灣旅行能讓你大開眼界。
 　　(3)花蓮的風景能讓外國人大開眼界。
4. 東部的花蓮有迷人的風景值得欣賞。
 　　　　　 有 　　　　　 值得 　　　　　。
 答：(1)故宮博物院有很多東西值得參觀。
 　　(2)台北東區有很多百貨公司值得逛。
 　　(3)台灣有不少景點值得旅遊。
5. 太魯閣就是非去不可的地方。
 　　　　　 就是非 　　　　　 不可的 　　　　　。
 答：(1)花蓮就是非去不可的景點。
 　　(2)台北101就是非逛不可的地方。
 　　(3)故宮博物院就是非參觀不可的博物館。

3句型練習（二） Jùxíng Liànxí (Èr)
Pattern Drill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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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圈出下列有「阜」的字。

　　　　　　　　　　　　　師　　　　　　　　　

2. 圈出下列有「邑」的字。

　　　　　　　叩　　把　　　　　　　　　　　卻

3. 圈出下列有「广」的字。

　　　　　　　　　　　　　房　　　　　厭　　　

附附 院院 陳陳 阿阿 除除 陸陸 降降

那那 郵郵 鄉鄉 都都 部部

應應 店店 麼麼 座座 底底 摩摩

4漢字介紹  Hànzìjièshào 
Chinese Charac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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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台灣是一個海島，四周都是海。

2. 地鐵站的附近有很多商店，做什麼都很方便。

3. 台北是一個國際大都市，每年都有很多外國人到那裡去旅行。

4. 花蓮的自然風景吸引了國內外的遊客到那兒參觀。

5. 很多人都覺得那個電影明星的笑容很迷人。

6. 很多西方遊客夏天喜歡到東南亞國家旅行。

7. 我不喜歡游泳，只喜歡在海邊欣賞風景。

8. 那條巷子太窄，大巴士可能過不去。

9. 這件事別人告訴他不太好，還是讓你親自跟他說吧！

10. 你從這條路往前一直開，就能看到地鐵站了。

5練習本填空 Tiánkòng 
Fill in the Blan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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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台灣除了北部的台北，還有高雄、台中、台南等大城市。

2. 有機會你一定要親自來台灣，看看這個美麗的小島。

3. 中部山區的風景值得欣賞，像阿里山就是非去不可的地方。

4. 往學校的路上有一家書店，郵局就在書店的附近。

5. 西部有平原，所以台灣大部分的人口都集中在那裡。

6練習本重組 Chóngzǔ
Unscramble the Sent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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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賞 ）（ 景 ）我想上阿里山欣宵美麗的風影。

2. （ 博 ）（ 觀 ）故宮搏物院值得參歡。

3. （ 附 ）（ 座 ）地鐵站的付近有幾坐摩天大樓。

4. （ 離 ）（ 郵 ）學校籬陲局很近，走路五分鐘就到了。

5. （ 灘 ）（ 漂 ）台灣東部的海攤彯亮得沒話說。

7練習本改錯 Gǎicuò
Correct the Wrong Words



第8課　交通工具
Dì-bā kè　Jiāotōng Gōngjù

Lesson 8
Transpor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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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句型練習（一） Jùxíng Liànxí (Yī)
Pattern Drill I

1. 我打算下個週末帶外國朋友去花蓮玩三天。

 　　　　　 打算 　　　　　　　　　　。

 答：(1)我打算這個週末請朋友到家裡玩。

 　　(2)小美打算明天給我介紹幾個新朋友。

 　　(3)老師打算星期天帶學生參觀故宮博物院。

2. 我們一到花蓮就先租車，免得麻煩。

 　　　　　 一 　　　　　 就 　　　　　，免得 　　　　　。

 答：(1)老師一上課就考試，免得時間太少。

 　　(2)東西一用完就放回去，免得別人找不到。

 　　(3)他一到中文班就介紹自己，免得大家不認識他。

3. 你們想到哪裡就到哪裡。

 　　　　　 想 　　　　　 就 　　　　　。

 答：(1)大家想吃什麼就吃什麼。

 　　(2)我們想買什麼就買什麼。

 　　(3)你們想參觀哪裡就參觀哪裡。

4. 跟民宿老闆租摩托車，既省錢又省事。

 　　　　　　　　，既 　　　　　 又 　　　　　。

 答：(1)在家做飯，既省錢又好吃。

 　　(2)坐地鐵上學，既輕鬆又方便。

 　　(3)上網買東西，既省事又省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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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A：下個週末你打算做什麼？

 B：　　　　 。

 答：(1)我打算在家休息。

 　　(2)我打算回家看父母。

2. A：　　　　 ？

 B：大概要三、四個小時。

 答：(1)你要出去多久？

 　　(2)從這裡坐飛機到台灣，差不多要多久？

3. A：到南部有沒有更快的辦法？

 B：　　　　 。

 答：(1)我們可以坐飛機。

 　　(2)坐高鐵吧！不用兩個小時。

4. A：我訂的那家民宿不在市區，怎麼辦？

 B：　　　　 。

 答：(1)沒關係，我們可以租車。

 　　(2)別擔心，聽說那兒的交通非常方便。

5. A：　　　　 ？

 B：可以是可以，可是坐飛機很貴。

 答：(1)我們坐飛機好不好？

 　　(2)我們坐飛機去，好嗎？

2情境對話 Qíngjìng Duìhuà
Contextual Dialog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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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雖然沒有地鐵，可是還有公車、計程車為你服務。

 雖然 　　　　　，可是 　　　　　　　　 。

 答：(1)雖然學中文不容易，可是很有意思。

 　　(2)雖然坐火車有一點慢，可是可以欣賞窗外的風景。

 　　(3)雖然他不是台灣人，可是他的中文說得跟台灣人一樣好。

2. 想去遠一點的地方，可以坐火車。

 想 　　　　　 一點的 　　　　　，可以 　　　　　。

 答：(1)想去近一點的景點，可以租摩托車。

 　　(2)想買好一點的衣服，可以去百貨公司。

 　　(3)想買便宜一點的東西，可以跟老闆殺價。

3. 我吃著鐵路便當，欣賞窗外美麗的風景。

 我 　　　　　 著 　　　　　， 　　　　　　　　　　。

 答：(1)我喝著咖啡，看外國電影。

 　　(2)我聽著音樂，看從圖書館借來的小說。

 　　(3)我跟朋友說著話，慢慢地走路上學。

4. 從台北到高雄只要兩個小時以內，就可以到達。

 從 　　　　　 到 　　　　　 只要 　　　　　，就可以到達。

 答：(1)從台灣到日本只要兩小時，就可以到達。

 　　(2)從我家到學校只要半小時，就可以到達。

 　　(3)從台北到高雄只要九十分鐘，就可以到達。

3句型練習（二） Jùxíng Liànxí (Èr)
Pattern Drill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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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圈出下列有「宀」的字。

　　　　冠　　　　　　　　　　　高　　　　　　

2. 圈出下列有「金」的字。

　　　　　　　琴　　　　　館　　　　　　　　會

3. 圈出下列有「禾」的字。

　　　　　　　機　　笑　　　　　　　　樣　　務

客客 家家 寄寄 宿宿 寫寫 容容

錢錢 鐵鐵 鐘鐘 銅銅 劉劉

和和 租租 程程 利利

4漢字介紹 Hànzì Jièshào 
Chinese Charac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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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學校除了學習，還有各式各樣的課外活動讓你選擇。

2. 高速火車的位子又大又舒適，還能悠閒地欣賞窗外的風景。

3. 我在往學校的路上，被優美的歌聲吸引。

4. 他每天都把時間浪費在上網、看電視上。

5. 台灣人對外國人很熱情，這讓很多外國人感覺很溫暖。

6. 他坐的飛機明天下午三點到達台北。

7. 住民宿花費比一般旅館少，而且就像住在家裡一樣。

8. 多運動不但對身體好，也能讓心情愉快。

9. 週末天氣不好，哪裡也不能去，無聊得不得了。

10. 要是你還沒決定要去哪所大學，可以請張老師給你建議。

5練習本填空 Tiánkòng 
Fill in the Blan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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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們一到花蓮，就先租車，免得麻煩。

2. 到了目的地以後，還要再換客運，既不方便又浪費時間。

3. 只要來台灣，你不但能欣賞優美的風景，還能見識到人民的熱情。

4. 在台北、高雄有地鐵，想到哪裡就到哪裡，容易得很！

5. 如果想更省時，可以坐計程車，只要半個小時就可以到達。

6練習本重組 Chóngzǔ
Unscramble the Sentences



64 第8課　交通工具

1. （ 議 ）（ 訂 ）客運公司建義我們先定車票。

2. （ 式 ）（ 交 ）在大都市裡有各武各樣的文通工具。

3. （ 悠 ）（ 的 ）看著窗外的風景，休閒地到達目地地。

4. （ 例 ）（ 遍 ）列如地鐵，就能方便地帶你玩偏這個都市。

5. （ 絕 ）（ 象 ）你決對會對這個地方留下深刻的印像。

7練習本改錯 Gǎicuò
Correct the Wrong Words



第9課　烹飪
Dì-jiǔ kè　Pēngrèn

Lesson 9
Cooking



66 第9課　烹飪

1句型練習（一） Jùxíng Liànxí (Yī)
Pattern Drill I

1. 有排骨肉，要不要炸排骨？

 有 　　　　　，要不要 　　　　　？

 答：(1)有高麗菜，要不要炒個高麗菜。

 　　(2)有鱈魚，要不要清蒸鱈魚。

 　　(3)有很多青菜，要不要燙個青菜。

2. 那得用很多油，才能炸。

 那得 　　　　　，才能 　　　　　。

 答：(1)那得很多人，才能吃得完。

 　　(2)那得用醬油醃，才能入味。

 　　(3)那得加糖和醋，才能有酸酸甜甜的味道。

3. 再下些蔥、薑，就可以了。

 再 　　　　　　　，就可以了。

 答：(1)翻炒溝欠幾下，就可以了。

 　　(2)加點醬油，就可以了

 　　(3)炸個兩三分鐘，就可以了。

4. 兩個人吃不了那麼多菜。

 　　　　　  　　　　　 不了 　　　　　。

 答：(1)這張桌子小，坐不了那麼多人。

 　　(2)一個星期看不了那麼多書。

 　　(3)他一個人拿不了那麼多東西。



Lesson 9　Cooking 67

1. A：　　　　 

 B：今天晚上出去吃，別煮了！

 答：(1)晚上該煮些什麼呢？

 　　(2)你今天晚上想吃什麼，我來煮？

2. A：我來炒個高麗菜，你呢？

 B：　　　　 

 答：(1)我來滷一鍋滷味好了！

 　　(2)我想做個清蒸鱈魚。

3. A：要不要炸排骨？

 B：　　　　 

 答：(1)好啊！好久沒吃了。

 　　(2)那得用很多油呢！

4. A：兩個人三道菜，夠嗎？

 B：　　　　 

 答：(1)夠了。

 　　(2)差不多，多了吃不完。

5. A：再多炒兩道菜，怎麼樣？

 B：　　　　 

 答：(1)太多了，兩個人吃不完。

 　　(2)多炒一道好了。

2情境對話 Qíngjìng Duìhuà
Contextual Dialogue



68 第9課　烹飪

1. 外婆是個美食家，更是個做中國菜的專家。
 　　　　　 是個 　　　　　，更是個 　　　　　。
 答：(1)她是個運動員，更是個教練。
 　　(2)她是個細心的人，更是個謹慎的人。
 　　(3)他是個演員，更是個導演。
2. 醃一點醬油，肉才會有點鹹味。
 　　　　　，　　　　　 才會 　　　　　。
 答：(1)加一點糖，肉才會有鮮味。
 　　(2)炒快一點，菜才會青綠。
 　　(3)加一點太白粉，肉才會嫩。
3. 把調好的醬汁放進炒菜鍋裡。
 把 　　　　　 放進 　　　　　 裡。
 答：(1)炸好的排骨放進鍋裡。
 　　(2)把切好的菜放進冰箱裡。
 　　(3)把米和水放進電鍋裡。
4. 一道漂漂亮亮的糖醋排骨。
 一 　　　　　　　　　　。
 答：(1)一盤青青綠綠的炒蔬菜。
 　　(2)一頭柔柔亮亮的黑髮。
 　　(3)一道酸酸甜甜的排骨。
5. 一道香噴噴的菜。
 一 　　　　　　　　　　。
 答：(1)一鍋油膩膩的五花肉。
 　　(2)一條滑溜溜的鰻魚。
 　　(3)一條輕飄飄的絲巾。

3句型練習（二） Jùxíng Liànxí (Èr)
Pattern Drill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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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糴：ㄉㄧˊ買穀物。

 糶：ㄊㄧㄠˋ賣穀物。

1. 圈出下列有「食」的字。

　　　　　　　鍋　　　　　　　　　　　　　　　

2. 圈出下列有「酉」的字。

　　　　　　　調　　　　　　　　要　　　　　每

3. 圈出下列有「米」的字。

　　　　　　　炒　　　　　　　　　　　菜　　煎

飯飯 餐餐 餅餅 飲飲 養養 餓餓 飽飽

醋醋 醃醃 醬醬 酸酸 酒酒

粉粉 料料 糖糖 粗粗 精精

4漢字介紹 Hànzì Jièshào 
Chinese Characters



70 第9課　烹飪

1. 一人煮兩道菜，好不好？

2. 我來做個清蒸鱈魚、炒個高麗菜。

3. 那得用很多油才能炸。

4. 用水加些醬油、冰糖、香料包，再下些蔥、薑，就可以了。

5. 外婆是個美食家，更是個做中國菜的專家。

6. 做糖醋排骨需要的調味料有：蕃茄醬、醬油、糖、醋、水。

7. 一道酸酸甜甜、香噴噴的糖醋排骨就完成了。

8. 外婆真是個料理高手。

9. 醃一點醬油，肉才會有點鹹味。

10. 我也多學會了一道有名的中國菜呢！

5練習本填空 Tiánkòng 
Fill in the Blan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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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外婆是個美食家，更是個做中國菜的專家。

2. 那得很多油才能炸，剩下的油很難處理。

3. 這主意不錯。不過三道菜夠嗎？

4. 三樣各切一些，就一大盤了。

5. 外婆真是個料理高手。

6練習本重組 Chóngzǔ
Unscramble the Sentences



72 第9課　烹飪

1. （ 油 ）（ 剩 ）那得用很多由才能炸，勝下的油很難處理。

2. （ 再 ）（ 種 ）在燙個青菜吧！青菜只有一重，太少了！

3. （ 末 ）（ 帶 ）週未有個同樂會，每個人要代一道菜

4. （ 裹 ）（ 炸 ）外婆把裏了粉的排骨詐成金黃色

5. （ 醃 ）（ 鹹 ）淹一點醬油，肉才會有點鹼味。

7練習本改錯 Gǎicuò
Correct the Wrong Wo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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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ì-shí kè　Yòngcān Xíguàn

Lesson 10
Dining Habits



74 第10課　用餐習慣

1句型練習（一） Jùxíng Liànxí (Yī)
Pattern Drill I

1. 把湯匙、筷子擺好。

 把 　　　　　　　　　　 好。

 答：(1)把功課做好。

 　　(2)把房間整理好。

 　　(3)把手洗好。

2. 晚餐看起來好豐盛啊！

 　　　　　 看起來 　　　　　。

 答：(1)你今天看起來好漂亮。

 　　(2)這些菜看起來很好吃。

 　　(3)這件衣服看起來不便宜。

3. 多吃一點。

 多 　　　　　 一點。

 答：(1)多看一點。

 　　(2)多拿一點。

 　　(3)多運動一點。

4. 我要再喝一碗。

 我要再 　　　　　。

 答：(1)看一遍。

 　　(2)試一試。

 　　(3)多想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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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A：我肚子餓了，可以先吃嗎？

 B：　　　　 

 答：(1)不可以，要等爸爸回來。

 　　(2)再等一下，就可以開飯了。

2. A：我回來了！今天忙了一天，真累！

 B：　　　　 

 答：(1)辛苦了，馬上開飯了。

 　　(2)先坐一下，喝杯水。

3. A：湯好香啊！我想先喝湯。

 B：　　　　 

 答：(1)我來幫你盛。

 　　(2)別喝太多，等會吃不下飯了。

4. A：可以開飯了。

 B：　　　　 

 答：(1)謝謝，辛苦你了。

 　　(2)今天的菜真豐盛。

5. A：晚餐看起來好豐盛啊！

 B：　　　　 

 答：(1)是啊！今天特地多做一點。

 　　(2)今天去市場，多買了一些菜。

2情境對話 Qíngjìng Duìhuà
Contextual Dialogue



76 第10課　用餐習慣

1. 要等（到）長輩入座以後，才可以動筷子。
 要等 　　　　　 以後，才 　　　　　。
 答：(1)要等到九點以後，才會開門。
 　　(2)要等大家都到了以後，才能出發。
 　　(3)要等爸爸回來以後，才可以開飯。
2. 小孩子是不能坐在那個位子上的。
 　　　　　 是不能 　　　　　 的。
 答：(1)這間餐廳是不能吸煙的。
 　　(2)感冒時是不能吃冰的。
 　　(3)故宮裡是不能拍照的。
3. 不可以拿筷子敲碗，因為那樣看起來像乞丐。
 不可以 　　　　　，因為 　　　　　。
 答：(1)不可以放金屬進微波爐，因為會爆炸。
 　　(2)不可以把筷子插在飯裡，因為那像是在祭拜先人。
 　　(3)不可以下雨天在戶外游泳，因為打雷時有觸電的危險。
4. 中國人向來愛惜食物。
 　　　　　 向來 　　　　　。
 答：(1)他向來喜歡開玩笑。
 　　(2)中國人向來注重飲食。
 　　(3)中國人向來重視倫理。
5. 如果沒將碗裡的東西吃乾淨，會挨罵的。
 如果沒 　　　　　，會 　　　　　 的。
 答：(1)如果沒把功課寫完，會被罰勞動服務的。
 　　(2)如果沒趕上那班公車，會遲到的。
 　　(3)如果沒按時吃三餐，會得胃病的。

3句型練習（二） Jùxíng Liànxí (Èr)
Pattern Drill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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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圈出下列有「艸」的字。

　　　　　　　　　　　　　箱　　帶　　　　　　

2. 圈出下列有「竹」的字。

　　　　　　　草　　　　　　　　　　　　　　　

3. 圈出下列有「力」的字。

　　　　的　　　　　場　　多　　　　　　　　分

菜菜 蔥蔥 蕃蕃 茄茄 花花 茶茶

筷筷 筆筆 算算 等等 笑笑 笨笨 答答

動動 助助 勤勤 勞勞

4漢字介紹 Hànzì Jièshào 
Chinese Characters



78 第10課　用餐習慣

1. 再等一下，爸爸馬上到家了。

2. 晚餐看起來好豐盛啊！大家開動吧！

3. 這些菜都是早上去市場買的，還買了很多新鮮水果。

4. 飯前喝點湯對消化比較有幫助。

5. 這湯味道真好，我要再喝一碗！

6. 中國人習慣全家人一起用餐。

7. 座位的安排，也有一定的規矩。

8. 吃飯的時候，也有一些要注意的禮節。

9. 碗裡的東西一定要吃光，因為中國人向來愛惜食物。

10. 沒將碗裡的東西吃乾淨，都會挨罵的。

5練習本填空 Tiánkòng 
Fill in the Blanks



Lesson 10　Dining Habits 79

1. 吃點水果或喝些茶，可以幫助消化或去油膩。（喝些茶或吃點水

果，可以去油膩或幫助消化。）

2. 吃飯的時候，也有一些要注意的禮節。

3. 長輩入座以後，才可以動筷子。

4. 不可以拿筷子敲碗，因為那樣看起來像乞丐。

5. 正對門口的位子是主位，小孩子是不能坐在那個位子上的。

6練習本重組  Zhòngzǔ
Unscramble the sentences



80 第10課　用餐習慣

1. （ 肚 ）（ 及 ）我杜子餓了，可以先吃嗎？我等不急了！

2. （ 準 ）（ 筷 ）准備吃飯了，把湯匙、快子擺好。

3. （ 座 ）（ 矩 ）坐位的安排，也有一定的規距。

4. （ 碗 ）（ 丐 ）不可以拿筷子敲宛，因為那樣看起來像乞丏。

5. （ 喝 ）（ 幫 ）來點水果或渴些茶，可以邦助消化或去油膩。

7練習本改錯 Gǎicuò
Correct the Wrong Wo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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