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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í   yǔ jiě  shì 

 詞語解釋：(Read the following definitions.)  
 

 

jiā  shū 

家書 
gū  gu 

姑姑 
rè  qíng 

熱情 
zhāo dài 

招待 
yíng yǎng 

營養 
zhōng shì  

中式 
máo bǐ 

毛筆 
shū  fǎ 

書法 

 gěi  jiā rén  xiě de  xìn

給家人寫的信。 
bà  ba  de   jiě jiě  huò mèi mei    
爸爸的姐姐或妹妹。   
duì  rén rè  xīn   chōng mǎn gǎn qíng     
對人熱心，充滿感情。    
zhāo hū       jiē  dài kè  rén 
招呼、接待客人。 
duì jiàn kāng yǒu bāng zhù de  shí pǐn  
對健康有幫助的食品。 
yǒu zhōng guó wén huà tè sè  de dōng  xi 
有中國文化特色的東西。 
yòng dòng wù máo zuò chéng de ruǎn bǐ 
用動物毛做成的軟筆。 
xiě  zì  de  yì  shù chēng wéi shū fǎ 
寫字的藝術稱為書法。 

 

   gēn  jù shàng liè cí yǔ  jiě  shì tián rù zhèng què de  cí  yǔ 

   根據上列詞語解釋填入 正確的詞語： (Fill in the blanks with 
     the appropriate phrases listed in the table above.) 
                      liàn xí  
1.書法課就是練習用         寫字的課。 
    táng guó yì                                           fēng                     fù  mǔ 

2.唐國義上大學以後，天天都會寫一封          給父母。 
                      huò  

3.爸爸的姐姐或妹妹就是我的         。 
                                        zhāo dài      yīng  

4.王奶奶很          地招待從英國來的客人。 
               qī cān  jiā                                          

5.他這學期參加了中文學校的         班，練習用毛筆寫字。 
     gū gu                                                           gāng qín yǎn zòu  

6.姑姑穿了一件         的上衣來參加我的鋼琴演奏會。 
  .zhuān                                            shēn tǐ jiàn kāng      bāng zhù  

7.專家說早飯吃得         ，對身體健康很有幫助。 

第一週      月     日 星 期 一 

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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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ēng cí xiě xiě kàn  
     生詞寫寫看：(Write each phrase one time.)  
 

zhāo dài shāo bǐng dòu jiāng 

招待    
燒餅    豆漿   

 

 

jiàng cài yíng yǎng rè qíng 

醬菜    營養   
 
熱情 

  

 

 

zhōng shì zǎo diǎn hē 

中式早點      喝 
 

 
   tián  rù shì dàng de cí  yǔ 

     填入適當的詞語： (Fill in the blanks with the correct phrases.) 

                      

 
 

     yé               diǎn                        bēi rè  rè  de 

1. 爺爺每天早點都會     一杯熱熱地       。 
                                                                 zhǔ    cài 

2.   ：謝謝你今天的       ，你煮的菜真好吃。  
                       nǎ  lǐ     nǎ  lǐ      dài                               hē        

         ：哪裡！哪裡！你帶來的      才好喝呢。         
                    xǐ huān                            jiá yóu tiáo chī 

3. 中國人都喜歡把         夾油條吃。 
    dòu jiāng   yóu tiáo   shāo bǐng 

4. 豆漿、油條和燒餅都是             。 
     shí wù jīn  zì  tǎ                   yǎng                                    xí guàn 

5. 食物金字塔就是要大家養成吃得        的習慣。 
                           .rè qíng 

6. 每次去王媽媽家，他都熱情地        大家。 

第一週      月     日 星 期 二 

姓名：          

 燒餅 

招待 中式早點  喝

 營養  豆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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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ēng cí xiě xiě kàn  
     生詞寫寫看：(Write each phrase one time.)  
 

zhāo dài shāo bǐng dòu jiāng 

招待    
燒餅    豆漿   

 

 

jiàng cài yíng yǎng rè qíng 

醬菜    營養   
 
熱情 

  

 

 

zhōng shì zǎo diǎn hē 

中式早點      喝 
 

       
   jiāng xià  liè zǎo diǎn fēn lèi 

   將下列早點分類：(Place the breakfast items in the word box into either  
     the Chinese breakfast category or the American breakfast category.) 
 
 
 
 
 
 

中式早點 ：                                               

                                                             

西式早點 ：                                               

                                                           

第一週      月     日 星 期 三 

姓名：          

醬菜、豆漿、麵包、餅乾、牛奶、果汁、火腿、米漿 

烤玉米餅、 生菜、包子、燒餅、沙拉、餃子、麥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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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ēng cí xiě xiě kàn  
     生詞寫寫看：(Write each phrase one time.)  
 

zhāo dài shāo bǐng dòu jiāng 

招待    
燒餅    豆漿   

 

 

jiàng cài yíng yǎng rè qíng 

醬菜    營養   
 
熱情 

  

 

 

zhōng shì zǎo diǎn hē 

中式早點      喝 
 

 

 
     fān yì 

     翻譯:  (Translate the following sentences into Chinese) : 

1. Do you know how to write Chinese calligraphy? (using 會)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This egg tastes bad; can I just eat the cookies? (using 能不能)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Have you ever had Chinese breakfast before? (using 吃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What would you like to eat today?  (using 想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  May I take your order? (using 點菜)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一週      月     日 星 期 四 

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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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ēng cí xiě xiě kàn  
     生詞寫寫看：(Write each phrase one time.)  
 

zhāo dài shāo bǐng dòu jiāng 

招待    
燒餅    豆漿   

 

 

jiàng cài yíng yǎng rè qíng 

醬菜    營養   
 
熱情 

  

 

 

zhōng shì zǎo diǎn hē 

中式早點      喝 
 

 

    cí  yǔ  zào jù 

    詞語造句： (Use the words and phrases to make a sentence.) 

1. 小狗、生病、難過 

小明家的小狗生病了，所以他很難過。    

2. 注重、營養、健康 

                                                    

3. 熱情、招待、客人 

                                                      

4. 中式早點、豐富、西式早點、簡單 

                                                      

5. 書法班、練習、毛筆字 

                                                         

第一週      月     日 星 期 五之一

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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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ǐ xià  shì gēn jù  kè wén nà róng   bà ba huí gěi  yǒu yǒu de xìn qǐng yòng zhōng wén huí dá wèn tí   

      以下是根據課文內容，爸爸回給友友的信，請用中文回答問題：  
    (Answer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in Chinese according to this reply    
     letter from You You’s father.)  
 

 
 
 
 
 

 

 

 

 

 

1. 友友的爸爸媽媽為什麼特別地高興？ 

                                                     

2. 爸爸在信中提到的趣事是什麼？ 

                                                     

3. 爸爸覺得學語文要學什麼才有幫助？ 

                                                      

4. 爸爸媽媽希望友友在台北除了學好中文以外，還能學好什麼？ 

                                                                   

第一週      月     日 星 期 五之二

姓名：          

親愛的友友：l  

    收到你的信以後，爸爸媽媽都非常地高興，你才去姑姑家

一個月，中文就進步這麼快，能寫出這麼好的一封中文信，真

不簡單，特別是你信中提到的趣事，我和媽媽都笑得幾乎合不
攏(lǒng)口了，從這件事你也可以學到，學語文不能只學皮毛， 
還要學文化才有用，看來這次台北行，你一定學到很多課本中
學不到的知識，我和媽媽都期待你回美國以後，能寫一手漂亮
的毛筆字，這樣你就可以幫爺爺寫春聯(lián)了。 

     祝平安快樂！ 

                                 爸爸媽媽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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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í   yǔ jiě  shì 

     詞語解釋：(Read the following definitions.) 
 

 

chuán tǒng 

傳統 
 tè  sè 

特色 
  yè shì 

夜市 
xiǎo chī diàn 

小吃店 
yóu  kè 

遊客 
lǎo  wài 

老外 
rù  zuò 

入座 

 

shì  shì dài  dài chuán xia lái  de  sī xiǎng    wén huà děng děng  

世世代代傳下來的思想、文化等等。 
hé   yì bān  dà zhòng bù tóng    hěn tè   bié de   yì  si 

和一般大眾不同，很特別的意思。 
tiān hēi   le  cái kāi  shǐ yíng yè  de shì chǎng 

天黑了才開始營業的市場。 
xiǎo fàn guǎn  

小飯館。 
chū mén lǚ  yóu  de rén  

出門旅遊的人。（旅﹕旅遊，客﹕客人） 
zhǐ      wài guó rén  

指「外國人」。 
zhǎo dào zuò wèi zuò  xià lái  
找到座位坐下來。(入﹕進入，座﹕座位) 

 

 

 

   gēn  jù shàng liè cí  yǔ jiě  shì tián rù zhèng què de  cí  yǔ 

   根據上列詞語解釋填入 正確的詞語： (Fill in the blanks with 
     the appropriate phrases listed in the table above.) 
 

                 diǎn  
1.這家小吃店的點心很有         。 
                                 tái běi 

2.奶奶最喜歡晚上去台北          買衣服。  
                                   sī xiǎng                xiào shùn  

3.中國人的         思想就是子女要孝順父母。 
                                     chǎo mǐ fěn  

4.這家             的炒米粉很有名。  

              gǎn                          yǐng           yǎn 

5.請大家趕快         ，電影就要開演了。 
       suǒ  
6.這所大學有很多         來學中文。 

第二週      月     日 星 期 一 

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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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ēng cí xiě  xiě kàn 

      生詞寫寫看： (Write each phrase one time. )  
 

hán xiào yǒu shàn zhá 

含笑    
友善    

炸 
 

 

 

fú wù yuán xiǎo chī diàn

服務員    

 

 

小吃店    

 

 

dǎ zhāo hū qiē  dàn 

打招呼       切  
   蛋 

 

     
    tián rù  shì dàng de cí  yǔ  

    填入適當的詞語： (Fill in the blanks with the correct phrases.) 

                      

 
 

                                              fú  wù             cài 

1.      ：這家       的服務很好，菜也做得很好吃。  
                          lián                    kè            

   ：是啊！連      對客人都很       呢！         
                                            wèi  kè       hán xiào   diǎn tóu            

                  你看，他們對每一位客人都含笑地點頭        ，  
                                  fàn guǎn     
      真是一家好飯館。  
 

            qǐ chuáng         fù  mǔ                                              yīng        lǐ  mào  

2. 早上起床，看見父母一定要         ，這是應有的禮貌。    
 

                bèi xuǎn   huì zhǎng                                       tái  

3. 王先生被選上會長，他        地走上台。 

第二週      月     日 星 期 二 

姓名：          

打招呼友善 含笑 小吃店服務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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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ēng cí xiě  xiě kàn 

      生詞寫寫看： (Write each phrase one time. )  
 

hán xiào yǒu shàn zhá 

含笑    
友善    

炸 
 

 

 

fú wù yuán xiǎo chī diàn

服務員    

 

 

小吃店    

 

 

dǎ zhāo hū qiē  dàn 

打招呼       切 
   蛋 

 

   qǐng yòng     nèi de  zì zào  jù lái wán chéng duì huà 

  請用（）內的字造句來完成對話：(Complete the conversation using the   
  given words. )  
 

1.  ：你怎麼看得出來中中今天的心情不錯呢？ 

   ：                              (含笑)      

2.  ：你覺得林平這個人如何？ 

   ：                              (友善)      

3.  ：為什麼你覺得他很友善呢？ 

   ：                              (打招呼)     

4.  ：你在這家飯館做什麼工作 ? 

      ：                              (服務員)         

第二週      月     日 星 期 三 

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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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ēng cí xiě  xiě kàn 

      生詞寫寫看： (Write each phrase one time. )  
 

hán xiào yǒu shàn zhá 

含笑    
友善    

炸 
 

 

 

fú wù yuán xiǎo chī diàn

服務員    

 

 

小吃店    

 

 

dǎ zhāo hū qiē  dàn 

打招呼       切 
   蛋 

 

    chóng zǔ 

        重組：(Put the words in order to make a sentence. )  

1.  ＊姑姑 / 都 /  我們。/ 招待 / 很熱情地 / 全家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都吃 / 早點。/ 中式 / ＊他每天早飯 / 營養豐富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是從上到下、 /直著寫的。/ 傳統寫法 / ＊中國字的 /從右到左，

/一行一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很有特色，/ 好看。 / 非常/ ＊我覺得 /中國字直排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二週      月     日 星 期 四 

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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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ēng cí xiě  xiě kàn 

      生詞寫寫看： (Write each phrase one time. )  
 

hán xiào yǒu shàn zhá 

含笑    
友善    

炸 
 

 

 

fú wù yuán xiǎo chī diàn

服務員    

 

 

小吃店    

 

 

dǎ zhāo hū qiē  dàn 

打招呼       切 
   蛋 

 

    

     xuǎn zé tí 

        選擇題：(Select the word or phrase that best completes the  
    sentence.)  

1.(  ) 王叔叔非常地好客，只要客人來，他都____招待。  

       漸漸地 冷冷地  熱情地 

2.(  ) 這家麵包店專門賣____的點心，醬菜包子是最有名的點心之一。 

       西式 中式  美式 

3.(  ) 小張對寫毛筆字很有興趣，所以他報名參加社區的____。 

       翻譯班 寫字班  書法班 

4.(  ) 他畫的山水畫，很有個人的____。（ 特別 特色  風俗） 

5.(  ) 林叔叔來了，我們快過去和他____吧！ 

       打過招呼 打個招呼  打呼 

6.(  ) 不要把食物____在口裡，趕快吃下去。 

       放 咬  含 

第二週      月     日 星 期 五之一

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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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uè dú liàn  xí 

          閱讀練習：(Select the best answer according to the text.)  

 
 
 
 
 
 
 
 
   
 
 

 
 
1. (      )What kind of menu does this restaurant offer? 

     (A) A buffet menu, which allows you to eat as much as you can. 
     (B) A nutritious menu, which offers only low-calorie dishes. 
     (C) A lunch menu, which only allows you to choose three items. 

 
2. (      )Which of the following statements is NOT CORRECT ? 

     (A) This menu is only for the weekends. 
     (B) There are no noodles on this menu. 
     (C) This menu includes six dishes which come with meat. 
 

3. (      )Which of the following dishes is NOT on the menu ? 
     (A) Corn soup  
     (B) Fruit salad 
     (C) Fried tofu 

 
4. (      )Which of the following combinations of food only contain   
          vegetarian dishes ? 

     (A) #1, #4, #10  
     (B) #1, #3, #11 
     (C) #1, #5, #8 

第二週      月     日 星 期 五之二

姓名：          

     富國大飯店 

                      低熱量營養午飯菜單 

                    ＄15/每份，可任選三樣 

                    ＄20/每份，可任選五樣（星期六,日除外）   

  1.炒青菜        2.玉米湯   3.炸排骨 

  4.紅燒肉      5.黃瓜湯      6.法式牛排 

  7.烤魚     8.白煮蛋   8.水果沙拉 

  9.小魚豆乾      10.黃豆湯    11.火腿蛋炒飯 

特別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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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í   yǔ jiě  shì 

     詞語解釋： (Read the following definition. )  
 

hán xiào 

含笑 
yǒu shàn 

友善 
dǎ  zhāo hū 

打招呼 
cài  dān 

菜單 
diǎn cài 

點菜 
 qiē 

切 
ān kāng 

安康 
jìng zhù 

敬祝 

 zuǐ jiǎo  dài zhe xiào róng 

嘴角帶著笑容。 
 yǒu hǎo              

友好，friendly。   
xiàng rén zhāo shǒu wèn hǎo 

向人招手 問好。 
 xiě  zhe cài míng de dān  zi      běn  zi        diǎn cài yòng de 

寫著菜名的單子（本子），點菜用的。 
 zài cài dān shàng diǎn chū yào chī de  cài 

在菜單上點出要吃的菜。 
yòng dāo  zi bǎ dōng  xi  fēn kāi 

用刀子把東西分開。 
píng ān  jiàn kāng  

平安健康。 
gōng gōng jìng jìng de zhù  fú 

恭恭敬敬地祝福。 
 

   gēn jù shàng liè cí  yǔ  jiě shì tián rù zhèng què de cí  yǔ 
   根據上列詞語解釋填入正確的詞語：(Fill in the blanks with the 
     appropriate phrases listed in the table above.) 
              diàn                                               dǒng  
1.這家飯店的         都是英文，我看不懂，所以不能點菜。 
           dāo        xīn mǎi  
2.這把刀子是新買的，          東西的時候要小心一點兒。  
                                                                                        jiàn kāng  

3.爺爺在紅包上寫著          兩個字，希望大家都平安健康。 
                      rè qíng 

4.他一進門就熱情地向大家             。 
                                                             huān yíng 

5.王英對人         ，所以受到大家的歡迎。 
                                                     xǐ huān  
6.大家一起         吧！看自己喜歡吃什麼。 
                   tuì xiū  
7.王校長要退休了，大家寫了一張卡片，         他健康快樂。 

第三週      月     日 星 期 一 

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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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ēng cí xiě  xiě kàn 

      生詞寫寫看： (Write each phrase one time. )  
 

fān qié dòu fǔ jī 

番茄    
豆腐    

雞 
 

 

 

hán xiào rén shēn chòu 

魚丸    
人參    

臭 
 

 

 

bái qiē ròu suān là tāng

白切肉    

 

 

酸辣湯    

 

 

 

   tián rù shì dàng de  cí  yǔ 

    填入適當的詞語：Put the following words from the word box   
     into their appropriate categories.)  
 

 

蛋花湯    臭豆腐    酸辣湯   炒青豆    白切肉   肉丸

番茄湯    炸魚丸    紅燒肉   人參雞    炸雞腿   生菜 

第三週      月     日 星 期 二 

姓名：          

  Vegetables     Meats     Sou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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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ēng cí xiě  xiě kàn 

      生詞寫寫看： (Write each phrase one time. )  
 

fān qié dòu fǔ jī 

番茄    
豆腐    

雞 
 

 

 

hán xiào rén shēn chòu 

魚丸    
人參    

臭 
 

 

 

bái qiē ròu suān là tāng

白切肉    

 

 

酸辣湯    

 
   jiāng cí yǔ zhèng què de  fā yīn juān qǐ  lái 

     將詞語正確的發音圈起來：(Circle the words with the correct 
    pronunciation.) 

               xíng   háng                             néng ràng                 yín     xíng     háng  
1. 不（行、行）！他還太小，不能讓他一個人去銀（行、 行）  

cún qián 
      存錢。  
                              cān   shēn     jiā                                   zhǔ           guō   
2. 請你明天來（參、參）加我的生日會，我媽媽煮了一大鍋人 
     cān   shēn     jī  tāng           hē 
   （參、參）雞湯請大家喝。        
              wán jù chē          zhuǎn  zhuàn  wān             yuán dì        zhuǎn  zhuàn 
3. 這台玩具車不會（轉、轉）彎，只會在原地打（轉、 轉）。        
       tuán jié         lì   liáng 、liàng 
4. 團結就是力（量、量）。   
                     shì          shāng   liáng  liàng                      diàn shì  jī     yīn  
5. 我有一件事想和你商（量、量）一下，你能把電視機的音 
         liáng  liàng  guān      diǎnr 

  （量、量）關小一點兒嗎？ 
   

第三週      月     日 星 期 三 

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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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ēng cí xiě  xiě kàn 

      生詞寫寫看： (Write each phrase one time. )  
 

fān qié dòu fǔ jī 

番茄    
豆腐    

雞 
 

 

 

hán xiào rén shēn chòu 

魚丸    
人參    

臭 
 

 

 

bái qiē ròu suān là tāng

白切肉    

 

 

酸辣湯    

      
   huí dá wèn tí 

       回答問題：(Answer the questions according to the following message.)    
       

 

 

 

 

1. 美味小吃店一星期開幾天？ 

                                                            

2. 如果想吃早點，要哪天去美味小吃店最好？ 

                                                            

3. 美味小吃店感恩節當天什麼時候開門？ 

                                                      

              美味小吃店 
營業時間： 

星期一～星期五早上 11 點半到晚上 11 點 

星期六早上八點到晚上十點 

星期日公休（＊例假日不營業） 

第三週      月     日 星 期 四 

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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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ēng cí xiě  xiě kàn 

      生詞寫寫看： (Write each phrase one time. )  
 

fān qié dòu fǔ jī 

番茄    
豆腐    

雞 
 

 

 

hán xiào rén shēn chòu 

魚丸    
人參    

臭 
 

 

 

bái qiē ròu suān là tāng

白切肉    

 

 

酸辣湯    

 

    gēn jù  kè wén huí dá wèn  tí 

       根據課文回答問題：(Answer the questions in complete sentences 
   according to the text in the textbook.)   

1.友友的姑姑住在哪裡？ 

                                       

2.姑姑都準備什麼樣的中式早點給爺爺和友友吃？ 

                                       

3.什麼是中國字的傳統寫法？ 

                                       

4.為什麼兩個老外會被嚇跑了呢？ 

                                       

                                       

第三週      月     日 星 期 五之一

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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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ù shì yuè dú     nǎ  lǐ     nǎ  lǐ 

故事閱讀－哪裡！哪裡！ 
àn zhào kè běn     gù shì yuè dú     dān yuán huí dá wèn tí  

按照課本「故事閱讀」單元回答問題：(Answer the questions 
according to the “ Reading” section of the textbook.) 

 

 

                      

                 gū gu                   zuò cài  

1.【 】姑姑為什麼很會做菜？因為 
           jiǎng xiào huà        sè xiāng wèi jù quán           ná shǒu      miàn shí      

     （他會講笑話 色香味俱全 他拿手的是麵食）     
                zuó            gū gu               yàng cài  

2.【 】昨天晚上姑姑沒做哪一樣菜？ 
                        zhá pái  gǔ     zhá jiàng miàn     fān qié chǎo jī dàn      
     （炸排骨 炸醬麵 番茄炒雞蛋） 
                                         diǎn  
3.【 】早飯為什麼叫早點？ 

                                                 tí xǐng                     gōng zuò  

     （是指早上吃的點心 是提醒大家早點兒去工作     
                    diǎn   cài  
是指早上點的菜）。 
 

4.【 】「哪裡！哪裡！」是什麼意思？是指           
                      dì fāng        zhǎo                 zhǒng kè qì  

     （什麼地方 在找東西 一種客氣話）       
                                            zhēn dǒng shì  

5.【 】爺爺為什麼說友友真懂事？因為友友 
                                                                       hā hā  

     （會說「哪裡！哪裡！」 在哈哈大笑  
                       bāng máng qiē  
      在幫忙切水果） 

第三週      月     日 星 期 五之二

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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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í   yǔ jiě  shì    

 詞語解釋：(Read the following definition.)  
 

 

ná shǒu 

拿手 
dǒng shì 

懂事 
jiǎng jiū 

講究 
wèi dào 

味道 
 tí  xǐng 

提醒 
jīng shén 

精神 
tóng shì 

同事 
 kè  qì huà 

客氣話 

zuì  huì zuò     zuò  de zuì  hǎo 

最會做、做得最好。 
liǎo  jiě  zì   jǐ  gāi shuō de huà  hé  gāi zuò  de shì  

了解自己該說的話和該做的事。  
 tè  bié zhù  yì  de  yì  si 

特別注意的意思。   
shì  zhǐ  tián   suān   kǔ    là    xián 

是指甜、酸、苦、辣、鹹。 
gào  su bié  rén  xū yào  zhù yì  de  shì  

告訴別人需要注意的事。 
cóng shēn tǐ xíng dòng biǎo xiàn chū de  qì  sè 

從身體行動表現出的氣色。 
zài  tóng yí   ge  dì fāng zuò shì  de péng yǒu 

在同一個地方做事的朋友。 
duì  rén shuō de  yǒu lǐ  mào de  huà 

對人說的有禮貌的話。 

   gēn  jù shàng liè cí  yǔ jiě  shì tián rù zhèng què de cí  yǔ 

   根據上列詞語解釋填入正確的詞語： (Fill in the blanks with the 
     appropriate phrases listed in the table above.) 

                                                                     bìng  

1.你今天看起來很沒有         ，是不是生病了？ 
                            zǒng                     biān  

2.他做事很馬虎，總是要別人在旁邊          他。 
                                                                 tāng  

3.王爺爺吃飯很         ，一定要四菜一湯才行。 
                                          bāng  
4.小明很          ，常常幫媽媽做家事。 
                                        hóng shāo dòu fǔ  

5.我媽媽的         菜是紅燒豆腐。 
       shū                                                                         bān  

6.李叔叔是爸爸的         ，每天都和爸爸一起去上班。 
                  diàn                                           quán 

7.這家小吃店做的菜         不錯，我們全家常常來吃。 

第四週      月     日 星 期 一 

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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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án rù  shì dàng de cí  yǔ  
   填入適當的詞語：(Fill in the blanks with the correct phrases.) 

 

雞蛋、營養、講究、酸辣、姑姑
 

 
 
 

                hěn huì zuò cài    tā  hěn              shí wù de wèi dào  

      很會做菜。她很     食物的味道 
 

hé                   tā zuò  de cài zǒngshì sè    xiāng   wèi jù quán 

和     。她做的菜總是色、香、味俱全。 
 

zuó tiān wǎn fàn gū gu zuò  le     zhá pái gǔ    tián suān ròu    fān qié   

昨天晚飯姑姑做了，炸排骨、甜酸肉、番茄 
 

chǎo              qīng cài shāodòu fǔ  jiàng shāo qié zi  hé              tāng 

炒     、青菜燒豆腐、醬燒茄子和     湯。

 

 

上班、流口水、順便、廚房、炸醬麵、拿手
 

 
 
 
 

  gū gu  zuì         de shì miàn shí     bāo zi     jiǎo zi    huā juǎn  

 姑姑最     的是麵食。包子、餃子、花捲、 
  

            hé shāo bǐng    gū gu quán huì zuò  tā chǎo de zhá jiàng zhēn xiāng 

     和燒餅，姑姑全會做。她炒的炸醬真香，
 

xiǎng dào jiù                      jīn tiān shì xīng qī  liù      gū gu 

想到就       ！今天是星期六，姑姑 
 

 bú                  tā  yí  dà zǎo jiù  zài             zuò zǎo fàn 

不     。她一大早就在     做早飯。 
 

wǒ yě gēn  jìn chú fáng   péi tā shuō huà                bāng diǎnr  xiǎo máng 

我也跟進廚房，陪她說話，     幫點兒小忙。

第四週      月     日 星 期 二 

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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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án rù  shì dàng de cí  yǔ  
   填入適當的詞語：(Fill in the blanks with the correct phrases.) 

 

點心、問題、種類、飯館、量 
 

 
 
 
 

wǒ wèn gū  gu  yí ge                    měi tiān zǎo shàng 

我問姑姑一個     ：「每天早上，      
 

mén wài huò lù biān dōu yǒu zǎo diǎn de zhāo pái    shì jiào dà  jiā zǎo diǎnr 

門外或路邊都有早點 的招牌，是叫大家早點兒 
  

jìn qù chī  fàn ma 

進去吃飯嗎？」 
 

gū gu shuō     zǎo diǎn shì zhǐ   zǎo shàng chī de                  zǎo diǎn de 

姑姑說：「早點是指『早上吃的     』。早點的
 

              duō   dàn shì              bù duō 

     多，但是     不多。 

 提醒、意思、老外、早點 
 

 
 
 
 

 yí  ge             gēn péng you shuō  běi jīng  de lù shàng cháng kàn jiàn 

一個     跟朋友說：「北京的路上 常看見  

 

             liǎng ge  zì     shì bú shì              rén men zǎo diǎnr 

     兩個字，是不是     人們早點兒 
 

qù gōng zuò  a        wǒ shuō     tā zěn me gēn wǒ xiǎng de yí yàng  a 

去工作啊？」我說：「他怎麼跟我想得一樣啊！ 
 

wǒ  yě  yǐ wéi zǎo diǎn    jiù shì zǎo diǎnr   de               ne 

我也以為早點，就是早點兒的     呢！」。 

 

第三週      月     日 星 期 二 

姓名：         

第四週      月     日 星 期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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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án rù  shì dàng de cí  yǔ  
   填入適當的詞語：(Fill in the blanks with the correct phrases.) 
 

客氣、精神、連忙、同事
 gū  gu shuō    yǒu ge lǎo wài  duì  yí wèi xīn lái  de nǚ 

姑姑說：「有個老外對一位新來的女       
shuō      nǐ jīn tiān kàn  qǐ lái  hěn piào liàng  hěn 

說：『你今天看起來很漂亮、很     。』 
nà wèi  nǚ tóng shì             shuō      nǎ  lǐ     nǎ  lǐ 

那位女同事     說：『哪裡！哪裡！』。 
lǎo wài  bù zhī dào nǎ  lǐ      nǎ  lǐ     shì qiān xū  de             huà 

老外不知道哪裡！哪裡！是謙虛的     話。 
 tā  yǐ  wéi zhè wèi nǚ tóng shì wèn tā       nǎ lǐ piào liàng  

他以為這位女同事問他：『哪裡漂亮？ 
nǎ   lǐ piào liàng 

哪裡漂亮？』 

切水果、懂事、跑掉、哈哈大笑、正常 
 yú  shì  tā gǎn kuài shuō  cóng tóu dào jiǎo  cóng tóu dào  jiǎo dōu piào liàng 

於是他趕快說：『從頭到腳，從頭到 腳都漂亮！』
shuō wán jiù              le    zhè ge nǚ tóng shì  yě jué de  lǎo wài yǒu diǎnr 

說完就     了。這個女同事也覺得老外有點兒 

bù                      wǒ tīng  le                   yé  ye zǒu  jìn 

不     。」我聽了         ！爺爺走進
lái     kàn jiàn wǒ zài bāng máng                         jiù shuō     yǒu yǒu 

來，看見我在幫忙         ，就說：「友友 
zhēn 

真     ！」。  

 

第四週      月     日 星 期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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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ēn jù  kè wén wén yì xuǎn xuǎn kàn 

  根據課文文意選選看：(Choose the correct answer according to 
 the text in the textbook. )  

1.【  】「爺爺和我住在姑姑家已經快一個月了。」，這句話有這樣的意 
        思： 

               zhù de shí jiān guò de zhēn kuài  

住的時間過得真快。 
               yí  ge yuè lǐ shēng huó de hěn kuài lè  

一個月裡生活得很快樂。 
              zhù  le jiāng jìn  yí  ge yuè le  

住了將近一個月了。 
 
2.【  】「每天早飯都有營養豐富的中式早點。」，這句話有這樣的意思： 

              měi tiān de zǎo fàn dōu shì zhōng shì zǎo diǎn  

每天的早飯都是中式早點。         
               měi tiān de zǎo fàn zhǐ yǒu zhōng shì zǎo diǎn 

         每天的早飯只有 中式早點。   
              měi tiān zǎo fàn dōu shǎo bù liǎo zhōng shì zǎo diǎn 

         每天早飯都少不了 中式早點。 
 
3.【  】「我覺得中國字直排很有特色，非常好看！」從這句話裡可以 
        知道： 

     shuō huà de rén jué de zhōng guó zì de  tè sè  shì zhí pái  

說話的人覺得中國字的特色是直排。 
    shuō huà de rén  jué de zhōng guó zì zhǐ yǒu zhí pái cái hǎo kàn  

說話的人覺得中國字只有直排才好看。 
     shuō huà de rén zhǐ xǐ huān zhōng guó zì zhí pái  

說話的人只喜歡中國字直排。 
 
4.【  】「白切肉」指的是： 

             yòng bái  sè de dāo qiē  de ròu  

用白色的刀切的肉。 
     méi huā qián jiù qiē  le  yí kuài ròu  

沒花錢就切了一塊肉。  
      yì zhǒng méi jiā jiàng yóu zhǔ shú hòu zài qiē chéng piàn de bái ròu 

一種沒加 醬油煮熟後 再切成片的白肉。   

第四週      月     日 星 期 五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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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án tǐ  jiǎn tǐ  lián lián kàn 

         繁體簡體連連看：(Match each traditional character with its simplified  
      form.) 
 

 

 
 
 

 
 

 

 

      tián  rù shì dàng de cí  yǔ  
        填入適當的詞語：(Fill in the blanks with the correct phrases.)  
 
         1. 他先     一口水，然後再     歌。 

         2.天氣太熱了，大家來      冰水吧！ 

         3.這家小吃店招待大家喝免費的豆     。 

         4.小王最喜歡吃這家小吃店的炸      麵了。 

         5.今天的同樂會，老師發給我們許多的     品。 

         6.他      天在工     的時候，不小心受傷了。 

         7.媽媽的拿手菜是     雞，我們全家都愛吃。 

         8.請大家分工合     ，把這些剛     好的臭豆腐拿出去。 

            9.這間商店的服      很好，所以客人很多。 

         10.動     園裡有各式各樣的動物，是小孩子最喜歡的地方。 

第四週      月     日 星 期 五之二

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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