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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azing Chinese》教师手册说明

课本 ： 第三册三个单元，共十二课，每课建议课

时为6～8小时。

●  课本主要有对话及课文两大学习区块，并安排对

话练习、课文理解、语言点、听力练习、口语练

习、任务活动等六个部分。

●  针对每项教学课题提供不同的课堂活动，以两人

或小组的互动学习提升语言练习的效果。

●  Challenge提供差异化的内容，教师可视学生状况

指派任务弹性运用。

●  每课最后的Checklist，提供学生自我检核，如果

还不熟悉，鼓励学生用Quizlet或抄写，再次加强。

备课前请先了解……

　　备课前，建议老师先浏览课本pp.8-13的学习地图，了解整体课程的安排。第三册对话及课

文各有两页，由对话情境引入学习主题；课文除了叙述性短文，亦安排不同形式的生活语料，

如书信、日记、明信片、广告、宣传单、海报、申请表等，有助于语言学习与生活的链接。本

册新增口语练习，取代汉字练习，规划更多口语的任务活动供教学使用。

　　本册练习本另附单元复习册，配合三单元学习内容设计了听说读写的题目，可让学生熟悉

考题。老师可让学生单独取下，于单元教学结束后练习，协助学生检核学习的状况。练习本还

附上说话板及写作板，作为学生口语及写作练习的鹰架。

　　这本教师手册是老师的教学指引及教学建议，因为教学是灵活的、有弹性的，不应以制式

的教学流程来操作。本书的教学建议呈现了老师的教学思路与创意的活动思考，您一定可以从

中有许多启发。以下提出几个简单、常用的活动技巧供参：

练习本 ： 第三册含十二课的练习题及

单元复习册。

●  练习题：每课皆包含听说读写题型，

其中少数无制式标准答案的练习，旨

在学生能于生活中运用。

●  单元复习：整理该单元的重点内容，

协助学生复习。

●  生词练习：供学生练习汉字，教师可

视需求指派作业。

●  单元复习册：用以检核学生该单元的

学习成效。

　　本教师手册从教材编辑角度提供教师备课与教学相关资料，每课包括四项单元：学习总表、

教学活动建议、练习本参考解答和学习单。

　　学习总表是该课教学目标与教学内容的统整表。教学活动建议是依照课本呈现先后顺序而

编排，包括：暖身活动、对话练习教学活动、课文理解教学活动、语言点教学活动、听力教学

活动（含听力稿）、口语教学活动及任务教学活动等，右栏视需要补充教学提示及差异化教学

说明，教师可依学生状况及时间灵活运用。另外，本手册还提供练习本参考答案及学习单，方

便教师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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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nk pair share　有效率的教学策略

　　教语言的老师都知道“互动”非常重要，但是对害羞的学生来说，在众人面前说话压力是

很大的，学生害怕说错、说不好，怎么都不肯开口，Think pair share是很好用的方式，无论任何

阶段的学生都适用。

　　学生两人一组。老师先抛一个问题，学生听了想一想，立刻和 talking partner说出来，完成

后再举手或转向老师。每个人都说到话了，省时又有效。能力强的孩子不用等老师点他说话，

可以畅所欲言，弱的孩子也多少能说一些，还可以先听到别人的答案，得到支持，或者修正自

己的看法，慢慢建立信心。

　　Think pair share 还可以变化，加入“写”(Think Pair Write Share)，老师念一段文字或问一个

问题，学生各自写下来，两人一组分享自己写的内容。

Numbered heads together　分组活动最佳策略

　　分组活动是中文教学常用的方式（异质分组建议可参看第一册教师手册p.4），小组同心

协力讨论出答案，再跟全班分享。Numbered heads together 可以让程度较弱的学生也有机会回

答，而程度好的学生会尽可能去帮助队里的每一个同学。

　　每组的小组成员都有一个号码（可让学生自己报数1-2-3-4）。老师说出问题或把问题呈现

在PPT上，各小组在规定时间内讨论出最佳回答，然后老师指定任一数字，例如：老师说2，各

组的2号要抢答，最快举手并且答案正确的人，为该组赢得一分。简单的操作方式能让每个人都

参与，发挥分组学习最大功能。

Connect 4　游戏中检核学生的学习成效

　　复习生词时，老师们常用 Bingo，也可试试 Connect 4，确认学生是否能正确认读。老师先

画出5X5格子（也可更多），把要复习的生词填入，在PPT上呈现，全班分两组玩，或将练习纸

印出来让学生两人一组自己练习。规则很简单，A（组）学生说出一个词语，并圈起来，轮B

（组）学生说，并圈出词语，先将四个词连成线的一方就赢了。

　　变化版 Connect 4可做造句练习，学生必须把上方及左列的词都用上，才算完成，变化的方

式很多，也可以结合时间、地点或爱好等，或是搭配句型，第二册课本p.119做了很好的范例，

老师可参考活动的形式。

如何训练课文流利度

　　流利度是学习语言的重点之一，多念是不二法门，但要如何让学生心甘情愿一念再念，在

念课文的过程中感受到学习的快乐与成就感？不妨参考操作Jessy老师在公众号分享的教学方

法，利用ICT来协助教学，里面有详细的说明。

●  白板重现 Whiteboard reconstruction 创建出来的流利度 
●  ICT: 利用“渐隐技术”提高学生阅读和口语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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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教学工具  

　　除了课堂练习及纸笔练习，有一些在线工具可以协助老师教学及学生课后练习。因工具众

多，无法一一列举说明，有兴趣的老师可以试试。

Quizlet是网上免费的工具，老师可以将所有生词输入，即自动生成 flashcard，可在教室跟学生

一起练习所有的生词。学生回家后也可以复习，记住生词意思及发音，练习或测验皆适合。老

师可以利用已建置的《Amazing Chinese 3》生词及句子练习，也可依自己的教学需求设计。

◎ Amazing Chinese Book 3  quizlet link

Lesson link

Amazing Chinese L1 My New School https://quizlet.com/_8mjovx?x=1jqt&i=22hhhx

Amazing Chinese L1 My New School_sentences https://quizlet.com/_8mpv6d?x=1jqt&i=22hhhx

Amazing Chinese L2 I Am Busy Every Day https://quizlet.com/_8mjpn6?x=1jqt&i=22hhhx

Amazing Chinese L2 I Am Busy Every Day_sentences https://quizlet.com/_8mpvb2?x=1jqt&i=22hhhx

Amazing Chinese L3 He Has a Cheerful Personality https://quizlet.com/_8mjpw8?x=1jqt&i=22hhhx

Amazing Chinese L3 He Has a Cheerful Personality_
sentences

https://quizlet.com/_8mpvev?x=1jqt&i=22hhhx

Amazing Chinese L4 Attending a Mandarin Summer 
Camp

https://quizlet.com/_8mjq1a?x=1jqt&i=22hhhx

Amazing Chinese L4 Attending a Mandarin Summer 
Camp_sentences

https://quizlet.com/_8mpvhu?x=1jqt&i=22hhhx

Amazing Chinese L5 What Seems to Be Wrong? https://quizlet.com/_8mjq5w?x=1jqt&i=22hhhx

Amazing Chinese L5 What Seems to Be Wrong?_
sentences

https://quizlet.com/_8mpvko?x=1jqt&i=22hhhx

Amazing Chinese L6 Eat More Vegetables and Less 
Dessert

https://quizlet.com/_8mjq9v?x=1jqt&i=22hhhx

Amazing Chinese L6 Eat More Vegetables and Less 
Dessert _sentences

https://quizlet.com/_8mpvoa?x=1jqt&i=22hhhx

Amazing Chinese L7 I'm a Fan of Classical Music https://quizlet.com/_8mjqe4?x=1jqt&i=22hhhx

Amazing Chinese L7 I'm a Fan of Classical Music _
sentences

https://quizlet.com/_8mpvqz?x=1jqt&i=22hhhx

Amazing Chinese L8 Have You Warmed Up? https://quizlet.com/_8mjqj0?x=1jqt&i=22hhhx

Amazing Chinese L8 I Have You Warmed Up?_
sentences

https://quizlet.com/_8mpvta?x=1jqt&i=22hhhx

Amazing Chinese L9 I Live in the Suburbs https://quizlet.com/_8mjqma?x=1jqt&i=22hhhx

Amazing Chinese L9 I Live in the Suburbs _sentences https://quizlet.com/_8mpvvn?x=1jqt&i=22hhhx

Amazing Chinese L10 A Convenient Neighbourhood https://quizlet.com/_8mjqqa?x=1jqt&i=22hhhx

Amazing Chinese L10 A Convenient Neighbourhood _
sentences

https://quizlet.com/_8mpvz6?x=1jqt&i=22hhhx

Amazing Chinese L11 A Big Sale at the Mall https://quizlet.com/_8mjqud?x=1jqt&i=22hhhx

32

 教师手册说明

SAMPLE



Amazing Chinese L11 A Big Sale at the Mall _sentences https://quizlet.com/_8mpw3e?x=1jqt&i=22hhhx

Amazing Chinese L12 I Am an Exchange Student https://quizlet.com/_8mjqyn?x=1jqt&i=22hhhx

Amazing Chinese L12 I Am an Exchange Student _
sentences

https://quizlet.com/_8mpw68?x=1jqt&i=22hhhx

Quizizz是另一个便利的在线工具，更活泼具挑战性，老师可自行制作或上网搜寻已建置的

《Amazing Chinese 3》生词及句子练习，也可依自己的教学需求设计。。

Quia是网上练习及测验的工具，有多种的题型及模版供选择，可提供学生做差异化的练习。

◎在线工具非常多，以下仅供参考（部分工具引自Pong老师工作坊之分享，仅此致谢）

1.在线练习

https://www.memrise.com/  https://quizlet.com/

https://www.kahoot.com/   https://quizizz.com/

https://worldseries.educationperfect.com/

2.录音

www.educreations.com

3.笔顺工具

https://dict.naver.com/linedict/zhendict/#/cnen/home

https://www.mdbg.net/chinese/dictionary 

https://www.chineseconverter.com/zh-cn

4.互动评量及游戏模版

Pear Deck Vocabulary: https://www.peardeck.com/

Quia: https://www.quia.com/

tekhnologic: https://tekhnologic.wordpress.com/downloads/

转盘 https://wheeldecide.com/

5.制作课件、学习单

紫宣文化工具箱 https://www.purpleculture.net/chinese-tools/

林老师的工具箱 http://gongpai.sinaapp.com

教学小工具 https://www.toolsforeducators.com/

线上中文工具 http://www.mandarintools.com/

田字格系列工具箱 http://www.an2.net/

文字云 https://wordart.com/或https://www.wordclouds.com/

制作bingo卡片 https://osric.com/ 或  https://bingobaker.com/

书法字帖生成 http://new9.hlc.edu.tw/index15.asp

翰林中文，文字单 http://www.e-hanzi.com/main.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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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１课 我的新学校    6

第２课 我每天都很忙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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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课77 I Am a Fan of Classical Music
我是古典音乐迷

话题 描述课外活动以及休闲活动

教学目标
（学生将学会）

1.  列举自己会演奏的乐器

2.  谈论参与课外活动的情况

3.  描述周末和假期的休闲活动

生词

对话 1
弹、钢琴、级、古典、迷、除了……以外、拉、大提琴、吉他、流行、歌曲、

二胡、古筝、组、乐团、让

对话 2 美丽、纪录片、摄影、猜、节目、明星、名人、睡着

课文 1
暑假、回信、艺术、出去、逛街、展览、摇滚、乐队、歌手、演唱会、追星、

待、着、国外、旅游、开心 

课文 2 下棋、放、风筝、小提琴

语言点

1.  使用“不是 A 就是 B”的句型来表示选项只有 A 或 B 其中一个，不会有其他的

可能性

2.  使用“除了……以外，也／还……”来表示包括“除了”以后的事物

3.  在描写的语境中，使用“V 着”来叙述持续状态

文化点 1. 中国乐器：二胡、古筝　2. 追星文化

1.  老师先说明本课是第一册第九课“他的爱好是做运动”的延伸课程

（可参见《中文真棒》１课本 p.95）。

2.  老师打开 Poll Everywhere 线上调查工具，以 Word Cloud 文字云的

选项设置网络问卷“你的爱好是什么”，然后邀请学生用中文和英

文在自己的电脑上写出自己的爱好并上传，学生可写一个以上的爱

好，但一个爱好只能写一次。等学生都输入答案后，老师跟同学们

一起看文字云里出现的爱好有哪些。

⑴ 检视文字云里中文的部分，学生是不是都写正确了。

⑵ 检视文字云里英文的部分，如果是教过的生词，则帮助学生复习

中文是什么；如果是没教过的，例如“play piano”“play guitar 
in a band”等本课生词，老师可以顺势说明这一课将会教到有关

乐器、课外活动和假期休闲活动的内容。

暖身活动

  越多学生写出一样的答

案，文字云中的那组字会

越大。通过文字云可以即

时知道这个班级的学生喜

欢做些什么，老师也可以

知道学生有关爱好的书写

能力。没有设备的老师，

以小白板或者纸张替代亦

可。（活动参考康轩汉语

教学工作坊 2020 年 7 月 4
日童文妍老师的工作坊

“混搭学习新主张─差异

化任务型教学活动”)

教学活动建议

 教学设计：叶绍苹 Shao-Ping Yeh 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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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老师接着引导学生做课本 p.89 的暖身活动，通过互相问问题了解

同学的兴趣爱好是什么。学生利用课本的问卷题目，问自己的语言

伙伴“你有爱好吗？”如果有，就问“你的爱好是什么？”如果没

有，改问“你喜欢运动吗？”如果不喜欢，要回答“为什么？”老

师在教室走动，确认同学们利用互问的方式复习有关爱好以及运动

的生词。

对话情境说明 （课本 pp.90-91）
同学们都做哪些课外活动呢？本课对话一为金澳力、夏星明和林月三

人谈论自己会什么乐器，并描述自己在音乐方面的爱好。对话二为王

小东和张心华的对话，谈论个人对不同爱好及兴趣的喜好程度。

对话情境说明 （课本 pp.90-91）
●  暖身活动：学生三人一组，先说一说会弹奏的乐器，接着在电子词

典上搜寻乐器的中文名称，然后在线上共享白板 Whiteboard Fox 
(https://whiteboardfox.com) 上画乐器图，并写上乐器的汉字和拼

音。

小组完成后，将作品的链接放在老师设定的 Padlet 与其他同学分

享。老师展示 Padlet 上各组的作品时，请学生猜一猜其他组画的乐

器是什么，并试着读出标注的拼音，猜对最多乐器、中文发音最标

准的那组获胜。

●  生词教学：

1.  乐器相关：弹、钢琴、吉他、古筝、拉、大提琴、小提琴、二胡

⑴ 老师介绍演奏不同乐器应使用不同的动词，提醒学生有些英文生

词不一定只对应一个中文生词。例如“play”，第一册学过

“play basketball”“play soccer”是打篮球、踢足球，本课“play 
the piano”“play the violin”则是“弹钢琴”“拉小提琴”。

⑵ 指导学生完成对话练习的 Task 1 和 Task 2 的 Step 1（课本 p.92）
来巩固学习。

2.  音乐相关：古典、音乐、流行、摇滚、迷

　古典音乐＋迷

　流行音乐（K-pop 韩国流行音乐、C-pop 华人流行音乐）＋迷

　摇滚音乐＋迷

建议老师可以上网找一些代表各类型的音乐，把链接或 QR Code 放

在 PPT 里，在课堂上播放，问学生“这是什么音乐？”请学生用中

文回答。

1 对话 DialogueDialogue

  类似的线上白板工具很多，

老师可选用自己喜爱的工

具。没有设备的老师，也

可以用小白板或白纸代替。

如果班级程度差异过大，可在

分组时将不同能力的同学分成

一组，实施差异化教学。

差异化教学

  建议将所有这一课关音乐

的生词分类教。

  老师可用线上投票市调工

具调查班上学生会什么乐

器，问卷题目可包括“你

会弹钢琴吗？”“你会拉

大提琴吗？”等。

  老师可搭配线上投票工具，

调查学生喜欢什么类型的 
音乐，问卷可问学生“你喜

欢古典音乐吗？”“你喜不

喜欢流行音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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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参加、组、乐团、乐队、演唱会、歌手

　参加＋演唱会

　看＋歌手表演、音乐节目

　组＋乐团、乐队

老师可利用前面提到的文字云选项，请学生回答“你喜欢纽约爱乐

乐团吗？”“你最喜欢什么摇滚乐队？”“你最喜欢哪位流行音乐

的歌手？”“你最喜欢什么流行歌曲？”借由提问让学生理解乐

团、乐队、歌手、歌曲这几个生词的意思。

4.  明星、名人

老师可以直接用明星或者名人的照片，让学生理解生词意思。明星

包括电影明星、足球明星等，明星也是名人；名人则包括各行各业

的人，如科学家、艺术家等。

检验对话能力的活动 （课本 pp.90-91）
1.  对话一

⑴ 分组讨论三人对话的内容，完成 Task 2 Step 2 第 1-2 题。

⑵ 学生分别扮演澳力、星明和林月，朗读对话，老师去各组协助有

困难的学生。

⑶ 播放对话录音，学生先聆听，老师再根据对话内容提问，确认学

生理解后，再次领读。

提问可包括：“星明喜欢古典音乐吗？”“你怎么知道的？” 
“谁会弹吉他？”“你觉得澳力想跟林月还是星明一起表演？” 
“为什么？”

2.  对话二

⑴ 各组讨论小东与心华对话的内容，完成 Task 2 Step 2 第 3-6 题。

⑵ 学生角色扮演小东和心华，朗读对话。

⑶ 播放对话录音，老师根据对话内容提问，确认学生已理解对话内

容。提问可包括：“为什么小东猜心华已经看过《美丽中

国》？”“小东觉得《美丽中国》这个纪录片怎么样？”

3.  对话练习：完成 Task 3
⑴ 发给每个学生三张便条纸，学生在便条纸上分别写下三个与课外

活动和休闲活动有关的问题，并在每个问题的动词下面划线，提

醒学生三个问题都要使用不同的动词。例如“你参加什么课外活

动？”“你喜欢听摇滚音乐吗？”“你会不会弹钢琴？”写好以

后把三张便条纸贴在教室墙上。

⑵ 每位学生从墙上随机选择其他人写的三张便条纸，用上面的问题

随机访问三位同学。

⑶ 访问同学之后，把同学的答案写在便条纸上，然后把便条纸贴在

笔记本上。

  建议补充生词“乐”“着”

的多音字教学。

1.  乐
 lè - 快乐

 yuè - 音乐

 我觉得学音乐很快乐。

 参加乐团让我非常快乐。

2.  着
 zhe - 听着 
 zháo - 睡着

 爸爸看着电视就睡着了。

  我听着音乐，一会儿就睡

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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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活动参考答案
Task 1  打、踢、打、弹

拉、弹、弹、拉

Task 2  
Step 1  略（学生可以从课本 p.16 的人物介绍或各课的对话及课文中

找到相关讯息）

Step 2
1.  Classical music
2.  星明

3.  Documentary
4.  Yes. Xiaodong said “I knew you liked photography”, therefore 

Xiaodong had a good guess that Xinhua must have already 
watched the documentary. 

5.  Perhaps Xiaodong feels the documentary is not fascinating since 
“it has no movie star nor celebrity”.

6.  Xiaodong falls into sleep as he watches the documentary.
Task 3  略

课文是张心华给哥哥的回信，报告她的生活近况，描述她的课外活动

和周末、假期的休闲活动。另一页则呈现心华的课外活动表，搭配

Think Pair Share 看图讨论。

课文生词教学活动
1. 根据已学过字词的含义，预测新词的含义，如：

●  假期 = holiday + a period of time = holiday
●  放假 = let go + holiday = to have a holiday
●  寒假 = cold + holiday = winter vacation
●  暑假 = heat + holiday = ?

●  回家 = to return + home = return home
●  短信 = short + letter = text message
●  回信 = to return + letter = ?

2.  用图片的方式，引导学生学习补语，如：

2 课文 Text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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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追星：可用讨论的方式加深理解。请学生先阅读这篇有关“追星

族”的报道，然後讨论当地的青少年是不是也有类似此篇报道中所

提到的“追星”行为，他们在“追”哪个“明星”，他们怎么

“追”等等 。

8 Social Labels in China You Should Know About (Part 2) 
https://www.yoyochinese.com/blog/learn-mandarin-
chinese-social-labels-zhuixingzu-beibaozu-shangbanzu-yizu

4.  以线上工具检验生词认读和理解。利用 Quizlet，Quizizz，Quia 等学

习平台协助学生有效地复习生词、句子等。

课文理解教学活动 （课本 pp.93-94）
1.  Expert Group 专家小组

⑴ 根据班级人数，把全班分成 4-5 组（homegroup）。

⑵ 老师按人数调整题目的数目。公布题目以后，各组进行任务分

工，每个人负责一题，然后各自去课文里找出答案。

例如每组有五人，老师准备五个问题：

a. 心华为什么要写这封信？

b. 为什么心华不早一点儿回信？

c. 心华的周末活动是什么？

d. 你觉得心华的哥哥有什么爱好兴趣？你是怎么知道的？

e. 中文信要怎么写？

⑶ 找好答案以后，接下来进行小组重组，负责相同题目的人重新组

成新的专家小组 (expert group)。
⑷ 每个专家小组根据所负责的题目进行答案讨论，与其他同学交流

后再回到自己原来的小组，然后每个人轮流跟自己 homegroup 的

组员报告刚刚在专家小组讨论的结果。

⑸ 老师领读课文一，每一段念完后，随机选出其中一组回答刚刚讨

论的问题，各组可由刚刚分配到那题的组员回答，但其他组员也

可以帮忙回答问题。

2.  心华的课外活动表

⑴ 课本列举了 10 个 Think-Pair-Share 的问题，老师亦可用其他合作

学习的课堂活动来完成，例如 Numbered-Heads-Together，或者

上述的专家小组方式都可以达到课文的理解。

⑵ 老师也可以请学生用中文制作他们自己的课外活动表，然后跟同

学分享。

3.  完成课文理解 Task 1-Task 3（课本 p.95）巩固学习。

老师可以按照学生的学习动机

以及对各个工具的学习反应，

来决定是否使用线上工具学

习，或选用哪个线上工具来进

行教学。

差异化教学

这是差异化教学常用到的课堂

活动，学生利用分层讨论、小

组讨论，达到合作学习的目标。

差异化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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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文活动参考答案
Task 1  

Step 1  a. 拉小提琴　b. 看展览　c. 放风筝　d. 出国旅游  
e. 摄影　f. 逛街　g. 打网球　h. 下棋

Step 2  运动─ g　音乐─ a　旅游─ d  
艺术─ b、e　其他─ c、f、h

Task 2  1.  运动迷、暑假、教、待、节目

2.  流行音乐迷、组、追星、乐队、演唱会

3.  汉语迷、回信、出去、展览 
Task 3  略

3.1  “不是……就是……”（搭配课本 p.97 Task 1）
1.  老师利用例句说明“不是 A 就是 B”表示选项 A 和 B 中只有一

个是对的或是被选择的项目，不会有其他的可能性。

2.  完成课本 p.97 Task 1 巩固学习。

Task 1  参考答案：  
他每天不是吃就是睡，真无聊。  
这个星期的天气不是刮风就是下雨，真讨厌。  
周末她不是出去逛街就是在家上网，真忙。  
我最近不是在家做作业就是准考试，真累。

3.2  “除了……以外，还……”（搭配课本 p.97 Task 2）
1.  老师利用课前暖身的学生爱好的调查结果提问：“除了踢足球

以外， 你还有什么爱好？”“除了古典音乐以外，你还喜欢什

么音乐？”

2.  老师说明这个句型可带出同类事物的补充，老师可利用 p.96
的例句说明。学生理解句子形式后，说明“以外”可以省略，

意思不变，“还”可以替换为“也”。意思就是“除了……以

外， 还 ……” ＝“ 除 了 ……， 还 ……” ＝“ 除 了 ……，

也……”。例如：

除了数学以外，我还学习物理和化学。

→除了数学，我也学习物理和化学。

除了英语以外，我还会说西班牙语和日语。

→除了英语，我也会说西班牙语和日语。

3.  完成课本 p.97 Task 2 巩固学习。

Task 2  参考答案（学生自由作答，答案仅供参考）：  
1. 除了中国菜以外，我还吃过法国菜。  
2. 除了新加坡以外，我还去过泰国。  
3. 除了吉他以外，我还学过二胡。  
4. 除了西班牙语以外，我还会说日语。  
5. 除了这件白色的裙子以外，我还喜欢那件蓝色的长裤。

3 语言点 Key LanguageKey Langu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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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Verb + 着”（搭配课本 p. 97 Task 3）
“Verb + 着”表示状态的持续。可用图片解释“他在穿衣服”和

“他穿着大衣”，说明“在”和“着”的差别。

他在穿衣服 他穿着大衣

Task 3  参考答案：

她戴着一条漂亮的围巾。

他拿着一杯热红茶。

王太太每天都带着孩子去散步。

爷爷和奶奶在咖啡馆坐着喝饮料。

听力练习指导 （课本 p.98）
4.1  第一题听力是为了达到第一个教学目标“列举自己所能演奏的乐

器”而设计。

4.2  第二题听力是考学生是否理解不同音乐类型的生词和“不是……

就是……”这个语言点。

4.3  第三题听力是为了达到本课第二和第三个教学目标，确认学生是

否能辨识不同的课外活动，以及熟悉“除了……以外，还……”

这个语言点的用法。

4.4  第四题听力是巩固以上的教学目标和语言点的综合题。

听力稿
4.1  
1.  我是大明，我会弹钢琴和拉大提琴。我对中国音乐也有点儿兴趣，

我跟古筝老师学了三年古筝，老师说我弹得还不错。

2.  我姐姐也喜欢音乐，她待在家里的时候，不是听摇滚音乐，就是听

韩国流行音乐。

4.2  
A：Tingting，除了纪录片以外，你还喜欢看什么电视节目？

B：让我想想，除了纪录片以外，我还喜欢看旅游节目。

4 听力 ListeningListening

  听力答题技巧：

  老师第一次放音档，请学

生写下听到的关键字，并

将不确定的字圈出来。

  老师第二次放音档，请学

生特别注意那些圈出来的

字并进行核对。学生写下

答案后跟隔壁同学交换。

  老师将听力稿打印出来发

给学生，然后第三次放音

档，这次老师带着学生看

着稿子听一次并核对答

案，听完后，批改隔壁同

学的听力答案。

  请学生交换回来，再次核

对同学批改自己的答案是

否正确。

4.1  
1.  □√钢琴  □√大提琴  □√古筝

2.  □√ She is a fan of rock music.

听力答案

4.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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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除了星期二和星期五以外，我每天都参加课外活动。

星期一我和心华一起下棋，星期三我去游泳队练习游泳，星期四我和

澳力一起上吉他课。

4.4  
●  我是 Austin，我对艺术很感兴趣，放学以后，除了和朋友出去以

外，我还常常去看展览。

●  我是 Lily，我对古典音乐很感兴趣，假期的时候，我不是练习弹钢

琴，就是去听音乐会。

●  我是 James，我对摄影很感兴趣，周末的时候，我不是出去拍照

片，就是去上摄影课。

●  我是 Katie，我对运动很感兴趣，下课以后，除了去体育馆游泳以

外，我还常常去踢足球。

口语练习指导 （课本 p.99）
这个活动叫口语练习罐。

Step 1  每个人准备一个罐子。在 p.99 下方写下三个你想了解你朋友

兴趣和爱好的相关问题。这些问题可以和表格中其他提供的问

题类似。

Step 2  打印第 99 页，然后沿着虚线将题目分别剪下来。折叠后放进

罐子里。

Step 3  学生在教室里自由走动，从罐子里挑出一张纸条，然后找到一

位同学，问同学纸上的三个问题。问完一位同学后，再找另一

位，直到时间到为止。

Step 4  得到了同学们的回答后，要分别在方框里打勾。五分钟时间到

了以后，老师问同学们谁的罐子里剩下的纸条最少（意思就是

谁问了最多问题）。

活动后讨论，老师问学生他们得到哪一个问题的回答最有趣，请学生

举例说明。老师引导学生讨论这些问题是不是有相似的地方，该怎么

问问题才会得到比较有意思的答案。

4.3  
星期一 play chess
星期二 X
星期三 swim
星期四 have guitar class
星期五 X

4.4  
(James)(Katie)
(Austin)(Lily)

5 口语练习 Oral PracticeOral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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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兴趣调查（课本 p.100）
这个活动包括 Step 1 写出调查表的答案，Step 2 学生写了调查表以

后，选择一个名人，以粉丝的身份给他写信。

Step 1  用中文回答调查问卷，包括以下问题：

⑴最喜欢的科目

⑵最喜欢的学校课前活动及课后活动

⑶最喜欢的电影和／或电视节目

⑷最喜欢的歌曲和／或歌手 
⑸ 你不在学校的时候喜欢做些什么？（你的任何爱好、才艺、

运动等）

Step 2  选择一个名人（歌手或其他领域皆可，无论在世与否），学生

以一名粉丝的身份写一封信给这位名人，让这位名人知道你喜

欢他的工作。信的内容应该包括自己的名字，为什么喜欢他，

自己是如何支持他们的，以及为了将来能像他一样，自己做了

什么努力。

6 任务活动 ActivityActivity

学生根据自己崇拜的偶像来写

信，提高完成任务的动机。

（给自己偶像写信的过程，学

生会对自己的兴趣爱好更理

解。）

差异化教学

  这个年纪的学生可能都有

跟自己爱好相关的偶像，

如果以粉丝立场去写信，

可以把写信这件事变得有

趣味，也达到练习写信的

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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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习本解答

7.1  
1.  弹古筝、tán gǔzhēng、play guzheng   
2.  逛街、guàngjiē、to go window-shoppping
3.  摄影、shèyǐng、photography; filming 
4.  追星、zhuīxīng、to be obsessed with a 

celebrity
5.  拉二胡、lā èrhú、play erhu
6.  弹吉他、tán jítā、play guitar
7.  拉小提琴、lā xiǎotíqín、play violin

7.2  
1. □  □√　2. □√  □　3. □√  □　4. □√  □

1.  我会打网球和篮球。

2.  我会弹钢琴，也会拉大提琴。

3.  张老师不但会游泳，而且会踢足球。

4.  除了玩滑板以外，我还会下棋。

7.3 
1.  和　2. 也　3. 不但、而且　4. 除了、以外、还

7.4  
1.  我们一家都是摇滚乐迷。

2.  她是古典音乐迷，但是讨厌歌剧。

3.  他是流行音乐迷。他和他的朋友们想在学校

组乐队。

7.5  （答案仅供参考）

1. Coldplay 这个摇滚乐队的歌曲很好听。

2. Chopin 的钢琴曲非常好听。

7.6  
1.  一边、一边；chatting、listening to music
2.  不是、就是；windy、rainy 
3.  不但、而且；play the piano、play violin
4.  除了、还；learn Korean、the concerts 

7.7   

①  ⓑ :  I want to start a band. Are you guys 
interested? 

　 ⓙ : Let me think about it. 
②  ⓗ : Do you like rock, classical or pop music?  
ⓖ : I’m a rock music fan. Do you play guitar?

③  ⓒ : I can only sing, but I’m a good singer. 
　 ⓐ :  In addition to playing the guitar, I play the 

cello.
④  ⓓ : You can be a singer in the band.  
ⓘ : Where would you like to practice?  
ⓕ :  How about coming to my house? I have a 

music room at home where my dad tutors 
his students on the piano.

7.8  略

7.9  
1.  The school is starting soon and Lili needs to get 

her summer homework done quickly.
2.  Lili’s birthday is coming soon. Lili guesses that 

Xiaomei is planning to buy her a birthday 
present.

3.  Because Lili correctly guessed Xiaomei‘s intention 
of buying her a birthday present, Xiaomei priased 
Lili for being beautiful and smart.

4.  They’ll meet downtown Saturday at 1:00 p.m. 
Go to the Art museum for a photography 
exhibition, then to the mall for some shopping.

5. Lili thinks Xiaomei is nice to her. 
Challenge   
1.  她想快点儿把暑假作业写一写。

2.  丽丽的生日快到了，因为小美打算给她买礼物。

听力稿

88

第７课　我是古典音乐迷

SAMPLE



3.  漂亮的丽丽猜对小美要做的事。

4.  她们先去美术馆看摄影展览，再去商场买东

西。

5.  丽丽觉得小美对她很好。

7.10  
Task 1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Drama  Arts Club – 
photography 

Play basketball 

星期四 星期五

Band - Play guitar or
practice Pop-song 
singing 

Chinese School – Learn 
the Chinese langauge

我每天都有课外活动。

星期一下午从三点半开始，我要上两个

小时的戏剧表演课；

星期二我要去艺术俱乐部学习一个小时

的摄影，然后自己坐四点半的公车回家；

星期三从三点半到五点半，我都和同学

一起练习打篮球；

每个星期四，我不是在乐团练习弹吉

他，就是和乐团的朋友一起练习唱流行

歌曲；

星期五……星期五……我星期五做些什

么课外活动呢？对了！星期五下课以

后，我要去中文学校学中文！

 7.11
1.  就　2. 才　3. 才　4. 就　5. 才

7.12  略

7.13  
1. (c)　2. (a)　3. (c)　4. (b)

A： Archie，这个学期你参加什么课外活

动？

B： 老师，我参加了学校的乐团。

A： 我不知道你对音乐感兴趣，你喜欢听

什么音乐？

B： 我不是听韩国流行音乐，就是听华人

流行音乐。

A： 你追星吗？

B： 我觉得追星没意思，不过我去过 IU
和 Twice 的演唱会。

A： 是 吗？ 韩 国 的 IU 和 Twice 都 很 有

名。那华人呢？你有没有特别喜欢的

华人歌手？

B： 我很喜欢黄明志和王力宏，他们一起

唱的“漂向北方”非常好听。

A： 我也听过“漂向北方”，对了，你知

道漂向北方的“漂”和漂亮的“漂”

是一样的汉字吗？

B： 真的吗？我不知道漂亮的“漂”除了

可以念 piào 以外，还可以念 piāo，
中文太难了！

A： 中文一点儿也不难，你看，我们学过

的每一个汉字都很有用 !

7.14  
1.  His/her parents wanted him/her to be a happy 

person. 
2.  Since he/she is an only child, his/her parents 

wish he/she makes friends with the same 
interests and hobbies so he would not get bored 
by himself. 

3.  Grandma: Guzheng  
Grandpa: Erhu  
Dad: Guitar, Cello   
Mum: Singing  
Me: Piano, violin 

4.  He/She wants to be a celebrity in the music 
world, just like Lang Lang.

5.  Mondays: N/A  
Tuesdays: Band – play violin or piano  
Wednesdays: Practice drama performance   
Thursdays: N/A  
Fridays: Band – play violin or piano  
Weekends: Piano  
Yearly: Drama performance

7.15  略　　　 7.16  略

听力稿

听力稿

8988

� 第７课　我是古典音乐迷

SAMPLE



学习单①
配合《Amazing Chinese》第三册　第 7 课

 What are they doing? Identify the activities with appropriate verbs.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90

SAMPLE



学习单②
配合《Amazing Chinese》第三册　第 7 课

 Fill in the blanks to write a letter about Mingming’s interests and talent. 

王老师：

　　您好！

　　请您告诉我，我要怎么　　　　　学校的乐团 ?

　　虽然我有很多爱好，可是我对音乐最感兴趣。我的家

人也都很喜欢音乐，我爸爸不但会弹　　　　　，而且会

拉　　　　　。我妈妈唱歌唱得非常好，她还会弹古筝。

　　我从小就学弹钢琴和画画，下课以后，我　　　　　

去钢琴老师家学钢琴，　　　　　去美术老师家学画画。

　　这学期我在学校参加两个课外活动，　　　　　学校

的游泳队　　　　　，我　　　　　参加了学校的音乐剧

表演。今年六月我们要表演音乐剧“小美人鱼”，所以每

个星期二和星期五放学以后，我们都要在学校练习。我很

喜欢音乐剧，有空的时候，我也去音乐会，　　　　　

的、摇滚的、流行的，我　　　　　喜欢。我觉得音乐带

给我很大的快乐。

 明明

 　　六月一日
* 乐团 orchestra　* 音乐剧 musicals　

* 小美人鱼 The Little Mermaid

小提琴　还　古典　都　参加　吉他

不是……就是……　除了……以外……

Word Bank

9190

S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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