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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azing ChineseAmazing Chinese is written for students who learn Chinese as a second/
foreign or additional language in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will develop their 
speaking, listening, reading and writing skills through activities and exercises 
that are essential and interesting.

Inside the workbook, each lesson includes lesson exercises, unit reviews and 
character writing exercises. 

1.  A diversity of reading, writing, listening and speaking practice to achieve 
the goals of comprehension and communication. 

2.  Practical application of the language is strengthened through real-life 
authentic language use situations. 

3. Differentiated practice catering to students of varied abilities. 

4.  The unit key points are organised in picture form to effectively assist with 
student memorisation and integration.

5. Scan for instant listening practice and review at anytime and anywhere. 

《中文真棒》是针对汉语非母语的中学生所编写的中文教材。透过基本且有趣的课堂活动及

练习，学生将逐步提升听说读写的能力。

练习本中包含了各课练习、单元复习及汉字习写。

1. 提供多元读写及听说练习，达到理解和沟通的目标。

2. 内容融入真实生活应用情境，强化语言的活用。

3. 题目设计照顾不同能力的学生，提供差异化练习。

4. 图像式整理单元重点，有效协助学生记忆及整合。

5. 听力练习扫码立即听，随时随地可练习、复习。 康轩国际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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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roduction

本练习本配合《中文真棒》教材设计，

提供学生于课堂学习之后，进行听说

读写练习。教师可用于课堂上，作为

课堂活动的延伸练习，亦可指派为回

家作业，由学生自行完成。

内容包括各课练习、单元重点整理、

生词习写及独立成册的单元复习册。

一一、、各课练习各课练习：：除了各课基本词汇、

语句的练习题，还设计真实生活应用

情境，强化语言的活用。

二二、、单元复习单元复习：：以图像整理单元重点，

协助学生有效记忆及整合复习。

三三、、生词习写生词习写：：完整收录全册生词，

供学生练习习写，教师可视学生状况

弹性运用及指派作业。

四四、、单元复习册单元复习册：：仿考试题型设计，

可用以检核学生是否学会该单元学习

内容。

语言学习重在能活用，练习应重质不

重量，不需拘泥于单一固定的答案与

模式。教师可依学生个别状况给予合

适的引导。

本书中各课练习及单元复习册涵盖不

同形式的听说读写题型，期能透过多

样的形式让学生学习语言的知识、沟

通与表达。

This Workbook accompanies the "Amazing Chinese" Textbook. 
It contains supplemental listening, speaking, reading and writing 
exercises for students. It can be used to augment in-class practice, or 
assigned as homework.

It contains exercises for each lesson, unit reviews, character writing 
exercises and a test packet.

I. Lesson exercises: In addition to vocabulary and sentence pattern 
exercises of each lesson, real-life language application scenarios are 
also included to strengthen practical language skills.

II. Unit reviews: The key points from each unit are represented 
graphically to assist students' memory, and review exercises provide 
for integrated unit review.

III. Character writing exercises: It includes complete entries each 
vocabulary item presented in this volume. Teachers may adjust 
assignments according to individual student skill level.

IV. Unit test packet: Mock test questions evaluate students' retention 
and mastery of each unit's content.

The primary motive of foreign language study is the practical 
application thereof, Language practice should stress quality over 
quantity, and not be preoccupied with adhernence to one standard 
correct answer or format. With adherence course, teachers have the 
freedom to instruct students according to their individual abilities and 
needs.

The exercises and test packet contained herein comprise a variety 
of exercises for listening, speaking, reading and writing, through 
which students will be able to increase their knowledge of Chinese, 
strengthening their communication and expression ski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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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on 设计与说明 (Icon design and explanation)

 聆听 Listening

 说话念读及录音 Reading aloud and recording

 阅读 Reading

 回答问题及短文写作 Answering questions, and short composition

  扫码在线听（聆听稿参见教师手册） 
Scan for online listening (The script for listening, see Teacher's 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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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每天都很忙 I Am Busy Every Day

2.3  Answer the survey questions about your school subjects.

 1. 你觉得什么科目最有用？

 2. 你觉得哪门科目最难？

 3. 你觉得最容易的科目是什么？

 4. 你做哪门科目的作业要花一个小时？

 5. 你哪门科目的测验成绩最高？

 6. 你最喜欢学习什么科目？

 7. 你最讨厌什么科目？

 2.4  Listen to the students telling their opinions about the foreign language choices 
at their school. Then, fill in the table below.

你觉得学外语怎么样？

Foreign Language General Opinion Reason and Comments

1 Chinese Useful But there is too much homework

2

3

4

5

 2.5  Have you enrolled in the class subjects below? Why or why not? Write your 
opinion about each subject, providing justification and further comments. 

Art Geography

Physical English

7-10

 2.1 Rewrite the following school subjects in the correct campus building below.

英语 数学 汉语 生物 化学 美术 法语
体育 音乐 西班牙语 德语 戏剧 物理

数学楼

数学

科学楼 运动中心语文楼 艺术中心

� ＊语文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艺术 art 
 ＊Challenge:  What other subjects are you studying that are not on the list above? Write them out 

in Chinese and English. You may use a dictionary for help.

    

2.2  Listen and circle the correct pinyin for the Chinese word that you hear. Then, 
write out each word in Chinese along with its English meaning in the space 
provided. The first character for each word can be found in box A, and the 
second character will be in box B.

 

期 外 择 动 习 厌
演 用 目 易 绩 验

B

学 成 测 讨 科 活
容 课 选 有 表 复

A 1. xuéxí / xuéqī / fùxí 学期 school term

2. kēmù / huódòng / kèwài 

3. xuǎnzé / xìjù / qítā 

4. róngyì / chéngjī / yǒuyòng 

5. cèyàn / tǎoyàn / biǎoyǎn 

 ＊Challenge:  Use the characters in boxes A and B to form more words from lesson 2. Write down 
the pinyin and the English meanings as w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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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Choose one of the following options below to write a one-minute Chinese 
speech about your school life. Then, record and submit it to your teacher. 
(Options 1 and 2 are question sets, and option 3 is a speech template.)

2.6  What 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 does your school offer? Design a mini poster to 
promote the activity that interests you the most. 

 

 2.7  Write the correct pinyin next to each word, and then match it to its description in 
Chinese below.

1. 课程 kèchéng 2. 课程表 3. 课间休息 

4. 周会 5. 知识 6. 比赛 

7. 考试 8. 家长会 9. 日记 

a. 每个星期一次，不上课，有时候在大礼堂，有时候在教室。

b. 爸爸妈妈和老师见面，说说我在学校怎么样。

c. 老师教，我们学，对我们非常有用。

d. 看一看学校几点上什么课、几点休息和吃饭。

e. 不忙不累的时候，写一写“我的一天”。

f. 学生在学校不同科目的学习。

g. 要复习很长时间，然后会有成绩。

h. 可以去小卖部买点心，或者和朋友聊天。

i.  可以和同学们一起参加，最后会有第一名、第二名和第三名。

我今年学习的科目

Option 1 

1. Which year are you in?

2.  How many classes are you taking this 
year? Which subjects?

3. Which subject do you like the most?

4.  Which class is the most challenging to 
you, and why?

5. Why did you decide to take Chinese?

6.  What are your opinions about your 
other classes?

7.  Talk about the amount of homework 
and tests at your school.

8.  Talk about the 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 
you're doing this term.

Option 3 

大家好，今年我上 年级。我今年选择了

科目，有 ，还有 。

我最喜欢的科目是 ，因为 。

我觉得 最难，因为 。 

我选择了学习中文，因为 。 

其他的科目，我觉得 最容易，因为 。 

我最讨厌 ，因为 。

我还选择了 ，因为我觉得这些科目非常有用。

我的作业 ，我每天花 做作业。中文老

师要我们经常复习，我的中文测验成绩 。这个学期，

我每个星期 在 参加 课外活动。

我和同学们 ，很好玩。

Option 2 

1. 你今年上几年级？

2.  你今年学习几门科目？什么科目？

3. 你最喜欢哪门科目？

4.  哪门科目最难？为什么你觉得难？

5. 你为什么选择中文？

6. 你觉得其他的科目怎么样？

7.  说一说你们学校的作业和测验。

8.  说一说你这个学期参加的课外活动。

戏剧俱乐部
日期：星期一和星期三

时间：下午3点 ～ 4点45分
地点：学校大礼堂

欢迎来参加！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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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Listen and fill in the missing information from Xiaoming's class schedule below.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第一节
(1) 数学 英语 中文 历史 物理

第二节
8:20-9:00

(2) 数学 音乐 生物 英语

第三节
9:10-9:50 生物 化学 英语 数学 历史

课间休息─30分钟
第四节

10:20-11:00 化学 物理 数学 化学 音乐

第五节
11:10-11:50 历史 音乐 生物 物理 体育

午饭─(3)

第六节
13:00-13:40 戏剧 生物 体育 中文 (5)

课外活动
14:00-15:00 (4)

歌唱表演
俱乐部

 ＊Challenge:  Write down a reasonable question for each answer.

 1.   2. 

 3.   4. 

 5.   

2.10  Read the class schedule in exercise 2.9 and answer the questions below. 
Provide detailed answers to each question, compared with the simple 
answer below.

 Example:小明一个星期有几节中文课？

Simple answer    More details

他每星期有两节中文课,    星期三第一节课和星期四第六节课。

 1. 他星期一有没有体育课？Æ

 2. 他在学校的课间休息多长时间？Æ

 3. 他在学校的午饭时间从几点到几点？Æ

 4. 他一个星期参加几次课外活动？Æ

 5. 他星期几有化学课？Æ

2.11  Fill in the blanks to complete the sentences containing "得" or "比" below. Refer 
to p.36 in your textbook. 

 1. 我觉得妈妈  得还可以。

 2. 我的中文老师教得 。

 3. 这个学期我的物理 得 。

 4. 我朋友的学校比我的学校 。

 5. 我觉得 比英文容易。

 6. 比 更有趣。

 7. Make your own complete sentence using "得".

  

 8. Make your own complete sentence using "比".

  

 2.12  A Chinese student is talking about one of his school days. Listen carefully and 
correct the mistakes that he wrote in his Daily School Journal below.

Date：Friday, 3rd December

Period Subject Activity How you feel about the class

1 Biology
Learnt about 
fish anatomy

Boring

2 Mathematics Fun test More interesting than period 1

Break 20 minutes

3 Music
Listened to 

music
The teacher taught really well.

4 Chinese Read novels
Difficult. I couldn't really 

understand.

5 Physical Education Running Favourite class

Lunch --

6 --

Extracurricular activity：Basketball

How do you feel after school today：not really tired

Weekend plan：Busy weekend! A lot of homework to do!

Next week：We're having final exa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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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If 小丽 was your friend, how would you answer her five questions in exercise 2.13 
based on your own life? Record yourself answering the questions and submit it to 
your teacher. You will get a higher score for answering questions with more than 
one sentence.

 

2.15   Create a pamphlet describing what it's like to be a student in your year for 
Chinese students who are interested in enrolling at your school. Follow the 
instructions below:  

 1. Write and explain your class schedule in Chinese.
 2. Talk about the class subjects you are taking this year and the reason you chose them.
 3.  Talk about the 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 homework, tests/exams, and parent-teacher 

conferences at your school.
 4.  Choose a particular school day and describe what classes you had, what you did in each 

class, as well as your opinions about each class and teacher.
 5. Express how you feel about your school life.
 • �Remember to include the new vocabulary terms and sentence patterns from this lesson.

 2.13  小丽 and 大明 are texting. Read their conversation and answer the questions.

 1. 为什么大明忙得没时间给小丽打电话？

 2. 大明和小丽学校的课程有什么不一样？

 3. 大明为什么喜欢新学校的老师？

 4. 大明的课外活动是什么？他喜欢吗？

 5. 大明每天花多长时间做作业？

 6. 大明什么时候会有考试？

  ＊Challenge:  Based on their chat log, write another 4 questions to ask about 大明's school life.

 1.     2.  

 3.     4.  

Messages

●●●○○    Network 9:39 AM

Details 

75%

大明，你一个星期没给我打电话了。每天都在忙什么？

你学校的课程和我们中国学校的课程一样吗？

你们学校的老师怎么样？

你放学以后做什么？

你们学校考试难不难？

小丽，对不起。我每天都很忙，早上七点半上课，一天上六节课，

一节课五十五分钟，休息或者午饭时间也经常有表演和比赛。

不太一样，有些科目比中国学校的科目容易，比如数学和地理。

有些科目更难，比如英文和历史。

老师们很好，教得很有趣。我的英文不太好，

有时候不明白老师说什么，他们也会帮我。

我有课外活动。这个学期我参加了科学家俱乐部，我们经常做实验，

非常有意思。我还有不同科目的作业，每天都要做一个半小时。

我们还没有考试。我的同学们都说有点儿难，

所以我要好好复习下个月的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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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t I (L1~L4)Review 1

Key Language
Indicating a sequence of two events occuring in succession

Subject 一 Verb / Verb Phrase 就 Verb / Verb Phrase

他 一 到小卖部， 就 买可乐。

她 一 回家， 就 做作业。

“If…” conditional-result clause

你
只要

到西安，
就

一定要看兵马俑。

我 到爷爷家， 不能说英语。

“Not only…but also …”

妈妈
不但

喜欢学武术，
而且

喜欢写书法。

下星期五 有家长会， 有橄榄球比赛。

Complement of degree

姐姐 写字 写
得

很漂亮。

弟弟 看电视 看 非常专心。

Making comparisons

A 比 B Stative Verb (Adjective)

我的头发 比 他的头发 长。

物理老师 比 化学老师 严格。

Indicating the beginning of an actions

弟弟
从

十二月
开始

学画国画。

爷爷 明天 要到公园打太极拳。

Indicating everything has the same feature(s) with no exception

每每个同学都都对老师很有礼貌。    

爸爸想每每天都都吃不一样的菜。

Measure words

间 层 所 位 门 节

一间间书房
两间间教室

两层层
第三层层

一所所大学
一所所图书馆

三位位老师
一位位校长

十门门课
(for subjects)

六节节课
(for lessons)

Vocabulary

教学楼： 中学楼、小学楼、幼儿园、

教室、实验室、校长室、

办公室

设施： 图书馆、游泳池、体育馆、

操场、礼堂、食堂、宿舍、  

小卖部、停车场

campus-related things：

学院、校门、楼、层、所、  

室内、室外、齐全

 校园 Campus

科目： 生物、物理、化学、戏剧、  

科技、马来语、语言

中文： 口语、对话、拼音、笔顺、  

笔画、听力

文化： 国画、书法、武术、京剧、  

太极拳、功夫、包饺子

expressing your opinion about your studies：

难、容易、讨厌、有用、有趣、  

感兴趣、厉害、累、美、  

齐全、高兴、进步、明白

 学习 Study

课程： 学期、复习、测验、考试、

成绩、课间休息、课程表、

周会

课外活动： 俱乐部、表演、练习、

露营、比赛、夏令营、

家长会、学生会、  

高中、橄榄球队

other：

迟到、介绍、聊天、计划、交换、

机会、认识、选择、会长、故事、

日记、希望、时间、知识、读、 

读书、各种各样、继续、花时间、

忙

学校生活 School life

有礼貌、努力、聪明、有耐心、  

开朗、脾气好、专心、热情、  

笨、严格、做事认真

other:

开玩笑、不同、鼓励、帮助、  

有名、一定、总是

个性、性格 Person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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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t 1 (L1-L4)
Review

1

 SectionListening

1   你将听到几个中文句子，在唯一正确的方格里打勾 (√) 回答问题。　　
  You will hear some short sentences in Chinese. Answer each question by ticking (√) one 

box only.
1. 在学校，你听到：小李去小卖部买了什么？

 ☐ A. bread　☐ B. pizza　☐ C. cake　☐ D. hamburger

2. 在教室，你听到：小王在哪儿参加了武术比赛？

 ☐ A. basketball court　☐ B. football field　☐ C. gymnasium　☐ D. swimming pool

3. 在家里，你听到：丽丽跟中国朋友学会了做什么？

 ☐ A. bread 　☐ B. noodles 　☐ C. dumplings 　☐ D. rice

4. 在夏令营，你听到：李老师教了小林什么？

 ☐ A. dancing　☐ B. Chinese books 　☐ C. sports 　☐ D. singing

5. 在学校，你听到：弟弟从小学开始学习什么？

 ☐ A. speaking Chinese　　　 ☐ B. writing Chinese characters 　
 ☐ C. singing Chinese songs ☐ D. writing the pinyin

2   李文在说她昨天在学校做了什么。　　
 Li Wen is talking about what she did at school yesterday.  

 请听下面的对话，在唯一正确的方格里打勾（√）回答问题。
 You will hear the conversation. Answer each question by ticking (√) one box only.  

1 8:00 am
☐ A. ☐ B. ☐ C. ☐ D. 

2 9:00 am
☐ A. ☐ B. ☐ C. ☐ D. 

3 12:30 pm
☐ A. ☐ B. ☐ C. ☐ D. 

4 1:00 pm
☐ A. ☐ B. ☐ C. ☐ D. 

5 3:00 pm
☐ A. ☐ B. ☐ C. ☐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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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朋友们在一起谈他们明年要选择的科目。　　
 Several friends are talking about the subjects they plan to take next year.

 请听录音，选择正确的图片回答问题，将字母填入方格里。
  Listen to the recording. Write the letter of the corresponding picture in the box next to the 

correct person's name. 

A B C D E 

1. 丽英 (Liying) 

2. 小亚 (Xiaoya) 

3. 新明 (Xinming) 

4. 力强 (Liqiang) 

5. 美美 (Meimei) 

4   王丽正在跟朋友谈她在英国上学的经历。  
  Wang Li is talking to her friend about her experience studying in the UK. 

  请听录音，判断王丽对以下问题的看法是 A 正面的，B 负面的或 C 正面和负
面的都有，在唯一正确的方格里打勾（√）。

  Listen to the recording and for each question, decide if Wang Li's opinion is A positive, B 
negative or C both positive and negative. Answer each question by ticking (√) one box 
only. 

1 天气 ☐ A. 正面的　　☐ B. 负面的　　☐ C. 正面和负面的都有

2 学校 ☐ A. 正面的　　☐ B. 负面的　　☐ C. 正面和负面的都有

3 外语 ☐ A. 正面的　　☐ B. 负面的　　☐ C. 正面和负面的都有

4 新老师 ☐ A. 正面的　　☐ B. 负面的　　☐ C. 正面和负面的都有

5 宿舍 ☐ A. 正面的　　☐ B. 负面的　　☐ C. 正面和负面的都有

5   你第一次到新学校，一位高中学生张力给你介绍。　　
  Zhang Li, a senior high school student, is giving you a school tour.

  请听录音，选择正确的图片回答问题，将字母填入表格里。
  Listen to the recording. Write the letter of the corresponding picture in the box next to the 

correct floor. 

A B C D E F

四层

三层

二层

一层

6   记者采访去中国当交换学生的大永。
  A journalist is interviewing Dayong, an exchange student in China.

  请听录音，在正确的方格里打勾（√）回答问题。
  Listen to the recording. Answer each question by ticking (√) one box only.

1. 大永什么时候去当交换学生的？

 ☐ A. 今年七月　　☐ B. 上星期　　☐ C. 去年七月

2. 大永的爸爸妈妈希望他大学毕业以后，做什么工作？

 ☐ A. 教唱歌　　　 ☐ B. 教语言　　☐ C. 教数学

3. 大永怎么练习汉语的口语？

 ☐ A. 练习拼音　　☐ B. 唱中文歌　　☐ C. 中文考试

4. 在东海中学，大永觉得学汉语什么最难？

 ☐ A. 用汉语对话　　　 ☐ B. 汉字测验　　☐ C. 唱中文歌

5. 大永现在想参加什么中文的活动？

 ☐ A. 中文戏剧表演　　☐ B. 唱中文歌比赛　　☐ C. 中文说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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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角色扮演 Role Play　　
  Imagine that you are in the following two situations in China. Follow the steps and give 

short responses in Chinese. Record your role-play and submit the recording to your 
teacher.

Step 1:
Read the situations carefully.

①  你参加了在中国的

夏令营。你在跟姐

姐谈话。

②  你第一天去你的新

学校。晚上爸爸在

问你一些问题。

Step 2:
Scan the QR codes and 
listen to the questions.

请回答姐姐的问题。

54

请回答爸爸的问题。

55

Optional:  If you don't understand the questions, you may scan the QR codes below.

①  ②  

Requirements:
√  Your answers must include all the information asked for in the 

situation questions.
√  Your language use must be accurate and appropriate to the 

situation. Short responses are allowed.

 SectionSpeaking

2   话题对话 Topic conversations 
  Some Chinese friends would like to talk about the topics below with you. Follow the steps 

and the requirements to complete the conversations and submit your recording to your 
teacher.　　

Step 1:
Read the topics carefully.

① 学校 ② 学中文

Step 2:
Scan the QR codes and 
listen to the questions. 
Then, record and submit 
your answers.

56 57

Optional:  You may scan the QR codes below if you don't understand the questions, or if 
you need ideas to further develop your answers.

①  ②  

Requirements:
● Communication:

√ Respond to all questions with confidence.
√ Express information that is relevant to the questions.
√ Develop your ideas and opinions. 
√ Justify and explain your answers. 

● Quality of Language:
√ Use complex language structures in your answers.
√ Use accurate vocabulary from different topics in your answers.
√  Express yourself fluently with accurate pronunciation and to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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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请看下面的图片。选择唯一正确的答案，将字母（A-E）填入方格中。　　

A B C D E 

1. 弟弟喜欢画画，他明年要学美术。 

2. 小星明天有体育课，她要去游泳。 

3. 姐姐明年要选生物。  
4. 林林很喜欢用电脑，也常常教奶奶上网。   
5. 小中这个假期要去北京学习武术。 

2   请看下面的图片。选择唯一正确的答案，将字母（A-E）填入方格中。　　

A B C D E 

1. 大明在体育馆里打篮球。 

2. 文文上个星期考了地理。 

3. 小丽要去唐人街吃中国菜。 

4. 力永在法语教室里练习口语。 

3   阅读以下句子。选择唯一正确的答案，在方格里打勾（√）。

      

明明周末很忙，他要跟朋友去踢足球。下星期三他有数学考试。 
他长大以后想当一个医生。

1.  明明有什么爱好？☐ A. 跳舞　　☐ B. 跑步　　☐ C. 打网球　　☐ D. 踢足球  
2.  明明下星期三有什么考试？☐ A. 汉语 　☐ B. 化学 　☐ C. 数学 　☐ D. 音乐

3.  明明以后想当什么？☐ A. 工程师　　☐ B. 老师　　☐ C. 医生　　☐ D. 厨师

 SectionReading 4   阅读以下短文，用中文回答问题。

小京：

　　你好！我八月十七日去了我的新学校。这里虽然校园不太大，但是 
设施齐全。篮球场和足球场离教学楼都不太远，走路只要两分钟就到了。

星期二和星期四下课以后，我都会去做一个小时的运动。

　　学校小卖部在学生食堂的旁边，我在食堂吃了饭以后，可以去小卖部

买好吃的零食。我常去那儿买面包和寿司，再去图书馆上网或者看故事书。

　　我很喜欢化学课，因为我们常常在实验室做很多有趣的化学实验。我

也非常喜欢汉语课，因为我跟你一起学过三年汉语，所以我觉得不太难。

我的汉语老师上课的时候说很多汉语，我觉得对练习听力很有用，但是，

有的同学不明白老师说什么。

　　祝

好

　　　　　　　　　　　　　　　　　　　　　　　　　　　　　　李力 

1.李力哪天去了新学校？

  

2. 李力的新学校怎么样？

  

3. 李力哪天会去做体育活动？

  

4. 李力为什么喜欢学校小卖部？

   
5. 在学校图书馆可以做什么？

  

6. 李力觉得，化学课最有意思的是什么？

  

7. 为什么李力觉得汉语不太难？

  

8. 在汉语课上，为什么有的同学不明白老师说什么？

  

Sample



Review

8 9

5   阅读以下短文 (A-D)，选择唯一正确的答案，在方格里打勾（√）。

我叫伟丽，对唱歌很感兴趣。今天我在学校唱了中文歌，
然后学习了京剧。我觉得唱京剧比唱中文歌难多了，我不
明白自己唱的是什么。

A. 

B.
我叫里美。今天我学习了武术和书法，都非常有意思。我
是日本人，所以我觉得写汉字很容易。我对写得不太好的
朋友说，只要有耐心，就能写好书法。

我叫力明。我以前看过很多人在公园打太极拳，可是我从
来没打过。今天老师教我打太极拳，我觉得很有意思。打
太极拳是很好的运动，我希望继续学习。

C.

我叫大为。今天第一次画国画，我觉得非常有趣，我画了
一只可爱的熊猫，也练习写了书法。我希望以后能去北京
参加外国学生国画比赛。

D.

1. 谁觉得画国画很有意思？ A.☐ B.☐ C.☐ D.☐ 

2. 谁觉得写书法要有耐心？ A.☐ B.☐ C.☐ D.☐ 

3. 谁觉得唱京剧比唱中文歌难？ A.☐ B.☐ C.☐ D.☐ 

4. 谁画了画儿以后，还写了书法？ A.☐ B.☐ C.☐ D.☐ 

5. 谁只做了一个中国文化活动？ A.☐ B.☐ C.☐ D.☐ 

6   阅读以下短文。选择唯一正确的答案，在方格里打勾（√）。

学汉语

我叫丽泰。从小爷爷奶奶会跟我说汉语。爸爸也常说学好 

汉语，对我上大学很有用。

在学校，我们可以选择学泰语、英语，还有汉语。教我汉语

的王老师不但很有耐心，而且教得很认真。我最喜欢王老师，因

为她总是在我不明白的时候帮助我，而且从来不会说我笨。 
上汉语课的时候，我很喜欢和同学们一起玩中文口语游戏，

因为很有趣，我觉得说中文很容易。老师也带我们去中国餐厅，

我们练习用中文点菜，我觉得这是学习中国文化的最好的方法。

 *方法 fāngfǎ method

1. 丽泰的爸爸觉得学汉语很有用，是因为______。
 ☐ A. 能和爷爷奶奶对话　　☐ B. 可以练习发音　　

 ☐ C. 对她上大学很有用　　☐ D. 可以学会写汉字　　

2. 王老师上课______。
 ☐ A. 很严格　　☐ B. 没耐心

 ☐ C. 会迟到　　☐ D. 很认真

3. 丽泰最喜欢王老师，因为她______。
 ☐ A. 教得很认真　　☐ B. 帮助她学习汉语

 ☐ C. 非常有耐心　　☐ D. 喜欢开玩笑

4. 玩中文口语游戏可以______。
 ☐ A. 学会游戏　　　☐ B. 学会说中文

 ☐ C. 学会写汉字　　☐ D. 学习文化

5. 丽泰觉得，学习中国文化最好的方法是______。
 ☐ A. 玩有趣的中文游戏　　☐ B. 用中文点菜

 ☐ C. 每天练习口语　　　　☐ D. 常常看中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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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阅读以下短文，用中文回答问题。

立安是一个英国人，和很多英国大学毕业生一样，他毕业以后

选择一边旅游一边工作。他去了中国 广东一所小学教数学和英语。

立安个性开朗、热情，喜欢开玩笑，但是教书的时候非常认

真。上课的时候，他总是用有趣的故事教会学生知识，所以学生都

喜欢上他的课。立安很喜欢他的学生，因为他们不但聪明，而且上

课专心，所以学什么知识都很快。

学校的老师们喜欢跟立安说中文，也会教他广东话。立安的口

语不太好，其他的老师鼓励他，只要多说多读就能学会了。立安觉

得老师们对他都很有耐心。

说到为什么来中国，立安觉得学中文很有用，现在很多大学教

中文，很多英国中小学也开始教中文。立安的爱好是看中文电视和

电影，还有吃中国菜。他认为自己的爱好对认识中国文化和学好中

文非常有用。

1. 立安大学毕业以后的选择是什么？ 

2. 立安的性格怎么样？

  

3. 学生们为什么喜欢立安的课？

  

4. 为什么立安觉得，他的学生学什么知识都很快？

  

5. 学校的老师们喜欢和立安做什么？

  

6. 老师们如何鼓励立安学中文？

  

7. 在英国，在大学还是中小学有中文课？

  

8. 立安的爱好对他有哪些好处(advantage)？(写两个) 
  

1   Finlay Walter 想去中国当交换学生。请你用中文帮他填写下面的表格。
  Finlay Walter plans to apply to an exchange programme in China. Help him to fill in the 

following form in Chinese.

姓名 Finlay Walter 年龄 十三岁

会说的语言 ；

喜欢的中文课外活动

大学想读什么科目

大学毕业以后想做的工作

2   你刚参观了一个学校，请写一写：
  Write about a school you just visited. Say: 

● 你和谁一起去参观的？　　　● 学校有什么设施？
● 学校叫什么名字？　　　　 　● 你觉得那个学校怎么样？
● 学校几点上课，几点放学？

 用中文写80-100个字。Write 80-100 characters in Chinese.

3   从题目3(a)或者3(b)中选择一个，用中文写130-150个字左右。
  Answer Question 3(a) or Question 3(b). Write about 130-150 characters in Chinese. 

 SectionWriting

3(a) 3(b) 
　　  你到了你的新学校，写一封
电子邮件 (email)给你的奶奶，说说：

● 你的汉语老师是谁？
● 你觉得你的汉语老师怎么样？
● 你有什么课外活动？
●  你最喜欢什么课外活动？ 
为什么？

●  你喜欢你的新学校吗？ 
为什么？

　　  《中学生杂志》想知道同学
们明年选择科目的看法 (opinion)。
给杂志写一篇文章，说说：

●  你和你的朋友明年打算学什么
科目？为什么？

●  你和你的朋友性格怎么样？
●  你和你的朋友会选择上什么样
的大学？为什么？

●  你和你的朋友毕业以后想做什
么工作？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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