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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azing Chinese》教师手册说明

课本 ： 第四册三个单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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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老师先浏览课本 pp.8-13 的课程大纲，了解整体课程的安排。第四册对话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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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广告单、海报、招聘广告、博客、报导、演讲稿、园区地图等，有助于语

言学习与生活的联系。本册与第三册相同，规划多样的口语任务供教学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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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上说话版及写作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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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提出几个老师简单、常用的活动技巧供参：

练习本 ： 第四册含十二课的练习及

单元测验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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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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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组成员彼

此同心协力一起讨论出答案，再跟全班分享。Numbered heads together 可以让弱的学生也有机

会回答；强的学生会尽可能去帮助队里的每一个同学。

　　每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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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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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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陈出新，有的功能简单易上手，有的画面漂亮讨喜，有的以游戏模式见长，有兴趣的可

以试试。

◆   Quizlet 是最易上手的网上免费工具，老师可以将所有生词输入，即可自动生成免

费的 flashcard，可在教室跟学生一起练习所有的生词，也可指派作为课后练习或

测验。老师可以利用已建置的《Amazing Chinese》生词及句子练习，也可依自己

的教学需求设计。 Quizlet 第四册练习 https://bit.ly/3icuo9V

◆   Quizizz, Gimkit, Kahoot, Blooket 虽为单纯的选择题模式，但形式活泼具挑战性，并

融入游戏模式，颇能吸引学生。老师可自行制作或上网搜寻已建置的《Amazing 

Chinese》生词及句子练习，供学生练习，也可依自己的教学需求设计。

 Quizizz 第四册练习 https://bit.ly/2TLgqCo

◆   Wordwall 多样可爱的模版让练习不无聊，老师可直接搜寻《Amazing Chinese》的

练习 Wordwall 第四册练习 https://bit.ly/2VvUP1w

◆   Quia 是网上练习及测验的工具，画面不似上述几种活泼，但有多种的题型及模版供选择，是

极佳的网上测验，老师可上网搜寻已建置的练习，提供学生做差异化的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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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课22
 

话题 旅游出发前的准备

教学目标
（学生将学会）

1.  谈论海外旅行时应该要带些什么东西

2.  回答机场安全检查人员提出的问题 
3.  描述有关旅行的建议和信息

生词

对话 1 行李、收、护照、放、随身、枕头、旅馆、既…又…、舒适、安全、牙刷、日常

对话 2
托运、麻烦、液体、充电宝、笔记本、平板电脑、海关、检查、登机口、登机、

好像

课文 1 办、 签证、最好、另外、要是、丢

课文 2 通知、家长、将、伞、够、首先、其次、离开、大声、吵闹、服务台、平安

语言点

1.  使用“既……又……”连接两个属性一样的词语

2.  使用“什么都……”来表达“所有”或“一切”

3.  使用结果补语“好”和“错”

文化点
1.  讨论不同国家机场和地铁的安检制度

2.  Idiom：不怕一万，只怕万一

Have You Packed Your Luggage?
你的行李收好了吗?

 教学设计：叶绍苹 Shao-Ping Yeh 老师

1.  老师说明本课学习目标。

2.  老师拿出课前准备好的行李箱和随身背包，引导学生做 p.29 暖身

活动。老师将暖身活动中要复习的相关物品放在桌上。

暖身活动中的生词：

巧克力、钱包、信用卡、毛巾、书、零食、笔、裤子、游泳衣、

太阳眼镜、袜子、帽子

学过的其他相关词语：

短裤、长裤、短裙、长裙、牛仔裤、毛衣、大衣、围巾、衬衫、

外套、连衣裙、鞋子。

⑴ 向学生提问，利用问答方式，复习以上提到的生词。

  老师尽量用学校活动的情境让学生练习对话，例如 School Camp
的真实时间和地点等。以下对话供参。

暖身活动

  除了图框中的生词，老师

再协助学生复习第二册第

九课的相关生词。

教学活动建议

1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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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时间） 你要去（地点）吗？

  老师：（时间） （地点）的天气会怎么样？

  老师：（时间）你打算带什么东西去（地点） （事件）？

  老师：一件毛衣吗？还是一条短裤？

⑵ 透过问学生问题，完成复习生词的暖身活动。

  例如：星期天我要去 Hawaii。星期天的天气很好，我打算带一件

游泳衣去 Hawaii 游泳，你们觉得老师还要带些什么？

  老师按照学生建议，把泳衣、巧克力等一件一件放进行李箱或随

身背包里。

⑶ 老师接下来把护照、机票、枕头、牙刷、药、一些日常用品（毛

巾、化妆品）逐一放入行李箱，同时说出该物品的中文。

⑷ 最后，老师把手机、充电宝、笔记本、平板电脑放进背包里，同

时说出该物品的中文。

对话情境说明 （对话 pp.30-31）
对话一是妈妈和澳力确认他的出国行李里带了些什么。

对话二是澳力和机场航空地勤人员的对话，澳力说明行李箱和随身背

包里面的东西，并确认登机口和登机时间。

对话一教学活动 （课本 p.30）
●  暖身活动：“写出最多的字”- Make the Most Words
⑴  老师在黑板上写下“行李”或其他与旅行主题相关的生词，学生

两人或三人一组，五分钟以内，各组在海报纸上尽可能地写出任

何有关“行李”的生词，但是这些生词必须是可以放入行李箱里

的物品。例如：衣物、文具等。

⑵  写完之后，各组交换海报纸。小组讨论拿到的海报内容，并协助

打分数（写对一个生词得一分，重复和写错的生词不算分）。得

分最高的组别得胜。

对话一生词教学活动 （课本 p.30、p.32）
建议将生词按照词性分组练习。

1.  “护照、枕头、牙刷、旅馆、随身（背包）、日常（用品）”：利

用实物或 PPT 展示对应的图片来帮助学生学习。

2.  “收”和“放”：用例句练习“收”和“放”，例如：

Q：你把护照收好了吗？

A： 我把护照放在随身背包里了。 
（老师可用 PPT 或实物操作，将指定物品放在随身背包里）

1 对话 DialogueDialogue

如果班级程度差异过大，可在

分组时，让各组都有不同能力

的学生。老师可向学生说明：

每组最多可以容许十个拼音，

建议学生分工合作，擅长写拼

音的同学写拼音（写汉字能力

差的学生），擅长写汉字的同

学写汉字，在有限的时间内写

出最多的拼音或者生词来争取

最高分。

差异化教学

  老师尽量使用刚教过的生

词做例句，反复练习，巩

固生词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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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舒适”和“安全”：引导学生以当地不同等级的旅馆，用下面例

句结合“旅馆”这个生词练习。例如：

Q：你们看，这家 [A] 旅馆怎么样？舒适吗？安全吗？

A：[A] 旅馆既舒适又安全。

Q：那家 [B] 旅馆看起来怎么样？

A：[B] 旅馆看起来既不舒适又不安全。

4.  学生完成课本 p.32 的 Task 1 来巩固学习。

检验对话一能力的活动 （课本 p.30）
1.  播放对话音频，学生聆听后，老师根据内容以及班级的程度，用中

文或者学习者的母语提问，学生必须用中文和母语回答问题，以便

确认学生真正理解对话的含义。例如：

●  澳力的行李收好了吗？ (Has Aoli packed his luggage?)
●  他把护照和机票放在哪里？ (Where did he leave his passport and ticket?)
●  他为什么要带枕头和毛巾？ (Why did he bring a pillow and a towel?)
●  为什么他妈妈说，学校安排的酒店一定既舒适又安全，应该什么

都有？ (Why did his mother say that the hotel arranged by the school 
must be comfortable and safe, and should have everything?)

●  “一万”是什么意思？“万一”呢？ 
(What does “ 一万 ” mean? How about “ 万一 ”?)

●  除了药，他还带了什么？ 
(Besides the medicine, what else did he bring?)

●  你认为他带的东西多吗？ 
(Do you think he packed too much stuff?)

●  你认为他的性格怎么样？为什么？ 
(What do you think of his personality? Why?) 

2.  讲解对话内容中容易混淆的句型和生词用法：

⑴  练习“Verb + 好了吗？”结构，展示“你护照／签证办好了吗？” 
“你行李／书包收／准备好了吗？“你旅馆／飞机票订好了吗？”

三个句子，比较“办”“收”“准备”和“订”的用法。

⑵  比较“早就收好了”“快要收好了”“就要收好了”三句使用

“早”“快要”“就要”的差别。

3.  老师逐句示范或播放音频，学生仔细聆听发音、声调。老师每放一

句，停顿下来，让学生有充分的时间先在心里模仿一次，把心中模

仿的那个发音“回放”出来。老师带领学生反复练习，直到大部分

的学生可以反射性地把句子说得很接近示范音频，老师再播放下一

个句子。

对话二生词教学活动 （课本 pp.31-32）
1.  利用 PPT 设计生词学习课件，帮助学生学习生词。PPT 的设计要和

学生有互动的机会，例如做生词连连看、填空等。设计教学 PPT
时，请参考以下生词教学法：

程度差异大的班级，建议老师

同时用中文和学生的母语（不

适用沉浸教学法的老师）提

问，协助学生了解对话内容以

及老师的提问。

差异化教学

  有兴趣的老师可以上网查

询“回音法”教学法，用

来训练学生的发音准确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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⑴  用真实物品或图片展示

 a. 用真实图片展示机场、海关、旅客托运、登机口检查、登机等

 b. 用真实物品展示液体、充电宝、笔记本、平板电脑

⑵  本课的“好像”类似英语的 it seems that，可用以下例句带领学

生操练。

　 Q:  我可以带液体／充电宝／笔记本／平板电脑上飞机吗？ 
Can I bring liquids/portable charger/laptop/tablet computer on 
the plane?

　A:  好像可以／不可以。 
It seems that you can/cannot (bring liquids on the plane)

2.  学生完成课本 p.32 Task 2 来巩固学习。

检验对话二能力的活动
1.  同对话一，老师播放对话音频，学生聆听。老师根据学生能力及学

习需要，用中文或者学习者的母语提问。

2.  学生完成课本 p.32 Task 3，确定学生理解对话内容。

3.  学生分组，参考对话二的内容进行角色扮演。

对话练习参考答案 （课本 p.32）
Task 1
（左）枕头、运动鞋、牙刷　　

（右）平板电脑、充电宝、护照、机票

Task 2
有、放、带、拿、收

Task 3
 1.  Aoli goes on overseas trips.
 2.  One piece of checked baggage and one piece of carry-on baggage.
 3.  Passport, plane ticket and tablet computer
 4.  Aoli’s mother did not really say her opinion, only asked why Aoli 

needed a pillow and towel, and implied that the hotel arranged by 
Aoli’s school should have everything.

 5.  He’s not sure, it’s probably 11:00. The boarding gate is at B38.
 6.  I think he may be a worrier, or he may be a more cautious person. 

（答案仅供参考）

课文一是以学生自述的方式，描述前往海外旅游前，有关护照、签

证、行李以及信用卡的准备事宜。课文二是校方发给家长的旅游行前

通知单，叮咛学生旅游应带的物品、目的地的天气以及到当地住酒店

时的注意事项。

  角色扮演的对话内容需包

含以下：

　⑴  欢迎旅客

　⑵  询问旅客的名字

　⑶  跟旅客要护照和机票

　⑷  确认旅客旅行目的地

　⑸  确认旅客有几件托运行李

和随身行李

　⑹  确认托运行李和随身行李

没有超重和违禁品

　⑺  告知旅客登机口号码、登

机时间。

　⑻  祝旅客旅游愉快、一路平

安。

2 课文 Text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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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文生词教学活动 （课本 pp.33-34）
1.  根据已学过的词语，预测新词的意思。例如：

家长 = home + chief = parents
服务台  = service + platform = service desk / reception desk

2.  引导学生操练以下结构：

⑴   Subject + 最好 + Predicate：
  学生分组，在比赛时间内，老师请学生任选以下角色，以医生、

老师、父母或者教练的口气，写出“你最好多喝水。”“你最好

别玩手机。”“你最好马上写功课。”“你最好多运动。”等该

角色可能提供给学生的建议，写出越多正确建议的那组获胜。

⑵ 要是 + Subject，就……：

  学生分组，在比赛时间以内，以第一人称写出“要是我十八岁，

我就可以……。”写出越多越正确句子的那组获胜。

⑶ 首先……其次……然后……最后……：

  结合生活实境，老师直接用“首先……其次……然后……最

后……”替代“First..., then..., next..., finally...”，示范说明泡茶

的步骤。

3.  学生分组阅读课文，标注不懂的生词，组员对照彼此不懂的生词，

交换意见，并上网搜寻生词意思。

4.  使用线上教学工具，巩固对话和课文生词的认读和理解能力。

课文理解教学活动 （课本 pp.33-35）
1.  Jigsaw 拼图小组：学生按高、中、低能力每 5-6 人分成一组。

  流程：原组→专家小组→原组

原组
选派高能力学生担任组长，带领组员阅读课文并讨论课文

大意。

专家

小组

⑴  教师委派各组的学生自愿成为代表该组的“行李专

家”“礼物专家”“零用钱专家”“天气专家”“旅行

安全专 家”“酒店专家”。

⑵  接下来，各组“行李专家”与其他组的“行李专家”组

成一组，找出所有有关课文中提到有关行李的句子并讨

论句子的意思是什么。其他同学也都按照自己的“专家

领域”跟其他组同个项目的“专家”组成一组，讨论分

配项目的有关注意事项。

老师参考学生偏好的学习方

式，决定是否要使用线上工具

Quizlet, Quizizz, Gimkit, Wordwall, 
Quia 等进行教学。

差异化教学

Jigsaw 拼图合作学习是差异化

教学常会用到的课堂活动，学

生从小组学习中掌握学习内

容，让能力较弱的学生建立自

信，能力较强的学生从辅助同

学的过程中巩固所学内容。

差异化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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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

小组

原组 各组员将在专家小组讨论习得的心得回原组与组员分享。

2.  教师带领全班朗读课文。

3.  教师带领学生完成课本 p.35 Task 1-3 巩固学习。

课文理解参考答案 （课本 p.35）
Task 1 
办 - 签证、信用卡

订 - 旅馆、机票

带 - 手机、行李、伞、帽子、钱（现金）

Task 2 
通知、首先、将要、其次、离开、家长、大声吵闹、另外、丢了

Task 3 
●  Size of luggage: prefer small size luggage
●  Things to bring:  passport, plane ticket, clothes, shoes, hats, umbrella, 

daily essentials, medicine, money, credit card, gift
●  Security issues 

Cash: not too much 
Things you must not do: go to toilet or shopping alone

●  Roll Call:  meet Teacher Zhang and Teacher Hua at the reception on the 
first floor at 8 am every morning. 

3.1  “既……又……”（搭配课本 p.37 Task 1）     
连接主语相同的两个动词、形容词或者短语时，“既 A 又 B” 
“又 A 又 B”两种结构都能用。“既 A 又 B“比“又 A 又 B”正

式。另外，如果 A 是单音节，B 最好也是单音节，A 是双音节，B
也要是双音节听起来才会比较自然：

●  她既聪明又用功。　　

●  她又聪明又用功。

●  他们既爱打篮球，又爱踢足球。

●  他们又爱打篮球，又爱踢足球。

3 语言点 Key LanguageKey Language
  如果学生进一步询问“既

A 又 B”“又 A 又 B”两种

结构的差别，老师可斟酌

学生程度说明： 
　●  既……又……

    描述一件事物具备的特点

有递进关系。例如：他既

聪明又努力。He is smart 
and (more important, he is) 
hardworking.

　●  又……又……

    描述一件事物具备两样相

同或相近的特点。例如：

他又高又帅。He is tall and 
hands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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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sk 1 参考答案：

●  法国人、意大利人　　●  高、帅　　　　

●  弹钢琴、弹吉他　　　●  唱歌、跳舞　　　　

●  抽烟、喝酒　　　　　●  贵、慢 
●  舒服、安全 

3.2  “什么都……”（搭配课本 p.37 Task 2）
老师通过小猴子的故事，让学生从故事内容以及“什么都……”

的前后句推测这个句型的意思。老师可以让学生先上网查日本“三

不猿”（Three Wise Monkeys）的故事，再写这个故事的结尾。

Task 2 参考答案：

小猴子越来越大，他越来越想出去玩，所以他越来越不开心。他

跟妈妈说：“对不起，妈妈，外面的世界看起来既美丽又有趣，

我不想做一只有钱可是不快乐的猴子，我也想像你一样，有自己

的家和孩子。”妈妈只好让小猴子出去玩。小猴子很快地结了婚

有了自己的孩子，小猴子也开始每天告诉他的孩子：“外面太不

安全了！从今天开始，你什么都不要看，什么都不要听，什么都

不要说！”

3.3  结果补语“好”“错”（搭配课本 p.37 Task 3）
老师向学生说明：结果补语都是由动词后接形容词或动词组成。

除了表示动作或状态的结果（如“学会”，意思是由于一个人的

动作 “学”，然后就“会”了），另外还表示对动作的判断评价

（如“看错”“买错”“做错”“收错”“找错”等的作用是对

动作行为“看、买、做、收、找”的负评价）。否定形式是在前

面加“没”。

听力练习指导 （课本 p.38）
4.1 �老师以独白的方式说明有关旅游的信息。学生需听懂关键信息。

4.2 �从学生对话谈论海外旅行时应该要带些什么东西，确认学生是否

能够辨认有关行李的生词。

4.3 �以机场航空公司柜台的对话，来确认学生是否能够听懂信息并回

答问题。

听力稿
4.1  
我是花老师，我明天要带学生去国外旅游。

我有点儿担心他们会忘了带护照或者机票。虽然这些学生平常做事都

很小心，不过，我觉得我还是要打电话给家长，请家长明天离开家以

前，再帮他们的孩子检查一下应该带的东西。

4 听力 ListeningListening

4.1  
1.  students 
2.  an overseas trip 
3.  worried 
4.  passports 
5. plane tickets 
6.  careful 
7.  call 
8.  check 
9.  leave 
10. home 

听力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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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A： Stella，你明天要去爬山，东西都收好了吗？

B： 早就收好了，我的爬山背包里面有几件衣服、几双袜子和一双运

动鞋。老师说我们这次要住在山下的学生宿舍，那儿没有牙刷，

也没有枕头，他要我们别忘了带自己的牙刷和枕头。

A： 天气预报说可能会下雨，你带雨伞了吗？

B： 老师已经告诉我们要带雨伞和帽子。另外，老师还要我们多带一

些水和零食，那儿只有一家商店，除了日常用品，那儿什么都没

有卖。

4.3  
A： 早上好，你要托运几件行李？

B： 一件，就这个。

A： 行李箱子里有液体、充电宝或者笔记本吗？

B： 没有液体，充电宝和笔记本都在我这个随身背包里。

A： 好的，安全检查的时候别忘了拿出来。

B： 我明白，谢谢！

怎么办？我的行李不见了！（课本 p.39）
Step 1  是一份行李遗失需填写的表格。让学生假想丢失了行李，这个

表格除填写基本信息，还需描述丢失的行李，包括尺寸和颜

色。请参考登机牌上的航班信息。

Step 2  参考课本十个中文句子，学生两人一组做角色扮演，其中一人

饰演遗失行李的旅客（参考 Step1 的行李遗失单），另一人饰

演机场工作人员，练习如何在机场挂失行李。

小组讨论（课本 p.40）
如果明年你有机会去另外一个国家旅行，你会去哪里？

1.  小组三～四人讨论，记录大家想去的三个地方。

2.  描述你为什么想去这些地方，并搜寻有关那些地方的资讯。

3.  再次讨论，决定你的小组成员最想去的一个国家。

4.  用 PPT 或海报纸写下旅行前的资讯，包括行李清单、当地天气预报

和其他相关的旅行信息。

5.  各小组展示完成的 PPT 或海报纸。

4.2  
□√衣服　　□√袜子　□√枕头

□√运动鞋　□√雨伞　□√零食

□√水　　　□√帽子　□√牙刷

4.3  
1.  机场 Airport
2. 航空地勤人员

  ground staff
3.  不知道，只知道没有液体

  Not mentioned but there is no 
liquid.

4.  充电宝和笔记本

  Rechargeable batteries and 
laptops

5.  安全检查的时候要把充电宝

和电脑笔记本拿出来

  Take out the rechargeable 
battery and computer laptop at 
security checkpoints.

5 口语练习 Oral PracticeOral Practice

6 任务活动 ActivityAc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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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习本解答

2.1  
□√  药（yào）
□√  鞋子（xiézi）
□ 液体（yètǐ）
□√  牙刷（yáshuā）
□√  雨伞（yǔsǎn）
□√  枕头（zhěntou）
□ 笔记本（bǐjìběn）

□√  手机（shǒujī）
□√  护照（hùzhào）
□ 签证（qiānzhèng）
□√  充电宝（chōngdiànbǎo）
□√  笔记本（bǐjìběn）
□ 化妆品（huàzhuāngpǐn）
□√   平板电脑 
（píngbǎn diànnǎo）

2.2  
1.  plane ticket 2. hotel 3. 旅行社

4.  visa 5. credit card 6. 就
7.  clothes 8. luggage 9. 已经

10. umbrella 11. pillow 12. 既

妈妈：�你们的机票和旅馆订好了吗？

张平： 旅行社帮我们订好了。

妈妈： 你的签证和信用卡都办好了吗？

张平： 早就办好了。

妈妈： 你的衣服和行李收好了吗？

张平： 已经收好了。

妈妈： 我看看，雨伞、帽子，你怎么还带

了一个枕头？

张平： 自己的枕头既干净又舒适，我还带

了一条毛巾呢！

2.3  
1.  托运　2. 要是　3. 液体　4. 海关　

5. 登机　6.  而且　7. 最好　8. 放　9. 什么都

2.4  
1.  two ／两件

2.  Yes, two ／有，两件

3.  No ／没有

4.  charger and tablet ／充电宝和笔记本电脑

5.  eleven fifteen ／ 11 点 15 分

Α： 您好！请你把护照和机票给我。

Β： 这是我的护照和机票。

Α： 谢谢！就这两件托运行李吗？

Β： 是的。麻烦你了！

Α： 有随身行李吗？

Β： 有，就这个小行李箱和我的这个背

包。

Α： 背包里面有没有什么液体、充电宝或

者平板电脑？

Β： 没有液体，只有充电宝和笔记本电

脑。过海关的时候，我会拿出来。

Α： 好的，安全检查之后，11 点 15 分的

时候，请您到登机口 A11 准备登机。

Β： 谢谢！

2.5  （学生自由作答，答案仅供参考）

出发地：香港 
目的地城市：悉尼

1.  悉尼那儿的天气很热。

2.  我计划先去蓝山再去悉尼歌剧院，然后坐船

去动物园。

3.  我打算先去蓝山国家公园玩，然后去参观悉

尼歌剧院，最后去动物园看卡拉熊。

4.  悉尼的东西很贵，除了游泳衣、T 恤和短裤，

我还会带自己的牙刷、雨伞、帽子、信用卡、

手机、充电宝等去旅游。

2.6  
Task 1
出发地：香港　 目的地：悉尼

登机口：A7 　　登机时间：9 点 30 分

Task 2
1.  航空公司的人

2.  护照和机票

3.  9 个小时 15 分

4.  八点四十五分，因为 45 分以前就要去登机口。

5.  十二月，因为他说圣诞节快乐。

6.  Wish you have a safe journey

听力稿

听力稿

练习本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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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先生，这是您的护照和机票。您将要在

今天晚上 11 点从香港坐飞机出发。从香

港飞到悉尼一共要 9 个小时 15 分钟，您

会在明天早上 10 点 15 分到悉尼机场。登

机口在 A7，登机时间是今天晚上 9 点 30

分。另外，今天的人很多，请您在登机时

间 45 分钟前就去登机口准备登机。祝您

圣诞节快乐！一路平安！

2.7  
(a) 丢 diū  (b) 首先 shǒuxiān
(c) 家长 jiāzhǎng (d) 吵闹 chǎonào
(e) 够 gòu  (f) 通知 tōngzhī
(g) 离开 líkāi  (h) 另外 lìngwài
(i) 将 jiāng  (j) 服务台 fúwù tái
1.  离开　2. 丢　　　3. 首先　　4. 够
5.  家长　6. 服务台　7. 另外

2.8  
Task1 
办、将要、出发、离开、首先、其次、然后、

放、另外、要是、丢、最好、最后

Task 2 （学生自由提问，仅供参考）

1.  要带多少人民币才够？

2.  十五日那天，应该几点到机场？

2.9  
1.  上车和下车的时候会比较方便。

2.  送给姐妹学校的学生

3.  没有

4.  不知道

5.  等问过老师以后再去银行

6.  还没

7.  Lin Yiyi is likely a conscientious student, she 
listened very well to what the teacher said about 
the tour.

8.  Zhang Yu is inattentive in class, and he didn’t 
listen to the teacher’s instructions concerning 
the coming trip. 

张雨：�衣衣，为什么我们要带小一点儿的

行李箱？

林衣衣： 老师说过，如果我们能带小一点儿

的行李箱，上车和下车的时候会比

较方便。

张雨： 你知道我们要买礼物给谁吗？

林衣衣： 你没有听到老师说要买礼物给谁

吗？我们要准备一些小礼物给姐妹

学校的学生啊！

张雨： 衣衣，老师有没有说过我们应该买

什么？

林衣衣： 好像没有，可是我打算去超市买一

些巧克力当礼物。

张雨： 你准备带多少钱去旅游？

林衣衣： 我也不知道要带多少钱才够，爸妈

说他们要等我问过老师以后再去银

行。

张雨： 你行李收好了吗？

林衣衣： 还早呢！ 我什么都还没有准备。你

上课不太专心，现在才会这么紧

张。老师说她会给家长发通知，别

担心！

2.10  
1.  因为他第一次跟同学去海外旅游。

2.  要带多大的行李箱、要买什么礼物、要带多

少现金

3.  因为除了他以外，其他的同学好像也有一样

的问题。

4.  温老师打算过两天寄通知给家长。

2.11  
Task 1
2. （） The skirt is beautiful and inexpensive.
3.（） He is smart and diligent, and learns everything 

quickly.
4.（） The watermelon in this fruit shop is big and 

sweet, fresh and delicious.
5.（） Our Chinese teacher is very talent as he can 

teach Chinese and French.
6.（） She is not patient and does not work. How 

can she improve her studies?
Task 2（答案仅供参考）

我去年寒假去台北旅游，台北交通既方便又便

宜。虽然台北地方不大，但是美食很多，什么

都有。

听力稿 听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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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1.  d　2. c　3. e　4. a　5. b

2.13  
Task 1
1.  On the day of the trip, you had a fever and are 

not comfortable.
2.  The airline staff tells you that your luggage is too 

heavy to be checked in.
3.  When you arrive at the airport, you just remember 

that your passport is put on the pillow in the hotel 
room.

4.  While traveling, you lost your wallet. You have no 
money and no credit card.

5.  During the security check, there are a lot of people 
in line and your boarding time is almost up.

6.  You are hungry, but the food on the plane doesn’t 
look delicious at all.

7.  The plane arrived at the destination, but your 
luggage is gone.

8.  At the airport, you went to the wrong gate.
9.  At the customs, you don’t understand the 

question they asked.
10.  When you arrive at the airport, you find that 

your ticket is missing. 
Task 2
1.  在飞机上，有一个小孩坐在我的旁边，他可

能肚子饿了，大声吵闹，让我睡不着。

2.  火车上，我的旁边坐着一个既高又胖的男人，

他一直睡觉，我担心他会忘了下车的时间。

2.14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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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plete three activities in Chinese to complete a Tic-Tac-Toe. Mark your choice 
with “X” or “O” and submit your work to your teacher. 

Know

请写下你去海外旅游以
前，要准备的东西，比
如办护照和签证等。

Understand

请想一想，并写下：要
是你明天要去中国， 你
要带几件行李？你要带
些什么？为什么你一定
要带这些东西？

Apply

如果你是老师，你要考
学生这一课的“对话”
和“课文”。你会考什
么？请写出十个题目。

Analyze

把这课的生词写在笔记
本上。选出十个你觉得
容易写错的字，然后用
这十个字写出十个句子。

 
Interpersonal

把对话（pp.30-31）写在
笔记本上，请家里的人
跟你一起练习对话，並
录音。

Evaluate

做练习本 2.13 的 Task 1， 
想一想，如果你有那些
问题，你应该怎么做？
请写下来。

Create

帮你的老师写一份家长
通知，告诉家长这个学
期学校要带你们去哪儿
旅行？你们应该要注意
什么？

Musical

在网上找几首中文流行
歌曲，内容是关于离家、
去旅行。学会以后，录
音给老师。

① ② ③

④ ⑤

把对话（pp.30-31）

和课文（pp.33-34）

大声念一次。

⑥

⑦ ⑧ 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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