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1

 

shēng cí  xiě xiě kà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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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hū bǎo  xié zi  zhé kòu  

珠寶    
鞋子    折扣   

 
ɡòu wù zhōnɡ xīn zhuān ɡuì 

購物中心      專櫃 
  

 
kuān ɡuǎnɡ de  

 

xiū xián  

寬廣的    休閒   

       ɡēn jù shànɡ liè  cí yǔ  tián rù shì dànɡ de  jù  zi  

   根據上列詞語填入適當的句子： (Fill in the blanks with the 
     appropriate phrases listed above.) 

                                   zuàn shí            piào lianɡ  

1.這家          店的鑽石又大又漂亮。 

                                                                   děi huàn    shuānɡ    

2.弟弟的          太小了，穿不進去，他得換 一雙 新的。 
               
3.爬山是我最喜歡的          活動。 

                                                                             shū fu  

4.他家前院有一片         草地，看起來很舒服。 
                                                                                rèn hé  

5.這是林園市最大的              ，如果你要買任何東西，   
   
這兒都有。 
        huò                                                   zhuān mài        tè dìnɡ   shānɡ pǐn  

6.百貨公司內有各式各樣的          ，專賣各種特定的商品。 
               zhé jià quàn                 

7.用這張折價券買東西可以有百分之十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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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zhū bǎo  xié zi  zhé kòu  

珠寶    
鞋子    折扣   

 
ɡòu wù zhōnɡ xīn zhuān ɡuì 

購物中心      專櫃 
  

 
kuān ɡuǎnɡ de  

 
xiū xián  

寬廣的    休閒   

   tián  rù  shì dàng de cí  y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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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hōu mò                  yuē                                bǎi huò  

1.這個週末，我和同學約好一起去          百貨公司。 
                        tínɡ    chǎng     mǎn                            tínɡ  

2.    ：這個停車場已經滿了，還有哪裡可以停車呢？  
                                                     tínɡ    chǎng  wèi zhì tú  

    ：那裏有       所有停車場的位置圖，我們開過去看看。       
 
3.我喜歡海邊的房子，可以看到一片         的大海。 
                      mài diào              bào    dēnɡ  

4. 他想把車子賣掉，所以在報上登了一個       。 
            gòu wù                        zhuān mài diàn  

5. 南海購物中心除了有各種專賣店以外，還有一個很大的       。 
     

第一週      月     日星 期 二 

姓名：         

  逛 

 標示 寬廣的  折扣

 廣告 休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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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ēng cí  xiě xiě kà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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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hū bǎo  xié zi  zhé kòu  

珠寶    
鞋子    折扣   

 
ɡòu wù zhōnɡ xīn zhuān ɡuì 

購物中心      專櫃 
  

 
kuān ɡuǎnɡ de  

 
xiū xián  

寬廣的    休閒   

 

      zhōnɡ fān yīnɡ huò yīnɡ fān zhōnɡ  

     中 翻英或英 翻中：(Translate the following phrases into Chinese or 
English.) 
 

玩具店 toy store 皮包店  

洗手間    shoe store 

    fú tī  

電扶梯 
 內衣店  

  fitting room chú 

廚房用品 
 

zhuānɡ 
童裝店 

 
  zhuānɡ  

化妝品 
 

  a jewelry shop 床單、毛巾  

zhuānɡ 
服裝店 

    department store 

第一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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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zhū bǎo  xié zi  zhé kòu  

珠寶    
鞋子    折扣   

 
ɡòu wù zhōnɡ xīn zhuān ɡuì 

購物中心      專櫃 
  

 
kuān ɡuǎnɡ de  

 
xiū xián  

寬廣的    休閒   

        xuǎn zé t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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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天冷了！把外套的扣子____上吧。  

       拉 合  扣 
             cān tīng       qīng chǔ               jìn zhǐ  xī yān    guī dìng 
2.(  ) 這家餐廳門口清楚地____了禁止吸煙的規定。 

       
 標示 了解  明白 

                             huàn jì      jiǎn jià   ɡuǎnɡ ɡào  
 3.(  ) 所有的商店都____出了換季大減價的廣告。 

 
        開 打  上 
             gòu wù                                                       zhuān mài diàn 
4.(  ) 春田購物中心____四家百貨公司和二、三十家專賣店。 

        
包括 不含  內  

             diàn nǎo 
5.(  ) 這台電腦有打____嗎？ 

  
 折 扣  錢 

         zhuānɡ 
6.(  ) 化妝品的____在前面，你往前走就到了。 

          zhuān       zhuān        zhuān guì 
專門 專用  專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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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zhū bǎo  xié zi  zhé kòu  

珠寶    
鞋子    折扣   

 
ɡòu wù zhōnɡ xīn zhuān ɡuì 

購物中心      專櫃 
  

 
kuān ɡuǎnɡ de  

 
xiū xián  

寬廣的    休閒   

   cí  yǔ  zào j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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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週末、逛、商場   下個週末我要和同學一起去逛商場。    
 

1. 標示、大減價、廣告 

                                                      

2. 購物中心、附近、熱鬧  

                                                      

3. 全家、假日、休閒 

                                                      

4. 戶外、寬廣的、運動 

                                                         

5. 專櫃、名牌 

                                                         

第一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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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 the purpose of this advertisement ? 
     (A) A sales event for the celebration of Mother’s Day 
     (B) To sell newspaper 
     (C) To introduce the structure of a department store 

 
2. (      ) What new merchandise is introduced ? 

     (A) perfume 
     (B) jewelry 
     (C) Branded clothes 
 

3. (      ) What merchandise is 50% off ? 
     (A) pot 
     (B) jeans 
     (C) lipstick 

 
4. (      ) If one pair of jeans costs $58, how much is two ? 

     (A) $58  
     (B) $116 
     (C) $29 

 

第一週      月     日星 期 五之二

姓名：         

《南海岸購物中心快報》：本日起至五月十四日止，本商場舉
                         zhuānɡ 
行母親節大特價活動，一樓化妝品區買香水送口紅，二樓的珠
              kuǎn                                                             niú zǎi kù 
寶名店新款上市全面九折，三樓青少年服裝區所有牛仔褲買一
                                      chú fáng  
送一，四樓名牌服裝全面八折，地下一樓的廚房用品、床單、
                                          xuǎn gòu 
毛巾等都打對折，歡迎前往選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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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ēng cí  xiě xiě kà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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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ài xīn  suì huā  xīn kuǎn  

耐心    碎花   
 

新款 
  

 
fú shǒu    

 
 
 

lián yī qún     fú  

扶手   連衣裙     扶  

 

měi ɡuó zhì  yī  jià  

美國製     衣架 
  

         lì yòng shàng liè cí  yǔ tián tián kàn 
   利用上列詞語填填看：(Fill in the blanks with the above phrases.) 
                       bù liào  

1.她買了一塊布料上面有許多小          。  

                      guà                                             

2.請你把衣服掛在          上。  
 
3.白先生是一位有愛心又有         的好爸爸。 
                             liànɡ piàn                                     wǔ huì  

4.小美穿了一件有亮 片的             去參加舞會。 
               ōu zhōu                                                    zhé kòu  

5.這是從歐洲進口的         皮包，所以沒有折扣。 
           jiǎo shòu shāng                     

6.你的腳受傷了，我          你回家吧! 

7.哥哥每天都       地教小華數學。 

    chéng      tī                                         jiào 

8.乘電扶梯時，要扶著          比較安全。 
      shānɡ xié                                                               pái xié 
9.這雙鞋我已經買很多年了，它是         的名牌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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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nài xīn  suì huā  xīn kuǎn  

耐心    碎花   
 

新款 
  

 
fú shǒu    

 
 
 

lián yī qún     fú  

扶手   連衣裙     扶  

 

měi ɡuó zhì  yī  jià  

美國製     衣架  
  

   

        wán chénɡ xià miàn yǒu ɡuān  dǎ zhé     de zhōnɡ yīnɡ wén liàn  xí  

    完成 下面 有關「打折」的中 英文 練習：(Complete the following 
    exercise about 「打折」. )  

 

原價 折扣 Discount 售價 

    80 元  打四折    60% off 三十二元 

    60 元 打對折   

    650 元     15% off  

    200 元    一百二十元 

    180 元 打七五折   

第二週      月     日星 期 二 

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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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ēng cí  xiě xiě kà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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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ài xīn  suì huā  xīn kuǎn  

耐心    碎花   
 

新款 
  

 
fú shǒu    

 
 
 

lián yī qún     fú  

扶手   連衣裙     扶  

 

měi ɡuó zhì  yī  jià  

美國製     衣架  
  

 
     tián  rù  shì dàng de cí  y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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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寬廣的、服裝、耐心、衣扣、新款區、美國製、乘、扶、翻翻 

                cháo                                         
商場裡到處都是人潮，連         休閒區都坐滿了購物的人。她們 
                 diàn fú tī                       méi     

         電扶梯到三樓，走進梅西百貨公司的青少年         天地。 
 
程文在折扣區         地找來找去，最後，從衣架上拿了一件有白色        
                                                               jiǎn jià                          xuǎn                             
         的碎花連衣裙；青青在不減價的         ，選了幾件上衣和 
     kù             zhuàn    zhuàn                                                       xuǎn                          
長褲；明明轉來轉去，東看看，西         ，最後選了一件           

        zǎi kù       kù tuǐ    dìnɡ      yuán xínɡ                               kù 

的牛仔褲，褲腿上釘了些圓形的亮片，看起來很「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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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nài xīn  suì huā  xīn kuǎn  

耐心    碎花   
 

新款 
  

 
fú shǒu    

 
 
 

lián yī qún     fú  

扶手   連衣裙     扶  

 

měi ɡuó zhì  yī  jià  

美國製     衣架  
  

     jiānɡ xià miàn zhōnɡ wén de ɡuǎnɡ ɡào fān chénɡ yīnɡ wén  

   將下面中 文 的廣告翻成英文： (Translate the following     
       Chinese advertisements into English. ) 

                      

 

1.    

 

 

 

2. 

 

 

第二週      月     日星 期 四 

姓名：         

 

 
   廚房用品特價活動 

鍋子買一送一 

杯子、盤子全面六五折 

花瓶買一個，第二個半價

 

 
  ＊夏日服裝大減價＊ 

買一件打八折 

買兩件打七折 

買三件及以上打對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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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ēng cí  xiě xiě kà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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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ài xīn  suì huā  xīn kuǎn  

耐心    碎花   
 

新款 
  

 
fú shǒu    

 
 
 

lián yī qún     fú  

扶手   連衣裙     扶  

 

měi ɡuó zhì  yī  jià  

美國製     衣架  
  

  

     xuǎn zé t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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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ú zhuāng qū 
1.(  ) 小美和小雲____電扶梯到二樓的青少年服裝區。 

       走 乘  逛 
                                                     fù jìn 
2.(  ) 我看見一個很奇怪的人在附近____，不知道要做什麼。 

       轉來轉去 打來打去  丟來丟去 

3.(  ) 爺爺跌倒了，趕快____他起來。（扶 推  頂） 

4.(  ) 有____的電腦上市，你要看一看嗎？ 

       式樣 新款  方式 
                       jiān gù     yīng gāi 
5.(  ) 這個____看起來很堅固，應該可以放很多書。 

       書架 衣架  花架 

6.(  ) 只要小美____的衣服，她就會買下來。 

       補上 釘上  看上 

第二週      月     日星 期 五之一

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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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hōnɡ wén ɡuǎnɡ ɡào zhì zuò  

    中文廣 告 製作：(Writing a Chinese advertisement.) 
 

 
 
 
 
 

 

 

 

 

 

 

第二週      月     日星 期 五之二

姓名：         

Mr. Ling opened a tailor shop. Recently he wants to make an 

advertisement for a big sale. Please use Chinese to help him 

write an advertisement. The content should be: shirts are 

15% off, skirts 20% off, pants 30% off, and dresses 50% off. 

Try to embellish the advertisement with vivid detai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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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ēng cí  xiě xiě kà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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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iǎo chī jiē     pián yí     dìnɡ  

小吃街     便宜 
   釘  

 
 

jiǎn dào     fēnɡ ɡé   yuán xínɡ    

撿到    風格   
 

圓形 
  

 
 

xí ɡuàn     yùn qì     
腦

 zhí   

習慣      運氣 
    值 

 

 

         lì yòng shàng liè cí  yǔ tián tián kàn 
   利用上列詞語填填看：(Fill in the blanks with the above phrases.) 
  

            huā pínɡ                                      

1. 這個花瓶很          ，值得買回家。  

                                                                          yīn                rè 

2.我們的          真好，今天的運動會正好是陰天不會太熱。 
                                       tǎo lùn 
3.他覺得花這麼多時間來討論這件事真不         。 
                     xīng xìn    

4.以前的人不相信地球是          的。 
                                                                                  rè nào  

5.我們喜歡去逛夜市的              ，東西好吃又熱鬧。 
                                                 qiánɡ  

6.請把這些學生作品        在牆上。 
                                                zǒng  

7.小中的生活         很好，總是把東西收在固定的地方。 
                               jiá 
8.中中在教室門口         一個皮夾子。 
    shè jì                    gè 

9.她設計的衣服很有個人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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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xiǎo chī jiē     pián yí     dìnɡ  

小吃街     便宜 
   釘  

 
 

niú zǎi kù       yùn qì     
腦

 zhí   

牛仔褲       運氣 
    值 

 

 
 

jiǎn dào     fēnɡ ɡé   yuán xínɡ    

撿到    風格   
 

圓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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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人：請問這件牛仔褲有大一點的          嗎？ 
 
店員：有。             在後面的左邊，可以去穿穿看。 
 
客人：請問有          嗎？ 
 
店員：有，          八十五元，              
 
      是六十三塊七毛五分。 
     
客人：可以用             付錢嗎？ 
 
店員：對不起，我們只收          。 

信用卡、現金、打折、尺寸、打完折、試衣間、原價 

第三週      月     日星 期 二 

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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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ēng cí  xiě xiě kà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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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iǎo chī jiē     pián yí     dìnɡ  

小吃街     便宜 
   釘  

 
 

niú zǎi kù       yùn qì     
腦

 zhí   

牛仔褲       運氣 
    值 

 

 
 

jiǎn dào     fēnɡ ɡé   yuán xínɡ    

撿到    風格   
 

圓形 
  

    cí yǔ  zào jù  

    詞語造句： (Use the words and phrases to make a sentence.) 
 
週末、逛、商場   下個週末我要和同學一起去逛商場。    
 

1. 裙子、紫色、特大號 

                                                      

2. 流行、製、商品  

                                                      

3. 釘、圓形、釘子 

                                                      

4. 打折、便宜、值得 

                                                         

5. 運氣、喜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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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xiǎo chī jiē     pián yí     dìnɡ  

小吃街     便宜 
   釘  

 
 

niú zǎi kù       yùn qì     
腦

 zhí   

牛仔褲       運氣 
    值 

 

 
 

jiǎn dào     fēnɡ ɡé   yuán xínɡ    

撿到    風格   
 

圓形 
  

 
  huí dá  wèn tí  

  回答問題：(Answer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according to the information 
given below .) 

1.這是什麼商品的折價券？ 

                                

2.怎樣才能得到這張折價券？ 

                                

                                

3.美心買了 280 元的商品，請問她 

可以得到幾張折價券？ 

                                

4. 什麼時候可以使用這張折價券？ 

                                

                                

第三週      月     日星 期 四 

姓名：         

    舒適鞋店    

    $10 元      

    購物折價券 

☆凡是購買本店商品滿

100 元者，送折價券一

張，本折價券需下次購買

時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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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ēng cí  xiě xiě kà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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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iǎo chī jiē     pián yí     dìnɡ  

小吃街     便宜 
   釘  

 
 

niú zǎi kù       yùn qì     
腦

 zhí   

牛仔褲       運氣 
    值 

 

 
 

jiǎn dào     fēnɡ ɡé   yuán xínɡ    

撿到    風格   
 

圓形 
  

   ɡē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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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岸商場內有賣哪些商品？ 

                                       

                                       

2.明明、青青和程文，她們各買了什麼東西？ 

                                       

                                       

3.你覺得誰買的東西最值？為什麼？ 

                                       

                                       

第三週      月     日星 期 五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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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ɡù shì  yuè dú     dì  yī  tiáo niú zǎi  kù  

故事閱讀－第一條牛仔褲！ 
àn zhào kè běn     ɡ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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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Levi Strauss 本來是做什麼生意的商人？        
                mài gān huò    yī wù          mài           mài  

          （賣乾貨和衣物 賣金子 賣馬） 
 
2.【 】David Jacob 在褲子上做了什麼改變？ 

                  dài        dìnɡ              dīnɡ            dān ní  bù liào    kù     

          （他在口袋 上 釘 上包 頭釘 他用丹尼布料做褲子  
                kù    ɡǎi duǎn    

  他把褲子改短了）。 
 
                    shēn qǐnɡ zhuān lì      
3.【 】第一條牛仔褲是在哪一年申請專利的？        
       
     （ 1870 年 1872 年  1873 年） 
                                                        tú  àn  

4.【 】Levi 褲子上的商標有什麼圖案？ 
            duī                   pǐ              

          （一堆金子 兩匹馬 一隻牛）。 
 
5.【 】「jeans」中國人叫它“牛仔褲＂是因為 
                     bù    zǎi    diàn yǐnɡ      zǎi                kù     

      （西部牛仔的電影裡牛仔都穿這種褲子 它是用 
                          pí zhì chénɡ                  zǎi  fā        kù     

          牛的皮製成的它是牛仔發明的褲子）。 
 
6.【 】牛仔褲的發明已經有多少年的歷史？ 
                 

     （兩百多年 五十幾年 一百多年） 

第三週      月     日星 期 五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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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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乾貨、舉手、工人、不斷 、歷史、商人 
 

 
 

 

                                                      

今天上        課時，老師問：「今天有多少人 
chuān niú zǎi kù        jié                                                     

穿牛仔褲？」結果，有百分之九十的同學都 
                                                                  niú zǎi kù 
         。老師說：「那我們今天來談談牛仔褲
                                            jiā zhōu táo jīn rè                  

的歷史吧。」老師說：「在加州淘金熱時期， 

   cháo                 yǒnɡ    jiù 
人潮        地湧進舊金山，有一個叫Levi  
                                               mài 
Strauss的        ，他來這裡賣        和衣物，
 
幾年下來，生意做得很成功。 
 

便宜、扣子、貴、包頭釘、穿破、購買 
 

 
 

 
 

                   bù    cū huó                      kù       rónɡ yì 

那時，在西部做粗活兒的人很多，褲子很容易 
                   qí mǎ                kāi kuànɡ             tè  bié xū yào 

        。騎馬的牛仔和開礦的工人，特別需要 

    dài                                           nài chuān   kù 

口袋多、        牢，        耐穿的褲子。 
                                                cái fénɡ            

Reno 市有個叫David Jacob 的裁縫, 他把褲子口 
dài            dìng                                         ɡènɡ nài chuān    

袋的四角釘上          ，褲子就變得更耐穿， 
 
大家都喜歡         他做的褲子。 
 

第四週      月     日星 期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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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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作、製造、結實、商標、資本、申請、有趣
 

 
 

 

         xiǎnɡ    liànɡ                      kù  zi       

Jacob 想大量        這種 褲子，但是他沒有 
                  yú shì        zhǎo          

        。於是，他找 Levi 和他        。 
                                         zhuān lì 
1873 年，他們        到專利，第一條牛仔褲 
           dàn                                             kuài       pí   
就這樣誕生了。每條牛仔褲上面都有一塊小牛皮做
                                  qù 
的 Levi 公司        ，上面圖畫很有趣，它的 
                                                     pǐ                pò 

意思是：Levi褲子很        ，兩匹馬都拉不破。

 

 

牛仔褲、歐洲、歡迎、耐穿、改進、風行、亞洲 
 

 
 

 
 

        cǎi yònɡ                 dān ní bù liào              

Levi 採用       的丹尼布料做褲子，這種布料 
    lán  sè cū bù         ɡènɡ                                      duàn      

比藍色粗布jean更        。他在布料上不斷地 
qiú 
求         ，Levi 褲子也越來越受        。  

                    hǎo lái wù pāi             xī bù niú  zǎi   

1930 年代，好萊塢拍了許多西部牛仔的電影， 
                   kù  zi  kāi shǐ                

牛仔們穿的褲子開始在全世界         ，中國人
 
叫它          。美國人叫它『jeans』。」 
 

第四週      月     日星 期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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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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撿來的、圓珠子、款式、圓形、碎布頭、答案
 

 
 
 
 

                 jì  rán     niú  zǎi kù       dān ní bù liào 
明明問：「既然，牛仔褲是用丹尼布料做的， 
 
為什麼要叫它 jeans 呢？」 老師說：「這個問題 
                                               jiǎnɡ                           

很好，找到        的人，有獎！」下課了， 
                                                               pò kù         

大家發現Mary 穿了一條好像是        破褲子。
  

她得意地說：「這是新        ！有        做 
    bǔ dīnɡ                              zhuānɡ shì       kù 

的補釘，又有小        做裝飾，很酷吧！」 
 
 
 

 得意、差、發明、想不通、逛街 
 

 
 
 
 

                                  niú  zǎi kù    

明明說：「Mary 的新牛仔褲到處都是洞，如果 
  

Levi 先生看見了，他一定         ，為什麼一 
                niú zǎi kù                 

百年後的牛仔褲做得這麼          ？」 
 
程文說：「現在的人無論         、上班、上學
            niú zǎi kù 

都愛穿牛仔褲，如果Jacob 先生看見了，他一定 
  

很高興，因為牛仔褲是他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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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ià miàn jù zi zhōnɡ dōu yǒu yì ɡè huà xiàn de chénɡ yǔ ，xuǎn chū zuì jiē jìn ɡāi chénɡ yǔ de jiě shì 
    下面句子中都有一個畫線的成語，選出最接近該成語的解釋 : 

(Choose the best meaning of the underlined idioms in the sentences below.) 
                    tǎo jià huán jià 
1. (   ) 他買東西總是喜歡跟人討價還價。 

                                        tuì                                
  問價錢。要求退錢。 要求折扣。 
                        yù                                        rànɡ    xǐ    wànɡ 

2.(   ) 上星期在街上遇到多年不見的朋友，真是讓我喜出望 
                          yù         liào                              

外。遇到意料之外的好事而特別高興。喜歡看外 
 
面的風景。因為可以到外面玩而高興。 
                            zhōnɡ yú       jué dìnɡ      

  3. (   ) 經過左思右想，他終於做出決定了。一直想不通、 
 

想不明白 指左腦和右腦 多方面想了又想  
 
 
   tián rù shì dānɡ de cí y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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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iē             shānɡ diàn jiē                                                  yì 
春日街是有名的商店街，除了              都以賣工藝品出名外，它       
                                          wú 
的地形也是一大特色。這天，我來到這兒逛逛，無意間走進一家小店， 
                                                            zhū bǎo hé                                   lǎo  
我              ，忽然發現一個音樂珠寶盒，我眼睛一亮，這不是姥 
 lao                                                                               suàn 

姥一直想要的，當下我就             地買下它，打算送給姥姥好讓 
                                                  lǎo    
她             。回到家，我請姥姥把珠寶盒打開，              是 
                                 hé      chuán                                                   nián qīnɡ 
什麼音樂，當音樂從盒子內傳出，姥姥高興地對我說：「這是我年輕時 
                     nián qīnɡ suì yuè                     lǐ wù 
最喜歡的一首歌叫『我的年輕歲月』，謝謝你的禮物。」 

第四週      月     日星 期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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彎彎曲曲、聽聽看、家家戶戶、東看看、西翻翻 
 
、試試看、歡歡喜喜、高興高興、拖拖拉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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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iǎn  tǐ  fán  tǐ  lián lián kà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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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uǎn zé  tí 

   選擇題： (Choose the one that continues or completes the 
conversation in a logical and culturally appropriate manner.) 

              yǐn 
1.(  ) A :請問飲料怎麼賣 ? 
           hàn bǎo                                    pán 

B :漢堡一個三塊半 炒飯一盤四塊九毛九   
        bēi 
果汁一杯一塊半 
 

2.(  ) A :我今天才出門天就下起大雨來。 
        

B :你的運動不太好。  你的運氣不太好。  
                nǔ   

你的努力不太夠。 
                                  tuì  
3.(  ) A :有人說買名牌的東西比較不退流行，你覺得呢? 

                                                       tuì 
B :我覺得買名牌的東西一定不會退步。 我覺得名牌很風行。   

 
我覺得名牌的樣式比較不會過時。  
 

4.(  ) A :我不太喜歡到 M Store 買衣服，那裡的尺寸很不全。 
 

B :對呀，在那裡我經常買不到尺。  
 
對呀，在那裡我經常買不到大小合適的衣服。    
 
對呀，在那裡我經常買不到名牌的衣服。    

第四週      月     日星 期 五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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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àn  tú  xiě zuò  

    看圖寫作: (Story Narration) 

The four pictures present a story. Imagine you are writing the story to a friend. 

Narrate a complete story as suggested by the pictures. Give your story a 

beginning, a middle, and an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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