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课  童年往事 

一、词汇练习 

1. 弟弟非常惊讶，他没想到大家还记得他的生日。 
2. 邻居的房子上着火了，陈先生大吃一惊，赶紧报警。 
3. 对大多数的人来说，无忧无虑的童年生活是最令人难忘的。 
4. 这本书非常有意思，值得大家买来看看。 
5. 父母常告诉我们为人处世的道理，希望我们将来能做个诚实负责任的人。 
6. 这个学校有许多不同文化背景的学生。 
7. 她的确是住在这条街上，我绝不会弄错的。 
8. 爸爸每天早上一起床就去跑步，平时既不抽烟也不喝酒，非常注重身体健康。 
9. 父亲是个伟大的钢琴家，从小我就受到他的影响，希望有一天，自己也能成为一

个出色的钢琴家。 
10. 如果答应别人做什么事情，就一定要做到，这样才是有责任感的人。 

 
二、语法练习 
 

1. 只有努力读书，才能得到好成绩。 
2. 他的个性比较内向， 一跟别人说话就脸红。 
3. 你别再生气了，其实父母说你，也都是为了你好，哪有父母愿意自己的孩子学坏

呢？  
4. 他不仅是我们的班长，同时也是学生会的会长。  
5. 他们分手之后，仍然维持很好的关系。 
6. 从那次可怕的经验之后，我再也不敢一个人半夜外出了。 

 

三、完成句子 

No key is provided for the writing tasks because the answers may vary. 

 

四、选词填空 

孩子很小的时候父母就应该教育他们与人为善， 因为童年的教育对孩子的成长有很大的
影响。 另外，父母也要培养孩子学习的兴趣和独立思考的能力。 

 



 

第二课  评价一个人  
 
一、词汇练习  
 

1. 批评别人要讲证据啊！ 
2. 年轻人常常会因为一时冲动，而做了伤害别人的事。  
3. 为了几万块钱，他杀了三个人，真是心狠手辣。 
4. 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你只能承认自己的错误了！ 
5. 他不借钱给朋友，不是因为他不相信别人，而是有说不出的苦衷。 
6. 没有根据的事情，你最好不要相信。 
7. 经过讨论，大家决定对这件事采取比较积极的做法。 
8. 他的生意总是大起大落，没人知道五年以后他会怎么样。 
9. 不论发生了什么事，他看上去总是很轻松。 
10. 学者对这部电影的评价很高，但是观众却一点都不喜欢。 
 

三、英译汉 
 

1. 孔子不仅是有名的教育家，而且还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思想家。他的思想对中
国文化和社会有很大的影响。许多人研究孔子的一生。 

2. 她有的时候很友善；有的时候冷若冰霜。许多人说她很古怪，但是依我看，她是一
个非常仁慈的人。比方说，她总是热心助人。 

 

 



 

第三课  推销高手 
 
一、词汇练习  
 

1. 他是公司的业务经理，他的推销技巧非常好。 
2. 无论是篮球、棒球还是乒乓球，他打得都很好。大家都说他是运动高手。 
3. 我很喜欢到这家商店买东西，它不但价格便宜，而且能免费帮你把东西送到

家。 
4. 有人说东西越贵越好，但是我觉得便宜的东西，品质不一定差。 
5. 这次考试，老师要求大家要达到自己定的标准。 
6. 去上海的机票价钱实在是太高了，我需要考虑一下。 
7. 那家百货公司大降价，如果买两千元的东西就可以免费收到小礼物。 
8. 这家饭店收费不高，却能给游客提供最高的享受。 
9. 做饭机器人是日本最近新研发出的产品。 

 
二、用所给的词填空： 
 

我透过网络知道百货公司正在打折，商品的价格是有史以来最低的。所以，我决定
约美美和丽丽一起去百货公司。我们约好今天中午十二点在公车站见面，过了三十
分钟，美美却还没到，丽丽显得很不耐烦，所以我们决定先去吃午餐。我们到了一
家中国餐厅，这家餐厅的价格很便宜。不过爱吃的丽丽要喝冰啤酒，吃炸鸡腿，我
真担心她会胃痛！吃完午餐后，美美还是没来，我们只好两个人去逛百货公司了。 
 

四、选词填空  
 

在美国的超级市场和百货商场，服务员对顾客都很客气。买什么东西都很方便。可
是有时候我还不太习惯。比方说，很多东西的价格一会儿高，一会儿便宜。不仅如
此，有的时候买东西还要讨价还价。在美国生活离不开汽车，但是我最不喜欢的是
买车，特别是买旧车，有些卖车的人看上去热情洋溢，实际上唯利是图，常常骗
人。 
 



第四课  各行各业 

一、词汇练习 

1. 哥哥自从被老板解雇以后，到现在还没找到新的工作。 
2. 律师的责任就是要为客户争取最大的权益。 
3. 即使是看同一件事情，不同的人也会有不同的角度。 
4. 他最近迷上了网络游戏，整天坐在电脑前，连饭都不吃了。 
5. 一位教授发表论文的数量和他的教学能力有关吗？ 
6. 你的想法太天真了！这件事不可能这么简单。 
7. 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出人头地，能有好的成就。 
8. 这项研究需要很多经费，应该去哪里找呢？ 

 

三、选择合适的句法填空 

1. 我们做律师虽然薪水还可以，但是常常得早起晚睡，工作压力大，有时候还被人
们骂。 

2. 老板说什么就是什么，高兴的时候可以跟我们一起去喝咖啡， 不高兴的时候会把
我们解雇。 

3. A: 你认为哪个行业让人羡慕？ 
4. B: “这山望着那山高”被人们用来指那些不知足的人。 

四、把下面的句子改成“被”、“让”或者“给”字句，并说明两种句式在意思上有什么不
同。 

1. 很多人被那个油腔滑调的推销员骗了。 
2. 我以为我猜出了李教授的背景，其实被我猜错了。 
3. 虽然王律师为了工作每天早起晚睡，可是还是被老板解雇了。 
4. 书被那个图书馆员弄乱了。 
5. 那个校长的职务被撤销了。 
 

五、用所给的词语填空 

据说，现在中国人最想干的职业是做买卖，当老板。很多教授也想“下海”。 “下
海”就是做买卖的意思。有史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都是受尊敬的，为什么现在他们不
想再教书了呢？原因是他们整天都辛辛苦苦地工作，早起晚睡, 可是他们的工资还是
比较低。他们一边教书，一边做买卖也是不得已的。 



 

第五课  难题几则  
 
一、 词汇练习  

 
1. 十字路口发生了车祸，两位车主就在马路中间理论了起来，造成交通大乱。 
2. 参加演讲比赛不仅提高了我说话的技巧，也使我学到了说服别人的方法。 
3. 爸爸是一个十分固执的人，他决定的事情谁都别想改变。 
4. 自从他迷上了网络游戏之后，他的成绩就一落千丈。 
5. 当我失败的时候，一个老朋友劝我：“你不要老往坏处想，只要继续努力，人生

还是有希望的。” 
6. 上课的时候，老师说了一则故事，目的是告诉我们：「只要努力，就会成功」。 
7. 外国人到台湾，通常都需要花一段时间才能适应台湾的天气。 
8. 我猜将近有一百人会参加这次比赛。 
9. 我按照地址很容易地找到了张教授的家。 
10. 他做错事不但不道歉，反而还出口伤人。 

 

二、语法练习 

1. 原本大家都以为小娟是个自私自利的大小姐，没想到她不但不自私，反而常常关
心大家。 

2. 他不但不是个运动好手，相反地，他连走路都会跌倒。  
3. 难得放假，爸爸却不放我出去玩。 
4. 姐姐很骄傲，甚至认为这世界上没有人比她聪明。  
5. 有位太太说：“我的丈夫既是司机又是提款机。” 

 



 

第六课  午餐 
 
一、词汇练习     
 

1. 我是肉食主义者，不管是鸡、鸭、鱼、牛、猪肉我都一概不忌。 
2. 难得大家这么开心，大家想吃什么就点什么，今天我做东。 
3. 他什么事都不做，整天在家里睡觉。 
4. 虽然价格高了一点，不过这家餐馆的菜做得很精致。 
5. 老师今天有空能跟大家吃饭，真是难得啊！ 
6. 住在这个有游泳池的旅馆真是一流的享受。 
7. 你既然要请我吃饭，那我就只好从命了。 
8. 你每次都说忘了带钱！我们这里可不欢迎白吃白喝的客人。 
9. 你不要在大家的面前骂我，这样会让我很没面子。  

 
四、填空  
 

A:  我们一星期这么忙，今天是星期五，我们一起去吃晚饭吧！ 
B:  说得也是，王先生呢？今天该我们请他了。 
A:  他正在打电话呢！他那个人客气得很，希望他不会推辞。 
B:  今天我去那儿吃呢？你选吧。 
A:  那我就不客气了。不过，我们还是等王先生来了再决定吧！他吃东西挑得很。 
B:  我倒想起一家饭馆，他们的东西很新鲜，菜做得精致，再说价钱也不贵。 
A:  好吧！我们就决定去那儿。 

 



 

第七课 音乐欣赏 

 
一、词汇练习     
 

1. 台风来了，经理却希望大家仍然照常上班。 
2. 你的画很有特色，即使是画家也不一定能画得比你好。 
3. 有的人把信仰当作精神寄托，而有的人把信仰当作一种哲学。  
4. 我推荐你去看这部歌剧，你一定会喜欢的。 
5. 一个人的心态对他的身体健康很重要。 
6. 无论是音乐还是文学作品，常常是某个时代的产物。  
7. 她不但有健康的心态，还有高雅的气质。 
8. 我想去西藏看看，那里是我从小到大向往的地方。 
9. 现在中国人结婚也穿白色的婚纱礼服，其实这是西方文化的产物。 

 

四、用所给的词语完成下面的对话 

甲：我听的古典音乐不多。你能不能给我推荐些有名的西洋古典音乐？ 

乙：依我看，史特劳斯的圆舞曲可以称得上是最流行的古典音乐。 

甲：我很少听圆舞曲，我比较欣赏钢琴曲。 

乙：我同意，特别是当我烦躁不安的时候，钢琴曲最能解除我的烦恼。 

甲：人们都说肖邦的钢琴曲天下第一，你同意吗？ 

乙：我说实话，你可别生气。 我不喜欢他的钢琴曲，我比较喜欢贝多芬的。 

甲：我想喜欢哪位作曲家并不重要。只要我们认真听， 就会明白这些音乐各有各的风
    格，各有各的特点。 

乙：我从来没听过中国的民乐曲。 你听过吗？ 

甲：听过，很有意思。有机会，你应该听听。 

 



第八课  他有罪吗？  
 
一、词汇练习  

 
1. 在中国，春节的前夕，家家户户都在清理房间。 

2. 我不了解你现在的处境，所以没办法帮你解决你的经济问题。  

3. 哥哥交了坏朋友，因此染上了抽烟的坏习惯。  

4. 妈妈掺了一点米酒在红烧鱼里。  

5. 王先生在教育界服务了二十年，是一位很有经验的教师。  

6. 这部电影的结局交代得不清楚，让观众以为电影还没演完。  

7. 虐待动物是违法的，那么为什么吃牛肉、鸡肉是合法的呢？  

8. 我识别不出地上的脚印是哪一种动物的。 

 

三、用所给的词填空 

他是位很有经验的教师，在教育界服务了多达三十年，教出了不少学生。可是他万万

没想到在离开学校的前夕，自己竟成了大家批评的对象。这件事让他伤透了心。听说

他被批评的原因是虐待学生。不过，据我所知，他之所以打骂学生是因为他非常在乎

他们的进步和成长。 

 

四、翻译练习 

由于他们忽略了自己的职责，因而三年前失去了工作。不久之后，他们染上了毒瘾，

为了毒品花光了所有的钱，甚至连日常用品都买不起。为了得到毒品，他们犯了像卖

淫、敲诈那样的罪。法官判了他们每个人十五年有期徒刑。 



 

第九课  谈情说爱 
 
一、词汇练习  
 

1. 法师说的道理很玄，没有一个人理解他的意思。 
2. 最近吴先生痛苦，好像到了无法自拔的地步。 
3. 别以为开好车的人就一定有钱，这些也可能只是外在的假象。 
4. 面对老板提出的不合理要求，我们都应该勇敢地拒绝。 
5. 经过法师的指点之后，林小姐终于明白了爱情的真相。 
6. 经历了那场恋爱以后，她彷佛变了一个人。 
7. 陈先生是个恋爱高手，他在爱情上从来没吃过败仗。 
8. 为了钱，他做了很多坏事，他的一生究竟有什么意义？ 
9. 不管小安现在几岁，他毕竟还是个孩子。 

 
 
四、去掉下面短文中多余的人称代词  
 

我很尊敬我的老师，他与人为善，与书为友，也非常关心他的学生。他每天早起晚
睡，日以继夜地工作，可是在我看来，他太注重自己的工作和研究，不懂得生活的乐
趣，对孩子关心不够。他的孩子们虽然爱他，但是有时候对爸爸不太满意，觉得爸爸
给他们的时间太少。 



 

第十课  贫穷问题 
 
一、词汇练习 

1. 等孩子都大学毕业了，我这个做母亲的也就熬出头了。 
2. 碰到麻烦的事情，你要积极地面对它、解决它，只靠埋怨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3. 年轻人和父母吵架之后，最常做的事情就是离家出走。 
4. 你做了那么多坏事，现在终于得到了报应。 
5. 即使念了大学，如果没有一技之长，想在社会上混口饭吃，还是不容易。 
6. 小明为了考研究所，不分白天晚上，日以继夜地念书。 
7. 他在国外工作了很多年，如今事业成功，终于能衣锦还乡了。 
8. 他出生在一个富有的家庭，从小他要什么就有什么。 

 

四、选词填空 

从小他就是一个努力上进的人，虽然父母经济条件很好，但是他不靠父母，而是靠贷
款和周末打工念完了研究院。在漫长的求学过程中他吃够了苦，放弃了年轻人能享受
的快乐。不过他还算不错，毕业以后经过努力，终于在一家大公司找到了一份工作。
但是没想到由于美国经济不景气，他不久被解雇了。最近他自己开了一家公司，这样
他可以赚些钱免得以后过流浪汉的生活。他虽然工作辛苦，每天早起晚睡，但是至少
不必被别人管，自己爱做什么就做什么。听说在美国越来越多的人喜欢自己开店，当
老板。你呢？你又打算做什么？ 



 

第十一课  中国文化 

 

一、词汇练习 

1. 不要去想一些不实际的事情，做人应该面对现实。 

2. 时间过得好快，上次见面你还是个大学生，一下子你已经是教授了。 

3. 除非你说出一个理由说服我，否则我是不会答应的。 

4. 我的教授不是一个食古不化的人，他一直让我念古典文学，是希望能提高我的阅读

能力。  

5. 老师把这首曲子的创作背景解释得很清楚，但是我仍然无法用小提琴把它的意思诠

释出来。  

6. 别再陷入回忆里了，那段金色的时光已经一去不回头了。 

7. 王丽等了小陈十年，而小陈却另外交了女朋友，看起来是小陈辜负了她，不过她从

不埋怨。 

8. 如果想得到好成绩，就必须花时间念书。  

9. 国家的政治和经济息息相关，没有一个政府可以只发展经济而不顾政治安定。 

10. 他的说法虽然有道理，但是我们还是要考虑其它可能的情况。 



 

第十二课  快乐在哪里？ 
 
一、词汇练习  
 

1. 因为每个人的看法不一样，所以美丑是没有绝对标准的。 
2. 王先生常常帮助别人，他认为这样做可以得到千金难买的快乐。 
3. 树叶的颜色由绿变红，这意味着冬天快到了。 
4. 他希望上了大学之后，在经济上能独立，不再依赖父母。 
5. 他常常向同事夸耀自己在工作上的表现。 
6. 她总是借着听古典音乐来摆脱工作上的压力。 
7. 她之所以想找工作，是因为受不了既单调又无聊的家庭主妇生活。 
8. 这篇文章没头没尾，内容也写得不清不楚，让我看得一头雾水。 
9. 人常常因为得不到某样东西而痛苦，而多半的时候我们真的不缺什么，会痛苦只是

代表我们还不了解知足常乐的道理罢了。 
10. 他三天没吃东西了，今天有人请客，当然一下子就吃得盘底朝天。 

 
二、选词填空 
 

什么是快乐？我想每个人的快乐观都不一样。有的人觉得赚钱最快乐，有了钱就有了
一切。他们可以为赚钱，牺牲家庭或朋友。但是有的人对钱毫无兴趣。他们认为钱多
钱少跟快乐毫无关系，整天为了钱精打细算，辛辛苦苦不值得。在他们看来，家庭朋
友最重要，建立一个美好的家庭，是千金难买的快乐。还有一些人认为自由最令人羡
慕，一个人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才是真正的快乐。 

 
 



 

第十三课 选举 

一、词汇练习 

1. 王同在今年的世界杯马拉松赛中打破了世界纪录。 
2. 以现代人的观点来看，生儿子是为了传宗接代的想法已经落伍了。 
3. 中国的历史学家有一种看法，认为天灾是国家要灭亡前的征兆。 
4. 想赚钱的人比比皆是，但是因为客观的条件不够，所以能成功的是少数。 
5. 这两支球队的实力相去不远，谁输谁赢还不知道呢！ 
6. 我自从上了大学以后，爸爸就成天担心我会交坏朋友，染上吸毒的毛病,我想他真

的是杞人忧天了。 
7. 工作越认真薪水就越高，这样大家一定会好好工作。反之，要是不认真的人，薪

水也和认真工作的人一样高，那么，谁还要好好工作呢？ 
 

三、用所给词语填空 

台湾实行民主选举以来，大部分群众都积极投票。今年的投票率已经打破了以往的纪
录。现在的选民之所以这么热情是因为他们希望改变一些重要的政策。这自然是一件
好事，但是民主选举也带来了很多问题。比方说， 有些候选人为了拉票贿赂选民。以
往那种挨家挨户访问的拉票方式已经不见了。民主选举还造成了其它一些问题，例
如，有些家庭会为了要选哪位候选人而吵架。 有些人认为现在的选举并没有提高台湾
的民主程度。在他们看来，投票率高只是社会动乱的征兆。你对这个问题有什么看法
？ 

 
 



第十四课  漫谈电影 

一、词汇练习 

1. 我很庆幸自己出生在科学发达的现代，而不是连电也没有的古代。 
2. 她是一位独立的女性，但是因为受到环境的压迫，她不得不结婚。 
3. 那个老师为了营造愉快的上课气氛，不用课本，取而代之的是有趣的影片。 
4. 这是有史以来最美的一场舞会，主人利用灯光营造出了浪漫的气氛。 
5. 可口可乐在中国已经有二十年的历史了，其它公司想要取而代之并不容易。 
6. 经过多年的努力，她演戏的技巧大有进步，今年得到了最佳女主角奖。 
7. 《断背山》这部电影之所以能得到许多大奖，是因为它的制作严谨，导演手 

法成熟。 
8. 这部电影的内容一定是影射政府领导，否则怎么会禁演呢？ 
9. 政府为了巩固国际地位，所以积极与其它国家发展友好关系。 
10. 校长提醒老师，当学生犯错的时候，绝对不可以用尖酸刻薄的语气来批评学

生。 
 
二、用给的词填空 
 

张艺谋是中国第五代导演中最出色的一位。他导演的电影大部分都很值得看。如果
你看过他的电影，就知道他的很多电影都以描写女性为主 。在我看来，最成功的
一部是《菊豆》。这部电影有很浓的反传统的味道。虽然中国政府很多人对这部电
影的政治暗示不满 ，海外很多观众却很欣赏。一九九一年《菊豆》在美国打破了
中文电影的卖座纪录 。 有人认为，这部电影之所以那么成功是因为导演找到了一
个非常出色的女主角。从一九八八年拍《红高梁》到一九九五年拍《摇啊摇，摇到
外婆桥》，张艺谋跟女影星巩俐自始至终都合作得很好。 

 
三、用所给的词改写下面的句子 
 

1. 十年前他看过那部电影，可是他现在已经毫无印象。 
2. 这部电影跟原著相差甚远，很多观众对改编的剧情不满。 
3. 他写的文学作品都是以小说为主的。 
4. 歌德是举世闻名的伟人，尤其是他的文学和艺术创作影响了无数的作家和艺术

家。 
5. 有人说：“音乐没有国界，即使语言不同的人也可以通过音乐进行沟通。”你

对这种说法有何感想? 
6. 导演把春天和夏天的喜悦藏了起来。 



 
五、书写练习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有钱的男人总是喜欢多娶几房老婆，这代表他们的身份，就像
皇帝一样唯我独尊、高高在上，可以决定女性命运。这些男人的心是难以捉摸的。
最可怜的是女性，为了得到男人的宠爱，妻妾之间明争暗斗、争风吃醋，其实无论
怎么斗，她们自始至终活在男人的阴影下。长期处在这样受压迫的环境里，女人柔
顺的形象逐渐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因争宠而产生的嫉妒， 她们表面上和气，但
却是话中带刺、话中有话。有人说追根究底，罪魁祸首就是男人，虽然男人也不愿
意看到家庭不和，但是只要传统的观念不打破，女人的命运自始至终都很难摆脱这
样的悲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