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課  童年往事 

一、辭彙練習 

1. 弟弟非常驚訝，他沒想到大家還記得他的生日。 
2. 鄰居的房子上著火了，陳先生大吃一驚，趕緊報警。 
3. 對大多數的人來說，無憂無慮的童年生活是最令人難忘的。 
4. 這本書非常有意思，值得大家買來看看。 
5. 父母常告訴我們為人處世的道理，希望我們將來能做個誠實負責任的人。 
6. 這個學校有許多不同文化背景的學生。 
7. 她的確是住在這條街上，我絕不會弄錯的。 
8. 爸爸每天早上一起床就去跑步，平時既不抽煙也不喝酒，非常注重身體健康。 
9. 父親是個偉大的鋼琴家，從小我就受到他的影響，希望有一天，自己也能成為一

個出色的鋼琴家。 
10. 如果答應別人做什麼事情，就一定要做到，這樣才是有責任感的人。 

 
二、語法練習 
 

1. 只有努力讀書，才能得到好成績。 
2. 他的個性比較內向， 一跟別人說話就臉紅。 
3. 你別再生氣了，其實父母說你，也都是為了你好，哪有父母願意自己的孩子學壞

呢？  
4. 他不僅是我們的班長，同時也是學生會的會長。  
5. 他們分手之後，仍然維持很好的關係。 
6. 從那次可怕的經驗之後，我再也不敢一個人半夜外出了。 

 

三、完成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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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選詞填空 

孩子很小的時候父母就應該教育他們與人為善， 因為童年的教育對孩子的成長有很大的
影響。 另外，父母也要培養孩子學習的興趣和獨立思考的能力。 

 



 

第二課  評價一個人  
 
一、辭彙練習  
 

1. 批評別人要講證據啊！ 
2. 年輕人常常會因為一時衝動，而做了傷害別人的事。  
3. 為了幾萬塊錢，他殺了三個人，真是心狠手辣。 
4. 事情發展到這個地步，你只能承認自己的錯誤了！ 
5. 他不借錢給朋友，不是因為他不相信別人，而是有說不出的苦衷。 
6. 沒有根據的事情，你最好不要相信。 
7. 經過討論，大家決定對這件事採取比較積極的做法。 
8. 他的生意總是大起大落，沒人知道五年以後他會怎麼樣。 
9. 不論發生了什麼事，他看上去總是很輕鬆。 
10. 學者對這部電影的評價很高，但是觀眾卻一點都不喜歡。 
 

三、英譯漢 
 

1. 孔子不僅是有名的教育家，而且還是中國有史以來最偉大的思想家。他的思想對中
國文化和社會有很大的影響。許多人研究孔子的一生。 

2. 她有的時候很友善；有的時候冷若冰霜。許多人說她很古怪，但是依我看，她是一
個非常仁慈的人。比方說，她總是熱心助人。 

 

 



 

第三課  推銷高手 
 
一、辭彙練習  
 

1. 他是公司的業務經理，他的推銷技巧非常好。 
2. 無論是籃球、棒球還是乒乓球，他打得都很好。大家都說他是運動高手。 
3. 我很喜歡到這家商店買東西，它不但價格便宜，而且能免費幫你把東西送到

家。 
4. 有人說東西越貴越好，但是我覺得便宜的東西，品質不一定差。 
5. 這次考試，老師要求大家要達到自己定的標準。 
6. 去上海的機票價錢實在是太高了，我需要考慮一下。 
7. 那家百貨公司大降價，如果買兩千元的東西就可以免費收到小禮物。 
8. 這家飯店收費不高，卻能給遊客提供最高的享受。 
9. 做飯機器人是日本最近新研發出的產品。 

 
二、用所給的詞填空： 
 

我透過網路知道百貨公司正在打折，商品的價格是有史以來最低的。所以，我決定
約美美和麗麗一起去百貨公司。我們約好今天中午十二點在公車站見面，過了三十
分鐘，美美卻還沒到，麗麗顯得很不耐煩，所以我們決定先去吃午餐。我們到了一
家中國餐廳，這家餐廳的價格很便宜。不過愛吃的麗麗要喝冰啤酒，吃炸雞腿，我
真擔心她會胃痛！吃完午餐後，美美還是沒來，我們只好兩個人去逛百貨公司了。 
 

四、選詞填空  
 

在美國的超級市場和百貨商場，服務員對顧客都很客氣。買什麼東西都很方便。可
是有時候我還不太習慣。比方說，很多東西的價格一會兒高，一會兒便宜。不僅如
此，有的時候買東西還要討價還價。在美國生活離不開汽車，但是我最不喜歡的是
買車，特別是買舊車，有些賣車的人看上去熱情洋溢，實際上唯利是圖，常常騙
人。 
 



第四課  各行各業 

一、辭彙練習 

1. 哥哥自從被老闆解雇以後，到現在還沒找到新的工作。 
2. 律師的責任就是要為客戶爭取最大的權益。 
3. 即使是看同一件事情，不同的人也會有不同的角度。 
4. 他最近迷上了網路遊戲，整天坐在電腦前，連飯都不吃了。 
5. 一位教授發表論文的數量和他的教學能力有關嗎？ 
6. 你的想法太天真了！這件事不可能這麼簡單。 
7. 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出人頭地，能有好的成就。 
8. 這項研究需要很多經費，應該去哪里找呢？ 

 

三、選擇合適的句法填空 

1. 我們做律師雖然薪水還可以，但是常常得早起晚睡，工作壓力大，有時候還被人
們罵。 

2. 老闆說什麼就是什麼，高興的時候可以跟我們一起去喝咖啡， 不高興的時候會把
我們解雇。 

3. A: 你認為哪個行業讓人羡慕？ 
4. B: 「這山望著那山高」被人們用來指那些不知足的人。 

四、把下面的句子改成「被」、「讓」或者「給」字句，並說明兩種句式在意思上有什麼不
同。 

1. 很多人被那個油腔滑調的推銷員騙了。 
2. 我以為我猜出了李教授的背景，其實被我猜錯了。 
3. 雖然王律師為了工作每天早起晚睡，可是還是被老闆解雇了。 
4. 書被那個圖書館員弄亂了。 
5. 那個校長的職務被撤銷了。 
 

五、用所給的詞語填空 

據說，現在中國人最想幹的職業是做買賣，當老闆。很多教授也想「下海」。 「下
海」就是做買賣的意思。有史以來中國的知識份子都是受尊敬的，為什麼現在他們不
想再教書了呢？原因是他們整天都辛辛苦苦地工作，早起晚睡, 可是他們的工資還是
比較低。他們一邊教書，一邊做買賣也是不得已的。 



 

第五課  難題幾則  
 
一、 辭彙練習  

 
1. 十字路口發生了車禍，兩位車主就在馬路中間理論了起來，造成交通大亂。 
2. 參加演講比賽不僅提高了我說話的技巧，也使我學到了說服別人的方法。 
3. 爸爸是一個十分固執的人，他決定的事情誰都別想改變。 
4. 自從他迷上了網路遊戲之後，他的成績就一落千丈。 
5. 當我失敗的時候，一個老朋友勸我：「你不要老往壞處想，只要繼續努力，人生

還是有希望的」。 
6. 上課的時候，老師說了一則故事，目的是告訴我們：「只要努力，就會成功」。 
7. 外國人到臺灣，通常都需要花一段時間才能適應臺灣的天氣。 
8. 我猜將近有一百人會參加這次比賽。 
9. 我按照地址很容易地找到了張教授的家。 
10. 他做錯事不但不道歉，反而還出口傷人。 

 

二、語法練習 

1. 原本大家都以為小娟是個自私自利的大小姐，沒想到她不但不自私，反而常常關
心大家。 

2. 他不但不是個運動好手，相反地，他連走路都會跌倒。  
3. 難得放假，爸爸卻不放我出去玩。 
4. 姐姐很驕傲，甚至認為這世界上沒有人比她聰明。  
5. 有位太太說：「我的丈夫既是司機又是提款機。」 

 



 

第六課  午餐 
 
一、辭彙練習     
 

1. 我是肉食主義者，不管是雞、鴨、魚、牛、豬肉我都一概不忌。 
2. 難得大家這麼開心，大家想吃什麼就點什麼，今天我做東。 
3. 他什麼事都不做，整天在家裏睡覺。 
4. 雖然價格高了一點，不過這家餐館的菜做得很精緻。 
5. 老師今天有空能跟大家吃飯，真是難得啊！ 
6. 住在這個有游泳池的旅館真是一流的享受。 
7. 你既然要請我吃飯，那我就只好從命了。 
8. 你每次都說忘了帶錢！我們這裏可不歡迎白吃白喝的客人。 
9. 你不要在大家的面前罵我，這樣會讓我很沒面子。  

 
四、填空  
 

A:  我們一星期這麼忙，今天是星期五，我們一起去吃晚飯吧！ 
B:  說得也是，王先生呢？今天該我們請他了。 
A:  他正在打電話呢！他那個人客氣得很，希望他不會推辭。 
B:  今天我去那兒吃呢？你選吧。 
A:  那我就不客氣了。不過，我們還是等王先生來了再決定吧！他吃東西挑得很。 
B:  我倒想起一家飯館，他們的東西很新鮮，菜做得精緻，再說價錢也不貴。 
A:  好吧！我們就決定去那兒。 

 



 

第七課 音樂欣賞 

 
一、辭彙練習     
 

1. 颱風來了，經理卻希望大家仍然照常上班。 
2. 你的畫很有特色，即使是畫家也不一定能畫得比你好。 
3. 有的人把信仰當作精神寄託，而有的人把信仰當作一種哲學。  
4. 我推薦你去看這部歌劇，你一定會喜歡的。 
5. 一個人的心態對他的身體健康很重要。 
6. 無論是音樂還是文學作品，常常是某個時代的產物。  
7. 她不但有健康的心態，還有高雅的氣質。 
8. 我想去西藏看看，那裏是我從小到大嚮往的地方。 
9. 現在中國人結婚也穿白色的婚紗禮服，其實這是西方文化的產物。 

 

四、用所給的詞語完成下面的對話 

甲：我聽的古典音樂不多。你能不能給我推薦些有名的西洋古典音樂？ 

乙：依我看，史特勞斯的圓舞曲可以稱得上是最流行的古典音樂。 

甲：我很少聽圓舞曲，我比較欣賞鋼琴曲。 

乙：我同意，特別是當我煩躁不安的時候，鋼琴曲最能解除我的煩惱。 

甲：人們都說蕭邦的鋼琴曲天下第一，你同意嗎？ 

乙：我說實話，你可別生氣。 我不喜歡他的鋼琴曲，我比較喜歡貝多芬的。 

甲：我想喜歡哪位作曲家並不重要。只要我們認真聽， 就會明白這些音樂各有各的風
    格，各有各的特點。 

乙：我從來沒聽過中國的民樂曲。 你聽過嗎？ 

甲：聽過，很有意思。有機會，你應該聽聽。 

 



第八課  他有罪嗎？  
 
一、辭彙練習  

 
1. 在中國，春節的前夕，家家戶戶都在清理房間。 

2. 我不瞭解你現在的處境，所以沒辦法幫你解決你的經濟問題。  

3. 哥哥交了壞朋友，因此染上了抽煙的壞習慣。  

4. 媽媽摻了一點米酒在紅燒魚裏。  

5. 王先生在教育界服務了二十年，是一位很有經驗的教師。  

6. 這部電影的結局交代得不清楚，讓觀眾以為電影還沒演完。  

7. 虐待動物是違法的，那麼為什麼吃牛肉、雞肉是合法的呢？  

8. 我識別不出地上的腳印是哪一種動物的。 

三、用所給的詞填空 

他是位很有經驗的教師，在教育界服務了多達三十年，教出了不少學生。可是他萬萬

沒想到在離開學校的前夕，自己竟成了大家批評的對象。這件事讓他傷透了心。聽說

他被批評的原因是虐待學生。不過，據我所知，他之所以打罵學生是因為他非常在乎

他們的進步和成長。 

四、翻譯練習 

由於他們忽略了自己的職責，因而三年前失去了工作。不久之後，他們染上了毒癮，

為了毒品花光了所有的錢，甚至連日常用品都買不起。為了得到毒品，他們犯了像賣

淫、敲詐那樣的罪。法官判了他們每個人十五年有期徒刑。 



 

第九課  談情說愛 
 
一、辭彙練習  
 

1. 法師說的道理很玄，沒有一個人理解他的意思。 
2. 最近吳先生痛苦，好像到了無法自拔的地步。 
3. 別以為開好車的人就一定有錢，這些也可能只是外在的假象。 
4. 面對老闆提出的不合理要求，我們都應該勇敢地拒絕。 
5. 經過法師的指點之後，林小姐終於明白了愛情的真相。 
6. 經歷了那場戀愛以後，她彷彿變了一個人。 
7. 陳先生是個戀愛高手，他在愛情上從來沒吃過敗仗。 
8. 為了錢，他做了很多壞事，他的一生究竟有什麼意義？ 
9. 不管小安現在幾歲，他畢竟還是個孩子。 

 
 
四、去掉下面短文中多餘的人稱代詞  
 

我很尊敬我的老師，他與人為善，與書為友，也非常關心他的學生。他每天早起晚
睡，日以繼夜地工作，可是在我看來，他太注重自己的工作和研究，不懂得生活的樂
趣，對孩子關心不夠。他的孩子們雖然愛他，但是有時候對爸爸不太滿意，覺得爸爸
給他們的時間太少。 



 

第十課  貧窮問題 
 
一、辭彙練習 

1. 等孩子都大學畢業了，我這個做母親的也就熬出頭了。 
2. 碰到麻煩的事情，你要積極地面對它、解決它，只靠埋怨是不能解決問題的。 
3. 年輕人和父母吵架之後，最常做的事情就是離家出走。 
4. 你做了那麼多壞事，現在終於得到了報應。 
5. 即使念了大學，如果沒有一技之長，想在社會上混口飯吃，還是不容易。 
6. 小明為了考研究所，不分白天晚上，日以繼夜地念書。 
7. 他在國外工作了很多年，如今事業成功，終於能衣錦還鄉了。 
8. 他出生在一個富有的家庭，從小他要什麼就有什麼。 

 

四、選詞填空 

從小他就是一個努力上進的人，雖然父母經濟條件很好，但是他不靠父母，而是靠貸
款和週末打工念完了研究院。在漫長的求學過程中他吃夠了苦，放棄了年輕人能享受
的快樂。不過他還算不錯，畢業以後經過努力，終於在一家大公司找到了一份工作。
但是沒想到由於美國經濟不景氣，他不久被解雇了。最近他自己開了一家公司，這樣
他可以賺些錢免得以後過流浪漢的生活。他雖然工作辛苦，每天早起晚睡，但是至少
不必被別人管，自己愛做什麼就做什麼。聽說在美國越來越多的人喜歡自己開店，當
老闆。你呢？你又打算做什麼？ 



 

第十一課  中國文化 

 

一、辭彙練習 

1. 不要去想一些不實際的事情，做人應該面對現實。 

2. 時間過得好快，上次見面你還是個大學生，一下子你已經是教授了。 

3. 除非你說出一個理由說服我，否則我是不會答應的。 

4. 我的教授不是一個食古不化的人，他一直讓我念古典文學，是希望能提高我的閱讀

能力。  

5. 老師把這首曲子的創作背景解釋得很清楚，但是我仍然無法用小提琴把它的意思詮

釋出來。  

6. 別再陷入回憶裏了，那段金色的時光已經一去不回頭了。 

7. 王麗等了小陳十年，而小陳卻另外交了女朋友，看起來是小陳辜負了她，不過她從

不埋怨。 

8. 如果想得到好成績，就必須花時間念書。  

9. 國家的政治和經濟息息相關，沒有一個政府可以只發展經濟而不顧政治安定。 

10. 他的說法雖然有道理，但是我們還是要考慮其他可能的情況。 



 

第十二課  快樂在哪里？ 
 
一、辭彙練習  
 

1. 因為每個人的看法不一樣，所以美醜是沒有絕對標準的。 
2. 王先生常常幫助別人，他認為這樣做可以得到千金難買的快樂。 
3. 樹葉的顏色由綠變紅，這意味著冬天快到了。 
4. 他希望上了大學之後，在經濟上能獨立，不再依賴父母。 
5. 他常常向同事誇耀自己在工作上的表現。 
6. 她總是借著聽古典音樂來擺脫工作上的壓力。 
7. 她之所以想找工作，是因為受不了既單調又無聊的家庭主婦生活。 
8. 這篇文章沒頭沒尾，內容也寫得不清不楚，讓我看得一頭霧水。 
9. 人常常因為得不到某樣東西而痛苦，而多半的時候我們真的不缺什麼，會痛苦只是

代表我們還不瞭解知足常樂的道理罷了。 
10. 他三天沒吃東西了，今天有人請客，當然一下子就吃得盤底朝天。 

 
二、選詞填空 
 

什麼是快樂？我想每個人的快樂觀都不一樣。有的人覺得賺錢最快樂，有了錢就有了
一切。他們可以為賺錢，犧牲家庭或朋友。但是有的人對錢毫無興趣。他們認為錢多
錢少跟快樂毫無關係，整天為了錢精打細算，辛辛苦苦不值得。在他們看來，家庭朋
友最重要，建立一個美好的家庭，是千金難買的快樂。還有一些人認為自由最令人羡
慕，一個人想做什麼就做什麼，才是真正的快樂。 

 
 



 

第十三課 選舉 

一、辭彙練習 

1. 王同在今年的世界盃馬拉松賽中打破了世界紀錄。 
2. 以現代人的觀點來看，生兒子是為了傳宗接代的想法已經落伍了。 
3. 中國的歷史學家有一種看法，認為天災是國家要滅亡前的徵兆。 
4. 想賺錢的人比比皆是，但是因為客觀的條件不夠，所以能成功的是少數。 
5. 這兩支球隊的實力相去不遠，誰輸誰贏還不知道呢！ 
6. 我自從上了大學以後，爸爸就成天擔心我會交壞朋友，染上吸毒的毛病,我想他真

的是杞人憂天了。 
7. 工作越認真薪水就越高，這樣大家一定會好好工作。反之，要是不認真的人，薪

水也和認真工作的人一樣高，那麼，誰還要好好工作呢？ 
 

三、用所給詞語填空 

臺灣實行民主選舉以來，大部分群眾都積極投票。今年的投票率已經打破了以往的紀
錄。現在的選民之所以這麼熱情是因為他們希望改變一些重要的政策。這自然是一件
好事，但是民主選舉也帶來了很多問題。比方說， 有些候選人為了拉票賄賂選民。以
往那種挨家挨戶訪問的拉票方式已經不見了。民主選舉還造成了其他一些問題，例
如，有些家庭會為了要選哪位候選人而吵架。 有些人認為現在的選舉並沒有提高臺灣
的民主程度。在他們看來，投票率高只是社會動亂的徵兆。你對這個問題有什麼看法
？ 

 
 



第十四課  漫談電影 

一、辭彙練習 

1. 我很慶倖自己出生在科學發達的現代，而不是連電也沒有的古代。 
2. 她是一位獨立的女性，但是因為受到環境的壓迫，她不得不結婚。 
3. 那個老師為了營造愉快的上課氣氛，不用課本，取而代之的是有趣的影片。 
4. 這是有史以來最美的一場舞會，主人利用燈光營造出了浪漫的氣氛。 
5. 可口可樂在中國已經有二十年的歷史了，其他公司想要取而代之並不容易。 
6. 經過多年的努力，她演戲的技巧大有進步，今年得到了最佳女主角獎。 
7. 《斷背山》這部電影之所以能得到許多大獎，是因為它的製作嚴謹，導演手 

法成熟。 
8. 這部電影的內容一定是影射政府領導，否則怎麼會禁演呢？ 
9. 政府為了鞏固國際地位，所以積極與其他國家發展友好關係。 
10. 校長提醒老師，當學生犯錯的時候，絕對不可以用尖酸刻薄的語氣來批評學

生。 
 
二、用所給的詞填空 
 

張藝謀是中國第五代導演中最出色的一位。他導演的電影大部分都很值得看。如果
你看過他的電影，就知道他的很多電影都以描寫女性為主 。在我看來，最成功的
一部是《菊豆》。這部電影有很濃的反傳統的味道。雖然中國政府很多人對這部電
影的政治暗示不滿 ，海外很多觀眾卻很欣賞。一九九一年《菊豆》在美國打破了
中文電影的賣座紀錄 。 有人認為，這部電影之所以那麼成功是因為導演找到了一
個非常出色的女主角。從一九八八年拍《紅高梁》到一九九五年拍《搖啊搖，搖到
外婆橋》，張藝謀跟女影星鞏俐自始至終都合作得很好。 

 
三、用所給的詞改寫下面的句子 

1. 十年前他看過那部電影，可是他現在已經毫無印象。 
2. 這部電影跟原著相差甚遠，很多觀眾對改編的劇情不滿。 
3. 他寫的文學作品都是以小說為主的。 
4. 歌德是舉世聞名的偉人，尤其是他的文學和藝術創作影響了無數的作家和藝術

家。 
5. 有人說：「音樂沒有國界，即使語言不同的人也可以通過音樂進行溝通。」你

對這種說法有何感想? 
6. 導演把春天和夏天的喜悅藏了起來。 

 



五、書寫練習 
在中國傳統社會中，有錢的男人總是喜歡多娶幾房老婆，這代表他們的身份，就像
皇帝一樣唯我獨尊、高高在上，可以決定女性命運。這些男人的心是難以捉摸的。
最可憐的是女性，為了得到男人的寵愛，妻妾之間明爭暗鬥、爭風吃醋，其實無論
怎麼鬥，她們自始至終活在男人的陰影下。長期處在這樣受壓迫的環境裏，女人柔
順的形象逐漸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因爭寵而產生的嫉妒， 她們表面上和氣，但
卻是話中帶刺、話中有話。有人說追根究底，罪魁禍首就是男人，雖然男人也不願
意看到家庭不和，但是只要傳統的觀念不打破，女人的命運自始至終都很難擺脫這
樣的悲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