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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 课 

 
一. 教具 

 1. 中国地图，一本中国书 

2. 一群美国人在一起说话，一群中国人在一起说话的照/图片 

3. 一段分别用英语、汉语说话的录音 

4. 故事（一）的照/图片 

5. 一些实物：面条、筷子 

6. 同样的动作，有的是一个人单独做、有的是数人一起做的照/图片 

7.“自行车、摩托车、汽车”的照/图片 

 8.“牛、猪、鸡、豆腐、汤”的照/图片 

 

 

二. 生词教法 

 

1. 教“中国、中国人、汉字、汉语、字、话” [Note: “普通话”是第十一课] 

给学生看中国地图，然后说“这是中国。”随即把 Zh!nggu@ 写在白

板左边。问学生：我是哪国人？学生一定会说“你是中国人。”老师点

头说“对！”然后拿起一本中国书说“我看中国书，中国书上有很多汉

字，我认识很多汉字，我天天看中国书，所以我天天看汉字。”这段话

期待学生懂 95％，老师把 r6n 写在 Zh!nggu@ 的右下方带学生说几

次。 

老师在白板上写“十个好人”四个字，然后问学生“这儿有几个字？”

“这四个字是哪国字？”“你认识这四个字吗？”“你喜欢学汉字吗？”

等问题。 

给学生看教具 2 中的照/图片说“他们是美国人，他们说英语(English);

他们是中国人，他们说汉语。”老师把 z= 和 hu4 写在 r6n 下边，然后

说“『Today is Tuesday.』。请问这句话是不是汉语？”学生可能会迟疑着

说“不是。”因为他们不懂“句”的意思，所以此时在 r6n、z= 前都加

“ge”，并告诉他们人、字的Measure word都是“个”，在 hu4前边加 “j*”

并说“话的 Measure word 是 『j*』”老师接着给下边指示“你说一句

英语。”“你说两句汉语。”“你说一句英语、一句汉语。” 

老师放教具 3的录音带，每放一句就停，请学生说出那是什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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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教“餐厅、饭馆、菜单、菜、不错”及  S（正）在  Action. 句型 

老师把 c1nt9ng 写在白板左边，请学生自己从生词表中找到这些词的 

f4ngu3nr 

c4i 

c4id1n 

b^cu$ 

z4i 

zh8ng z4i 

意思，然后带着他（们）读几次，接着请他们听故事（一）以后回答问

题。 

老师给学生看故事（一）的照/图片说：这个地方是餐厅，这是学校的

餐厅，很多学生到这个餐厅来吃饭，他们说这个餐厅的菜不错，也不太

贵，所以很多学生天天来这个餐厅吃饭。现在这个美国人正在看菜单，

菜单上有很多菜的名字，可是都是汉字，所以他不知道怎么办！ 

   说完后问下列问题： 

这是邮局的餐厅吗？ 

什么人到这个餐厅来吃饭？ 

为什么很多人天天来这个餐厅吃饭？ 

这个人在做什么？ 

菜单上有什么？ 

 If你是他，你怎么办？ 

教  S（正）在  Action. 

A:“正在”和“在”的用法大同小异，但较常用“正在”的情况是如

果要说明：当某一种状况发生时，S正在进行一个动作，如：昨天你给

我打电话的时候，我正在洗澡。 B被 A嘱咐做某事，过了一会儿 A

询问 B做了没有，B正在做，可是还没做完，也会以“正在”来回答。 

如：A：你去吃饭。 

B：好。 

      （过了十分钟） 

A：你在吃饭吗？ 

B：我正在吃呢！ 

由于学生目前的程度还不是太高，老师可能不需要告诉他（们）这么多，

只说“正在”是较强调的说法。 

B: 老师给学生看一些以前学过的动作的照/图片，让学生听到类似他

们在买邮票。 林太太在买菜。 这个学生在读书。 的例句后，就

把 S（zh8ng）z4i  Action. 写在白板右边，告诉学生“英文的

『Activity-in-Progress』的汉语的 pattern就是这个！” 

老师再次用刚刚用过的以及一些新的照/图片问：“在做什么？”的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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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让学生回答，然后说明如果要用“emphasis”的语气说这个句型，只

要把“在”换成“正在”就可以了。最后老师用一些可使用这个句型的

照/图片，请学生看照/图片说话一两分钟。 

 

3. 教“面(条)、用、筷子”及“S 一起 Action.”“S 会 Action.”句型 

老师把生的面条、面的照/图片及筷子做为教具，帮助学生明白意思及

说法，然后把mi4n     写在白板左边。 

mi4nti2o 

ku4izi 

给学生看一些能说出下列句子的照/图片，老师边说句子边给学生看照/

图片。 

他一个人吃饭，他们一起吃饭。 

他一个人读书，他们一起读书。 

他一个人骑自行车去学校，他们一起骑自行车去学校。 

三个句子以后，把 S  y=q-  Action. 写在白板右边，选用刚用过及还没

用的照/图片来问学生“他们一起做什么？”五六个问题后，给学生看

“一个人动作”及“数人一起动作”的照/图片，请学生看图说话一两

分钟。 

老师给学生看“自行车、摩托车、汽车”的照/图片，说下列故事后问

一些问题。“李先生有一辆自行车、一辆摩托车和一辆汽车。李先生是

警察，他会开车，不会骑摩托车，所以他天天开车去公安局。李太太是

老师，她会骑自行车，也会骑摩托车，可是不会开车，她天天骑摩托车

去学校。李小姐会骑车也会开车，可是她只喜欢开车不喜欢骑车，所以

从星期一到星期五，她走路去看男朋友，星期六她开车去看男朋友。”

说完故事后，老师把 hu= 写在 ku4izi 下边，此时学生可以领会“会”

的意思，如果不放心，可请学生看第  228页上生词表里的英译。 把 

S hu=  Action. 也写在白板右边，然后问下列问题。 

李先生家有几辆车？什么车？ 

谁会骑自行车？ 

谁会骑摩托车？ 

谁会开车？ 

为什么李先生不骑摩托车去公安局？ 

为什么星期三李小姐不开车去看她的男朋友？ 

你会骑什么车？ 

你会开车吗？ 

老师说一些动作，请学生按实情用“会”或“不会”说出完整的句子。 

开公共汽车 

说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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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坐公共汽车 

骑摩托车 

买邮票 

寄挂号信 

一个人去邮局办事 

做中国菜 

老师在 hu= 的下边写 y$ng，接着带学生说两次，然后给下列的句子帮

助学生明白“用”的意思。 

因为我要买东西，所以我要用钱。（“用”加强语气） 

因为我要吃面，所以我要用筷子。 

因为我要用他的笔，所以我应该问他可以不可以。 
 
为了测试学生对“用”的意思的了解，老师可以用下列问题来问。 

我要买东西，应该用纸还是用钱？ 

我要吃面，应该用筷子还是用杯子？ 

你喜欢用这支笔还是那支笔？ 

现在我用你的书还是我的书？ 

我可以不可以用你的钱去买东西？（自然地带出“用”的介词的用法，

但不必说明，因为中英文的词序一样。） 

我们可以不可以用火车票坐公共汽车？ 
 
请学生用“用”造句。 

 

 

4. 教“能”“会” 

有关“能”“会”“可以”的不同意思，请学生看第 231页上 Auxiliary 

Verbs 的说明，当学生看完后，带他们说两次并画下列简表帮助他们记

忆“can”的不同译法。 

 

  can 

 ability 

 
n6ng: physical ability 

hu=: learned ability 

permission 

 
n6ng: Can ... ? 

k7y-: May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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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学生当堂做下列翻译，看看他们的理解程度 

 My teacher said that I can’t go. 

 No one can eat so much food. 

 Who can speak Chinese? 

 Can we go to the park together? 

 Can I park my car here? 

 Can we meet tonight? 

 Sorry, I can’t tell you my girl-friend’s name. 

 He probably can’t drive because he has no car. 

 He can’t drive, because he is only 16 years old. 

 Can we go to McDonald’s to eat lunch? 

 

画下列简图帮助学生记忆“会”“能”“可以”的不同用法。 

 

 

 

 

书上的例句都很好，可用来印证这些简图上的区别，例句用完后，可用

书上第 233页的填空练习来测知学生的理解程度。 

hu= 

can (learned ability) 

will, shall (future event) 

 

 n6ng 

can (physical ability) 

permission 

ask a favor 

 
reason or limiting factor  

 
k7y- 

may (permission) 

 

suggestion or solution to a probl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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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教“容易、难、想” 

请学生看第 229页上这三个词的英译，然后把 r@ngy= 写在白板左边， 

n2n 

xi3ng 

带学生读几次以后问“你想什么事容易、什么事难？” 吃饭、做饭

开车、骑自行车 在家吃饭、到外边去吃饭 去邮局寄航空信、去

邮局寄挂号信 在北京停车 学汉语 在中国坐公共汽车。 

请学生自己用这三个词造句。 

 

6. 教“牛、猪、鸡、牛肉、猪肉、鸡肉、排骨、鸡腿、豆腐、汤” 

老师把 ni^   ni^r$u        都写在白板右边后，请学生自己找出英译 

zh%  zh%r$u  p2ig& 

j9     j9r$u    j9tu- 

d$ufu 

t1ng 

并读几次。 

请学生把下列英文菜单翻成中文读出来 

chicken leg with rice 

chicken leg with noodles  

beef noodles 

pork and rice 

pork noodles 

vegetable beancurd soup 

tomato beancurd soup 

chicken soup 

pork soup 

beef soup 

onion beef soup 

 

7. 教“碗、大、小、够、够了、喝” 

老师把 w3n   写在白板右边，请学生自己找出英译，并且读几次。 

d4 

xi3o 

g$u 

g$ule 

h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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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学生将下列词语口头翻译后，用来造一个完整的句子。 

 a big bowl 

 a bowl of chicken leg with rice 

 a small bowl of soup 

 a small cup 

 a big piece of pork 

 drink beef soup 

 not enough 

 ¥100 is enough. 

 enough or not? 

 how much do you want to drink? 

 

8. 教“没(有) 问题！”“不错！”“等一会儿！”“不好意思！”  “不用/不必！” 

老师先把M6i(y#u) w8nt0! 写在白板左边，请学生找出英译，并读几次。 

 B^cu$! 

 D7ng-y0hu=r! 

 B*h3oy=si! 

 B^y$ng! / B^b=! 

老师说些话或做些事让学生从以上五句中选择正确的回答。 

请你给我一张邮票，好不好？ 

我们只有筷子，你会用筷子吗？ 

你看，这支笔怎么样？ 

我们现在可以往左拐吗？  

前边要往右拐吗？ 

李先生家里有很多朋友，李太太很累，她要先休息，她说什么？ 

老师切橙子，请学生吃。 [切 = cut] 

从北京到上海坐火车要三十个小时吗？ 

我可以不可以坐你的车子去火车站？ 

 

9. 请学生把生词表上的生词从头到尾读一次，读到“饿、等、说话”时，

请给适当的例句及足够的口语练习。   

 

 

三. 句型教法 

由于本课列出的句型，已经在教生词时都教过了，所以只要请学生把第 236

页上的“活动”及“翻译”做出来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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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对话教法 

1. 学生把第 227页上第一段的对话一句一句翻出来后，自己再加一段在学

校餐厅“点面”的对话。 

※把学生分成 A、B两组，把第一段的对话翻译出来后，两组各自加一段

在餐厅“点面”的对话，表演出来给大家看。 

2. 学生把第 227页上第二段的对话一句一句翻出来，然后再编一、两个“林

老师不能来”的理由。 

3. 学生把第 227页上第三段的对话一句一句翻出来后，跟老师两个人分别

扮演顾客和餐厅的服务生，根据对话上的内容来做“点菜”的对话。 

※ 把学生分成 A、B 两组，把第三段的对话翻译出来后，两组各派一人

出来分别扮演顾客和餐厅的服务生，根据对话上的内容来做“点菜”的对

话。两组中的每个学生都要被轮到才可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