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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級 《天氣》 
談天氣 

作者：曹靜儀老師 

一、 學習目標 Learning Objectives 
1. 學生能簡單地說明一年四個季節的不同。 
2. 學生能用基本的詞彙描述天氣的狀況與改變。 
3. 學生能簡單地比較兩個地方的天氣。 
 
 
二、 對話一 Dialogue 1 
（Mark 是美國人，住在洛杉磯，是國英語言交換的網友。Mark 跟國英學中

文，學了六個月了。今天他們在網上聊天。） 
Mark：國英，臺灣天氣怎麼樣？ 
國英：春天和秋天都很舒服，不冷也不熱，春天常常下雨。 
Mark：夏天熱不熱？聽說臺灣夏天很熱，對嗎？ 
國英：對，臺灣夏天很熱。我比較喜歡冬天，冬天比夏天舒服。 
Mark：臺灣冬天下雪嗎？ 
國英：不下雪。有時候下雨。加州冬天冷嗎？ 
Mark：南加州白天不太冷，可是晚上很冷。跟臺灣一樣，不下雪。北加州比較

冷，有時候下雪。 
國英：臺灣天氣不錯，好地方很多。你打算什麼時候到臺灣來旅行？ 
Mark：我想明年秋天去臺灣旅行，秋天最舒服。 
國英：太好了，歡迎你到臺灣來。 
 
 
三、 生詞一 Vocabulary 1 
本課人物 People in the Dialogue 

編號 人名 漢語拼音 注音  

1. Mark   American who lives in 
L.A. He is a netizen w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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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s language exchange 
with Guóyīng. 

2. 國英 Guóyīng ㄍㄨㄛˊ 

ㄧㄥ 

Guóyīng’s last name is 
Lin. She is Taiwanese and 
stays in Taipei. She works 
in the bank. In the free 
time, she makes a friend 
with Mark for language 
exchanging. 

 
詞語 Vocabulary 

編號 生詞 漢語拼音 注音 詞類 英譯 

3. 春天 chūntiān 
ㄔㄨㄣ 

ㄊㄧㄢ 
名詞 spring 

4. 秋天 qiūtiān 
ㄑㄧㄡ 

ㄊㄧㄢ 
名詞 fall, autumn 

5. 夏天 xiàtiān 
ㄒㄧㄚˋ 

ㄊㄧㄢ 
名詞 summer 

6. 聽說 tīngshuō 
ㄊㄧㄥ  

ㄕㄨㄛ  
及物動詞 

heard that…, it 
is said that…, 
people said 
that… 

7. 比較 bǐjiào 
ㄅㄧˇ  

ㄐㄧㄠˋ 
副詞 

relatively, 
comparatively 

8. 冬天 dōngtiān 
ㄉㄨㄥ 

ㄊㄧㄢ 
名詞 winter 

9. 下雪 xiàxuě 
ㄒㄧㄚˋ 

ㄒㄩㄝˇ 

不及物 
動詞 

to snow 

10. 南 nán ㄋㄢˊ 名詞 south 

11. 白天 báitiān   
ㄅㄞˊ ㄊ

ㄧㄢ 
名詞 daytime, 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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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北 běi ㄅㄟˇ 名詞 north  

13. 打算 dǎsuàn   
ㄉㄚˇ ㄙ

ㄨㄢˋ 
助動詞 

to plan, to 
intend 

14. 旅行 lǚxíng 
ㄌㄩˇ ㄒ

ㄧㄥˊ 

不及物 
動詞 

to travel 

15. 歡迎 huānyíng 
ㄏㄨㄢ ㄧ
ㄥˊ 

雙賓動詞 to welcome 

16. 南加州 
Nán 
Jiāzhōu  

ㄋㄢˊ ㄐ

ㄧㄚ ㄓㄡ 
名詞 

Southern 
California 

17. 北加州 
Běi 
Jiāzhōu 

ㄅㄟˇ 

ㄐㄧㄚ ㄓ

ㄡ 

名詞 
Northern 
California 

 
 
四、 對話二 Dialogue2 
（國英和國美一起待在家，討論當天想做的事情。） 
國英：小美，今天天氣真好，昨天風好大。 
國美：是啊，最近總是下雨。今天天氣這麼好，我打算到公園去跑步。 
國英：我想騎腳踏車到超級市場去買點東西。 
國美：現在天氣好，二姐，妳跟我一起去跑步，下午再去超級市場吧！ 
國英：好，那麼我跟妳一起去。跑步以後我們去喝咖啡，怎麼樣？ 
國美：好啊，喝杯咖啡，再吃塊蛋糕。 
國英：天氣真不錯，空氣也很好，跑步一定很舒服。我們走吧！ 
（到了公園） 
國美：下雨了！怎麼辦？ 
國英：小美，我們去喝咖啡吧！ 
 
 
五、 生詞二 Vocabulary2 
本課人物 People in the Dialogue 

編號 人名 漢語拼音 注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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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小美 
（國美） 

Guóměi ㄍㄨㄛˊ 

ㄇㄟˇ 

Guóměi’s last name is Lin. 
Her nickname is Xiǎoměi. 
She is Taiwanese. She is 
Guóyīng’s younger sister 
who studies in college, and 
she stays in Taipei with 
Guóyīng. 

 
 
詞語 Vocabulary 

編號 生詞 漢語拼音 注音 詞類 英譯 

2. 啊 a ˙ㄚ 助詞 
particle 
showing 
affirmation 

3. 最近 zuìjìn    
ㄗ ㄨ ㄟ ˋ 

ㄐㄧㄣˋ 
名詞 recently 

4. 總是 zǒngshì 
ㄗㄨㄥˇ 

ㄕˋ 
副詞 always 

5. 跑步 pǎobù   
ㄆㄠˇ 

ㄅㄨˋ 

不及物 
動詞 

to jog, to 
run 

6. 騎 qí    ㄑㄧˊ 及物動詞 
to ride (an 
animal or 
bike) 

7. 腳踏車 jiǎotàchē 
ㄐㄧㄠˇㄊ

ㄚˋ 

ㄔㄜ 

名詞 bicycle 

8. 超級市場 
chāojí 
shìchǎng 

ㄔㄠ 

ㄐㄧˊ 

ㄕˋ 

ㄔㄤˇ 

名詞 supermarket 

9. 那麼 nàme 
ㄋㄚˋ  

˙ㄇㄜ 
助詞 t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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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蛋糕 dàngāo 
ㄉㄢˋ 

ㄍㄠ 
名詞 cake 

11. 怎麼辦 zěnmebàn 
ㄗㄣˇ  

˙ㄇㄜ 

 ㄅㄢˋ 

詞組 

What 
should 
someone 
do? 

 
 
六、 語法點 Grammar 
 語法點 1：A 比 B+形容詞 
語法點架構：A+比+B+形容詞 
語法點說明：「比」是一個介詞，用來清楚地比較兩個項目。 
 
例句 1 春天比夏天舒服。 
例句 2 國英比國美高。 
例句 3 那輛車比這輛車貴。 
 
練習：每題有兩張圖片，按照以下的兩張圖片，用「比」寫出句子。 

       

例子： 圖一：大車子 文字：他的 圖二：小車子 文字：我的 
→    他的車子比我的車子大。 
(1) 圖一：大胖子 文字：王先生 圖二：瘦子 文字：李先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圖一：筷子

（長） 
文字：姐姐的 圖二：筷子（短） 文字：妹妹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圖一：溫度計 10

度 C 
文字：今天 圖二：溫度計 18

度 C 
文字：昨天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圖一：很忙的女

人 
文字：張小姐 圖二：不忙的男人 文字：王先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 圖一：火車 文字：無 圖二：公車（慢） 文字：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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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語法點 2：跟……一樣 
語法點架構一：A 跟 B 一樣+動詞片語 
語法點說明：用於比較兩個人或是兩個物件的相同與相異。「跟」用來連接這兩

個相同的人或物件。 
 
例句 1 南加州跟臺灣一樣，都不下雪。 
例句 2 他的手機跟我的一樣，都很便宜。 
例句 3 我跟美紅一樣，都喜歡喝咖啡。 
 
語法點架構二：A 跟 B 一樣+形容詞 

 
例句 1 國英的車跟我的一樣貴。 
例句 2 他跟他弟弟一樣高。 
例句 3 國美跟她姐姐一樣忙。 

 
練習 1：按照圖片，用「跟……一樣」寫句子。 

例子： 圖一：一女子 文字：王小姐  24 歲 
 圖二：一男子 文字：高先生  24 歲 
→王小姐跟高先生一樣，都是 24 歲。 
(1) 圖一：下雨天 文字：今天 
 圖二：下雨天 文字：昨天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圖一：一女子跳舞很高興地跳舞 文字：我 
 圖二：另一女子跳舞很高興 文字：我姐姐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練習 2：按照圖片，用「跟……一樣+形容詞」寫句子。 
例子： 圖一：很熱（溫度表 38 度 C） 文字：星期一 
 圖二：很熱（溫度表 38 度 C） 文字：星期二 
→  星期一跟星期二一樣熱。 
(1) 圖一：很忙的女子 文字：王小姐 
 圖二：很忙的男子 文字：高先生 

（快）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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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圖一：白天溫度表 2 度 C 文字：白天 
 圖二：晚上溫度表 2 度 C 文字：晚上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語法點 3：到……（來／去）動詞……  
語法點架構：……到+地方+來／去+動詞片語 
語法點說明：「到」是一個介詞，後面跟著要去的地方（目的地），然後用「來

／去」加上動詞片語說明目的。 
 

例句 1 他到美國去旅行。 
例句 2 王太太到商店去買東西。 
例句 3 李小姐今天到我家來吃晚飯。 
 
練習：對話練習 
A（問） B（回答） 
(1)  你要到哪裡去看書？ 我要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你想到公園去做什麼？ 我想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你到我家來看誰？ 我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你到學校去找誰？ 我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  你喜歡到哪裡去運動？ 我喜歡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語法點 4：跟 
語法點架構一：人 1 +跟+人 2 +動詞片語 
語法點說明：介詞「跟」用於和另一個人一起做一件事。 
 
例句 1 我跟二姐去跑步。 
例句 2 我春天常跟朋友去旅行。 
例句 3 國英跟國美在餐廳吃晚飯。 
 
語法點架構二：人 1 +跟+人 2 +一起+動詞片語 
例句 1 美紅跟我一起去打籃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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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句 2 我跟小秋一起去學校。 
例句 3 他跟我一起到便利商店去買東西。 

 
練習：對話練習 
A （問） B（回答） 
例子：你要跟妳姐姐去哪裡買衣服？ 我要跟我姐姐去百貨公司買衣服。 
(1)  你要跟誰一起去吃晚飯？ 我要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你想跟朋友一起去做什麼？ 我想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你常跟誰去看電影？ 我常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你喜歡跟誰一起去運動？ 我喜歡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  你跟他一起到哪裡去買菜？ 我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語法點 5：以後 
語法點架構：動詞片語／句子 1+以後+動詞片語／句子 2 
語法點說明：「以後」連接按照順序的兩件事 A 和 B，「以後」前面的那件事 A
做完以後，做 「以後」後面的那件事 B。 

 
例句 1 跑步以後，國英和國美要去喝咖啡。 
例句 2 他每星期五下課以後，都跟朋友一起吃飯。 
例句 3 他吃晚飯以後，常常看電視。 
 
 
練習：請從提供的生詞裡找出合適的並用完整的句子回答問題。（每個可以用一

次或一次以上） 
找朋友、看書、運動、睡覺、跑步、喝咖啡 

(1) 你下課以後做什麼? 我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你吃早飯以後做什麼? 我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你起床以後做什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你打電話以後做什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 你考試以後做什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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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語法點 6：……了 
語法點架構：句子+了 
語法點說明：結構用法的「了」表示情況改變，發生了一個新的情況。 
 
例句 1 下雨了。 
例句 2 最近東西都貴了。 
例句 3 我現在不吃肉了。 
 
練習：國英為了健康，飲食習慣和生活習慣都有很大的改變，說說她有什麼改

變。 
 以前 現在 
Example: 圖：可樂（打勾） 圖：可樂（打叉） 
→ 她以前常常喝可樂，現在不喝了。 
(1) 圖：咖啡（打勾） 圖：咖啡（打叉）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圖：水果（打叉） 圖：水果（打勾）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圖：運動（打叉） 圖：運動（打勾）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圖：早飯（打叉） 圖：早飯（打勾）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七、 活動一 Activity 1：臺北的天氣怎麼樣？ 
1. 今天是星期二，下面的三張圖是從明天開始，臺北三天的天氣，請你說一說

這三天的天氣怎麼樣。                
圖一 下雨、10 度 C 文字：星期三 
圖二 不下雨、風很大、20 度 C 文字：星期四 
圖三 下雨、風很大、20 度 C 文字：星期五 

2. 請你用「A 跟 B 一樣……」、 「A 比 B +形容詞」這兩個句式說幾個句子，

來比較一下這三天的天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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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活動二 Activity 2：哪個季節去最好？ 
1. 請你跟同學一起討論一下你們兩國的一年四季，並記錄到下表上。 

 自己國家的天氣 同學國家的天氣 
春天的天氣怎麼樣？   
夏天的天氣怎麼樣？   
秋天的天氣怎麼樣？   
冬天的天氣怎麼樣？   

參考生詞：幾月、冷、熱、舒服、風、下雨、下雪、白天、晚上 
 

2. 聽完你同學國家的一年四季以後，請你告訴大家，說一說如果你要到你同學

那個國家去旅行，哪個季節去最好？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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