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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級 《居住》 
請問你住在哪裡？ 

作者：楊尤媛老師 

一、 學習目標 Learning Objectives 
1. 學生能學習說明居住的環境。 
2. 學生能學習說明居住的地點和附近的交通。 
3. 學生能學習說明搬家的理由。 
 
 
二、 對話一 Dialogue 1 
(大明和美玲在教室聊天) 

大明：請問，你住在哪裡？ 
美玲：我住在火車站附近。 
大明：你平常怎麼來學校上課？ 
美玲：我坐公共汽車或是騎腳踏車。 
大明：從你家騎腳踏車到學校要多久？ 
美玲：從我家到學校差不多十分鐘就到了。 
大明：那很快！ 
美玲：是啊！要是天氣好，我就騎腳踏車到學校來。 
大明：那很方便。 
美玲：雖然很方便，但是因為火車站附近的車子很多，過馬路的時

候很緊張，所以我打算搬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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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明 Dàmíng ㄉㄚˋ ㄇ

ㄧㄥˊ 

The student who comes 
from Honduras 

2. 美玲 Měilíng ㄇㄟˇ 

ㄌㄧㄥˊ 

The student who comes 
from U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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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語 Vocabulary 

編

號 
生詞 漢語拼音 注音 詞類 英譯 

3. 車站 chēzhàn 
ㄔㄜ 

ㄓㄢˋ 
名詞 station 

4. 平常 píngcháng 
ㄆㄧㄥˊ 

ㄔㄤˊ 
名詞 usually 

5.  公共汽車 
gōnggòng 
qìchē 

ㄍㄨㄥ ㄍ

ㄨㄥˋ ㄑ

ㄧˋ ㄔㄜ 

名詞 bus 

6. 或是 huòshì 
ㄏㄨㄛˋ 

ㄕˋ 
連接詞 or 

7. 騎 qí ㄑㄧˊ 動詞 to ride 

8. 腳踏車 jiǎotàchē 
ㄐㄧㄠˇㄊ

ㄚˋ ㄔㄜ 
名詞 bicycle 

9. 啊 a ˙ㄚ 語氣詞 

a particle 
indicating                                    
an 
admiration 

10. 要是 yàoshì 
ㄧㄠˋ  

ㄕˋ 
連接詞 if 

11. 雖然 suīrán 
ㄙㄨㄟ  

ㄖㄢˊ 
連接詞 although 

12. 但是 dànshì 
ㄉㄢˋ  

ㄕˋ 
連接詞 but 

13. 馬路 mǎlù 
ㄇㄚˇ 

ㄌㄨˋ 
名詞 str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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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緊張 jǐnzhāng 
ㄐㄧㄣˇ 

ㄓㄤ 
狀態動詞 nervous 

15. 打算 dǎsuàn 
ㄉㄚˇ  

ㄙㄨㄢˋ 
助動詞 to plan 

16. 搬家 bānjiā 
ㄅㄢ  

ㄐㄧㄚ  
動詞 

to move 
(house) 

17. 差不多 chābùduō 
ㄔㄚ   

ㄅㄨˋ 

ㄉㄨㄛ 
詞組 

about the 
same 

 
 
四、 對話二 Dialogue2 
(美玲搬家以後跟國平說搬家的情況) 
國平：聽說你最近搬家了。 
美玲：是的，我搬到學校後面了。 
國平：你是什麼時候搬家的？ 
美玲：我是上個禮拜六搬的。 
國平：為什麼你要搬家？ 
美玲：因為那裡的房租比較便宜，也有郵局、超級市場和公園。 
國平：你走路來學校嗎？ 
美玲：對！只要五分鐘就到了。 
國平：真好！太方便了！ 
美玲：周末我也可以去公園慢跑、打籃球！ 
國平：你家附近有便利商店嗎？ 
美玲：當然有啊！我家前面後面都有超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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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生詞二 Vocabulary 2 
本課人物 People in the Dialogue 

編號 人名 漢語拼音 注音  

1. 國平 Guópíng ㄍㄨㄛˊㄆ

ㄧㄥˊ 

The student who comes 
from Korea 

 
詞語 Vocabulary 

編號 生詞 漢語拼音 注音 詞類 英譯 

2. 聽說 tīngshuō 
ㄊㄧㄥ ㄕ

ㄨㄛ 
動詞 to hear of 

3. 最近 zuìjìn 
ㄗㄨㄟˋ 

ㄐㄧㄣˋ 
名詞 recently 

4. 禮拜 lǐbài 
ㄌㄧˇ  

ㄅㄞˋ 
名詞 

week (term 
used in 
Taiwan) 

5. 搬 bān ㄅㄢ 動詞 to move 

6. 房租 fángzū 
ㄈㄤˊ ㄗ

ㄨ 
名詞 rent 

7. 比較 bǐjiào 
ㄅㄧˇ  

ㄐㄧㄠˋ 
副詞 to compare 

8. 郵局 yóujú 
ㄧㄡˊ  

ㄐㄩˊ 
名詞 post office 

9. 超級市場 
chāojí 
shìcháng 

ㄔㄠ  

ㄐㄧˊ  

ㄕˋ  

ㄔㄤˊ 

名詞 supermarket 

10. 慢跑 mànpǎo 
ㄇㄢˋ  

ㄆㄠˇ 
動詞 to jog 

11. 籃球 lánqiú 
ㄌㄢˊ 

ㄑㄧㄡˊ 
名詞 basketball 

12. 便利商店 
biànlì 
shāngdiàn 

ㄅㄧㄢˋㄌ

ㄧˋ 
名詞 

convenience 
st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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ㄕㄤ 

ㄉㄧㄢˋ 

13. 當然 dāngrán 
ㄉㄤ  

ㄖㄢˊ 
副詞 of course 

14. 超商 chāoshāng ㄔㄠ ㄕㄤ 名詞 
convenience 
store 

 
 
六、 語法點 Grammar 
 語法點 1：V 在+地方詞 
語法點架構：V 在+地方詞 
語法點說明：這個句型指明動作發生後的地方，「在」是地方標記，

是動詞後的結果補語。 
 
例句 1 你住在公園附近，所以常常去公園運動。 
例句 2 哥哥的電腦放在桌子上。 
例句 3 請不要坐在床上，那裡有椅子。 
 
練習： 
(1) A：小明住在哪裡？ 

B：                             。 
(2) A：我的咖啡呢？ 

B：                             。 
(3) A：媽媽，我的書放在哪裡？ 

B：                             。 
(4) A：我可以坐在這裡嗎？ 

B：不可以，請你                 。 
(5) A：為什麼他站在便利商店前面？ 

B：                       等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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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語法點 2：怎麼 
語法點架構：怎麼+V 
語法點說明：「怎麼」是一個疑問詞，常用來詢問情況、方式、原

因、行動等。後面常接動詞。 
 
例句 1 從學校到公園怎麼走？ 
例句 2 你怎麼回家？ 
例句 3 大明怎麼去臺中？ 
 
練習： 
(1) A：                             ？ 

B：我是走路來的。 
(2) A：                             ？ 

B：我從日本坐飛機來臺灣。  
(3) A：                             ？ 

B：我每天去圖書館念三個小時的中文  
(4) A：                             ？ 

B：我是請大明幫我搬的。 
(5) A：                             ？ 

B：我要坐計程車去學校。 
 
 
 語法點 3：從……到…… 
語法點架構：從+時間詞、地方詞+到+時間詞、地方詞 
語法點說明：「從」表明時間或地方的開始點，「到」表明時間或地

方的結束點。 
 
例句 1 請問，從學校到火車站走路要多久？ 
例句 2 大明今天從早上九點上課上到下午三點。 
例句 3 從臺北開車到臺中要兩個鐘頭。 
 
練習： 
(1) 從             到             不遠。 
(2) 我從             到             上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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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我從             走路到             看書。 
(4) 從             到            是郵局的上班時間。 
(5) 小玉昨天晚上從             到            看電視。 
 
 
 語法點 4：時量補語 
語法點架構：動詞+時量補語 
語法點說明：時量表示時間的長度。例：一個動作或事件需要「多

久」，一般放在動詞後面。 
 
例句 1 我今天下午要去公園運動兩個小時。 
例句 2 從臺北開車到臺南要四個鐘頭。 
例句 3 我們要上六個月的中文課。 
 
練習： 
(1) A：你學了多久的中文？ 

B：                             。 
(2) A：你昨天晚上看了多久的電視？ 

B：                             。 
(3) A：你妹妹要去美國旅行多久？ 

B：                             。 
(4) A：你跟朋友聊天聊了多久？ 

B：                             。 
(5) A：你搬到學校附近多久了？ 

B：                             。 
 
 

 語法點 5：V 到 
語法點架構：V 到+地方詞 
語法點說明：「到」是動作後目的地的標記，表示動作後地點移動的

結果。 
 
例句 1 我昨天從學校走到火車站，走了半個鐘頭。 
例句 2 大明從臺北搬家搬到臺中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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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句 3 這本書請你放到背包裡。 
 
練習： 
(1) A：你今天開車開到哪裡？ 

B：                             。 
(2) A：請問我要去臺北 101，怎麼走？ 

B：你可以                       。 
(3) A：這盒甜點怎麼辦？ 

B：你可以                       。 
(4) A：你怎麼這麼累呢？ 

B：我昨天走路走到               。 
(5) A：我的貓呢？ 

B：                             。 
 
 
 語法點 6：因為……，所以…… 
語法點架構：因為+句子，所以+句子 
語法點說明：這個句型表明事件的因果關係，一般連接兩個子句。

「因為」後面表示原因，「所以」後面表示這個原因引起的結果。 
 
例句 1 因為今天功課很多，所以晚上我不能去看電影。 
例句 2 因為學校很遠，所以大明騎腳踏車去上課。 
例句 3  因為明天我們家有客人來，所以媽媽去超級市場買了很多東

西。 
 
練習： 
(1) A：你為什麼要搬家？ 

B：因為               ，所以              。 
(2) A：你為什麼不喜歡大明？ 

B：因為               ，所以              。 
(3) A：為什麼小玉今天不跟我們一起吃飯？ 

B：                             。 
(4) A：為什麼你這麼緊張呢？ 

B：                             。 



教材模板 

(5) A：你為什麼學中文呢？ 
B：                             。 

 
 
七、 活動一 Activity 1：角色扮演 

同學兩個人一組，一人扮演房東，一人扮演房客，討論租房子

的問題。 
1. 房子的附近有什麼？方便嗎？ 
2. 是一個人住嗎？還是跟朋友一起住？ 
3. 房租多少？什麼時候把房租給房東？ 
4. 房子裡有什麼家具？有網路嗎？ 
5. 水、電、網路的錢誰付？ 
 
 
八、 活動二 Activity 2：上 591 租房網站找房子 

請學生登入 591 租房網站，老師教學生怎麼使用這個網站，將學

生分為兩人一組，一起找房子，並分組報告為什麼要租他們找到的房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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