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課 去金門買東西 

 編著：華文三 110712327 施怡安 

華文三 110712333 余信成 

課文一：對話 

大傑:下禮拜要去金門住的台南人，是一個有工作的 25歲男生。 

小華:以前去過金門的台南人，是一個有工作的 25歲女生。 

 

大傑:因為下禮拜要到金門住，所以想問你去金門需要買什麼？ 

小華:金門的天氣會變，需要許多不同的東西。  

大傑:那麼需要什麼？  

小華:像春天常下雨，需要去賣需要電的東西的店買除濕機。  

大傑:如果常下雨，會需要雨傘吧？ 

小華:對，但是金門風大，雨傘容易壞，雨衣更好。 

大傑:那麼夏天呢？  

小華:夏天開始變熱，需要冷氣，這樣比較舒服。  

大傑:那麼秋天呢？ 

小華:秋天剛剛變冷，需要在網路上買外套、長褲。  

大傑:那麼冬天需要什麼？  

小華:冬天變得更冷，需要去超市買大衣、暖暖包。除了這些以



外，也需要買其他東西，像冰箱、汽車、帽子等等。 

大傑：這樣需要買許多東西呀！  

小華：當然！ 

 

生詞 

許多 xǔ duō 很多 

這裡放了許多書。 

 

 

不同 bù tóng 不一樣 

蘋果一個是紅色，一個是綠色，兩個蘋果的顏色不同。 

 



 

除濕機 

chú shī jī 

拿來讓空氣中的水變少的東西 

   

 

雨傘 yǔ sǎn  在下雨天會帶的東西，讓自己不要濕（wet）掉 

    

 

雨衣 yǔ yī 在下雨天穿的衣服，讓自己不要濕（wet）掉 

    



 

暖暖包 

nuǎn nuǎn bāo 

可以出熱的東西，拿來讓自己不那麼冷 

   
 

除了 chú le 把一個東西拿出來說，不算在裡面 

有十三個蘋果，除了一個是綠色的，其他是紅色的。 

 

 

 

等等 

děng děng 

拿它讓句子變短，這樣就可以不把所有的東西說出

來了 

 



語法 

那麼 nà me 因為有上一件事，所以有下面的事 

  

你不喜歡吃麵，那麽吃飯呢？ 今天喝紅茶，那麼明天喝什麼？ 

 



 

 

  



課文二：短文 

    週日，我和室友一塊去金門的市場逛街，買了許多東西，除了

買貢糖、高粱酒等金門有名的食物以外，還剛好發現第一間商店有

打折活動，就買了湯匙、刀、叉、盤子、瓶子等生活所需。接著去

了一間網路上找的商店吃蚵仔麵線，雖然花了較長時間排隊，但是

麵線味道不錯、賣的不算貴，店員的服務全都很好，希望有空時能

再來。最後去書店買書，書店老闆剛好是室友的叔叔，所以當用信

用卡刷卡付錢時，老闆特別打折，算我便宜一點，讓我少付了約三

百元。接著，就往車站去坐巴士離開市場，回家了。 

 

 
  



生詞 

高粱酒  

gāo liáng jiǔ 

用高粱做的酒 

 

 

剛好 

gāng hǎo 

在想不到的時候，發現一些人、事、物，和自己本來

希望的一樣/不一樣 

他走了很久的路，已經很渴了，剛好發現路邊有一間店，讓他可以

買水來喝。 

 

 



打折 dǎ zhé 讓東西賣的比較便宜 

一條香蕉一百元，打折後變七十五元。 

 

 

生活 

shēng huó 

和吃、喝、住、運動、學習等部分有關係的東西 

吃飯、睡覺、運動都是我生活的一部份。 

 

 

接著 jiē zhe 下句句子接上句句子 

我吃了飯後，接著去運動。 

 



 

蚵仔 é zǐ 住在海中，可以吃，是一種海鮮 

 

麵線 miàn xiàn 一種麵 

 

 

 

花 huā 一種讓東西（多是時間、錢）變少的活動 

我花了好多的錢。 

 

 



店員 diàn yuán 在店裡工作的人 

 

 

服務 

fú wù 

爲別人做事，讓那個人拿到一些好的東西，這個

活動可能是需要一些東西才能拿到 

這個店員的服務很好，在客人需要一杯水的時候，馬上就拿給他了。 

 

 

時 shí 一個時間點 

我現在學習，在學習時，我會聽音樂。 

 



 

刷卡 shuā kǎ 付錢時用信用卡（credit card）付錢 

我會帶一張信用卡去買東西，這樣我就可以刷卡付錢，可以不拿錢

來付，也就可以不帶太多錢出去了。 

 

 

  



語法 

除了...以外， 還/也... 

chú le…yǐ wài，hái/yě… 

除了有什麼東西，還有別的其他東西 

  

除了買貢糖、高粱酒等金門有

名的食物以外，還買了湯匙、

刀、叉、盤子、瓶子等生活所

需。 

除了這些(大衣、暖暖包)以外，也需

要買其他東西，像冰箱、腳踏車、帽

子等等。 

一、她想吃的東西有三個，請用「除了......以外， 還/也......」

說說她想吃的東西。 

 



 

二、餐廳有魚、有肉、有青菜、有餃子等等食物。他點了烤雞後，

不知道可以點什麼，請你想想看餐廳有什麼好吃的食物，如果你是

他的朋友，會跟他說也可以點哪些食物？(請用「除了......以外， 

還/也......」寫出你說的話。) 

 

三、如果他要去海邊玩，去過海邊的朋友可以對他說要準備什麼東

西。(請用「除了......以外， 還/也......」寫出朋友說的話。) 

 

 



等 děng 拿它讓句子變短，這樣就可以不把所有的東西

說出來 

 
 

買貢糖、高粱酒等金門有名的食

物 

買了湯匙、刀、叉、盤子、瓶子等

生活所需 

一、如果你是賣菜的，你可以怎麼向客人說自己的店有哪些菜(請用

「等」來說)？ 

 

1.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如果你是賣水果的，你可以怎麼向客人說自己的店有哪些水果

(請用「等」來說)？ 

 

1.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 

 

請用「等」來讓男生的話短一些吧，讓女生可以說話，也請寫下來。 

 

男：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女：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請和同學說說自己寫的東西，也和同學一起說說看。 

 

  



生詞練習 

今天他要出門去買東西，下面是他買東西的經過。請在下面「_______」

的地方，請寫上你覺得可以寫的生詞(上面學過的 20個生詞)和句子。 

 

 

 

他要去逛街買東西。 

 

他去超市可以看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他去便利商店可以看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到了中午，他肚子餓了。他可以吃……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接著，他要去買一些

需要的東西了。 

 

因為聽說明天會下雨，他需要買……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因為這幾天有點冷，他需要買……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裡空氣中的水有點多，他需要買......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他最近想喝些酒，他需要買……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他選完東西，需要付錢，要

找...... __________________ 

付錢時，發現太貴了，他希望可

以...... ___________________ 

 

要付錢時，他可以......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這是他今天買東西的經過，請你和同學說說他做了什麼。 

  



  

當我去賣衣服的地方，看見很多

衣服，顏色都不一樣，有長的有

短的...，請用「許多、不同」來

說說在那裡看到了什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當我去便利商店，看到很多東西，

有吃的、喝的、用的......，請

用「等等」來說說看到的東西。

(說三個句子)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2.  

1. 她想吃的水果不只一個。請用「除了」來說說她想吃的水果。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食物有很多種，想想看，在中午要吃飯時，你會選什麼食物來

吃？請用「除了」來說說你想吃的食物。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我去朋友家，發現朋友不在。請

用「剛好」說說發現的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他沒有筆，我有筆，我可以和他

說什麼？請用「剛好」說說。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我今天去了這三個地方。請用「接著」說說我去的三個地方。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我今天吃了這三個食物。請用「接著」說說我吃的三個食物。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我今天買了 100元的衣服、50

元的瓶子、50元的杯子。請用

「花」說說付的錢有多少。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我今天買了 800元的高粱酒和

100元的蛋糕。請用「花」說說

付的錢有多少。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我去賣衣服的地方，會希望店員

給我一些幫助，請用「服務」說

說希望店員給的幫助。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我去餐廳吃飯，那裡的店員給了

一些幫助，請用「服務」說說店

員做了什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我在吃飯時會用到碗、筷子來吃飯，這是我生活中會需要的東西，

你呢？你生活中會需要什麼，說說看吧，也說一下是在什麼時候會

用到的？(請用「生活」、「時」來說說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活動 

活動一、 

你覺得下面的東西可以在哪裡買到，把你覺得可以買到東西的地方放

在那個東西的後面。 

   

便利商店 書店 超市 

   

賣衣服的店 

賣需要有電的東西

的店 

餐廳 

   

賣酒的地方 麵包店 市場 

 



雨傘  蛋糕  

啤酒  蚵仔  

褲子  叉子  

雨衣  三明治  

汽水  麵線  

青菜  高粱酒  

除濕機  西瓜  

魚  冰淇淋  

冰箱  暖暖包  

1. 如果你有想到其他地方是上面沒有的，也可以寫上去。 

2. 和同學說說自己寫下的東西，看有沒有地方是自己沒有想到的。 

  



活動二、 

你認為在金門住有哪些東西是需要用到的，為什麼會用到？這些東

西會在哪裡買得到？在下面寫出來。 

 

_______________,為什麼：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在哪裡買得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為什麼：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在哪裡買得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為什麼：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在哪裡買得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為什麼：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在哪裡買得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為什麼：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在哪裡買得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和兩個同學說說自己寫下的東西，看看你們寫的有沒有不同？ 

 



2. 想想看，把你和兩個同學會先買什麼，後買什麼東西寫下。(可以

用「»」來說說你們先買什麼，後買什麼東西，ex: 衣服»雨傘»除

濕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想想看，你們如果要買這些東西，會先去哪裡買，再去哪裡買(可

以用「→」來說說你要去的地方，ex:超市→市場→便利商店...)。 

 

 

 

 

 

 

  



活動三、 

1.請看下面的問題和（）中的東西，寫下你的想法。 

1. 你想買什麼？（最少三個；除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你要去哪裡？（最少兩間店；接著）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店裡賣最多的是什麼？（許多；等等）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你去的不同的店中，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不同）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 你到那家店的時候，會問店員什麼問題/需要什麼服務？（時；

服務）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6. 如果這間店沒賣你要的東西，你會怎麼做？（那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7. 你買了你需要的東西，花了多少錢？（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請看上面的問題，寫出一個 150～200字的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活動四、 

請兩個人一起做下面的事。 

1. 請先寫下你想說的話。 

店的名字：____________________ 

賣哪一種東西？(ex:水果、喝的...)：____________________ 

賣的東西有哪些？（寫十個，賣的東西可以用英文寫） 

(ex:蘋果、香蕉...；紅茶、奶茶...)：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準備紙，上面請寫店裡賣的東西(也可以畫畫)和東西賣的錢) 

老闆：歡迎歡迎，這裡是__________ (店的名字)，有賣許多

___________ (賣哪一種東西？)，有賣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賣的東西有哪些？)，你要買什麼？ 

客人：我要買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個東西)/除

了_________，我還要__________________，全部多少錢？ 

老闆：全部_______元。 

客人：太貴了，可以便宜一點嗎？ 

老闆：那我給你_________ (打幾折？)，這樣就變_______元了。 

客人：老闆__________________ (說說看想和老闆說的話，ex:真

好、還是太貴了...)。 



老闆：__________________ (說說看你怎麼和客人說)。你要刷卡還

是付錢？ 

客人：我要_______(刷卡/付錢)。 

老闆：好的。(把他要的東西(紙)拿給他)這些是你買的東西。歡迎

下次再來。 

客人：謝謝，_________________ (還會再來嗎)？ 

2. 一人當老闆，一人當客人，老闆把準備的紙放在自己前面。 

3. 然後請兩人一起把上面寫的話做出來。 

 

  



活動五、 

1. 看看下面計畫要買的東西，請你和兩個同學一起想想看和寫下：這

些東西可以去哪裡(店的名字)買，約要花多少錢，是買幾個東西所花

的錢，還有那間店好的地方和壞的地方是什麼。 

※麵包 

 

店：___________；錢/幾個：____________ 

(寫一下是哪一種麵包：________) 

店的好的地方：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店的壞的地方：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水果 

 

店：___________；錢/幾個：____________ 

(寫一下是哪一種水果：________) 

店的好的地方：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店的壞的地方：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暖暖包 

 

店：___________；錢/幾個：____________ 

店的好的地方：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店的壞的地方：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酒 

 

店：___________；錢/幾個：____________ 

(寫一下是哪一種酒：________) 

店的好的地方：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店的壞的地方：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請和兩個同學一起從上面四個東西中選一個去買，也請看下面的

問題，寫下你們去買東西經過 

一起買東西的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上面四個東西中的哪一個：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買什麼：___________________；花的錢：____________________ 

去哪家店(店的名字)？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怎麼知道這家店？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為什麼選這家店？（服務好、便宜、不需要排隊……）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店的照片 東西的照片 

 

 

 

 

請把你們去買東西的經過、你們覺得怎麼樣等寫下。(最少 100字)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請和全班說說你們去買東西的經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