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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複習 

地點 

餐廳［cān tīng］（restaurant） 
書店［shū diàn］（bookstore） 
圖書館［tú shū guăn］（library） 
便利商店［biàn lì shāng diàn］

（convenience store） 

廁所［cè suǒ］（restroom） 
學院［xué yuàn］（college） 
大學［dà xué］（university） 
健康中心［jiàn kāng zhōng xīn］ 

（health center） 

餐廳 ［cān tīng］ （restaurant） Beginner 

書店 ［shū diàn］ （bookstore） Beginner 

圖書館 ［tú shū guăn］ （library） Beginner 

便利 ［biàn lì］ （convenience） Superior 

商店 ［shāng diàn］ （store） Beginner 

廁所 ［cè suǒ］ （restroom） Learner 

學院 ［xuéyuàn］ （college） Beginner 

大學 ［dà xué］ （university） Beginner 

健康 ［jiàn kāng］ （health） Beginner 

中心 ［zhōngxīn］ （center） Beginner 

 
 
 
 

註解 [s1]: 越南餐廳。 

註解 [s2]: 誠品書店。 

註解 [s3]: 7-11 或 Family Mart（全

家）。 

註解 [s4]: 科技學院。 

註解 [s5]: 暨南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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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進度

（一）生詞 

１、地點 

郵局［yóu jú］（post office） 
宿舍［sù shè］（dormitory） 
銀行［yín háng］（bank） 
電影院［diàn yǐng yuàn］ 

（movie theater） 

火車站［huǒ chē zhàn］（train station） 
公車站［gōng chē zhàn］（bus station） 
超級市場［chāo jí shì chăng］ 

（supermarket） 
 

郵局 ［yóu jú］ （post office） Beginner 

宿舍 ［sù shè］ （dormitory） Beginner 

銀行 ［yín háng］ （bank） Beginner 

電影院 ［diàn yǐng yuàn］ （movie theater） Beginner 

火車站 ［huǒ chē zhàn］ （train station） Learner 

公車站 ［gōng chē zhàn］ （bus station） Learner 

超級市場 ［chāo jí shì chăng］ （supermarket） Beginner 

 
 
 
 

註解 [s6]: 研究生宿舍。 

註解 [s7]: 例如： 

第一銀行 First Bank 

臺灣銀行 Bank of Taiwa 

合作金庫銀行 Taiwan Cooperative 

Bank。 

註解 [s8]: 山明戲院。 

註解 [s9]: 臺中火車站。 

註解 [s10]: 簡稱為「超市」。 

例如：全聯福利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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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進度

（一）生詞 

２、方位詞（一） 

 
東［dōng］（east） 
西［xī］ （west） 
南［nán］（south） 
北［běi］（north） 

在    ［zài］    （in／at）   
在東邊［zài dōng biān］（in the east） 
在西邊［zài xī biān］ （in the west） 
在南邊［zài nán biān］ （in the south） 
在北邊［zài běi biān］ （in the north） 

東 ［dōng］ （east） Learner 

東邊 ［dōngbiān］ （in the east） Learner 

西 ［xī］ （west） Learner 

西邊 ［xībiān］ （in the west） Learner 

南 ［nán］ （south） Learner 

南邊 ［nánbiān］ （in the south） Learner 

北 ［běi］ （north） Beginner 

北邊 ［běibiān］ （in the north） Learner 

在 ［zài］ （in／at） Beginner 

 

 
 
 

註解 [s11]: 試情況補充：（高級詞彙） 

東北邊（northeast）、 

東南邊（southeast）、 

西北邊（northwest）、 

西南邊（northwest）。 

註解 [s12]: 東方、西方、南方、北方

為高級詞彙。原因：東方文化、東方

民族、東方美食等，尚會牽扯到其他

含義，故不適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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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進度

（一）生詞 

２、方位詞（二） 

左［zuǒ］（left） 
右［yòu］（right） 
上［shàng］（up） 
下［xià］（down） 

左轉［zuǒ zhuăn］（turn left） 
右轉［yòu zhuăn］（turn right） 
直走［zhí zǒu］ （go straight） 

【補充】 
左邊［zuǒ biān］ 
    （on the left side） 
右邊［yòu biān］ 
    （on the right side） 
上面［shàng miàn］ 
    （on the top of） 
下面［xià miàn］ 
    （under；below） 

 
前  ［qián］    （front） 
前面［qián miàn］（in front of） 
後  ［hòu］    （behind） 
後面［hòu miàn］（in back of） 
對面［duì miàn］（across from） 
旁邊［páng biān］（next to） 

上 ［shàng］ （up） beginner 

上面 ［shàng miàn］ （on the top of） beginner 

下 ［xià］ （down） beginner 

下面 ［xià miàn］ （under；below） beginner 

前 ［qián］ （front） beginner 

前面 ［qián miàn］ （in front of） beginner 

後 ［hòu］ （behind） beginner 

後面 ［hòu miàn］ （in back of） beginner 

左 ［zuǒ］ （left） Learner 

左邊 ［zuǒ biān］ （on the left side） Learner 

右 ［yòu］ （right） Learner 

右邊 ［yòu biān］ （on the right side） Learner 

轉 ［zhuăn］ （turn） Learner 

註解 [s13]: 一般不說： 

左走、右走。 

註解 [s14]: 「轉、直、走」三字分開

解釋。例如： 

「轉」可以再補充「轉彎」（轉彎為

一高級詞彙）。 

「直」可以再補充「直線」。 

「走」可以再補充「走路」。 

註解 [s15]: 一般不說： 

上邊、下邊、前邊、後邊、 

左面、右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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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 ［zhí］ （straight） Learner 

走 ［zǒu］ （walk；get to） beginner 

對面 ［duì miàn］ （across from） beginner 

旁邊 ［páng biān］ next to begin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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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直走（go straight）［zhí zǒu］ 

 
 
 
（２）左轉（turn left）［zuǒ zhuăn］ 

 
 
 
（３）右轉（turn right）［yòu zhuă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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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進度

（二）句子 

【一】 
在［zài］（in／at） 
哪裡［nă lǐ］（where） 
Ｑ：……在哪裡？  
 ［……zài nă lǐ？］ 

（Where is……？） 
Ａ：……在……。 

［……zài……］ 
（……is in the……） 

Ｑ：圖書館在哪裡？  
  ［tú shū guăn zài nă lǐ？］ 
   （Where is the library？） 
Ａ：圖書館在東邊。 
   ［tú shū guăn zài dōng biān］ 
   （The library is in the east.） 

【二】 
怎麼［zěn me］（how） 
走［zǒu］（walk；get to） 
就［jiù］（just） 
到［dào］（arrive） 
了［le］ 
Ｑ：……怎麼走？ 
  ［……zěn me zǒu？］ 
 （How can I get to……？） 
Ａ：……就到了。 
  ［……jiù dào le］ 
  （……you can get it.） 

Ｑ：圖書館怎麼走？ 
  ［tú shū guăn zěn me zǒu？］ 
 （How can I get to the library？） 
Ａ：左轉就到了。 
  ［zuǒ zhuăn jiù dào le］ 
  （Turn left and you can get it.） 

【三】 
這裡［zhè lǐ］（here） 
附近［fù jìn］（nearby） 
有［yǒu］（there） 
嗎［ma］ 
Ｑ：這裡附近有……嗎？ 
  ［zhèlǐ fùjìn yǒu……mā?］ 

（Is there……nearby？） 
Ａ：有。……就到了。 
   ［yǒu……jiù dào le］ 
 （Yes, ……you can get it.） 

Ｑ：這裡附近有圖書館嗎？ 
［zhèlǐ fùjìn yǒu tú shū guăn？］ 
（Is there the library nearby？） 

Ａ：有。左轉就到了。 
   ［yǒu zuǒ zhuăn jiù dào le］ 
（Yes, turn left and you can get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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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zài］ （in／at） beginner 

哪裡 ［nă lǐ］ （where） beginner 

怎麼 ［zěn me］ （how） beginner 

走 ［zǒu］ （walk；get to） beginner 

就 ［jiù］ （just） beginner 

到 ［dào］ （arrive） beginner 

了 ［le］ 
 

beginner 

這裡 ［zhè lǐ］ （here） beginner 

附近 ［fù jìn］ （nearby） beginner 

有 ［yǒu］ （there） beginner 

嗎 ［ma］ X begin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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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餐廳［cān tīng］

（restaurant） 
 

６銀行［yín háng］
（bank） 
 

５郵局［yóu jú］
（post office） 
 

４便利商店［biàn lì shāng diàn］
（convenience store） 
 

２書店［shū diàn］
（bookstore） 
 

３火車站［huǒ chē zhàn］
（train station） 

 ……在哪裡？  
［……zài nă lǐ？］ 

 ……在……。

［……zài……］ 

 ……怎麼走？ 
［……zěn me zǒu？］ 

  這裡附近有……嗎？ 
［zhèlǐ fùjìn yǒu……mā?］ 

 有。……就到了。 
［yǒu……jiù dào le］ 

 ……就到了。 
［……jiù dào l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