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round the World  穿梭大世界

Quebec, Canada  加拿大魁北克省

pp. 6-13  
		你好！我是來自加拿大魁北克省的路易斯。魁北克是加拿大最古老的法語區，但

這裡大部分的人也會說英語。在我身後的建築物是很受歡迎的飯店(芳緹娜城堡飯

店)，也是加拿大相當著名的地標。

		魁北克城市就像一座活生生的博物館，擁有豐富的歷史，處處充滿驚喜，因此徒步

旅行是探索這座城市最佳的方式。

		「蒙特婁植物園」是一個可愛的地方，在這裡你不僅能認識各種植物，還能欣賞到

令人讚嘆的立體景觀植物綠雕。

		「聖安妮大峽谷」是另一個相當受歡迎、一定不能錯過的景點！

	 	「聖安妮大峽谷」以令人嘆為觀止的瀑布聞名，也是適合全家一起健行的好地方！

My Garden  我的植物園

The Sugar Maple Tree  糖楓樹

pp. 14-17 
		糖楓是加拿大的國樹，也是生產美味楓糖漿的重要來源。

	 當季節從夏天轉換到秋天時，糖楓樹的葉子會跟著變色，接著開始落葉。	

	 通常一棵糖楓樹的壽命約為 200 至 300 年。

		要如何製作楓糖漿呢？

	 步驟 1.   首先在糖楓樹幹上鑽一個洞。(洞的高度，約是一個人站著時靠近肚子的位

置)	

	 步驟 2. 把導管架在樹洞上，並掛上一個桶子。

	 步驟 3.  把糖楓樹的汁液收集在桶子裡。

	 步驟 4.  煮沸糖楓樹的汁液。

	 步驟 5.  把楓糖漿倒入玻璃瓶中，就完成囉！

		你可以把楓糖漿淋在鬆餅上或任何你喜歡的甜點上唷！

 詞性縮寫標示

(adj)  形容詞 (adv)  副詞 (n)  名詞 (v)  動詞 (phr)  片語

(pron)  代名詞 (ger)  動名詞 (interj)  感嘆詞 (prep)  介系詞 (pp)  過去分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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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lation

你好！我是來自

加拿大魁北克省

的路易斯，快來

跟我一起探索魁

北克城市！



Say It !  打開話匣子

What Would You like to Order?  你想要點什麼餐點呢？ 
pp. 18-19 

路易斯：你想點什麼餐點呢？

　阿嘎：坦白說，我看不懂法文菜單。

路易斯：不用擔心！還是我們來點燻肉三明治呢！

　阿嘎：好啊！

路易斯：我們開動吧！

　阿嘎：哇！這三明治中間夾層層疊疊、快滿出來的肉耶！

路易斯：吃慢點啦！

　阿嘎：我停不下來，這三明治好好吃唷！

I Have a Sweet Tooth!  我喜歡甜食！

pp. 20-21
路易斯：我媽媽正在烹飪「普丁」給我們吃喔！

　阿嘎：太好了！我喜歡「布丁」！

路易斯：嗒噠！這就是加拿大有名的普丁！

　阿嘎：什麼！？我以為你說的是甜點─布丁。

路易斯：加拿大的普丁是「起司肉醬薯條」！不好意思，讓你搞混了！

　阿嘎：沒關係！我喜歡嚐試新食物！

路易斯：我們來嚐嚐加拿大最受歡迎的甜點─納奈莫條吧！

　阿嘎：太棒了！我喜歡甜食！

Don’t Be a Phubber!  別當低頭族了！

pp. 22-23
路易斯：阿嘎，別再玩手機了！

　阿嘎：喔，不！我手機的訊號斷線了！

路易斯：因為地鐵裡的訊號很差啦！

　阿嘎：我現在還能做什麼其他的事？

路易斯：瞧瞧你周圍的乘客呀！

　阿嘎：他們在讀書還有聽音樂耶！

路易斯：對呀！別當低頭族了！

Translation



Mini Library  小小圖書館

The Story of Autumn Leaves  秋葉的由來

pp. 24-29 
		這是一個靠近秋分收穫月的夜晚，所有動物正在召開一年一度的大會，不過，鹿兒

卻遲遲沒有出現，動物們都很好奇鹿兒去哪裡了！

		此時，烏龜長老指向天空一朵金色的雲朵說：「幾天前，鹿兒請彩虹幫忙他鋪好一條

通往天空的路，所以，鹿兒已經不在地球上了。

		動物聽完烏龜長老說的話，都感到既難過又生氣，因為認為鹿兒不應該拋棄他們。

他們決定等下次彩虹出現時，請彩虹幫他們跟鹿兒見一面。

		當彩虹出現時，身為領袖的大灰熊第一個跑向彩虹，請彩虹幫忙鋪路，讓他能前往

天空跟鹿兒會面。大灰熊詢問鹿兒：「你怎麼可以拋棄我們？為什麼不能等我們一起

行動呢？」鹿兒回答：「你以為你是誰，可以懷疑我的選擇？」

		接著，鹿兒跟大灰熊一言不和，開始打起架來，其他動物望著他們的搏鬥，心裡都覺

得很焦急。

		正在打架的鹿兒跟大灰熊都傷痕累累，傷口流出來的血灑落在地面的樹葉上。這也

是為何每年秋天來臨時，就會看到滿山滿谷的樹葉變成紅色了。

Picture Puzzle  圖片大挑戰

Cirque du Soleil  太陽馬戲團

pp. 30-31
			「太陽馬戲團」是世界上最有名的馬戲團之一，以奇幻的表演為特色，而且堅持不使

用動物表演，每年在世界各國巡迴演出。舞台上有七片紛飛的落葉，小朋友你能找到

嗎？請將它們圈起來。

	 riding a unicycle 騎單輪車

	 rolling in a steel wheel 滾動鐵環

	 trapeze artist  高空鞦韆表演者

	 contortionist(s)  柔體雜技演員

	 walking on stilts 踩高蹺

	 walking a tightrope 走鋼絲

	 juggler 玩雜耍的人

Trans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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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lebrity Story  名人小故事

Celine Dion  加拿大巨星─席琳‧狄翁

pp. 32-33
			席琳•狄翁出生於加拿大的魁北克省，從小在大家庭長大，因為父母喜歡音樂，常

常帶著她跟哥哥、姊姊一起唱歌還有彈奏樂器，因此狄翁在很小的時候，就發現了

自己歌唱的恩賜。

	  1997 年，她主唱的《鐵達尼號》電影主題曲─《我心永恆》成了當時全球最熱銷的曲

子，她溫暖、天使般的歌聲，引起大家注意，讓狄翁成了全球的超級巨星，之後她

歌唱的實力更在流行樂界，拿下許多大獎，受到無數肯定。

			不過，就在職業生涯的巔峰時期，她毅然決然選擇退休，回到家中把握跟家人的相

處時間，後來選擇在拉斯維加斯駐唱演出，因為這是最能讓她兼顧歌手與母親身份

的方式。

Special Report  特別報導 

PaPark Indoor Playground  爬爬客親子樂園

 
pp. 34-37
			大家好！我是爬爬猴，暑假快樂！這個夏天想跟我一起共度愉快的時光嗎？讓我來

跟大家介紹我的秘密基地─「爬爬客親子樂園」。

			你會在這裡找到許多有趣的遊樂設施與活動！在球池裡可以盡情玩樂，如果你想到

處蹦蹦跳跳，可以玩彈跳床，還有隧道讓你攀爬冒險，也有巨型的溜滑梯和大迷宮

等你探索唷！

			你想在這裡慶生嗎？這裡有一個專門的空間讓你舉辦派對唷！你不僅可享用美味的

餐點，還能和家人、朋友盡情玩樂！

			快來這裡跟我一起探索更多有趣的活動！相信你將會擁有難忘的一天！	

Kid Reporter  小小記者

 
pp. 38-39
			嗨！我的名字叫佩頓•蒂姆科，今年七歲，住在加拿大，我喜歡住在這裡因為我們

家靠近山區，而且我喜歡健行與享受新鮮空氣。

	 我今年二年級，快升上三年級了，我在學校最喜歡的科目是體育課和數學課，我不	

	 	在學校的時候，喜歡閱讀，玩彈跳床，練體操，和爸爸騎腳踏車，還有和我的朋友

玩耍。

			嗨！我的名字叫傑克遜，住在加拿大，今年九歲，快完成三年級的課程，我在學校

最喜歡的科目是體育課，因為我喜歡活動，也喜歡參加有趣的學校活動，像是「瘋

狂髮型日」！	

夏天的時候，我喜歡和朋友一起玩耍，像是玩彈跳床、踢足球、騎腳踏車；冬天下

雪的時候，我喜歡和爸爸一起滑雪，也喜歡待在室內和朋友玩電玩遊戲。	

今年夏天，我感到既興奮又期待，因為我有兩趟旅行，我們會先和外公、外婆去墨

西哥旅遊，接著我們會和爺爺、奶奶去迪士尼樂園玩。

Translation



DIY  動手樂無窮

My Maple Leaf  我的楓葉

pp. 40-41
		你需要的材料包含：正方形的色紙(10X10 公分)、剪刀、筆

	步驟：

步驟 1.　將正方形的紙對折。

步驟 2.　將上方兩角沿著中線往底部折。

步驟 3.　將紙翻面，再將上面兩邊往中線折。

步驟 4.　將紙攤開，從中間位置做一個山折。

步驟 5.　將摺角往上翻，對齊上面的邊緣。

步驟 6.　將紙翻面，畫一條弧線與一條直線。

步驟 7.　延著弧線與直線剪開。

步驟 8.　將紙展開後，就是一片楓葉了！

Cool Cards  酷卡

popular (adj) 受歡迎的

Mary is popular in our class.
瑪莉在我們班上很受歡迎。

change (v) 改變

I want to change my hairstyle.
我想改變髮型。

hotel (n) 飯店

There is a hotel near the airport.
機場的旁邊有一間飯店。

bottle (n) 瓶子

He just drank a bottle of milk.
他剛喝完一瓶牛奶。

museum (n) 博物館

The museum has precious paintings. 
這間博物館擁有珍貴的畫作。

curious (adj) 好奇的

The baby is curious about everything. 
這個嬰兒對每件事都很好奇。

surprise (n) 驚喜

I want to throw a surprise party for him.
我想為他舉辦一個驚喜派對。

leader (n) 領袖

Jack is a responsible class leader. 
傑克是負責任的班長。

plant (n) 植物

There are many plants in the garden.
花園裡有許多植物。

wait (v) 等待

Please wait for me outside. 
請在外面等我。

season (n) 季節

There are four seasons in a year. 
一年有四季。

doubt (v) 懷疑

I doubt if the plan will work.
我懷疑這個計畫是否能成功。

Translation



Answers

請掃QR CODE 
詳見解答

pp. 30-31  Picture Puzzle 
Picture Puzzl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