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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一><文章一>

金山运动用品商店需要售货员金山运动用品商店需要售货员

 小王今年十七岁，是高二的学生。他想在假期的时候，
找一份兼职工作，一个星期工作 15–20 个小时。 
他在学校里学习英文、中文、科学、数学、体育， 
还学了电脑。因为他很喜欢运动，而且他想赚钱， 
所以他对下面“金山运动用品商店”的工作很感兴趣。

这是小王看到的广告。 图片来源：Freepik.com





金山运动用品商店需要售货员：金山运动用品商店需要售货员：

 y 职位：职位：全职（每周 45 个小时、休息两天）、兼职售货员（每周 18 个小时，工作两天）
 y 招聘人数招聘人数：：三位（一位全职、两位兼职）
 y 性别：性别：男女皆可
 y 学历：学历：中学生也可以申请，需要说流利的中文和英文，会使用电脑
 y 工作经验工作经验：有、无皆可，但是申请者最好也喜欢运动
 y 年龄：年龄：15 岁以上
 y 薪资：薪资：全职 1400–1800 新币/月；兼职：500–700 新币/月
 y 联系人：联系人：有兴趣的，请打电话给大卫 – 92205433

 y 商店地点：商店地点：位于中国城，离地铁站 150 米，交通方便
 y 贩售商品：贩售商品：运动用品，如健身设备、足球、篮球、自行车、运动鞋、运动衣等
 y 营业时间营业时间：：全年营业，每日早上 11 点到晚上 10 点

 我们的商店环境好，工作人员都互相帮助、都很高兴。希望你也能成为我
们的一员。

IB原创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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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二><文章二>

中学生休闲活动调查中学生休闲活动调查
	 下面是台北市的一个中学的学生，对中学生的休闲活动的调查报告。 

除了调查学校组织的活动以外，也调查放学后学生的活动。

一、一、调查对象的基本资料

性别性别 男男 女女

人数人数 27 38

满意学校课外活动吗？

满意满意 不满意不满意
75 % 25 %

 二、二、课后休闲活动

跟朋友聊天跟朋友聊天 逛街买东西逛街买东西 郊游郊游 看电影看电影 上网吧上网吧
42 % 26 % 16 % 9 % 7 %

很多学生会跟朋友聊天，但是跟父母的交流比较少。另外，学生放学后, 
因为方便，也经常到学校附近的商场逛街。有 16 % 的学生选择郊游， 
因为学校很少举办郊游，所以学生自己会组织去旅游。看电影的学生不是很多，
可能因为电影票不便宜。

 三、三、课后文化活动

听音乐会听音乐会 看电视新闻看电视新闻 去书店、图书馆去书店、图书馆 看小说看小说

43 % 11 % 21 % 25 %

调查发现，很多学生喜欢听音乐会。“去书店、图书馆”和“看小说” 
的人数差不多。大部分的人对“看电视新闻”不感兴趣。

四、四、休闲活动和学习的关系

对学习有不好的影响对学习有不好的影响 如果管理好时间，会让学习更好如果管理好时间，会让学习更好
3 % 97 %

几乎全部的学生都认为休闲活动可以帮助他们的学习。

五五、休闲活动以后的心情

放松放松 没有影响没有影响 感觉不好感觉不好
91 % 6 % 3 %

有九成以上的学生觉得做了休闲活动以后心情会变得放松。

IB原创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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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三><文章三>

“绿色酒店”——	保护我们的环境“绿色酒店”——	保护我们的环境

	近年来，“绿色酒店”越来越受欢迎，下面是报社记者访问“天天大酒店”的王经理。

记者记者:: 什么样的酒店是“绿色酒店”？什么样的酒店是“绿色酒店”？

王经理王经理:: 一般来说，如果酒店用环保的方式，给酒店的客人提供健康、 
安全的服务，就是“绿色酒店”。在环保方面，比如尽量节省水、
电；回收废水、旧物，并且利用自然资源，保护环境。 
我们相信这不难，是大家都能做到的。

 记者记者:: “绿色酒店”是怎么经营的？“绿色酒店”是怎么经营的？

王经理王经理:: 我们认为回收是经营“绿色酒店”的重心。经营“绿色酒店” 
可以减少能源的使用。比如，为了省电，我们的酒店用“太阳能”
提供热水，我们也使用节能的灯泡。另外，为了不要有太多塑胶，
我们不用塑胶瓶装的水；酒店里到处都有回收箱，可以让塑胶、
纸和玻璃的回收更容易。

 记者记者:: “天天大酒店”怎么帮助酒店的客人变得更健康？“天天大酒店”怎么帮助酒店的客人变得更健康？

王经理王经理:: 为了让客人更健康，我们提供客人免费自行车服务。在吃的方面，
酒店的餐厅有当地的特色菜，用的都是新鲜的蔬菜、水果， 
希望能鼓励大家少吃肉、多吃蔬果。

记者记者:: 您认为经营“绿色酒店”有哪些困难？您认为经营“绿色酒店”有哪些困难？

王经理王经理:: 我认为要全面推行“绿化”最不容易。长期经营“绿色酒店”， 
要花很多钱，会给酒店很大的压力。最后，有些酒店的客人不了解 
“环保”的好处，比如，他们离开房间的时候，不关灯、 
用太多水，浪费了很多自然的资源。

IB原创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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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四<文章四>>

我家的小猫	——	花花我家的小猫	——	花花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欢欢  

普通邮件

	 主题: 我家的小猫	——	花花









欢欢：

	 忙不忙？

	 我家最近有了一个“新家人”，是一只小猫，我们给它一个名字：花花，
因为花花的身上的毛有很多颜色：黄的、白的、黑的，它也有绿色的眼睛。
花花现在已经两岁了。

我的家很大，有五个房间，但是花花最喜欢厨房，因为花花很喜欢吃东西，
它总是很饿。它不但喜欢吃鱼，而且也喜欢吃汉堡包。花花很喜欢睡觉，
也喜欢晒太阳。

除了喜欢吃东西、睡觉以外，花花也很喜欢玩。可是有一次，它把我的
书包玩坏了，虽然我很生气，但是没办法做什么，这是因为花花太可爱了。
还有一次，花花拉肚子，我和家人都非常担心。幸好，花花看了医生，吃了药、
打了针就好了。

我	[ – 例例 – ]	跟花花一起看电视，它会让我抱着，它的毛又	[ – 35 – ]
又软，我抱着它的时候，它也变得很	[ – 36 – ]、不发出声音。花花很聪明，
也很爱干净，它会自己上厕所，一点都不	[ – 37 – ]。

你喜欢小动物吗？你家有没有宠物？有空的时候给我邮件啊！

祝天天愉快！

你的朋友，

小本

IB原创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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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一><文章一>

金山運動用品商店需要售貨員金山運動用品商店需要售貨員

 小王今年十七歲，是高二的學生。他想在假期的時候， 
找一份兼職工作，一個星期工作	15–20	個小時。 
他在學校裏學習英文、中文、科學、數學、體育， 
還學了電腦。因為他很喜歡運動,而且他想賺錢， 
所以他對下面「金山運動用品商店」的工作很感興趣。

這是小王看到的廣告。 圖片來源：Freepik.com





金山運動用品商店需要售貨員：金山運動用品商店需要售貨員：

 y 職位：職位：全職（每週 45 個小時、休息兩天）、兼職售貨員（每週 18 個小時，工作兩天）
 y 招聘人數：招聘人數：三位（一位全職、兩位兼職）
 y 性別：性別：男女皆可
 y 學歷：學歷：中學生也可以申請，需要說流利的中文和英文，會使用電腦
 y 工作經驗工作經驗：有、無皆可，但是申請者最好也喜歡運動
 y 年齡：年齡：15 歲以上
 y 薪資：薪資：全職 1400–1800 新幣/月；兼職：500–700 新幣/月
 y 聯繫人聯繫人：：有興趣的，請打電話給大衛 – 92205433

 y 商店地點：商店地點：位於中國城，離地鐵站 150 米，交通方便
 y 販售商品：販售商品：運動用品，如健身設備、足球、籃球、自行車、運動鞋、運動衣等
 y 營業時間：營業時間：全年營業，每日早上 11 點到晚上 10 點

 我們的商店環境好，工作人員都互相幫助、都很高興。希望你也能成為我 
們的一員。

IB原創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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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二><文章二>

中學生休閒活動調查中學生休閒活動調查
 下面是台北市的一個中學的學生，對中學生的休閒活動的調查報告。 

除了調查學校組織的活動以外，也調查放學後學生的活動。

一、一、調查對象的基本資料

性别性别 男男 女女

人數人數 27 38

滿意學校課外活動嗎？

滿意滿意 不滿意不滿意
75 % 25 %

 二、二、課後休閒活動

跟朋友聊天跟朋友聊天 逛街買東西逛街買東西 郊遊郊遊 看電影看電影 上網吧上網吧
42 % 26 % 16 % 9 % 7 %

很多學生會跟朋友聊天，但是跟父母的交流比較少。另外，學生放學後, 
因為方便，也經常到學校附近的商場逛街。有 16 %  的學生選擇郊遊， 
因為學校很少舉辦郊遊，所以學生自己會組織去旅遊。看電影的學生不是很多， 
可能因為電影票不便宜。

 三、三、課後文化活動

聽音樂會聽音樂會 看電視新聞看電視新聞 去書店、圖書館去書店、圖書館 看小説看小説

43 % 11 % 21 % 25 %

調查發現，很多學生喜歡聽音樂會。「去書店、圖書館」和「看小說」 
的人數差不多。大部分的人對「看電視新聞」不感興趣。

四、四、休閒活動和學習的關係

對學習有不好的影響對學習有不好的影響 如果管理好時間，會讓學習更好如果管理好時間，會讓學習更好
3 % 97 %

幾乎全部的學生都認為休閒活動可以幫助他們的學習。

五五、休閒活動以後的心情

放鬆放鬆 没有影響没有影響 感覺不好感覺不好
91 % 6 % 3 %

有九成以上的學生覺得做了休閒活動以後心情會變得放鬆。

IB原創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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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三><文章三>

「綠色酒店」「綠色酒店」 ——	保護我們的環境——	保護我們的環境

	近年來，「綠色酒店」越來越受歡迎，下面是報社記者訪問「天天大酒店」的王經理。

記者記者:: 什麼樣的酒店是「綠色酒店」？什麼樣的酒店是「綠色酒店」？

王經理王經理:: 一般來説，如果酒店用環保的方式，給酒店的客人提供健康、 
安全的服務，就是「綠色酒店」。在環保方面，比如盡量節省水、
電；回收廢水、舊物，並且利用自然資源，保護環境。 
我們相信這不難，是大家都能做到的。

 記者記者:: 「綠色酒店」是怎麼經營的？「綠色酒店」是怎麼經營的？

王經理王經理:: 我們認為回收是經營「綠色酒店」的重心。經營「綠色酒店」 
可以減少能源的使用。比如，為了省電，我們的酒店用「太陽能」 
提供熱水，我们也使用節能的燈泡。另外，為了不要有太多塑膠，
我們不用塑膠瓶裝的水；酒店裏到處都有回收箱，可以讓塑膠、
紙和玻璃的回收更容易。

 記者記者:: 「天天大酒店」怎麼幫助酒店的客人變得更健康？「天天大酒店」怎麼幫助酒店的客人變得更健康？

王經理王經理:: 為了讓客人更健康，我們提供客人免費自行車服務。在吃的方面，
酒店的餐廳有當地的特色菜，用的都是新鮮的蔬菜、水果， 
希望能鼓勵大家少吃肉、多吃蔬果。

記者記者:: 您認為經營「綠色酒店」有哪些困難？您認為經營「綠色酒店」有哪些困難？

王經理王經理:: 我認為要全面推行「綠化」最不容易。長期經營「綠色酒店」， 
要花很多錢，會給酒店很大的壓力。最後，有些酒店的客人不了解 
「環保」的好處，比如，他們離開房間的時候，不關燈、 
用太多水，浪費了很多自然的資源。

IB原創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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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四><文章四>

我家的小貓	——	花花我家的小貓	——	花花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歡歡  

普通郵件

	 主題: 我家的小貓	——	花花









歡歡：

	 忙不忙？

我家最近有了一個「新家人」，是一隻小貓，我們給牠一個名字：花花，
因為花花的身上的毛有很多顏色：黃的、白的、黑的，牠也有綠色的眼睛。
花花現在已經兩歲了。

我的家很大，有五個房間，但是花花最喜歡廚房，因為花花很喜歡吃東西，
牠總是很餓。牠不但喜歡吃魚，而且也喜歡吃漢堡包。花花很喜歡睡覺，
也喜歡曬太陽。

除了喜歡吃東西、睡覺以外，花花也很喜歡玩。可是有一次，牠把我的
書包玩壞了，雖然我很生氣，但是沒辦法做什麼，這是因為花花太可愛了。
還有一次，花花拉肚子，我和家人都非常擔心。幸好，花花看了醫生，吃了藥、
打了針就好了。

我	[ – 例例 – ]	跟花花一起看電視，牠會讓我抱著，牠的毛又	[ – 35 – ]
又軟，我抱著牠的時候，牠也變得很	[ – 36 – ]、不發出聲音。花花很聰明，
也很愛乾淨，牠會自己上廁所，一點都不	[ – 37 – ]。

你喜歡小動物嗎？你家有沒有寵物？有空的時候給我郵件啊！

祝天天愉快！

你的朋友，

小本

IB原創 (20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