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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迪士尼·幼小衔接英语进阶教程》由来自美国的英语教育专家研发编写，

是专门为幼儿园小朋友准备的英语衔接教材，无缝对接小学培养目标，帮助孩子

提前适应小学的学习节奏和要求，为今后的英语学习奠定良好的基础。

教程以深受孩子们喜爱的迪士尼形象引入学习内容，学习主题贴近幼儿生

活，学习方法灵活多样，让孩子在快乐学习的同时，收获语言学习的成就感，成

为“英语听、说、读、写小达人”。本教程具有以下特色：

  编排科学，权威系统  

教程的编排符合幼儿的认知和学习规律，按照主题划分单元，主题随着幼儿

的认知而加深。第一册涉及打招呼、数字、颜色等，第二册逐步过渡到能力、喜

好表达，第三册则教授天气、四季和职业的表达。

  目标明确，循序渐进  

每一级提出明确的学习目标，从听说向读写过渡，循序渐进地提高英语综

合能力。一级教程共有6大主题，每个主题两个单元，每个单元重点训练一个句

型，注重句型和单词的复现。此外，第一级涉及字母的学习，第二级、第三级涉

及字母基本发音的学习。

  教学视频，丰富多样    

在每个单元的句型和单词学习版块之后，设置一个教学视频。视频内容丰

富，包括真人视频和动画视频。视频内容是对教程内容的适当扩充，检测孩子们

在整个单元的学习后，能否记住关键句型和单词。有能力的孩子还可以进行拓展

学习。

  儿歌视频，轻松有效  

本书每个主题配有一首儿歌，与一般儿歌不同，本书儿歌与单元主题、目标

会话密切相关，让孩子们在动听的旋律中学习主题会话，既轻松又有效。建议在

主题学习前或学习后反复学唱。

  发音纯正，二维码扫听  

教程附赠的朗读音频、真人和动画教学视频以及儿歌视频，全部的配音和表

演均由母语为英语的专业人士完成，发音纯正。书中设有二维码，扫一扫即可学

习，非常便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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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ule 1

Greetings
打招呼 

Unit 1  How are you?  你好吗？ 8

Target 
language
句型

Hi!  嗨！

Hello!  你好！

Goodbye.  再见。

How are you?  你好吗？

I’m OK/fine/great.  我还不错 / 很好 / 挺好的。 

Vocabulary 
单词

hi/hello 喂 ｜ goodbye 再见 ｜ fine 很好的 ｜ 
great 挺好的

Video
教学视频 Dialogue  会话学习（真人 + 动画视频）

Unit 2  What’s your name?  你叫什么名字？ 11

Target 
language
句型

What’s your name?  你叫什么名字？

My name is …  我叫……

I am…  我是……

Vocabulary
单词 what 什么 ｜ name 名字 ｜ your 你的 ｜ my 我的

Video
教学视频 Dialogue  会话学习（动画视频）

Song 主题儿歌  Hello, Mickey!  你好，米奇！

Module 2

Families
家庭 

Unit 1  Who’s this?  这是谁？ 16

Target 
language
句型

Who’s this?  这是谁？

This is my mother.  这是我妈妈。 

Vocabulary 
单词

mother/mom 妈妈 ｜ father/dad 爸爸 ｜ 
sister 姐姐，妹妹 ｜ brother 哥哥，弟弟

Video
教学视频 Dialogue  会话学习（真人视频）

Unit 2  This is my father.  这是我爸爸。 19

Target 
language
句型

This is my father. He’s tall.  这是我爸爸。他很高。

I love my mom.  我爱我的妈妈。

She loves me.  她很爱我。

Vocabulary
单词 

tall 高的 ｜ short 矮的 ｜ fun 有趣的 ｜ sweet 可爱的 ｜ 
love 爱 ｜ family 家庭

Video
教学视频 Words  单词学习（动画视频）

Song 主题儿歌  I Love My Family!  我爱我的家！        Comics Time 趣味漫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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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ule 4

Colors
颜色 

Unit 1  What color is it?  它是什么颜色？ 34

Target 
language
句型

What color is it?  它是什么颜色的？

It’s red.  它是红色的。 

Is it yellow?  它是黄色吗？

Yes, it’s yellow.  是的，它是黄色的。

No, it’s not. It’s blue.  不，它是蓝色的。

Vocabulary 
单词

color 颜色 ｜ red 红色的 ｜ green 绿色的 ｜ 
yellow 黄色的 ｜ blue 蓝色的 ｜ white 白色的

Video
教学视频 Dialogue  会话学习（真人视频）

Unit 2  What color do you like?  你喜欢什么颜色？ 37

Target 
language
句型

What color do you like?  你喜欢什么颜色？

I like pink.  我喜欢粉色。

She likes blue.  她喜欢蓝色。

We like brown.  我们喜欢棕色。

My dress is yellow.  我的裙子是黄色的。

Vocabulary
单词 purple 紫色的 ｜ brown 棕色的 ｜ pink 粉色的 

Video
教学视频 Dialogue  会话学习（真人 + 动画视频） 

Song 主题儿歌  What Color Is It? 它是什么颜色的？        Comics Time 趣味漫画

Module 3

Numbers
数字 

Unit 1  How many cars?  有多少辆车？ 25

Target 
language
句型

How many cars?  有多少辆车？

There is one.  那里有一辆车。 

Vocabulary 
单词

one 一 ｜ two 二 ｜  three 三 ｜  four 四 ｜  five 五 ｜ 
six 六 ｜ seven 七 ｜  eight 八 ｜  nine 九 ｜  ten 十 

Video
教学视频 Words  单词学习（真人视频）

Unit 2  How many cars are there?  那里有多少辆车？ 28

Target 
language
句型

How many cars are there?  那里有多少辆车？

There are seven cars.  那里有七辆车。 

Video
教学视频 Words  单词学习（真人视频）

Song 主题儿歌  How Many Toys Are There?  那里有几个玩具？        Comics Time 趣味漫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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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ule 5

Body
身体 

Unit 1  My face  我的脸 43

Target 
language
句型

Touch your head.  摸摸你的头。

Touch your mouth.  摸摸你的嘴巴。

Open your eyes.  睁开你的眼睛。

Close your eyes.  闭上你的眼睛。 

Vocabulary 
单词

head 头 ｜ face 脸 ｜ ear 耳朵 ｜ eye 眼睛

nose 鼻子 ｜ mouth 嘴巴

Video
教学视频 Words  单词学习（真人 + 动画视频）

Unit 2  My body  我的身体 46

Target 
language
句型

Wash your hands.  洗洗你的手。

Comb your hair.  梳梳你的头发。

Move your feet.  动动你的脚。

Shake your body.  摇摇你的身体。

Vocabulary
单词 arm 手臂 ｜ hand 手 ｜ foot 脚 ｜ hair 头发

Video
教学视频 Play  游戏（真人视频）

Song 主题儿歌  Do What I Do  跟我做        Comics Time 趣味漫画

Module 6

Animals
动物 

Unit 1  What’s this?  这是什么？ 52

Target 
language
句型

What’s this?  这是什么？

It’s a tiger.  这是一头老虎。 

Vocabulary 
单词 tiger 老虎 ｜ rabbit 兔子 ｜ lion 狮子 ｜ monkey 猴子

Video
教学视频 Words  单词学习（动画视频）

Unit 2  Is it a dog?  这是只狗吗？ 55

Target 
language
句型

Is it a cat?  这是只猫吗？

Yes, it is.  是的，没错。

No, it’s not. It’s a dog.  不，不是。这是一只狗。

Vocabulary
单词 cat 猫 ｜ dog 狗 ｜ fish 鱼 

Video
教学视频 Words  单词学习（动画视频）

Song 主题儿歌  I Have a Pet  我有一只宠物



Module 1

Greetings
打招呼



How are you? 
你好吗？

Let's talk. 会话天地

Unit 1

Hi! 嗨！ Hello! 你好！

Goodbye. 再见。Goodbye. 再见。

扫一扫   听录音

8



Word box. 主题词汇

Watch and learn. 看视频，学一学

扫一扫右边的二维码，一起看教学视频。

How are you? 你好吗？

How are you? 你好吗？ I’m fine. 我很好。

I’m great. 我挺好的。

I’m OK. 还不错。

hi/hello 
喂

goodbye 
再见

fine  
很好的

great  
挺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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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Aa

Let’s learn letters. 字母乐园

Hi, Belle.
Hi, Belle.
How are you?
I’m great. 

Hello, Ariel.
Hello, Ariel.
How are you?
I’m fine.

你好，爱丽儿。

你好，爱丽儿。

你好吗？

我很好。

嗨，贝尔。

嗨，贝尔。

你好吗？

我挺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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