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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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ilities
能力 

Unit 1  I can fly.  我会飞。 8

Target 
language
句型

I can fly.  我会飞。

Can you read?  你会阅读吗？

Yes, I can.  是的，我会。

Vocabulary 
单词

fly 飞 ｜ swim 游泳 ｜ ride 骑（马、自行车等） ｜ 
read 阅读 ｜ sing 唱歌 ｜ dance 跳舞 

Video
教学视频 Words  单词学习（动画视频）

Unit 2  What can you do?  你会做什么？ 11

Target 
language
句型

What can you do?  你会做什么？

I can paint.  我会画画。

Vocabulary
单词 

walk 走路 ｜ run 跑 ｜ jump 跳 ｜ paint 画画 ｜
cook 做饭

Video
教学视频 Play  游戏（真人视频）

Song 主题儿歌  Yes, I Can  是的，我会        Comics Time 趣味漫画

Module 2

Likes
喜好 

Unit 1  Do you like grapes?  你喜欢葡萄吗？ 17

Target 
language
句型

Do you like apples?  你喜欢苹果吗？

Yes, I do.  是的，我喜欢。

No, I don’t. I like oranges.  不，我不喜欢。我喜欢橙子。 

Vocabulary 
单词

apple 苹果 ｜ grape 葡萄 ｜ orange 橙子｜ 
banana 香蕉

Video
教学视频 Words  单词学习（动画视频）

Unit 2  What’s your favorite fruit?  你最喜欢什么水果？ 20

Target 
language
句型

I like bananas. Bananas are my favorite fruit.   
我喜欢香蕉。香蕉是我最喜欢的水果。

What’s your favorite fruit?  你最喜欢什么水果？

Vocabulary
单词 

strawberry 草莓 ｜ pear 梨 ｜ pineapple 菠萝 ｜ 
lemon 柠檬 ｜ peach 桃子 

Video
教学视频 Dialogue  会话学习（真人视频）

Song 主题儿歌  My Favorite Fruit  我最喜欢的水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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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ule 4

Arts and 
Crafts

艺术作品与手工 

Unit 1  I have a crayon.  我有一支蜡笔。 34

Target 
language
句型

What do you have?  你有什么？

I have a crayon.  我有一支蜡笔。

Vocabulary 
单词

crayon 蜡笔 ｜ pencil 铅笔 ｜ paintbrush 画笔 ｜ 
paint 颜料 ｜ ruler 尺子 ｜ paper 纸

Video
教学视频 Dialogue  会话学习（真人 + 动画视频）

Unit 2  Do you have a pencil?  你有铅笔吗？ 37

Target 
language
句型

Do you have a paintbrush?  你有画笔吗？

Yes, I do.  是的，我有。

Do we have a paintbrush?  我们有画笔吗？

No, we don’t. We have a marker.  
不，没有。我们有记号笔。

Vocabulary
单词 scissors 剪刀 ｜ marker 记号笔 

Video
教学视频 Dialogue  会话学习（真人视频） 

Song 主题儿歌  Do You Have a Marker?  你有记号笔吗？        Comics Time 趣味漫画

Module 3

Snacks
点心 

Unit 1  I’m hungry.  我饿啦。 25

Target 
language
句型

Are you hungry?  你饿了吗？

I’m hungry. I want a snack.  我饿啦。我想吃点心。 

Vocabulary 
单词

candy 糖 ｜ donut 甜甜圈 ｜  snack 点心 ｜ 
ice cream 冰激凌 ｜  cake 蛋糕 

Video
教学视频 Dialogue  会话学习（动画视频）

Unit 2  Do you want a sandwich?  你想吃个三明治吗？ 28

Target 
language
句型

Do you want a sandwich?  你想吃个三明治吗？

Yes, please.  好啊，谢谢。

No, thanks, I want a cookie.  不了，谢谢，我想吃块饼干。

Vocabulary 
单词

sandwich 三明治 ｜ sausage 香肠 ｜  pizza 比萨 ｜ 
cookie 饼干 

Video
教学视频 Dialogue  会话学习（真人视频）

Song 主题儿歌  No Dog Food  不要狗粮        Comics Time 趣味漫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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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ule 5

Birthday
生日 

Unit 1  How old are you?  你多大了？ 43

Target 
language
句型

I’m a girl. I’m five. How old are you?  
我是个女孩。我五岁了。你几岁了？

She is my sister. She is four.  她是我妹妹。她四岁了。

Happy birthday!  生日快乐！

Thank you.  谢谢你。

A gift for you.  送你一个礼物。

Vocabulary 
单词

girl 女孩 ｜ boy 男孩 ｜ old ……岁的 ｜ happy 快乐

birthday 生日 ｜ gift 礼物

Video
教学视频 Words  单词学习（动画视频）

Unit 2  I want to be a doctor.  我想当医生。 46

Target 
language
句型

What do you want to be?  你想当什么呢？

I want to be an astronaut.  我想当宇航员。

Vocabulary
单词 

astronaut 宇航员 ｜ police officer 警察 ｜ 
scientist 科学家 ｜ pianist 钢琴家｜ player 运动员

Video
教学视频 Dialogue  会话学习（真人视频）

Song 主题儿歌  I Want To Be  我想要当        Comics Time 趣味漫画

Module 6

Rooms
房间 

Unit 1  Here is the living room.  这里是客厅。 52

Target 
language
句型

This is Riley’s house.  这是莱利的家。

Here is the living room.  这是客厅。 

Vocabulary 
单词

living room 客厅 ｜ bathroom 浴室 ｜ kitchen 厨房 ｜ 
bedroom 卧室｜ dining room 餐厅

Video
教学视频 Words  单词学习（动画视频）

Unit 2  Where is the sofa?  沙发在哪里？ 55

Target 
language
句型

Where is the sofa?  沙发在哪里？

The sofa is in the living room.  沙发在客厅里。

Where are the chairs?  椅子在哪里？

The chairs are in the dining room.  椅子在餐厅里。

Vocabulary
单词 

window 窗户 ｜ toy 玩具 ｜ bed 床｜ table lamp 台灯 
door 门 ｜ floor 地板 ｜ table 桌子｜ chair 椅子 

Video
教学视频 Words  单词学习（动画视频）

Song 主题儿歌  This Is My Bed  这是我的床



Module 1

Abilities
能力



I can fly. 
我会飞。

Let's talk. 会话天地

Unit 1

I can fly. 我会飞。

I can swim. 我会游泳。

I can ride. 我会骑马。

扫一扫   听录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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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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n you read? 你会阅读吗？

Yes, I can. 是的，我会。

Can you sing? 你会唱歌吗？

Yes, I can. 是的，我会。

Can you dance? 你会跳舞吗？     
Yes, I can. 是的，我会。

fly 
飞

swim 
游泳

ride  
骑（马、自行车等）

read  
阅读

sing  
唱歌

dance  
跳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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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honics Time. 拼读乐园

“a” as in apple    和“a”在 “apple”中发音一样的还有

I had an apple with my dad.
我和爸爸吃了一个苹果。

apple
苹果

dad
爸爸

dad 爸爸 family 家庭

handsome 英俊的 grandpa 祖父 grandma 祖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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