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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題綱 
第一節    成語/常用詞語教學的 動機、目的、 範圍、方法及步驟. 

  四字格詞語的八種結構  

成語大全的分類與運用    

6

0

分

鐘 

第二節 如何善用成語教學活化語文教學 

結合中文課本與成語教學示範--全新版華語、美洲華語、生

活華語、中文聽說讀寫、輕鬆學華語等 

成語教學的成效及課堂活動分享 

6

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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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工作坊  

  

 (學員動手做, 需自帶課本及電腦) 

如何善用多媒體製作成語教材 

   教材製作 -製作成語樣板教材三步驟. 

成果分享 

9

0 

分

鐘 

第四節 成語典故與中華文化的關聯 

如何透過成語教學達到文化教學的目的 

分析、討論及分享 

結論 

  

6

0

分

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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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語/四字格詞語教學的重要性 

• 中國人在日常生活中,無論是聽說或讀
寫都經常用到四字格的詞語. 

• 簡簡單單的四個字就能讓聽者或讀者
心領神會.  

• 四字格詞語中絕大部分是成語. 

• 成語是中華文化的精髓.  

• 因此,學中文,就不能不學成語/四字格
詞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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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例            世界日報 家園版April 10, 2016, 6:00 am 723 次 

 
飄洋過海    陳意婷 

 
我以前很難想像，有些長輩說他們一件衣服可以穿二、三十年。難道隨著身材、

年齡、容貌的不同，不會不合時宜？在求新求變的時代裡，女生的衣櫃永遠少一

件衣服，彷彿天經地義，讓自己每天開心地梳妝打扮，有什麼不可以？ 

直到決定至美國展開新生活，了解剛開始的租屋、二手車、伙食已是一筆開銷，

在能省則省的前提下，我分秒必爭清洗分類可用衣物，才發現取捨之間是如此困

難。我多麼想把所有的衣服打包寄到新的住處，但即使是海運，運費仍不容小

覷!qu。 

飄洋過海的衣服，有淡淡的香味和黴味，是我熟悉的洗衣精與潮溼的氣息。從家

鄉來的衣服，丟進洗衣機後，那味道並沒有因此散去，真是不可思議，不論款式

與季節，皆深深占據我的腦海。 

安頓一段時間以後，我的衣櫃多了幾件便宜新衣，象徵著新的開始，那些陳年舊

衣卻也日久彌新，懸吊在新衣旁魅力依舊。我穿上新舊混搭的衣服走在陌生街頭，

竟有股想讓人知道我是來自哪裡的衝動，衣服飄洋過海，那味道提醒著我，家人

朋友還在，為我等待。 



成語的來源 

1. 歷史事實: 原璧歸趙(史記) 

2. 前人故事:胸有成竹(與可畫竹時,胸中有成竹) 

3. 寓言傳說: 掩耳盗铃 

4. 古人原句:水落石出(蘇軾赤壁賦:山高月小,水落

石出) 

5. 截用或改易言古人語句(一日曝之,十日寒之,未

有能生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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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語的來源 

6. 民間用過的精鍊詞組(比重大, 找不到原始出處) 

7. 諺語俗語: 亡羊補牢(引用:鄙語曰: 戰國策:亡羊補牢,未

為遲也) 

8. 外來的成語: 物競天擇, 新陳代謝  

9. 改造的成語: 事半功倍—事倍功半 

10. 新生成語:分秒必爭,上山下海,跌破眼鏡 

 

(引用隋樹森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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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字格詞語的結構分類 

 

• 第一類:AABB 

• 第二類: AABC 

• 第三類: ABCC 

• 第四類: ABCD 

• 第五類: ABAC 

• 第六類: ABCA 

• 第七類: ABAB 

• 第八類: ABC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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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字格詞語的結構分類 

 

• 第一類:AABB 

• 第二類: AABC 

• 第三類: ABCC 

• 第四類: ABCD 

• 第五類: ABAC 

• 第六類: ABCA 

• 第七類: ABAB 

• 第八類: ABC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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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字格詞語的結構分類 

一.AABB 型 
• 由兩個疊詞組成的，有著加強語氣的作用。
如吞吞吐吐、匆匆忙忙、馬馬虎虎、慌慌
張張、平平安安、偷偷摸摸、口口聲聲、
來來往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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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字格詞語的結構分類 

二.AABC型 

• 由一個疊詞加上一個普通詞語組成。如:
彬彬有禮、洋洋得意、憤憤不平 

• AA用以形容BC，使之形象化、生動化。 

 BC本身有意思，能獨立存在，AA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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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字格詞語的結構分類 

三.ABCC型 

• 由一個普通詞語加上一個疊詞組成,如:
千里迢迢、得意洋洋、大名鼎鼎 

• CC用以形容AB，使之形象化、生動化。 

 AB本身有意思，能獨立存在，CC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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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字格詞語的結構分類 

四.ABCD型—  
• 這類詞語的結構比較複雜。有的表達一個
意思,有的表達兩層意思。 

• 例如、冰天雪地、天長地久、形影不離、
內憂外患、歡天喜地、安居樂業、耳聞目
睹等等， 

• A與C相對應，B與D相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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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字格詞語的結構分類 

五.ABAC型 

• B和C的意思,大多數相關或相對； 

• 如: 有說有笑、一舉一動、古色古香、
真心真意、有声有色、見仁見智、患得
患失、有利有弊、有始有終、自始自終 
等. 有的包含一個概念,包含兩個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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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字格詞語的結構分類 

六.ABCA型 

• BC用來強調A 

• 精益求精、防不勝防、天外有天、
數不勝數、忍無可忍、為所欲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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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字格詞語的結構分類 

七. ABAB型— 

• 第二第四字相同，AC形容B 或B強調AC
的詞義。 

• 例如：就事論事、說到做到、似懂非
懂、心服口服、應有盡有、出爾反爾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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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字格詞語的結構分類 

八. ABCB型— 

• 由相同的兩個詞語疊加而成，相同語
音的重複強調了詞義。 

• 例如：彼此彼此、高興高興、關照關
照、溜達溜達、商量商量、琢磨琢磨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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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語/常用詞語教學的幾個問題 

• 動機與目的:教學生成語/常用詞語的動機與目
的何在? 

• 教學範圍:為何選用四字格的「成語、諺語、
歇後語、疊詞詞組」 為教學的主要範圍? 

• 方法與步驟:哪些是常用成語?如何分別難易度?

怎樣教成語才有系統?用怎樣的方法和步驟達
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 年齡與程度: 中文達到怎樣的程度才能學成語?

為何年齡與中文程度不是學習的先決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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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文學校教成語/四字格詞語 

須克服的幾個難點 

• 中文課本裡的成語/四字格詞語非常少, 
老師怎麼教? 

• 在課堂上教成語/四字格詞語,如何不會
影響原來的進度? 

• 準備成語/四字格詞語教材費時費力,如
何不增加老師的負擔? 

• 如何讓學生學得有效果而不增加課業的
負荷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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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語/四字格詞語課堂教學示範 

 

• 如何讓學生喜歡學?輕鬆學? 

• 上課時,如何把成語/常用詞語帶入課文?

如何切入? 

• 如何不影響中文的教學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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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講座將示範:  

一. 如何把成語/常用詞語教學和中文課本

的內容結合起來,加強學生的學習成果. 

二.如何製作簡易有趣的成語/常用詞語教材.  

三. 成語/常用詞語教學,不但不影響中文教

學進度,而且能把課文變得更加活潑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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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作教材三步驟 

 
• 從每課課文中找出與課文主題、內
容、意境等相關的「四字格詞語」. 

• 製作三張PPT樣版教材: 

   1.加深印象2.生活接軌 3.練習/評鑑 

• 設計課堂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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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版教材示範:           有說有笑 
• 第一步(PPT1):加深印象. 

• 用課本的內容/圖片,配上四字格詞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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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新版華語第二冊 第12課  

生活華語 第二冊第九課 

美洲華語首冊 第三課 



樣版教材示範:           有說有笑 

• 第二步(PPT 2): 與生活接軌.上網找或遊學提
供生活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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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版教材示範:           有說有笑 

• PPT 3: 練習/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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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四字格詞語可從幼稚園班學起. 
例如: 幼稚園班級(K)的小朋友可以學會說以下的四
字格詞語 

    美洲華語首冊(K)成語/常用詞語總表 
第_課  成語/常用詞語 第_

課 

成語/常用詞語 第_課 成語/常用詞語 

1 安安靜靜 7 和和樂樂 13 美味可口 

2 高高興興 9 五顏六色 14 滿頭大汗 

3 有吃有喝 9 生日快樂 14 快快樂樂 

3 有說有笑 9 一飛沖天 15 乾乾淨淨 

4 丟三落四 10 拼拼湊湊 15 整整齊齊 

4 忘東忘西 12 活動活動 15 亂七八糟 

6 又唱又跳 13 各式各樣 15 風雨交加 

7 相親相愛 13 飢腸轆轆 16 比手劃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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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共有28 句,老師可視學生程度增減) 



例: 第四課成語成語/常用詞語 :   丟三落四,忘東忘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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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句: 東西要收好,不要丟三落四,忘東忘西的. 



第四課成語成語/常用詞語 :丟三落四,忘東忘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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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我的外套呢?的外套
呢? 

我的外套呢?我掉在哪兒了? 



第四課成語成語/常用詞語 :    

請問, 圖片裡的什麼人丟三落四,忘東忘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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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deo 1 

Video 2 

Learn_a_Chinese_Phrase_Lose_3_Forget_4.mp4
Supplementary_Lesson_Lose_3_Forget_4.mp4


 

四字格詞語教學示範1: 

全新版華語第五冊第七課 高飛的小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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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新版華語第五冊 

     第七課 高飛的小鳥 

小鳥東東有個小小的心願，希望飛到高高的天空，往下看看美麗的大地。 

   起先，燕子陪著他，快速的往上飛，向上飛，才一下子，他們的 

體力不足，就停在枝上休息。 

   接著雲雀來陪他飛，但是還沒有飛到山頂，東東又飛不動了後來老

鷹伸平強壯的雙翅，靠著風力。帶著東東上升上升再上升，幾乎就要貼

近天邊了。東東從老鷹的羽毛裡鑽出來，開心的說：「謝謝你，我終於

可以從高高的天空往下看，看到這個廣大而美麗的世界。」 

    過了不久，老鷹放慢速度，此時，東東也拍拍雙翅，跟在他的旁邊

往下飛。他們一邊看大自然的美景，一邊輕輕的聊天，陣陣的笑聲不停

的從天空中飄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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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翅高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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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暖花開, 百花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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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顏六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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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里晴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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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望無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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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例: 加入相關的成語/四字格詞語 

 

 

全新版華語第五冊第七課課文:高飛的小鳥 

 

小鳥東東有個小小的心願，希望飛到高高的天空，往下看看

美麗的大地。(大千世界) 

   起先，燕子陪著他，快速的往上飛，向上飛，才一下子， 

他們的體力不足，就停在枝上休息。 

   接著雲雀來陪他飛，但是還沒有飛到山頂(愛莫能助)，

東東又飛不動了。一試再試,鍥而不捨 

成語及四字格詞語教學- 許笑濃佛州中文
學校聯合會講座7-16-2016 



 

 

 

(接上頁) 全新版華語第五冊第七課 高飛的小鳥 

後來老鷹伸平強壯的雙翅(展翅高飛)，靠著風力。帶著東東上升上

升再上升，幾乎就要貼近天邊了(一望無際,萬里晴空)。東東從老鷹

的羽毛裡鑽出來，開心的說：「謝謝你，我終於可以從高高的天空

往下看，看到這個廣大而美麗的世界。」(春暖花開,萬紫千紅) 

    過了不久，老鷹放慢速度，此時，東東也拍拍雙翅，跟在他的

旁邊往下飛。他們一邊看大自然的美景，一邊輕輕的聊天，陣陣的

笑聲不停的從天空中飄下來(談笑風生)。 

  (成人之美,美夢成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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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新版華語第五冊 

     第七課 高飛的小鳥 

成語/四字格詞語表 

• 一試再試 

• 鍥而不捨 

• 成人之美 

• 美夢成真 

• 愛莫能助 

• 展翅高飛 

 

• 一望無際 

• 萬里晴空 

• 大千世界 

• 春暖花開 

• 百花齊放 

• 談笑風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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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字格詞語教學示範2: 

美洲華語第六冊第三課 

成語及四字格詞語教學- 許笑濃佛州中文
學校聯合會講座7-16-2016 



 

第三課    媽媽不希望他當音樂家 

 
    有一天，一個人抱著他的小狗走進暑期音樂營。

看門的人說：對不起，狗不能進來！ 那人說：牠可
不是一般的狗(多才多藝/)，牠是個(不同凡響/出類
拔萃)音樂天才。牠會彈鋼琴、拉提琴、吹笛子、吹
喇叭，牠還會打鼓(各式各樣的樂器)。我想讓牠加
入你們的樂隊或交響樂團。 

看門的人帶他去見校長和指揮。校長說，如果小狗
真會演奏樂器，我就免學費錄取牠。許多人很好奇，
都圍過來看熱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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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個人讓小狗先表演彈鋼琴。牠彈了貝多芬的月光曲，接著

又彈莫扎特的小夜曲，小狗彈得太好了(一鳴驚人)，大家都
用力地鼓掌。 

突然，一隻大狗(火冒三丈/氣急敗壞)很生氣地跑進來，一口
咬住小狗的繩子，(二話不說)就把小狗拖出去了。 

    觀眾都(大吃一驚)呆住了。那個人嘆了一口氣(無可奈何)

說：唉！那是小狗的媽媽，她不要兒子當音樂家，她要兒子
當醫生。校長笑了，他說：你告訴牠，演奏樂器需要手腦並
用，練習久了，手指會特別靈活。我們這裡出了好幾位外科

醫生呢！那個人(高高興興)回家以後，他說服了狗媽媽。 

 第二天，狗媽媽歡歡喜喜地陪著兒子來報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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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才多藝 

 

成語及四字格詞語教學- 許笑濃佛州中文
學校聯合會講座7-16-2016 



掌聲如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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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鳴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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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冒三丈  氣急敗壞 

成語及四字格詞語教學- 許笑濃佛州中文
學校聯合會講座7-16-2016 



無可奈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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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舉兩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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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洲華與第六冊 

     第三課 媽媽不希望他當音樂家 

成語/四字格詞語表 

• 多才多藝 

• 一鳴驚人 

• 掌聲如雷 

• 火冒三丈 

• 氣急敗壞 

• 不同凡響 

• 無可奈何 

• 手腦並用 

• 一舉兩得 

• 歡歡喜喜 

• 怒不可遏 

• 出類拔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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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洲華與第六冊 

     第三課 媽媽不希望他當音樂家 

成語/四字格詞語表(可以按照學生程度增減) 

• 多才多藝 

• 一鳴驚人 

• 火冒三丈 

• 氣急敗壞 

• 無可奈何 

• 手腦並用 

• 一舉兩得 

• 歡歡喜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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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字格詞語教學示範3: 
生活華語第四冊第五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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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華語第四冊 

     第五課 爬山 

成語/四字格詞語表 

• 再接再厲 

• 汗流浹背 

• 精疲力盡 

• 有始有終 

 

• 有始有終 

• 青山綠水 

• 萬里晴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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汗流浹背-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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汗流浹背-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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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問,哪一張圖是汗流浹背-圖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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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始有終 
之前效力于热火的球员迈克尔-比斯利（Michael Beasley ）又晒出了自己熬
夜训练的照片。“训前……训中……训后，有始有终才是一个过程。#我
在执行任务”这是比斯利的留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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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始有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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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坊: 
 

• 教材製作---製作成語樣板教材. 
 

• 課堂實習—課堂教學時切入成語
教學的操作 
 

• 分析、討論及分享 
 

 (學員自帶課本及電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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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作教材示範 

將分別用以下課本中之課文示範 

• 《美洲華語》 

• 《全新版華語》 

• 《生活華語 》 

• 《輕鬆學中文》 

• 《中文聽說讀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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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上成語大全 

資料豐富,琳瑯滿目 

• 中國全部的成語http://www.weixinyidu.com/n_1426156 

• 成語大全chengyu.t086.com 

• 教育部成語典http://dict.idioms.moe.edu.tw 

• AABB式詞語/成語大全, www.hydcd.com/baike/aabb.htm 

                       

成語及四字格詞語教學- 許笑濃佛州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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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語分類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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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活動範例: 

 
活動名稱 

• 「小老師教成語」 

• 「現學現賣」 

• 「比手畫腳」 

• 「成語接龍」 

• 「看圖猜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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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活動範例: 

活動1: 「小老師教成語」 

成語: 亂七八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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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活動範例: 

活動1: 「小老師教成語」 
成語: 丟三落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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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志穎My Movie.mp4


課堂活動範例: 

 活動2: 「現學現賣」 

成語: 固執己見、半斤八兩、不相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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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岱晨.mp4


課堂活動範例: 

 活動2: 「現學現賣」 

成語:打成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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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成一片.MP4


課堂活動範例: 

活動3 :「比手畫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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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為光李寶駒.MP4


課堂活動範例: 

活動3 :「比手畫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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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活動範例: 

                  活動4 :「成語接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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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活動範例: 

活動5:「猜猜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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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語及四字格詞語教學- 許笑濃佛州中文
學校聯合會講座7-16-2016 



課堂活動範例: 

活動6 :「寫寫畫畫用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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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活動範例: 

活動6 :「寫寫畫畫用成語」 

成語: 井井有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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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活動範例: 

活動6 :「寫寫畫畫用成語」 

成語: 討價還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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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的評估 

分組的「小老師教成語」及「現學現賣」 

可以讓學好處是集思廣益，還可以組員之間 

互相學習，但是老師必須掌握好時間和課堂 

秩序。 

 
「比手畫腳」和「看圖猜成語」確認學生理解成語，
適合各種程度的學生;「看圖猜成語」有趣味性，並不
能真正得知學生是否正確地理解成語的意思及運用。 

「看圖畫成語」適合做為回家作業，同時還搭配錄音

作業，訓練學生口說能力。 

成語及四字格詞語教學- 許笑濃佛州中文
學校聯合會講座7-16-2016 



結論 
• 在教課文的同時連帶教成語,不但能增加課文的趣味

性并且能提高學生語言的素質。 
• 成語教學,聽說為主,聽得懂,會說,會用即可,讀寫聽其

自然,不強求. 

• 善用多媒體,製造情境,引導教學,不讓學生憑空造句，
提供情境做練習效果最佳. 

• 積少成多,少食多餐,且勿貪多.輕鬆教、輕鬆學,不要
有壓力,趣味第一. 

• 用同樣的圖片教不同的成語，增加熟悉感,用不同的
圖片複習同一句成語，增加新鮮感。給幾句成語讓學
生上網找圖片和同學們分享 

• 讓學生分組自編自演小話劇,學生非常喜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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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美中文學校聯合總會  

第一屆成語/常用詞語比賽介紹 

比賽日期: 8/13 /2016 

比賽內容 辦法地點: 上網 

ncacls.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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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美中文學校聯合總會  

2015-2016年成語/常用詞語比賽辦法 

 
 
A: 筆試 ：約30題選擇題。學生在念題後的10秒
鐘內,用鉛筆在scantron答案紙上圈選AＢCＤ. 
主要憑聽力理解能力。 
 
B.按鈴搶答-(Jeopardy）：約15-20題問答題。
學生在念題後的5秒鐘內,按鈴搶答。主要憑反應
靈敏和說話的能力。 

筆試後30分鐘宣布前1/3優勝者參加按鈴搶答,每
組以不超過12名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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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鈴搶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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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全美總會成語/常用詞語比賽 
暖身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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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眉開眼笑 
B.有說有笑  
C.落落大方  
D.大驚小怪 

A.眉开眼笑 
B.有说有笑 
C.落落大方 
D.大惊小怪 

10 09 08 07 06 05 04 03 02 01 00 

Timer 

請選答 
请选答 

暖身題 
暖身题 

成語及四字格詞語教學- 許笑濃佛州中文
學校聯合會講座7-16-2016 



A.一模一樣  
B.有頭有尾  
C.相親相愛  
D.恭喜發財   

我愛你! 
我爱你！ 

我愛你! 
我爱你！ 

18. A.一模一样 
B.有头有尾 
C.相亲相爱 
D.恭喜发财 

10 09 08 07 06 05 04 03 02 01 00 

Timer 請選答 
请选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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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大紅大綠  
B.吵吵鬧鬧   
C.人山人海  
D.五花八門 
 
 

 

A.大红大绿 
B.吵吵闹闹 
C.人山人海 
D.五花八门 

1. 10 09 08 07 06 05 04 03 02 01 00 

Timer 請選答 
请选答 

成語及四字格詞語教學- 許笑濃佛州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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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毛絨玩具店 
B.熱帶魚店  
C 花店 
D.跳蚤市場 

25. A.毛绒玩具店 
B.热带鱼店 
C.花店 
D.跳蚤市场 

10 09 08 07 06 05 04 03 02 01 00 

Timer 請選答 
请选答 

成語及四字格詞語教學- 許笑濃佛州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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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賽開始 

比赛开始 
成語及四字格詞語教學- 許笑濃佛州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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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美中文學校聯合總會 ncacls.net 
2015-2016年成語/常用詞語比賽教材 

(註: 聽得懂、能說、會用即可,不要求讀寫.) 

  A A B B A B A B A A B C A B C A A B A C A B C B 

1 高高興興 恭喜恭喜 井井有條 精益求精 有吃有喝  笨手笨腳 說到做到 

2 平平安安 活動活動 草草了事 忍無可忍 有說有笑 十全十美 出爾反爾 

3 乾乾淨淨 休息休息 洋洋得意 防不勝防  有頭有尾 相親相愛  應有盡有 

4 整整齊齊 收拾收拾 悶悶不樂   大喊大叫 有條有理 似懂非懂 

5 熱熱鬧鬧 考慮考慮 津津有味   大哭大鬧 盡心盡力 有樣學樣 

6 安安靜靜   斤斤計較   不聲不響 利人利己 見怪不怪 

7 清清楚楚       不冷不熱 自私自利 一試再試 

8 馬馬虎虎       不慌不忙 患得患失 一動不動 

9 仔仔細細       不知不覺 自言自語 知恩報恩 

10 慌慌張張       人山人海 實話實說 種瓜得瓜 

11 拼拼湊湊       人見人愛 土生土長 ,種豆得豆 

12 吵吵鬧鬧       多才多藝 洋腔洋調   

13 急急忙忙       一模一樣 暴飲暴食   

14 慢慢吞吞       一心一意 忙進忙出   

15 偷偷摸摸       各式各樣  糊裡糊塗   成語及四字格詞語教學- 許笑濃佛州中文
學校聯合會講座7-16-2016 



全美中文學校聯合總會 ncacls.net 
2015-2016年成語/常用詞語比賽教材 

(註: 聽得懂、能說、會用即可,不要求讀寫.) 

  A B C C A B C D 

1 小心翼翼 恭喜發財 風雨交加 回味無窮 亂七八糟 唉聲嘆氣 
己所不欲
勿施於人 

2 忠心耿耿 一帆風順 雨過天晴 廢物利用 自相矛盾 當耳旁(邊)風 
人在福中
不知福 

3 怒氣冲冲 萬事如意 家常便飯 喜新厭舊 東倒西歪 交頭接耳 

4 雪花飄飄 心想事成 山珍海味 心無二用 一塌糊塗 知錯能改 

5 心滿意足 美味可口 得寸進尺 三更半夜 坐立不安 

6 飲水思源 細嚼慢嚥 聚精会神 東張西望 坐享其成 

7 春暖花開 狼吞虎嚥 心不在焉 目不轉睛 三心二意 

8 五顏六色 消化不良 心平氣和 無精打采 忙中有錯 

9 萬紫千紅 眉開眼笑 面紅耳赤 興高采烈  志在必得 

10 風和日麗 愁眉苦臉 火上加油 如魚得水 一曝十寒 

11 汗流浹背 半途而廢 一舉兩得 心花怒放 一言為定 

12 秓高氣爽 虎頭蛇尾 靈機一動 比手畫腳 孝悌忠信 

13 晴空萬里 有始有終 舉一反三 手腦並用 手足情深 

14 冰天雪地 溫故知新 丟三落四 大吃一驚 過河拆橋 

15 寒風刺骨 大功告成 手忙腳亂 大驚小怪 父(母)慈子孝 成語及四字格詞語教學- 許笑濃佛州中文
學校聯合會講座7-16-20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