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洲華語首冊

成語PPT用法介紹--- 許笑濃

首首首首冊的成冊的成冊的成冊的成語教學語教學語教學語教學,,,,以以以以AABBAABBAABBAABB和和和和ABABABABABABABAB的常用詞語為主的常用詞語為主的常用詞語為主的常用詞語為主....學習目標是學習目標是學習目標是學習目標是「「「「聽聽聽聽
得懂得懂得懂得懂」」」」

每句成語有三片每句成語有三片每句成語有三片每句成語有三片((((組組組組)PPT:)PPT:)PPT:)PPT:

1.1.1.1.第一片第一片第一片第一片((((順勢利導順勢利導順勢利導順勢利導):):):):用課文的圖片用課文的圖片用課文的圖片用課文的圖片,,,,順順順順著課文圖片的意思著課文圖片的意思著課文圖片的意思著課文圖片的意思,,,,配上成語及配上成語及配上成語及配上成語及
例句例句例句例句....

2.2.2.2.第二片第二片第二片第二片((((加深印象加深印象加深印象加深印象):):):):用照用照用照用照片片片片展示成展示成展示成展示成語的語的語的語的情情情情境境境境,,,,讓成讓成讓成讓成語和真實生語和真實生語和真實生語和真實生活接軌活接軌活接軌活接軌....

3.3.3.3.第三片第三片第三片第三片((((練習練習練習練習////評鑑評鑑評鑑評鑑) :) :) :) :展示兩展示兩展示兩展示兩幅圖片幅圖片幅圖片幅圖片,,,,讓學生選擇正確的答案讓學生選擇正確的答案讓學生選擇正確的答案讓學生選擇正確的答案....測試學測試學測試學測試學
生的學習成效生的學習成效生的學習成效生的學習成效....

教教教教過的成過的成過的成過的成語要經常複習語要經常複習語要經常複習語要經常複習,,,, 建建建建議老議老議老議老師多放些照片讓學生練習師多放些照片讓學生練習師多放些照片讓學生練習師多放些照片讓學生練習....久而久之久而久之久而久之久而久之,,,,
學生自然會學生自然會學生自然會學生自然會運用運用運用運用....



美洲華語首冊

成語/常用詞語 總表

第第第第____課課課課 成語成語成語成語////常用詞語常用詞語常用詞語常用詞語 第第第第____課課課課 成語成語成語成語////常用詞語常用詞語常用詞語常用詞語 第第第第____課課課課 成語成語成語成語////常用詞語常用詞語常用詞語常用詞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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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77 相親相愛 13 飢腸轆轆 16 比手劃腳

(以上共有28 句,老師可視學生程度增減)



第一課成語成語/常用詞語 : 安安靜靜

安安靜靜坐下來.

暗暗安安靜靜坐下來.



第一課成語成語/常用詞語 : 安安靜靜



第一課成語成語/常用詞語 : 安安靜靜



第一課成語成語/常用詞語練習

請問: 哪一張圖片可以用安安靜靜來形容?



第二課成語成語/常用詞語 1: 高高興興

例句: 小朋友們高高興興地走出教室.



第二課成語成語/常用詞語1: 高高興興

高高興興給媽媽洗腳. 



第二課成語成語/常用詞語練習1

請問: 哪一張圖片可以用高高興興來形容?



第二課成語成語/常用詞語 : 有吃有喝

有吃有喝,小朋友們都很高興.



第二課成語成語/常用詞語: 有吃有喝

園游會裡有吃有喝



第二課成語成語/常用詞語 :
請問: 哪一張圖片可以用有吃有喝來形容?



第三課成語成語/常用詞語 : 有說有笑

例句:大家在教室裡有說有笑



第三課成語成語/常用詞語 : 有說有笑

Mary和外婆有說有笑



第三課成語成語/常用詞語 :
請問: 哪一張圖片可以用有說有笑來形容?



第四課成語成語/常用詞語 : 丟三落四,忘東忘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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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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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課成語成語/常用詞語 : 又唱又跳

例句: 他們高高興興,又唱又跳.



第六課成語成語/常用詞語 : 又唱又跳



第六課成語成語/常用詞語 :
請問: 哪一張圖片裡的小朋友又唱又跳?



第七課成語成語/常用詞語 :相親相愛, 和和樂樂

例句: 爸爸,媽媽,姐姐和我,相親相愛, 和和樂樂.



第七課成語成語/常用詞語:相親相愛, 和和樂樂

我們全家相親相愛,和和樂樂



第七課成語成語/常用詞語 :相親相愛, 和和樂樂

我們全家相親相愛,和和樂樂



第七課成語成語/常用詞語 :
請問: 哪一張圖片可以用相親相愛, 和和樂樂來形容?



第九課成語成語/常用詞語1: 五顏六色

例句: 桌子上有許多彩色紙, 五顏六色!

你這暗

哇! 五顏六色
真好看!暗暗

真好

看! 五顏六色的
彩色球!



第九課成語成語/常用詞語: 五顏六色



第九課成語成語/常用詞語 :
請問: 哪一張圖片可以用五顏六色來形容?



第九課成語成語/常用詞語2: 生日快樂!

例句: 祝妳生日快樂!



第九課成語成語/常用詞語2: 生日快樂!

例句:送你一個 生日蛋糕, 祝你生日快樂!



第九課成語成語/常用詞語 :
這張生日快樂的卡片, 應該放在哪個蛋糕的旁邊?



第九課成語成語/常用詞語3: 一飛沖天

大家看! 我的飛機一飛沖天!



第九課成語成語/常用詞語3: 一飛沖天

大家看! 飛機一飛沖天!



第九課成語成語/常用詞語3 :
請問: 哪種鳥飛得高, 可以一飛沖天?



第十課成語成語/常用詞語: 拼拼湊湊

老師, 我們在玩拼拼湊湊.



第十課成語成語/常用詞語: 拼拼湊湊

這是七巧板,我們來玩拼拼湊湊!



第十課成語成語/常用詞語: 拼拼湊湊

拼拼湊湊做勞作



第十課成語成語/常用詞語: 拼拼湊湊

拼拼湊湊,碎布能縫成許多有用的東西.



第九課成語成語/常用詞語3 :

請問:哪一張圖片和拼拼湊湊有關?



第十一課成語成語/常用詞語活動活動!

大家站起來活動活動!



第十一課成語成語/常用詞語 活動活動!

大家一起來活動活動!



第十一課成語成語/常用詞語 :

請問:哪一張圖片可用活動活動來形容?



第十三課成語成語/常用詞語: 各式各樣

冰箱裡有各式各樣的食物, 你要吃什麼?



第十三課成語成語/常用詞語: 各式各樣

這裡有各式各樣的食物.



第十三課成語成語/常用詞語 :

請問:哪一張圖片可用各式各樣來形容?



第十三課成語成語/常用詞語1: 飢腸轆轆

中中飢腸轆轆.

我一天沒吃飯,
肚子咕嚕咕嚕

叫!好餓呀!



第十三課成語成語/常用詞語: 飢腸轆轆

三隻小鳥都飢腸轆轆



第十三課成語成語/常用詞語 :

請問:哪一張圖片可用飢腸轆轆來形容?

全球華人基督教新聞 chinese.gospelherald.com 



第十三課成語成語/常用詞語2: 美味可口

例句: 媽媽做的蛋糕,美味可口



第十三課成語成語/常用詞語2: 美味可口

美味可口的食物



第十三課成語成語/常用詞語2:

哪樣番茄美味可口?青番茄?紅番茄?



第十三課成語成語/常用詞語3: 滿頭大汗

他跑得滿頭大汗,他痛得滿頭大汗.



第十三課成語成語/常用詞語3: 滿頭大汗

大家跑得滿頭大汗



第十三課成語成語/常用詞語3:

請問,哪一張圖片裡的人滿頭大汗?



第十四課成語成語/常用詞語: 快快樂樂

大家快快樂樂玩遊戲



第十四課成語成語/常用詞語: 快快樂樂

大家來,快快樂樂玩遊戲



第十四課成語成語/常用詞語: 快快樂樂

快快樂樂來跳舞



第十四課成語成語/常用詞語:

請問,哪一張圖片可有用快快樂樂來形容?



第十五課成語成語/常用詞語: 乾乾淨淨,整整齊齊

她打扮得乾乾淨淨,整整齊齊才去上學.



第十五課成語成語/常用詞語: 乾乾淨淨,整整齊齊

這個房間乾乾淨淨,整整齊齊.



第十五課成語成語/常用詞語: 亂七八糟
(乾乾淨淨,整整齊齊的反意詞)

唉呀!真是亂七八糟!



第十五課成語成語/常用詞語: 亂七八糟

這個房間真是亂七八糟!



第十五課成語成語/常用詞語:

哪一張圖片裡的東西,亂七八糟?哪一張圖片裡的東

西, 整整齊齊?



第十五課成語成語/常用詞語3: 風雨交加

今天天氣不好, 外面風雨交加!



第十五課成語成語/常用詞語3: 風雨交加



第十五課成語成語/常用詞語3:

請問, 哪一張圖片可以用風雨交加來形容?



第十六課成語成語/常用詞語: 比手畫腳

我們來玩比手畫腳的遊戲.



第十六課成語成語/常用詞語: 比手畫腳

猜猜看, 他比的是什麼?



第十六課成語成語/常用詞語:

請問,下面哪一張圖片裡的學生在 比手畫腳?



親愛的老師:您好!

1.這份成語教學PPT做好了, 歡迎您下載使用.

2. 裡面的圖片,大部分是課本上和我自己拍攝的. 還有一部分是網
上下載的.為了避免版全問題,請勿做商業用途.

3. 製作成語PPT需要大量的照片供選擇.個人的照片有限,大家可
以互助合作,互通有無. 如果您有照片願意放在資源共享欄內和大家
分享,請email至: services@mzchinese.orgservices@mzchinese.orgservices@mzchinese.orgservices@mzchinese.org. 謝謝!

美洲華語主編/創作編寫 許笑濃 敬上

714-628-18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