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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字、詞語： 

第 一第 一 課   課  

句子練習 

語 文 練 習 第一週 

   父：父親、父母                 夠：夠了、足夠 

   母：母親、母愛                  語：語文、成語 

   親：親愛的                        論：不論 

   班：西班牙、上班             將：將來、將軍 

fù               fù      qīn            fù       mǔ                                     gòu            gòu     le            zú     gòu  

mǔ             mǔ    qīn            mǔ     ài                                       yǔ              yǔ      wén         chéng  yǔ  

qīn            qīn      ài      de                                                       lùn              bú     lùn  

bān            xī      bān     yá           shàng  bān                          jiāng          jiāng   lái            jiāng   jūn 

1.           ：這些菜夠吃嗎？再來一盤青菜吧？ 

              ：夠了，謝謝妳。 

2.           ：明明，給妳五塊錢買午餐夠不夠？ 

              ：夠了，三塊錢就夠了。 

親愛的爸爸： 

    媽媽帶我去打球，我們六點半回來。 

                          青青上  下午三點 

zhè     xiē     cài    gòu    chī     ma               zài     lái      yì       pán   qīng    cài    ba 

gòu     le                xiè     xie      nǐ   

míng  ming            gěi2    nǐ      wǔ     kuài   qián   mǎi    wǔ     cān    gòu    bu     gòu 

gòu     le                sān    kuài   qián   jiù      gòu    le 

夠 enough 
gòu 

親愛的 dear 
qīn      ài      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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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將來想當語言學家。你呢？ 

              ：我將來想當天文學家。 

wǒ     jiāng   lái     xiǎng dāng   yǔ     yán    xué     jiā                nǐ       ne 

wǒ     jiāng    lái   xiǎng dāng   tiān   wén   xué     jiā  

1.           ：妳喜歡看卡通片嗎？ 

              ：我喜歡。不論什麼卡通片我都喜歡看。 

2.           ：明天會下雨，你還去看球賽嗎？ 

              ：不論天氣怎麼樣，我都會去。 

 nĭ2      xǐ      huan   kàn    kǎ    tōng   piàn    ma 

 wǒ2    xǐ      huan         bú     lùn    shén   me     kǎ     tōng   piàn   wǒ     dōu     xǐ     huan   kàn   

míng  tiān    huì     xià      yǔ            nǐ      hái     qù      kàn   qiú      sài     ma                         

 bú      lùn     tiān    qì       zěn    me    yàng        wǒ     dōu     huì     qù   

1.           ：「語文」和「語言」有什麼不同？ 

              ：「語文」是指「語言」和「文字」。 

                    世界上有許多種語言是沒有文字的。 

2.           ：「自言自語」 是什麼意思？ 

              ：這是一句成語。就是自己跟自己說話。 

          yǔ     wén             hé                yǔ     yán             yǒu   shén   me     bù     tóng 

          yǔ     wén             shì     zhǐ                yǔ     yán              hé               wén    zì    

 shì     jiè     shàng yǒu2  xǔ      duō   zhǒng yǔ     yán    shì     méi    yǒu    wén    zì       de   

          zì      yán     zì      yǔ                  shì     shén  me     yì      si 

zhè    shì     yí       jù     chéng  yǔ            jiù      shì     zì       jǐ       gēn     zì       jǐ      shuō   huà   

將來   in the future 
jiāng  lái  

不論   no matter (what, who, how, etc.); regardless 
bú lùn 

語   language 
y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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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字、詞語 ： 

第 一  課   

句子練習 

語 文 練 習  第二週 

• • 

   展 ： 發展                           並 ： 並且 

   容 ： 容許 、 笑容              影 ： 電影 、 影子 

   易 ： 容易                           童  ： 兒童 

   惜 ： 珍惜 、 可惜               注 ： 注意 、 注音 

zhǎn           fā       zhǎn                                                           bìng            bìng   qiě  

róng           róng   xǔ                 xiào   róng                             yǐng              diàn    yǐng             yǐng    zi  

 yì               róng   yì                                                                tóng             ér       tóng  

 xī              zhēn   xī                  kě      xī                                 zhù              zhù    yì                 zhù     yīn 

： 為 什 麼 校 長 說我們學校 發展 得 很快？ 

： 因為我們學校變大了 ， 人 數 變多了。 

wèi    shén   me    xiào  zhǎng shuō   wǒ    men   xué    xiào    fā       zhǎn   de     hěn   kuài 

yīn     wèi    wǒ     men   xué    xiào  biàn    dà       le            rén     s hù   biàn   duō     le  

： 從今天起，我們每天背五個生字。 

： 這件事說起來 容易 ， 做起來就 不 容易 

   了。 

cóng    jīn      tiān    qǐ                wǒ    men    měi   tiān    bèi     wǔ       ge    shēng  zì   

 zhè    jiàn    shì    shuō    qǐ      lái      róng    yì            zuò     qǐ      l ái      jiù       bù    róng    yì 

 le  

發展     to expand; to grow 
 fā      zhǎn 

容易    easy 
róng   y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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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電影真好看，可惜明明不能來。

：是呀！青青也不能來，真可惜！

zhè     ge     diàn   yǐng   zhēn   hǎo   kàn              kě      xī      míng ming   bù    néng    lái

shì      ya               qīng   qing   yě      bù    néng    lái              zhēn   kě       xī  

：這本書很有趣，並且很容易讀。

：這本書寫得很好，並且畫得很生動。

zhè    běn    shū    hěn   yǒu     qù               bìng    qiě    hěn   róng   yì      dú

zhè    běn   shū     xiě     de      hěn    hǎo             bìng   qiě     huà   de      hěn  shēng dòng

：開車的時候要注意安全。

：走路的時候也要注意安全。

kāi     chē     de     shí    hou    yào    zhù     yì       ān   quán

zǒu    lù       de     shí     hou    yě     yào     zhù    yì       ān     quán 

：他只用幾句話，就把這件事說明白了。

：對，他三言兩語就把這件事說明白了。

 tā      zhǐ     yòng   jǐ        jù      huà              jiù      bǎ      zhè    jiàn    shì    shuō   míng  bai      le

duì               tā      sān    yán    liǎng   yǔ     jiù       bǎ     zhè    jiàn    shì    shuō  míng   bai      le

可惜   regrettable; pity
kě       xī 

並且   moreover; and; also
bìng  qiě 

注意   to pay attention to
zhù     yì 

三言兩語   in a few words
sān    yán  liǎng    y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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