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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擇題：(Select the word or phrase that best completes the   
    sentence structurally and logically.) 

1.(   ) 電話____了，你快去接，看是誰打來的？  

       叫 響  說 

2.(   ) 外面風冷，快把圍巾____起來吧！ 

       戴 穿  圍 

3.(   ) 他在車上____，向我們說再見。 

       揮揮手 拍拍手  拉拉手 

4.(   ) 他會____小提琴，也會彈鋼琴。 

       彈 玩  拉 

5.(   ) 大中遲到了，只好不聲不響地____教室。 

       走進 走出  走回 

6.(  )弟弟要買玩具，     他怎麼吵，媽媽都說不行。    

     常常 只要  無論 

7.(   ) 他寫完數學功課以後，____又寫英文功課。 

       一邊 接著  一般 

8.(   ) 大明剛才還在這兒，怎麼____就不見了。 

       突然 雖然  自然 

9.(   ) 林雲的父母不希望他____牙科醫生。 

       當 做  成為 以上都可以 

10.(  )友友全家    奶奶不會說中文。 

          只是 只有 可是 

11.(  )青青正在     電子郵件給中中。查 收  發 

12.(  ) 你     門鈴了嗎？怎麼沒人來開門？ 

          查 打  按 

13.(  )英文電腦怎麼可以     中文呢？            

       按 發  打 

14.(  )媽媽幫小明把衣服上的破洞     起來。 

打拖  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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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寫寫看 

三      心二     意      因小失大 

事     半功     倍      亡羊     補     牢 

得     寸進     尺 對牛     談     琴 

火 上     加     油       自     相矛盾 

一     清二     楚      溫     暖如春 

一     石二     鳥  風     雪     交加 

半     途而     廢 大吃一     驚 

      長話     短說 手     腦     並用 

  利用上面詞語填填看 

1. 小明說話                           ，所以我不知道她真正的意思是什麼? 

2. 這次做錯了沒關係，現在趕快                             ，下次一定可以

做好的。 

3. 如果你現在                        ，別人一定不敢再信任你了。 

4. 我說了半天你還是不懂，真是                             。 

5. 小明做事很有方法，所以經常花很少的力氣，就可以達到 

                              效果。 

6. 他這個人太貪心了，真是                           。 

7. 十一月，紐約已經開始下大雪了，但是加州的天氣還是                      。 

8. 對不起，我馬上要離開了，請你                           好嗎? 

9. 你還是趕快下定決心吧!不要再                          了。 

10. 演奏樂器需要                         ，練習久了不但會變聰明，而且手指也

會變靈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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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造句練習： 
 

1. …不停    例如:你家的小狗為什麼總是叫個不停? 

造句:                                                 

2.不停地…  例如:我家的小狗只要看到生人就會不停地叫。 

造句:                                                 

3.…接著…  例如:你上完中文課以後，接著還有什麼活動嗎? 

造句:                                                 

4.無論…或…  例如:無論是炒麵或炒飯我都喜歡吃。 

造句:                                                 

5.如果…，就…  例如:如果小狗真的會演奏樂器，我就免他的學費。 

造句:                                                 

6. …錯…   例如:對不起，你認錯人了。 

造句:                                                 

7.…另外… 例如:這件外套是小明的，另外那件是誰的? 

造句:                                                 

8. …利用…   例如:小明利用不要的相片紙做了一隻小狗。 

造句:                                                 

9.…突然     例如:小妹妹怎麼突然哭了? 

造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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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英文寫中文：(Write each phrase for Chinese meaning .) 

 

 
1. violin                       2. playing the violin                                 

3. drum                          4. playing the drum                                 

6. piano                            7. playing the piano                              

8. cello                          9. playing the cello                                

10 .clarinet                      11. playing the clarinet                            

根據第一至四課的課文及故事回答問題: 

1. 為什麼中國人說話或寫文章喜歡用成語? (第四課) 

                                                                                                  

2. 英文電腦為什麼可以打中文呢? (第二課) 

                                                                                                  

3. 狗媽媽如何被說服讓小狗參加暑期音樂營的呢? (第三課) 

                                                                                                  

                                                                                                  

                                                                                                  

4. 第四課故事＂成語故事發表會＂總共發表了哪幾個成語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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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閱讀練習 

                 免費軟件 

1. (        ) What does the sign indicate? 
A. a free software 
B. a soft blanket 
C. a cheap software 

 
 

 

 

 

 
1. (        ) Which item may not be found in the store? 

A. Refrigerator 
B. TV 
C. Piano 

2. (        ) If Xiao Lin spend$655 in the store, Which following statement is  
correct? 
A. Xiao Lin may get a free delivery. 
B. Xiao Lin don’t need to pay sales tax. 
C. Xiao Lin can only pay it by cash. 

 
 
 
 
 

1. (        ) Which statement is NOT correct? 
A. Xiao Ming may have his teeth cleaned. 
B. Xiao Ming may get his braces installed. 
C. Xiao Ming may have a regular check up for his teeth. 

錄取通知書 

1. (        ) What is it? 
A. It is a book called “錄取通知＂ 
B. It is an admission notice. 
C. It is an application form. 

 

         

玉明電器行 

各式各樣電器 應有盡有 

500 元以上 免運費 

可刷卡

A:小明在家嗎? 

B:小明去看一般牙科，下午才會回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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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造詞練習: 

暖: 倍: 補: 

途: 簡: 無: 

停: 貪: 暑: 

努: 章: 希: 

似: 楚: 鋼: 

例: 達: 響: 

尺: 讀: 揮: 

奏: 器: 免: 

錄: 掌: 眾: 

曲: 圍: 般: 

版: 利: 軟: 

相: 費: 討: 

郵: 查: 講: 

夾: 規: 附: 

遲: 度: 必: 

另: 座: 導: 

貴: 拼: 驚: 

盤: 腦: 技: 

研: 鍵: 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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