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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詞語解釋： (Find and fill in the appropriate word for each definition.) 
 

偶像、富人、凡是、稱呼、危險、翻譯、終於、豐富、迷路 

1.【           】數量和種類很多。    

2.【           】用不同的語言來表示。 

3.【           】找不到目的地。    

4.【           】有錢的人。    

5.【           】非常讓人喜愛和崇拜(worship)的人。    

6.【           】每一個，只要是。  

7.【           】叫。  

8.【           】最後 。  

   

 

三人行必有我師、己所不欲勿施於人、因材施教、有教無類 

1.【           】每個人的個性、才能、喜好和需求 

                          都不同，所以教育他們的方法也不 

                          能一樣。 

2.【           】自己不喜歡別人怎麼對你，你就不

要那樣對人。  

3.【           】每個人都有長處。看見別人好的地

方，我們要學習。    

4.【           】學生不管有錢沒錢，只要想學習， 

老師都應該教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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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利用「…迷」 、 「凡是…」做造句練習：(Use「…迷」 、 
「凡是…」to make a sentence. )  

1. 小明特別喜歡看電影。 
小明是個電影迷，凡是電影他都愛看。    

2. 小凡特別喜歡看棒球。 

                                                                                                                           

3. 小美特別喜歡聽古典音樂。 

                                                                                                                          

 

   利用（幾乎）改寫句子： (Use（幾乎）to rewrite the 

sentence. ) 

1. 小文的作業快要寫完了。（幾乎） 

                                                              
 

2. 小明快要是班上最高的學生了。（幾乎） 
 

                                                               
 
 

   詞語造句  

1. 經歷: 

                                                               

2. 終於: 

                                                               

3. 曾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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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題：(Answer the questions.)  
                     

1.(  )What does this sign mean? 

(A) No visitors   

(B) No parking 

(C) Beware of small kids 

2.(  ) Where would this sign most likely to be found? 

(A) At a hospital 

(B) At a performance 

(C) In a park 

3.(  ) Where would this sign most likely to be found? 

(A) music concert 

(B) at a construction site 

(C) in a classroom 

4.(  ) What is the purpose of this sign? 

(A) to remind tourists not to bring cameras 

(B) to forbid littering 

(C) to forbid entrance 

    造詞練習:  

終: 旅: 岸: 

慣: 詳: 乎: 

粉: 典: 貼: 

俗: 關: 材: 

助: 敬: 贈: 

偉: 區: 呼: 

航: 紹: 靈: 

  

遊客止步 

請勿拍照、錄影 

施工危險、請勿進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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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選看：(Choose the correct answer.) 
 

1.【 】古時候沒有冷氣，人們都用  來搧風。 

                                          扇子 筆  樹 

2.【 】這裡有西瓜、李子  香蕉，你要哪一樣？ 

            但 及  或 

3.【 】孔子的「子」指的是什麼？ 

        （兒子 女兒 對大學者的尊稱）     

4.【 】「孔子迷」這句話指的是什麼 

       （孔子的粉絲 孔子迷路孔子睡了）。      

5.【 】「富人」是指（豐富的人 女人 有錢人）。    

 6.【 】下面哪一本書主要是記錄孔子對學生的教

導。（西遊記 論語 美洲華語）      

7.【 】最後  教室的同學，請記得把窗戶關上。 

         打開  開關  離開 

8.【 】孔子是中國古時候一位  的教育家。 

           麻煩 危險  偉大 

9.【 】 他  過很辛苦的生活，所以變得很勇敢。        

      經由 經歷  已經 

10.【 】程老師已經教了三十年書了。所以他是 

一位很（風趣 豐富 資深）的老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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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填入適當的詞語： (Fill in the blanks with the correct phrases.) 

                      

 

1.小王剛才不是在這兒嗎？他                多久了？ 

2.東、西方的歷史上，都有許多               的人物，

像孔子、Shakespeare 。 

3.不管有多大的困難和               ，唐僧還是去印

度求學取經！ 

4.媽媽去超級市場買了牛奶、青菜             水果。 

5.食物金字塔的內容，可以              我們了解怎

樣吃才健康。 

                      

 

1.王老師說他自己是一個         ，孔子是他

的         。    

2.這本書充滿著          的想像力，所以讀起來

特別有趣。 

3.張老師不但學識          ，而且說話          ， 

          上過他的課的學生，都很喜歡他。 

4.請你幫我看一下地圖，我好像           了。 

5.小中喜歡打球，           球類運動他都喜歡。 

及 危險 幫助 離開 偉大經歷

豐富 偶像 凡是迷路 孔子迷風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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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閱讀練習：   

 

 

 

 

 

3. (      )Which statement is correct if you sign up the trip? 

       You will visit the local fitness center in Spanish     
You will visit Turkey, France, Italy and British.  
You will live on the boat. 

 

 

 

 

 

1. 這個旅遊團主要旅遊哪些城市? 

                                                           

2. 這個旅遊團的團費包括哪些費用? 

                                                           

3. 對於聽不懂中文的美國遊客, 旅遊團提供什麼服務呢? 

                                                           

公主遊輪號—地中海八日遊 

☆西班牙-法國-義大利-土耳其 

☆讓你享受海洋迷人的風光 

☆費用：$2000 起 

☆船上設備：美食餐廳、游泳池、

健身房、電影院、兒童中心等 

☆六月底前報名打八折 

網址：www.princecruise.com 

電話：1-800-945-6287 

心動假期—中國十四天精華遊 
☆北京-西安-南京-上海 

☆讓你了解中國文化之美。 

☆費用：＄1299 起（機票、三

餐、四星級飯店雙人房、門票） 

☆中、英語導遊詳細介紹。 

☆暑假期間買二送一 

☆網址：www.heartbeat.com 

☆電話：919-623-4156 

1. (      )Who may post this AD? 
            Navy    

School   
travel agent 

2. (      ) If you sign up the trip before 
June, what is the lowest price   
you may get? 
$2000    $400  $16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