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洲華語第十冊第五課詞語練習： 

1. 奧林匹克運動會將會是體壇的一件（   ）sheng4 shi4。 

2. 中秋佳節我們大家聚在一起（   ）tong2 le4。 

3. 美國每年由兩大足球（   ）lian2 meng2 中選出冠軍來踢 Super Bowl。 

4. 每年的 NBA 籃球大賽冠亞軍（   ）zheng1 duo2 賽最是好看。 

5. 我很喜歡吃水果，（   ）you2 qi2 是草莓和葡萄。 

6. 這本是一件小事，想不到有人卻（   ）jie4 ji1 大做文章，於是小事變成了大事。 

7. 這個新手機，（   ）ju4 you3 很多功能。 

8. 我（   ）gu1 ji4 這件事不會這麼快就解決。 

9. 我（   ）yi4 bian1 吃飯，（   ）看電視。 

10. 明年的 Super Bowl （   ）chao1 ji2 bei1 將會在哪裡舉行？ 

11. 我很喜歡吃烤雞，（   ）you2 qi2 是（   ）ji1 chi4。 

12. 在秋天的山上賞楓葉，別有（   ）yi4 fan1 景象。 

13. （    ）yi4 nian2 yi2 du4 的超級盃（    ）shi2 kuang4 zhuan3 

bo1 又快要到了，一定會引起全美國人民的大轟動。 

14. 爸爸不喜歡吃太甜或太（   ）xian2 的食物。 

15. 比賽的目的不是（    ）shu1 ying2，而是參與。 

16. 由於李開復的努力，為自己開創了（   ）yi4 fan1 事業。 

17. 節目快要開始了，請大家把你們的手機（   ）guan1 起來。 

18. 這件衣服看起來很貴，我（   ）gu1 ji4 要美金兩百元才買得到。 

19. 哥哥最近（   ）mi2 shang4 一個網路遊戲，每天都要花很多時間在網上玩。 

20. 我好（   ）xian4 mu4 隔壁的陳明一家，常常可以全家出去旅遊。 

21. 台北的街道對媽媽來說再（   ）shou2 xi1 不過了。 

22. 我覺得要（   ）ce4 liang2 一個人的力量多少，就要看他的自制力如何。 

23. 當別人都在（   ）guan1 zhu4 你飛得有多高的時候，只有自己的父母會關心你累不累？ 

24. 中國早在二千多年以前就有自己的（   ）了。Li4 Fa3 

25. 實驗室裡的（   ）yi2 qi4 很昂貴，請小心使用！ 

26. （   ）zhong4 li4 加速度會讓東西從高處掉下時摔得更重。 

27. 他說他上知（   ）tian1 wen2，下知地理，只是不知英語。 

28. 我只是不小心碰了他一下，想不到他卻猛力（   ）hui1 quan2 打了我一下。 

29. 我很（   ）xiang4 wang3 上大學的生活。 



30. 拿（   ）wang4 yuan3 jing4 看別人，但是卻要拿放大鏡看自己。 

31. 有困難時，不要迴避，要面對它，（   ）jin4 er2 克服它。 

32. 爸爸送給哥哥一台（   ）wang4 yuan3 jing4,哥哥（    ）xin1 xi3 

ruo4 kuang2. 

33. 幼幼最近（   ）mi2 shang4 有關太空的影片和小說，如 ET、（   

 ）xing1 ji4 da4 zhan4 等等。 

34. 今年的聖誕節，我們（   ）da3 suan4 去加州玩，（   ）jie4 ji1 去拜訪爸爸的

好朋友王叔叔。 

35. 他的扯鈴技術高超，顯然是下了（   ）yi4 fan1 功夫。 

36. 他對花粉過敏，（   ）you2 qi2 是春天的時候（   ）te4 bie2 厲害。 

37. 媽媽打電話來說，她已經在路上了，（   ）gu1 ji4 再五分鐘就到家了。 

38. 現在人們越來越（   ） guan1 zhu4 地球暖化的問題。 

39. 高中生都很（   ）xiang4 wang3 大學生的生活。 

40. 我們都很（   ）xian4 mu4 他每年暑假都可以去迪斯尼樂園玩。 

41. 電腦的發明影響了各行各業，（   ）jin4 er2 改變了人們的生活方式。 

42. 李爸爸是（   ） mou3 mou3 大學的教授。 

43. 這件事（   ）jue2 dui4 不是我做的。 

44. 他對自己很有自信，對於別人批評他的事，一點也（   ）bu4 yi3 wei2 yi1。 

45. 孝順父母是（    ）gu3 wang3 jin1 lai2 不變的定律。 

46. 妹妹可以把三字經（   ）yi2 zi4 bu2 lou4 地背出來。 

47. 你說你最棒，我也覺得我不輸你，要不然，我們倆來 PK（    ）yi4 jue2 shu1 

ying2。 

48. 科技發展驚人，真是（    ） yi2 ri4 qian1 li3，瞬息萬變。 

49. 警察正在調查（   ）bao4 zha4 的原因。 

50. （    ）ren2 zao4 wei4 xing1 可以把信息傳到世界各地。 

51. （   ）huo3 jian4 從（   ）fa1 she4 台 fa1 she4 出去，準確地射中目標。 

52. 他到底是一個真正的天才，還是只是一個（   ）guai4 tai1。 

53. 因為颱風天的風雨太大，所以學校（   ）xuan1 bu4 明天停課一天。 

54. 歧視黑人是違反美國（   ）lian2 bang1 法律的。 

55. 銀行是一個盈利的（   ）ji1 gou4。 

56. 情況很緊急，不容許我們再（   ）deng3 dai4 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