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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五課 讀句子 

聰明勇敢的公雞 

公雞在路上碰見了老狼。老狼

心裡很高興，它想：「好呀，

有雞吃了。我要吃掉它。」

「好開心呀，有雞吃啦！好開

心呀，有雞吃啦！」老狼高興

得真想唱歌。 老狼問：「公

雞，你上哪兒去呀？」 公雞

說：「我看我的朋友去。」 

老狼說：「我們兩個做朋友，

在一起走。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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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雞說：「哪裡只有我們兩個

呀！你看，後面不是還有我的

一個好朋友嗎！」 老狼問：

「誰呀？」 

公雞說：「大黃狗呀！又高又

大的大黃狗。」 

老狼一聽有狗在後面，頭都沒

有回，就飛快地逃走了。 

聰明又勇敢的公雞哈哈大笑起

來。 小朋友，你說後面真的

有大黃狗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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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愛吃什麼 

 

一天，小猴子請小山羊吃飯，

拿出來一大堆桃子。 

「請吃吧，很好吃呢！」小猴

子說。 小山羊不愛吃桃桃

子，就很有禮貌地謝了小猴

子，回家去了。 

過了一天，小山羊也請小猴子

吃飯，它拿出來一大堆青草：

「請吃吧，很好吃呢！」 

小猴子也不愛吃青草，也很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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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貌地謝了小山羊，回家去

了。 

山羊爺爺後來告訴小山羊和小

猴子：「你們想要高高興興地

在一起吃飯，就只要把你們愛

吃的東西拿來，放在一起。小

猴子吃小猴子愛吃的桃子，小

山羊吃小山羊愛吃的青草。吃

好飯，再在一起玩，不就很開

心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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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六課 

蘿 卜 熟 拔 拉 鼠 

咚  

 

可是  可用  伸出  伸手   

小縫  夾縫  縫子  夾子   

夾起來  一根  草根  樹根 

根子  棍子  木棍  丟了   

丟人  大灰狼  灰白  白灰  

灰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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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白兔和大灰狼的故事 

 

兔媽媽有三個孩子，一個叫白

白，一個叫紅紅，一個叫黃

黃。 

有一天，兔媽媽要出門出，就

對三個孩子說：「你們好好看

家，我一會兒就回來，誰來了

也不要開門。」 

兔媽媽回來了，她在門外唱

著：「小兔子乖乖，把門開

開，快點開開，我要進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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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兔子們聽見了媽媽的聲音，

就放心地把門打開了。 

可是，躲在大樹後面的大灰狼

學會了兔媽媽的歌。 

過了一天，兔媽媽又出去了。

大灰狼來了，它學著兔媽媽的

聲音唱著：「小兔子乖乖，把

門開開，快點開開，我要進

來。」 

白白說：「不對，這不是媽媽

的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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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紅從門縫里看見了大灰狼，

說：「快看！快看！是大灰

狼。」 

大灰狼說：「我是你們的媽媽

呀，快開門吧。」 

黃黃說：「你把尾巴伸進來給

我們看看。」 

小兔子們把門打開了一點兒，

大灰狼就把尾巴從門縫里伸了

進去。小兔子們用力把門關

上，夾住了大灰狼的尾巴。痛

得大灰狼又喊又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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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時，兔媽媽回來了。她拿起

一根大棍子就打。痛得大灰狼

丟掉尾巴，趕快逃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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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七課 

倒 抬 晚 左 右 怎 

麼 辦  

 

蘿蔔  熟了  成熟  背熟了  

拔出來  拔草  拔起  拔河 

拉手  拉著  拉住  拉走    

拉來  老鼠  田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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拔蘿蔔 

 

小葉子種了一個蘿蔔。蘿蔔長

呀長呀，長得很大很大。蘿蔔

長熟了，可以拔出來吃了。 

小葉子就去拔蘿蔔，拔呀拔

呀，拔不出來。 

小葉子去把爺爺請來和她一起

拔。小葉子拉著蘿蔔葉，爺爺

拉著小葉子，拔呀拔呀，拔不

出來。小葉子又去把奶奶請來

和她們一起拔。小葉子拉著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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蔔葉，爺爺拉著小葉子，奶奶

拉著爺爺，拔呀拔呀，拔不出

來。 

小葉子又去把爸爸請來和她們

一起拔。小葉子拉著蘿蔔葉，

爺爺拉著小葉子，奶奶拉著爺

爺，爸爸拉著奶奶，拔呀拔

呀，還是拔不出來。 

小葉子又去把媽媽請來和她們

一起拔。小葉子拉著蘿蔔葉，

爺爺拉著小葉子，奶奶拉著爺

爺，爸爸拉著奶奶，媽媽拉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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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拔呀拔呀，還是拔不出

來。 

小葉子又去把小狗請來和她們

一起拔。小葉子拉著蘿蔔葉，

爺爺拉著小葉子，奶奶拉著爺

爺，爸爸拉著奶奶，媽媽拉著

爸爸，小狗拉著媽媽，拔呀拔

呀，還是拔不出來。 

小葉子又去把小貓請來和她們

一起拔。小葉子拉著蘿蔔葉，

爺爺拉著小葉子，奶奶拉著爺

爺，爸爸拉著奶奶，媽媽拉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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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小狗拉著奶奶，小貓拉

著小狗，拔呀拔呀，還是拔不

出來。 

小葉子又去把小老鼠請來和她

們一起拔。小葉子拉著蘿蔔

葉，爺爺拉著小葉子，奶奶拉

著爺爺，爸爸拉著奶奶，媽媽

拉著爸爸，小狗拉著媽媽，小

貓拉著小狗，小老鼠拉著小

貓。 

「一、二、三！」大家用力一

起拔。「咕咚」一聲，大家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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摔倒了，大蘿蔔也拔出來了。 

大家高高興興地抬著大蘿蔔回

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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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八課 

知 道 午 這 座 洞 

什 害  

 

倒了  倒下  摔倒  倒車   

抬著  抬頭  晚上  抬起   

抬頭  抬起  抬走  晚上   

明晚  左手  左邊 

左面  左右  右手  右邊   

右面  怎麼  辦公  怎麼了 

怎麼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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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大雨 

 

大雨下了一個晚上。天亮了，

雞媽媽要送小雞寶寶上幼兒

園。可是，開門一看，前後左

右都是水，雞寶寶出不了門。

怎麼辦呢？雞媽媽著急得很。 

鵝爺爺和鴨伯伯知道了，趕快

游水過來。 

「快上來，快上來，爬到我們

的背上來。我們馱你們去幼兒

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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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園到啦！幼兒園到啦！

我們下來了。」雞寶寶一邊下

來，一邊說。 

「下午放學時，要是還是這麼

大的水，我們就再來馱你們回

家。」 鵝爺爺和鴨伯伯說。 

「謝謝鵝爺爺，謝謝鴨伯伯。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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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九課 

付 頂 角 死 撲 期 

帶 分 

 

知道  不知道  知心  道路 

道謝  上午  中午  下午   

午飯  午睡  午前  午後   

這個  這裡  這兒  這邊   

這樣  這麼  一座山  山洞 

洞子  洞口  什麼  害怕   

害蟲  害鳥  蟲害  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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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隻羊 

 

在一座山下，住著三隻羊：白

羊、黑羊和黃羊。在山上的洞

里，躲著一隻大灰狼。 

一天，白羊上山去吃青草，大

灰狼聽見了白羊走路的聲音，

就在山洞里問：「你來做什

麼？」 

白羊說：「上山來吃草。」 

「我要吃掉你！」白羊很害

怕，趕快逃下了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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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羊也上山去吃青草，大灰狼

聽見了黑羊走路的聲音，就在

山洞里問：「你來做什麼？」 

黑羊說：「上山來吃草。」 

「我要吃掉你！」黑羊很害

怕，也趕快逃下了山。 

白羊和黑羊在山下碰見了黃

羊，就告訴黃羊說：「你不能

上山去吃草了。山洞里有一隻

大灰狼，它要吃掉我們。」黃

羊說：「不要害怕，我們一起

來對付它。白羊用頭頂，我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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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羊用角頂，把大灰狼頂下山

去，摔死它！」 

三隻羊就一起上了山。大灰狼

聽見了它們走路的聲音，就在

山洞里問：「誰呀？」 三隻

羊一起說：「我們來吃草。」 

「我要吃掉你們！」大灰狼一

邊說，一邊從洞里出來，向三

隻羊撲去。 

三隻羊一起對付大灰狼，用頭

和角把它頂下山去。大灰狼摔

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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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課 

清 今 昨 光 陰 錯 

指 拇  

 

對付  付給  付出  頭頂   

頂著   頂快  頂大  頂好  

頂用   頂牛  頂頭  一頂  

牛角   鹿角  尖角  三角  

口角   死了  死掉  打死  

死路  死心  高興死了 笑死

了 死心眼  撲上去  撲向前  

撲救  日期 星期  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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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  長期  分期  到期   

帶著  帶子  帶上  帶動   

帶魚  帶路  分開  分工   

分家  分手  分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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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短文 

1、 一個星期有七天：星期

一、星期二、星期三、星期

四、星期五、星期六，還有星

期天。 

星期一到星期五的五天，爸爸

和媽媽都去上班，我去上學。

星期六和星期天，爸爸和媽媽

都放假，就帶我去上課。下課

後，爸爸和媽媽有時帶我去爺

爺、奶奶家，有時帶我去公

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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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星期的七天中，我都很開

心。  

 

2、 兩只小手，十個指頭。 

手心向前，手背向後。 

第四冊 

手心向西，手背向東。 

手心向左，手背向右。  

 

3、 一個小朋友在看書， 兩

個小朋友打電話； 三個小朋

友同唱歌， 四個小朋友在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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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 五個小朋友捉迷藏， 六

個小朋友去澆花； 七個小朋

友做遊戲， 八個小朋友過家

家； 九個小朋友打雪仗， 十

個小朋友笑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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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習課 

 

清早  清醒  清風  清水   

清香  分清  今天  今日   

今天  今年  今後  昨天   

昨日  陽光  日光  月光   

星光  光明  光頭  光亮   

眼光  亮光  火光  光陰   

陰天  陰雲  陰雨  錯了   

大錯  小錯  過錯  錯字   

認錯  錯過  手指  指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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拇指  中指  小指  指尖   

指著  指向  

 

昨天、今天和明天  

你分得清嗎？今天是星期四，

昨天是星期三，前天是星期

二，大前天是星期一。今天是

星期四，明天是星期五，後天

是星期六，大後天是星期日。 

你知道嗎？明天的明天是後

天，昨天的昨天是前天，明天

的昨天是今天，昨天的明天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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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今天。 

你明白嗎？有很多很多個昨

天，有很多很多個今天，還有

很多很多個明天。可是，「光

陰一去不再來，不能錯過好光

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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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愛吃什麼 

 

小山羊和小雞是朋友。小雞請

小山羊吃蟲子。小山羊說：

「謝謝你，我不吃蟲子。」 

小山羊和小貓是朋友。小貓請

小山羊吃魚。小山羊說：「謝

謝你，我不吃魚。」 

小山羊和小猴子是朋友 。小

猴子請小山羊吃桃子。小山羊

說：「謝謝你，我不吃桃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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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山羊和小白兔是朋友。小白

兔請小山羊吃蘿蔔。小山羊

說：「謝謝你，我不吃蘿

蔔。」 

小山羊和小牛是朋友。小牛請

小山羊吃青草。小山羊說：

「謝謝你！」 小山羊和小牛

快快樂樂地一同吃青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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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一課 

食 無 名 加 共 幫 

餓 肚 獅 覺 毛 求 

等 香 肉 

 

冷食  甜食  食指  中指   

無名指  無風  無邊  無能 

無心  名字  名人  名山   

加上  加班  一共  共同   

共有  公共  做事  大事   

小事  好事  事後  有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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幫我  幫你  幫他  幫手   

幫工 

 

大拇指生氣了 

一隻手有五個手指：大拇指、

食指、中指、無名指，還有小

指。 

左手和右手加起來，一共有十

個手指。大家在一起很快樂，

做什麼事都是你幫我，我幫

他，做得都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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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大拇指生了氣，它大

聲對食指、中指、無名指和小

指說：「你們不要再來找我，

做事不要找我。玩，也不要來

找我。」 

大家看大拇指生了這麼大的

氣，也不敢找它。 到了吃飯

時，它還在生氣。 

不好了，大拇指不和大家一起

做事，就什麼東西也拿不到手

上。飯也吃不到口裡。吃不到

東西，大家只好餓肚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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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二課 

張 網 咬 力 啊 牙 

嘴 漂 

 

肚子  餓了  肚子餓  獅子 

獅子狗  睡覺  毛筆  毛蟲 

毛毛 毛毛蟲  毛毛雨   

求求你  要求  請求  求人  

求學   求救  等一等 等等我  

等到 高等  中等  好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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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甜  香花  香水  香氣   

吃肉  牛肉  羊肉  魚肉 

 

小老鼠救獅子 

在大草原上，一頭獅子正在睡

覺。一隻老鼠從這裡走過，還

在獅子頭上的毛里坐了一會

兒。 

「是誰！」獅子醒了，生氣地

一把捉住了老鼠：「原來是

你。也好，正好做我的午

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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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鼠哭著求獅子：「放了我

吧，我還有七個孩子在家等著

我呢！你要是放了我， 

我會好好謝你，我是不會說假

話的。」 

獅子想了想，想到老鼠的七個

孩子還在等媽媽，就把老鼠放

掉了。 

過了一天，獅子出來找吃的東

西。 「好香呀！」獅子走過

去，看見地上有一堆肉。正想

去拿，一張大網一下子網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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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動也不能動。獅子急得又

喊又叫。 

這時，正好鼠媽媽和她的孩子

們從這兒走過。 

「呀！獅子大哥，你怎麼在這

裡面呀？只有我能救你了。

來！孩子們，我們一起來咬開

這張網。」咬啊，咬啊，老鼠

媽媽和小老鼠們把大網咬開

了。獅子從裡面跳了出來。 

「謝謝你，老鼠太太。謝謝你

們，老鼠小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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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三課 

胡 虎 貼 才 數 更 

朵 紙 

 

一張  張口  張大  大網   

網子  漁網  上網  網球   

咬人  不咬  咬牙  咬東西 

用力  力氣  大力水手  來啊 

走啊  吃啊  長牙  門牙   

蟲牙  掉牙  月牙  尖牙小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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嘴裡  嘴巴  張嘴  漂著   

漂白  漂亮 

 

大灰狼拔牙 

大灰狼的牙痛，它就去找大猩

猩。大猩猩問它：「你怎麼

啦？」 

大灰狼說：「我的牙痛得很，

咬不動東西，天天都覺得肚子

餓，很不好過。怎麼辦呢？」 

大猩猩說：「我來給你拔掉

吧！」 大灰狼說：「怎麼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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呢？」 大猩猩想了想，說：

「是呀！用什麼東西拔呢？」 

正在這時，小猴子來了，大猩

猩就請小猴子幫著想。 

小猴子想了想，說：「有

了。」就去拿了一塊石頭，叫

大灰狼用力咬。 

大灰狼不敢咬，說：「你這哪

裡是給我拔牙，你是在害我

呀！」 

小猴子聽了，回頭就走。大猩

猩也要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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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灰狼著急了，想快把痛的牙

拔了去，好去找東西吃。 

「好吧，好吧。我咬，我咬。

是不是能拔掉呢？」 

小猴子說：「你要用最大的力

氣咬，不用力是拔不掉的。」 

大灰狼就用了最大的力氣，大

口一咬。 「啊呀！啊呀！不

得了啦，好痛呀！」大灰狼一

邊喊，一邊叫，一邊跳。原

來，大灰狼一嘴的牙都咬掉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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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四課 

圓 圈 親 臉 眼 睛 

接 外 

 

鬍子  胡說  胡說八道  胡來 

衚衕  老虎  虎口  虎牙   

貼著  貼上  貼心  人才   

天才  才子  才氣  才能   

數字  數目  數學  數一數 

數來寶  數一數二  數落   

更好  更大  更小  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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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少  更長  更冷  更黑   

更新  更加  更正  變更   

花朵  雲朵  朵朵  耳朵   

一張紙  白紙  紅紙  黃紙 

紙張  紙盒 

 

山羊爺爺的鬍子 

山羊爺爺有一大把漂亮的鬍

子，它天天都對它的朋友們

說：「誰也沒有我這麼漂亮的

鬍子。獅子沒有，老虎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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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狼也沒有。只有我山羊爺爺

有。哈哈！你們 

是不是很想學我，也貼上一把

鬍子呢？」 

獅子、老虎、老狼都在想：

「是啊，我們是沒有山羊爺爺

那麼一大把漂亮的鬍子。」不

過，誰也沒想去貼鬍子。 

可是，山羊爺爺的兒子對山羊

爺爺說：「老爸，你的鬍子是

很漂亮，我的鬍子也很好看。

可是，我的兒子小山羊天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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哭。他說，他的小朋友們都在

笑話他。大家都問他，你這麼

小，怎麼就長了鬍子呢？我不

知道怎麼說，他才不會哭，才

能高興起來？」 

山羊爺爺想了又想：「是呀，

他這麼小怎麼也會長鬍子

呢？」想來想去，山羊爺爺還

是沒有想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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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五課 

笨 以 自 已 慢 難 

練 每 

 

圓圈  圓圓的  圓球  圈子 

親人  親生  親口  親手   

親眼  親愛  親友親你  臉上 

紅臉  黑臉  臉面  不要臉 

眼睛  定睛  眼球  眼白   

眼毛  眼角  眼圈  眼眉   

眼看  眼光  花眼  眼巴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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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到  接住  接著  接見   

接生  接班人  外頭  門外 

外面  外邊  裡外  外公   

外婆  外出  外地 

 

畫媽媽 

媽媽才出去了一會兒，小花就

想媽媽了。 「我數一、二、

三，媽媽就回來了。」小花伸

出三個手指頭。「一——」，

小花數了個長長的「一」，聽

一聽，沒有媽媽走路的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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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小花數了個更長

的「二」， 

聽一聽，沒有媽媽叫門的聲

音。 

「三——」，小花數了個更長

更長的「三」，她走到門口，

用耳朵貼著門聽，還是沒有聲

音。 

媽媽沒有回來，小花真想媽媽

啊！ 「我來畫個媽媽吧，等

我畫好了，媽媽就回來了。」

小花拿出了紙和筆，先畫了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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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大的圓圈，小花親了它一

下：「這是媽媽的臉。」 

小花又在很大的圓圈里畫上兩

個不大不小的圓圈，小花又親

了它們：「這是媽媽的眼

睛。」 

接著，小花在不大不小的圓圈

下面，畫上一個小小的圓圈，

小花親了它一下：「這是媽媽

的嘴巴。」正在這時，媽媽在

門外喊小花了。 媽媽回來

啦，媽媽真的回來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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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媽媽，媽媽，我數一、二、

三，你不回來。我親親你的

臉，你就回來啦！」 

 

讀字數字  

數 教 救 救 數 睛 清 請 清 

請 教 數 教 數 救 清 睛 睛 

請 清 救 教 數 救 教 教 請 

清 睛 圓 教 數 救 數 教 圈 

園 圓 圓 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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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六課 

顆 樣 因 為 離 近 

象 船  

 

很笨  笨人  笨孩子  可以 

以前  以後以上  以下  以為 

所以  自來水  自動  自從   

自學  自己  快慢  慢慢   

慢走  慢跑  慢點  太慢了   

難看  難聽  難說難過  很難  

難事  難做  難關  難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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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習  熟練  每個  每人   

每天  每月每年 

 

笨鳥先飛 

鳥媽媽有好多個孩子。孩子們

都很聰明，只有最小的鳥弟弟

很笨。大家都叫它「小笨

笨」。 

鳥媽媽和哥哥、姐姐們都對小

笨笨很好，什麼事都幫著它

做。可是，笨笨什麼事都想自

己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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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不要幫我。你們總是幫

我，我就什麼事也不會做了。

只有自己學，才能學會。」 

鳥媽媽想：「對呀！到了學飛

時，大家再幫它，也不能幫它

飛，它總得自己飛呀。」 

從那以後，很多事，鳥媽媽不

再幫笨笨做，也不叫哥哥、姐

姐幫它做。慢慢地，笨笨自己

學會了做很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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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學飛了。飛是很難學的。飛

不好，會從天上摔下來，很痛

很痛。 

「笨笨能學會嗎？」鳥媽媽心

裡很著急。 「媽媽放心，我

會多多地練習飛。我不怕摔，

也不怕痛。我一定能學會的。

請媽媽放心！」笨笨說。 

從那以後，每天早上，笨笨都

是最早一個起來。哥哥、姐姐

還在睡覺、做夢時，媽媽就帶

著它一起練飛了。 



Converted to Traditional from the download link on last page                                                                      57                                

天天練，天天練，不知摔下來

多少回，笨笨沒有哭，沒有

喊，它很勇敢。鳥媽媽心裡很

高興：「笨笨一定能學會，還

能飛得很好。」 

真的，到了鳥媽媽叫大家一起

飛的那天，小笨笨飛得最快，

飛得最好，飛得最漂亮。 

笨笨笑了，媽媽笑了，哥哥、

姐姐也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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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七課 

閃 金 美 麗 當 扇 

滿 乾 

 

一顆  一樣  同樣  樣子   

怎麼樣  因為  原因  因果 

成為  作為  變為  為什麼 

為了  離開  離去  分離   

很近  近日  近來  接近   

親近  大象  象牙  氣象   

景象  象棋  印象  小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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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船  船槳  飛船  太空船 

船頭  船尾 

 

數星星 

夏天的晚上，毛毛和爸爸坐在

門外草地上，抬頭看天上的星

星。 

「數數看，看能數出多少顆星

星。」毛毛心裡想。 

「一、二、三、四、五……」

一下子就數錯了。「再從頭數

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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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三、四、五、

六……」又數錯了。 

天上怎麼有這麼多星星，數來

數去也數不清。 

「爸爸，請你告訴我星星的

事，好嗎？」 

「好的。我們住的地球，還有

土星、木星、水星、太陽、月

亮啊，都是星球……」 

「太陽、月亮又不是星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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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們同樣是星球。只是因為

離我們太近，看起來就不像天

上的星星那樣小。」 

「那些星球上有人住嗎？」 

「可能還沒有。」 「我想上

去住。」 

「是啊！我們地球上住的人太

多了，快要住不下了。不過，

哪顆星球上可以住人，我們還

不知道。」 

「等我長大了，我會坐著飛船

到天上去。看看哪顆星球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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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人。等我找到了，我會回來

接你和媽媽一起去住。」 

「好啊，好啊！我和媽媽會等

著你來接我們。不過，學習不

好的孩子是去不了的。」 

「爸爸放心，為了找到這顆星

球，我也會好好學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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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八課 

朝 熊 娃 汽 車 北 

京 往 嗚  

 

閃電  閃亮  閃光  閃動   

閃開  金魚  金星  金子   

黃金  金光  美好  美麗   

當中  當面  當心  當著   

扇子  扇面  電扇  一扇門 

滿天  滿地  滿心  滿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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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了  很滿  幹什麼  乾巴巴 

真能幹 乾草  

 

1、我愛畫藍藍的天，白白的

雲，紅紅的太陽閃金光。 

我愛畫綠綠的青草，美麗的花

朵，小鳥在樹上歌唱。 

我愛畫可愛的小白兔，聰明的

小猴子，長著鬍子的山羊。 

我還愛畫我的爺爺、奶奶、爸

爸、媽媽和好朋友方方。我長

大了要把畫家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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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下雪了，大地一片雪白。 

會畫梅花的小狗在雪地上跑，

會畫竹葉的小雞在雪地上跑，

會畫扇子的小鴨在雪地 

上跑，會畫月牙的小馬也在雪

地上跑。 

跑呀跑，畫呀畫，一邊跑，一

邊畫。雪地上畫滿了梅花、竹

葉、扇子和月牙。 

大家笑著說：「哈哈哈，哈哈

哈，我們都是小畫家。不筆，

不用紙，畫得滿地都是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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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面向著北方，背朝著南

方。右手指著東，左手指著

西。 

面向著南方，背朝著北方。右

手指著西，左手指著東。 

面向著東方，背朝著西方。右

手指著南，左手指著北。 

面向著西方，背朝著東方。右

手指著北，左手指著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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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字數字 

顆 住 金 往 顆 今 近 金 往 

顆 金 顆 往 今 進 近 今 住 

顆 往 頂 進 往 近 頂 金 進 

金 往 頂 進 頂 近 往 今 近 

金 進 頂 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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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九課 

鹿 森 林 採 蘑 菇 

籃 直 

 

朝著  朝向  熊貓  狗熊   

白熊  黑熊  娃娃  娃娃魚 

汽水  汽車  汽船  汽油   

火車  電車  馬車  水車   

開車  車子  車門  北京   

東北  西北  北邊  北方   

南京  京戲  開往  來往   



Converted to Traditional from the download link on last page                                                                      69                                

往往  往年  往日  往事   

往後  往哪裡  嗚嗚叫 

 

開火車 

今天上午，爸爸開會去了，媽

媽上班去了，就只有我一個人

在家裡。 

「幹什麼好呢？」想來想去，

還是看書吧。 

書里的小熊貓和我一樣，也是

一個人在家裡自己玩，它很

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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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能像小熊貓一樣，自己

好好地玩。」我想，「可是，

玩什麼遊戲呢？」 

正在這時候，布娃娃開著汽車

過來了，汽車上還坐著小狗熊

和牛伯伯。 

「快快上我的汽車，不然，我

開走了，你只能坐後面的火車

了。」布娃娃說。 

我一看，原來汽車的後面還有

小猴子開的火車，上面坐滿了

我的朋友。有小花貓、小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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兔、小黃狗、小老虎、小獅

子、小羊、小雞、小鴨，還有

小白鵝。大家都快樂地唱著

歌，都喊我和它們一起坐火

車。 

「好吧，我們一起坐火車

吧！」 「火車，火車，往哪

兒開？」 

「往北京開。嗚——，到啦！

北京到啦！」 「火車，火

車，往哪兒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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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南京開。嗚——，到啦！

南京到啦！」 正玩得高興

時，媽媽和爸爸回來了：「你

這麼高興在幹什麼呢？」 

「我和小朋友們一起玩開火車

的遊戲呢！到了北京，又到了

南京。太好玩啦！」 

看到我這麼能幹，爸爸和媽媽

都高興地說：「你真是長大

了，能自己一個人在家裡玩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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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課 

摸 苔 所 科 燈 應 

該 題 

 

梅花鹿  鹿角  森林  樹林 

採用  蘑菇  採蘑菇  吃蘑菇 

冬菇  香菇  花籃  竹籃   

籃子  籃球  一直  直到   

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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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蘑菇 

一大早，小花鹿就去找小白兔

玩，小白兔說：「我今天要去

森林里採蘑菇，家裡沒有蘑菇

了。」 

「那我們就一起去吧！」小花

鹿和小白兔就一起出了門。 

它們一邊走，一邊採蘑菇。採

啊，採啊，籃子滿了，放不下

蘑菇了。 

「我們回家吧，天也快晚了，

媽媽還在家裡等著我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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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花鹿和小白兔就一起往回

走。走啊，走啊，怎麼走也走

不出森林，天也黑了。小花鹿

和小白兔這才明白它們在森林

里迷了路。 

怎麼辦？怎麼辦？天又黑，肚

子又餓，心裡又害怕。小花鹿

急得馬上就要哭出來了。 

「不要哭，不要哭。我們來想

想辦法。」 想啊想……「有

了。我們家住在森林的北邊，

我們就一直往北走，不是就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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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森林，就找到家了嗎？」小

白兔說。 

「可是哪邊是北方呢？」小花

鹿說。 「是啊，哪邊是北方

呢？」 

想啊想……「對了。媽媽說

過，在森林中找方向，可以用

手去摸樹幹，不長青苔的一面

就是北方。」小花鹿想起來

了。 

小白兔和小花鹿就去摸樹幹。

找到啦，找到啦！北方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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啦！它們就手拉著手，大聲唱

著歌往北走。 

「小白兔——，小花鹿—

—，」原來是媽媽們找來了。 

當小白兔和小花鹿把怎樣想出

這個辦法告訴媽媽時，媽媽都

說小白兔和小花鹿是又聰明，

又勇敢，又能幹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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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字數字 

直 真 具 聽 所 藍 蛙 籃 娃 

聽 娃 真 直 具 藍 所 籃 娃 

聽 蛙 具 藍 真 具 直 蛙 所 

聽 籃 娃 藍 籃 具 直 真 籃 

聽 所 蛙 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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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後復習 

摸到  摸出  摸魚  摸一摸 

青苔  住所  所以  所有   

兩所  科學  科學家  小兒科

外科  開燈  關燈  紅燈   

綠燈  黃燈  日光燈  燈光 

燈火  燈泡  應當  應該   

不應該  應有  出題  問題 

題目  題字  題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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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 

為什麼要吃飯？因為肚子餓，

所以要吃飯。 

為什麼要開燈？因為天黑了，

所以要開燈。 

為什麼公雞要叫？因為天亮

了，所以公雞要叫。 

為什麼要下雪？因為冬天到

了，所以要下雪。 

為什麼奶奶生氣了？因為我不

聽話，所以奶奶生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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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你不去幼兒園？因為今

天放假，所以不去幼兒園。 

為什麼燕子要往南方飛？因為

天冷了，所以燕子要往南方

飛。 

為什麼你這樣愛笑？因為我覺

得天天都很快樂，所以我愛

笑。 

為什麼你今天這樣高興？因為

今天是媽媽的生日，所以我很

高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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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爸爸、媽媽不上班？因

為是星期天，所以爸爸、媽媽

不上班。 

為什麼你要好好學習？因為我

長大了要當科學家，所以我要

好好學習。 

為什麼你什麼事都要自己去

做？因為不自己學著做事，就

什麼事都不會，所以什麼事我

都要自己學著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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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檔下載自學生吧收藏小站 

http://ixsba.com/ixs_h5nfi

siy3rnfobwfik9hdfex9hdh5ng

3wglkrkykdo014jf7ghcmko015

_1.html 

並已改編成繁體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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