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十一冊 語詞 

 

第一課 第二課 第三課 第四課 第五課 第六課 

仔細 繼續 帶領 智慧 故事 疑惑 
zǐ xì jì xù dài lǐng zhì huì gù shì yí huò

觀察 比賽 精神 傑出 敵人 防衛 
guān chá bǐ sài jīng shén jié chū dí rén fáng wèi

永遠 足夠 口渴 歷史 方向 消息 
yǒng yuǎn zú gòu kǒu kě lì shǐ fāng xiàng xiāo xí

懷疑 反而 安慰 世紀 清楚 邊境 
huái yí fǎn ér ān wèi shì jì qīng chǔ biān jìng

解除 有害 空想 真實 準備 驚慌 
jiě chú yǒu hài Kōng xiǎng zhēn shí zhǔn bèi jīng huāng

實驗 代替 聰明 戰爭 超過 歡迎 
shí yàn dài tì cōng míng zhàn zhēng chāo guò huān yíng

意義 繼承 將軍 競爭 鼓勵 退步 
yì yì jì chéng jiāng jūn jìng zhēng gǔ lì tuì bù

真實 添加 將來 分裂 假借 衛生 
zhēn shí tiān jiā jiāng lái fèn liè jiǎ jiè wèi shēng

恰好 必要 軍隊 爭吵 反射 彈性 
qià hǎo bì yào jūn duì zhēng chǎo fǎn shè tán xìng

緊張 水壺 希望 政府 划船 座位 
jǐn zhāng shuǐ hú xī wàng zhèng fǔ huá chuán zuò wèi

詳細 多此一舉 冠軍 諸葛亮 竟然 表達 
xiáng xì duō cǐ yì jǔ guàn jūn zhūgě liàng jìng rán biǎo dá

意思 自言自語 了解 代名詞 天下無敵 出乎意料 
yì si zì yán zì yǔ liǎo jiě dài míng cí tiān xià wú dí chū hū yì liào

杯弓蛇影 畫蛇添足 望梅止渴 三國演義 草船借箭 空城計 
bēi gōng shé yǐng huà shé tiān zú wàng méi zě kě sān guó yǎn yì cǎo chuán jiè jiàn kōng chéng j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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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課 第八課 第九課 第十課 第十一課 第十二課 

移民 華僑 美洲 傳統 詩人 季節
yí mín huá qiáo měi zhōu chuán tǒng shī rén jì jié

建造 航空 統治 祖先 粽子 農曆
jiàn zào háng kōng tǒng zhì zǔ xiān zòng zi nóng lì

增加 抵抗 獨立 假期 起源 豐收
zēng jiā dǐ kàng dú lì jià qí qǐ yuán fēng shōu

鐵路 武器 互相 思念 特別 習俗
tiě lù wǔ qì hù xiàng sī niàn tè bié xí sú

意外 年輕 喪失 鞠躬 活動 象徵
yì wài nián qīng sàng shī jú gōng huó dòng xiàng zhēng

設計 空軍 反對 祭拜 糯米 收穫
shè jì kōng jūn fǎn duì jì bài nuò mǐ shōu huò

炸彈 英雄 紀念 日曆 划船 團圓
zhà dàn yīng xióng jì niàn rì lì huá chuán tuán yuán

衝突 成立 綠洲 清潔 端正 節日
chōng tú chéng lì lù zhōu qīng jié duān zhèng jiē rì

初中 救命 統計 春節 資源 月餅
chū zhōng jiù mìng tǒng jì chūn jié zī yuán yuè bǐng

山谷 報紙 孤獨 清明節 屈服 季軍
shān gǔ bào zhǐ gū dú qīng míng jé qū fú jì jūn

終於 保留 反抗 掃墓 蒸發 農村
zhōng yú bǎo liú fǎn kàng sǎo mù zhēng fā nóng cūn

英里 抗議 西班牙 傳染 面熟 特徵
yīng lǐ kàng yì xī bān yá chuán rǎn miàn shóu tè zhēng

組成 成績 僑居地 大掃除 龍舟 傳説
zǔ chéng chéng jī qiáo jū dì dà sǎo chú lóng zhōu chuán shuō

例如 老鷹 里程碑 關節 選舉 享受
lì rú lǎo yīng lǐ chéng bēi guān jiē xuǎn jǔ xiǎng shòu

下不為例 略知一二 得天獨厚 名不虛傳 木已成舟 嫦娥奔月 
xià bù wéi lì luè zhī yī èr dé tiān dú hòu míng bù xū chun mù yǐ chéng zhōu cháng é bēn y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