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冊第一課 倉頡造字 

課堂活動一:我會猜 

1. 老師將下列第一冊的生字圖片剪下展示,先不要展示文字部分,讓學生先猜猜看是哪個字.可寫在圖

形旁邊. 

2. 請學生說明為什麼猜這個字的原因. 

3. 老師再公布答案. 

 

 

 

 

 

 

 

 

 

 

 

 

 

 

 

 

 

課堂活動二: 找字配對 

1. 老師寫下本課生字和第一冊生字及它們的象形字(可參看課本第 6 頁圖形,倉頡在地上寫的幾個字) 

2. 一字寫一張(可重複寫同一個字,讓學生都有機會找到) 

3. 把字一張張隨意地鋪在地上,請學生們大家一起找,生字配對象形字,看誰找到最多對. 

4. 老師也可以寫下部件字如:手,水,巴,十,女,子,日,生,一,口,馬(參考第 11 頁會話練習),請學生分組做

拼字遊戲,看哪組能拼出最多的字. 

課堂活動三(故事): 中中教中文 

大家比賽念故事的繞口令: 「媽媽罵馬,馬慢媽媽罵馬」,看誰念得最快,最好.還可以練習其他繞口令,如:

「蟲兒圍著磚堆轉,轉完了磚堆鑽磚堆」,「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老師可上網找尋

適合自己班級程度的繞口令做比賽)      

 



第二冊第二課 小羊要吃花 

課堂活動一:課文接龍 

1. 將學生分成小羊,小白花,大黃牛三組(老師可以讓學生先用紙盤子畫出各組的動物紙面具戴在頭上) 

2. 老師做三張字卡牌分別寫著小羊,小白花,大黃牛 

3. 老師隨機舉一張牌給學生看,被舉到字卡牌的那一組就要說出課文中屬於這動物的那一段內容並

表演出表情. 

4. 如老師舉起「小白花」,小白花這組同學就要說:「請你不要吃我!不要吃我! 」並演出哭的表情. 

5. 如老師舉起「小羊」,小羊這組同學就要說:「我想吃小白花! 」並做出想吃的表情.  

6. 如老師舉起「大黃牛」,大黃牛這組同學就要說:「花兒是看的,不是吃的,你去找青草吃吧! 」並演

出笑的表情. 

7. 老師可以舉牌越舉越快,學生反應也要越來越快. 幾次以後,再相互換組再玩,學生就能熟悉全部課

文. 

 

 

 

 

 

課堂活動二:我會演 

1. 老師把學生分成幾組,每組 4 個組員分別扮演小羊,小白花,大黃牛,旁白員,輪流上台表演課文, 

學生可戴上角色的面具來扮演.  

 

 

 

 

課堂活動三(故事):鳥媽媽的蛋不見了 

1. 老師可複印故事海報上的幾個動物圖形,貼在冰棒棍或木棒上,請學生分別飾演故事中不同的角色

來表演紙偶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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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冊第三課 開玩笑 

課堂活動一:大胃王 

1. 老師可帶一包動物餅乾來學校,分給學生一人幾個,請同學相互用課本的句型”我要吃..還要吃..”來

說說看他拿到的動物餅乾(遇到不會說的動物,老師可以告訴他,請他再說一遍) 

2. 學生以自己手中拿到的動物餅乾來說說看自己能吃多少動物餅乾,要注意用對的量詞才行,大家票

選比比看誰是大胃王.(可依據動物的大小及數量來評選) 

 

課堂活動二:猜猜看我是誰 

1. 老師可用美洲華語第二冊的教具字卡,把下列幾個學過的動物名稱選出來放在黑板上(或老師自行

做字卡,一張紙寫一個動物名稱), 或請學生拿出自己的字卡(沒有標音的字卡計有牛,馬,魚,鳥,羊,象

(第一冊),蟲(第一冊),爸,媽). 

2. 老師先學一個動物的聲音,看學生誰先找出對的字卡舉起來.多做幾次 

3. 再由學生來學動物聲音,其他學生選取字卡.看誰的積分最高. 

 

課堂活動三(故事):友友的午飯 

1. 老師可把海報掛圖上所有午餐食物的圖形放大複製後剪下來(或用下圖) 

2. 再放四個紙盒子或紙碗在旁邊,上面標示故事中四位小孩的名字 

3. 老師隨機舉起一項食物圖形,學生要說出中文名稱,並說出是誰帶的午餐,再放入名字的盒子中 

4. 再請學生輪流從四個盒子中拿出分給友友的食物,要邊拿邊說食物的中文名稱,放入友友的紙盒中. 

5. 多反覆練習幾次後,請幾組學生分別扮演四位主角,用前述的紙盒及圖形當飯盒道具,表演故事對話. 

 

 

 

 

 

 

 

 

 

 

 

 

 

 

 

 

 

 

 

 



第二冊第四課 猜猜看 

課堂活動一:空中畫字 

1. 老師隨機寫下本冊學過的一個生字的拼音(注音)在紙上 

2. 請一位學生上台偷偷看此拼音,這學生得先在拼音的旁邊寫下對的生字 

3. 這位學生在空中寫此字(要背對同學們寫,字型才對),讓學生猜猜看是什麼字(若猜不出,可多寫幾次) 

4. 猜對的同學,可上台寫下一個猜謎字. 

5. 老師在遊戲過程中,請多運用”猜猜看”這個詞彙. 

課堂活動二:認字王 

1. 老師做 3 張卡片,上面寫著前一,前二,前三 

2. 將本冊學過的生字字卡隨機放在地上,牌成一行(可多排幾行,讓幾組一起進行) 

3. 請兩位學生面對面站在字卡的兩頭(一人一邊) 

4. 兩人猜拳-剪刀石頭布 (複習第一冊),贏的人就可以抽籤,抽到"前一”就可以向前走到第一張字卡處.

要念出此字卡的字,不會念就得退回原位.由對方答,答對者可前進 1. 

5. 再猜拳,贏者抽籤,猜字,以此類推.看誰先到對面終點處,就是贏家. 

6. 幾組贏家再繼續比,選出最後的認字王. 

課堂活動三(故事):叔叔的謎語(比手畫腳) 

1. 老師將本課的 16 張詞語圖卡拿出來,請一位學生上台抽一張出來,不要讓其他同學看到. 

2. 請這位學生比一比(不准說話),讓其他同學猜猜看是哪個詞語,誰先說對就得一分.(如果學生程度較

強,可加入前課詞語). 

3. 由答對的學生比下一題.最後看誰的積分最多. 

4. 老師也可視學生程度,選一些簡單的謎語請學生猜. 如: 

門旁邊站了一個人-們 

兩個可-哥 

站在門中間說話-問 

大字多一點-太 

牛頭不見了-午 

青青在說話-請 

人被刀切一半-分 

兩個月-朋 

大雨下在橫山上-雪 

半個朋友不見了-月 

 

 

 

 

 

 



第二冊第五課 請開門 

課堂活動一:小郵差送信 

1. 老師把本課生字卡放入一個信封裡(如果學生程度較強,可加入前課字卡) 

2. 先指派一位學生做郵差,請他把信封送到他選定的同學面前 

3. 兩人開始用課文的對話,A:砰,!砰!砰!請開門. B:請問你是誰!A:我是(A 學生姓名),我來送信給你,快

過來開門吧! 

4. 這時 B 學生就抽一張字卡,念出字卡上的字,如果念得出來,A 學生繼續做小郵差,如果 B 念不出來,

就要做小郵差,找下一位同學念出來. 

5. 老師可選程度較低的學生先做小郵差,讓他有多一點機會練習本課句型和生字. 

 

課堂活動二:不給你看 

1. 學生分成兩組,每組派出一個代表,老師將兩張學過的生字卡(或老師在 A4 的紙上寫下生字)用膠

帶各貼在每組代表的背後 

2. 學生代表必頇將手放在背後,不能碰撞對方,兩人相互走動(最好搬開桌椅,注意安全,如下圖),看誰

先看到對方背後的字,並正確地說出來就是贏家.(注意隊友只能旁觀,不准幫腔或打暗號) 

 

 

 

 

 

課堂活動三(故事):中中的門牙 

1. 老師在黑板上畫個大嘴巴 

2. 把下列的幾顆牙齒列印下來,可多印幾張,並剪下來,每位學生都能有一顆牙齒圖. 

3. 每位學生發一顆牙齒圖,請他們在背面寫下自己的名字 

4. 老師把牙齒一顆顆用膠帶輕黏排列在黑板的大嘴巴上(名字藏在背面) 

5. 老師先抽一顆牙齒,請抽到名字的學生,要大家猜猜他想要牙以子送什麼禮物給他(大家可以問三個

相關的是非問題),猜對的學生可得一分. 

6. 再由第一位被抽到的學生抽下一顆牙齒,以此類推 

 

 

 

 

 

 



第二冊第六課 小河的歌, 登鸛雀樓 

課堂活動一:給你顏色 

1. 老師在地上放五-六種不同顏色的紙各四張(張數按照班上學生總數決定,約比學生人數多一半) 

2. 請每位學生選一個自己喜歡的顏色紙,站在旁邊 

3. 老師下達指令,如:從黃色到綠色(利用本課「從..到」的句型),站在黃紙旁的學生就移到綠色紙旁 

4. 做錯的學生退出比賽 

5. 老師再下達下一個指令:從__色到__色. 

6. 老師可越說越快,最後找到的學生也可判出局.(老師可按照留下的學生人數,隨機抽掉一些色紙) 

 

課堂活動二:詩中有畫 

1. 老師請學生背誦登鸛雀樓,看誰背得最好 

2. 老師請學生在此頁課本(第 57 頁)的圖上圈出白日,山,黃河,目,樓(老師念一字,學生圈一圖) 

3. 請學生畫一畫他的登鸛雀樓圖.(要包含圈出的這些景點) 

4. 大家票選前三名畫得最合乎詩意的圖畫. 

 

課堂活動三故事:小水滴旅行 

1. 老師把學生分成「水」, 「日」, 「雲」, 「雨」四組 

2. 當老師念:「好冷呀! 」, 「雲」這組就要站以來重複老師說的話(因為故事中小水滴變成了雲在天

上). 

3. 當老師念: 「小水滴從天上跳下來」, 「雨」這組就要站起來重複老師說的話. 

4. 當老師念: 「他們唱著歌從草原上流到小河裡」, 「水」這組就要站起來重複老師說的話. 

5. 當老師念: 「請你們來天上玩兒吧! 」「日」這組就要站起來重複老師說的話. 

6. 老師也可以用「小水滴飛起來了」取代「好冷呀! 」來代表「雲」,以此類推. 

7. 做幾次,再交換組別,讓每位學生都輪過四組,對故事都能全盤了解. 

 

 

 

 

 

 

 

 

 

 

 

 

 

 

 



第二冊第七課 中國新年是春節, 春天到了 

課堂活動一:我知道 

1. 老師將班上學生分成 2 組. 

2. 一組念課文第一句"誰知道…” 

3. 另一組念課文第二句”我知道…” 

4. 如此一問一答,練習幾次以後,兩人一組一問一答 

5. 提問的學生不需依照課文順序,可先問:”一年有幾個月?”,回答的學生必頇回答正確的答案. 

6. 兩人再互換角色. 

 

課堂活動二:剪春字 

Material Needed:  
Qty 1 - Sheet 8 1/2 x 11 red paper 
Qty 1 - Double Sided Tape, 1" long 
Qty 12 Inches, Red Ribbon, 1" or so wide 

 
Tools Needed:  
Scissors 

Instructions:  
1. Get Red or other colored paper, 8 1/2 x 11 
2. Cut the paper so it is a square 8 1/2 by 8 1/2 (an option is print out the diagram below on the  
    colored paper to make the project easier). 
3. Fold the paper in half, from corner to corner to make a triangle. 
4. Repeat, folding paper in half to make a smaller triangle (Quarter Size). 
5. Cut the paper as following pictures. 
 
 

 

 

 

 

 

 

 

課堂活動三故事:年的故事 

1. 老師列印出下面 4 頁有關新年的小書,訂成一本書,一人一本,請學生在課堂上做. 

2. 如時間不多,老師可影印課本故事給學生,請學生依據小書內容剪下相關圖形與文字貼在小書上 

3. 如時間允許,老師可請學生自己畫圖,寫標音在自己的小書上. 

 

 

 

         



 

 

 

新年的故事 
        

       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 

 

 

 

 

 

 

 



 

這是年 

 
 

 

 
 

 



 

年怕 

 
 

 

 
 

 



 

年怕 

 
 

 

 
    
 



 

新年到了,大家 
 

 
 

 

 

 

 

 

 

 

 

 

 

 

 

 

 

 

 

 

 

給紅包 吃年夜飯 

放鞭炮 恭喜新年好 



第二冊第八課 怎麼回家 

課堂活動一:怎麼回家 1 

1. 老師準備「魚」, 「馬」, 「蛙」, 「鳥」, 「蝸牛」, 「我」幾張字卡. 

2. 老師舉起其中一張字卡,說: 「怎麼回家? 」.學生都要邊說邊比出行走的動作,如:老師舉起「魚」

的字卡說: 「怎麼回家?」.學生就要說「魚游回家」,並做出游的動作,以此類推. 

課堂活動二:怎麼回家 2 

1. 老師準備「爬」, 「跑」, 「跳」, 「走」, 「游」, 「飛」幾張字卡. 

2. 老師舉起其中一張字卡,學生就要念出字卡,並做出動作,老師可越舉越快(也可分組比賽) 

課堂活動三(故事):十二生肖 

1. 老師可放大影印故事第八圖,剪下十二生肖的個別圖案 

2. 老師舉起其中一張動物圖,問學生:「這是什麼動物?」 

3. 學生答對後,老師再問:「這隻動物排第幾?」 

4. 學生答對後,老師再問:「排在這隻動物的前面(後面)是什麼動物?」 

5. 如老師舉起龍的圖形, 問學生:「這是什麼動物?」學生回答:「龍」, 老師再問:「龍排第幾?」,學

生要回答:「第五」, 老師再問:「排在龍的前面(後面)是什麼動物?」,學生要回答:「兔(蛇)」 

 

課堂活動四(故事):十二生肖 

1. 老師可以分配兩個學生為一組(可以班上學生人數決定)分成 12 組.每一組為一個十二生肖動物的

名字. 

2. 老師隨便念一組的動物名字如: 「龍」,龍這組學生就要說:「龍飛出來!」,並站出來配合飛的動作

(如果學生說走,也可以,但必頇做走的動作) 

3. 老師說: 「後一組! 」,羊這組就要出來並說: 「羊跑出來!」,並做跑的動作.(如果老師說: 「前一

組!」就是兔這組跳出來. 

4. 老師可說:前兩組或後四組等不同順序的說法.學生就必頇依照老師的指示出來,並做出及說出他們

出來的動作口令. 

5. 如此學生能熟記十二生肖的順序及動作. 

 

 

 

 

 

 

 

 



第二冊第九課 一共有幾本書,小雪手中一枝筆 

課堂活動一:算一算 

1. 老師將學生分成兩人一組,互翻課本 

2. 如一人先翻到 32 頁,第二次再翻到 18 頁,另一個人就要用課本的句子說: 「我先給你 32 張紙,再

給你 18 張紙,你一共有幾張紙? 」第一個翻書的人就要回答:「我一共有 50 張紙. 」 

3. 兩人互換角色,翻書,再一問一答,如此多做幾次,直至熟練為止. 

課堂活動二:黑箱作業 

1. 老師事先把一些曾經學過中文名稱的物品放入黑色的垃圾袋中(例:石頭,毛筆,玩具飛機,玩具車,果

汁,信用卡,信封,飛盤,牛奶,剪刀,牙刷,玉米,耳機,手機,汽水,黏土,口香糖,這些都是第一第二冊學過

的詞語) 

2. 請學生輪流摸摸看其中一項,猜猜看是什麼? 

3. 老師要儘量使用本課詞語發問,如:是什麼東西?你手中摸得是什麼? 

4. 學生說出名稱,就拿出來看,看猜得對不對?如猜不對,拿出後也要說出正確的答案才行. 

 

課堂活動三(故事):小雪的魔筆(老師可依照班上學生程度,擇一活動進行) 

1. 如果老師有毛筆,可以帶到學校教學生用毛筆寫簡單的生字,或用毛筆畫簡單的國畫-竹子 

課堂活動四(故事):小雪的魔筆 

1. 老師準備白紙,請學生畫出如果他是小雪,他會畫什麼東西給窮人,並說明原因. 

2. 請大家票選誰的畫,對窮人最有用. 

課堂活動五(故事):小雪的魔筆 

1. 請學生分組討論,說說看故事結尾,最後小雪去了哪裡?做什麼? 

 

 

 

 

 

 

 

 

 

 

 



第二冊第十課 小老鼠貝貝 

課堂活動一:接話遊戲 

1. 老師在紙上寫幾個主題如:水果,顏色,五官,動物,動作(跑,跳,走..)家人(爸爸,媽媽..) 

2. 學生可圍一圈坐下. 

3. 老師抽一個主題並念出主題,大家開始拍手打拍子,老師找一位學生起頭,這位學生就要說一個與此

主題相關詞語的中英文,如:抽到”顏色”,就要說”黃色 yellow,下一位就要接著說白色 white,下一位

接著說黑色 black,一直說到接不下去的學生就再抽一個主題, 這位學生就要說一個與新主題相關

詞語的中英文,(遊戲進行中,大家要持續拍手,每人有拍五下的思考時間,在五下內說出詞語都算過

關) 

4. 如果學生程度不一,老師可在新主題抽出時,說第一個詞語引領學生繼續.(主題可重複抽出) 

 

課堂活動二:找字卡 

1. 老師把全冊字卡均分四組,學生也分成四組 

2. 每組分一組字卡 

3. 請每組學生在一定時間裡,把拿到的字卡依照聲調分一聲,二聲,三聲,四聲,看哪組做得最正確. 

4. 請每組學生在一定時間裡,在拿到的字卡中選出捲舌音,看哪組做得最正確. 

5. 老師還可以要學生選同音字,多音字等… 

6. 各組學生再互換字卡,重新玩一遍. 

7. 最後以扣分最少的組別獲勝. 

 

課堂活動三(故事):花果山 

1. 老師把本課掛圖貼在黑板上 

2. 把學生分成 2-4 組 

3. 請第一組念海報中其中一圖的內容,要第二組學生指出是哪一圖. 

4. 再由第二組隨意念一圖,請第三組回答,以此類推. 

5. 練習幾次熟悉以後,請第一組的學生隨便選出一圖,要第二組學生說說看內容(意思接近即可),大家

評斷可否得分 

6. 再由第二組請第三組說指定的圖,以此類推 

7. 看哪組積分最高為優勝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