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薛意梅電腦學中文 ：打字學拼音  P. 1 

 
《打字學拼音 Learn Pinyin through typing》 

 
Use IQChinese Run software (download from : www.iqchinese.com) to input the Chinese characters based on 
the diagram below with right fingers. The red dots indicate which fingers you should use.  For more practice, 
please visit : http://www.senselang.com/ 
 

(一)  Singles :   
 
   A S D F :  ㄚㄙㄉㄈ( bopomo)        J K L I : ㄐㄎㄌㄧ 
 
 
 
 
 
 
 
 
 
 
 
 
 

 
 

E G H :  ㄜㄍㄏ      N M : ㄋㄇ 
 
 
 
 
 
 
 
 
 
 
 
 
 

a5 啊啊啊啊啊 啊啊啊啊啊  ji1 雞雞雞雞雞 大雞大雞啊 

sa3 灑灑灑灑灑 灑啊灑啊灑  ka3 卡卡卡卡卡 大卡大卡啊 

da4 大大大大大 大啊大啊大  la1 拉拉拉拉拉 卡拉卡拉 OK 
fa2 罰罰罰罰罰 罰啊罰啊罰  di4 弟弟弟弟弟 弟弟拉大雞 

ge1 哥哥哥哥哥 哥哥罰弟弟   ni3 你你你你你 你的哥哥啊 

he1 喝喝喝喝喝 哥哥喝啊喝   mi3 米米米米米 米啊米啊米 

ha1 哈哈哈哈哈 弟弟哈哈哈   ke3 渴渴可可可 渴啊喝可可 

se4 色色色色色 色啊色啊色   le5 了了了了了 大哥哥渴了 

de5 的的的的的 哥哥的大雞   le4 樂樂樂樂樂 渴了喝可樂 

si4 四四四四四 四色的大雞   ai4 愛愛愛愛愛 弟弟愛可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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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X O :  ㄨㄒㄛ                   R T Y U : ㄖㄊㄧㄨ 

 
 
 
 
 
 
 
 
 
 
 
 
 

 
 

C V B:  ㄘㄩㄅ     Q Z P : ㄑㄗㄆ 
 
 
 
 
 
 
 
 
 
 

 
 
(二) Compounds :   

wo3 我我我我我 我愛喝可樂   re4 熱熱熱熱熱 熱啊熱啊熱 

wa2 娃娃娃娃娃 我的大娃娃   ta1 他他她牠它 她媽媽罰她 

wai4 外外外外外 裡裡外外洗   tai4 太太太太太 太熱太熱了 

fo2 佛佛佛佛佛 媽媽愛大佛   tu4 吐吐吐吐吐 弟弟他吐了 

xi3 洗洗洗洗洗 洗啊洗啊洗   bu4 不不不不不 我不喝可樂 

     yi1 一一一一一 一一四一一 

     yu3 雨雨雨雨雨 大雨太大了 

ba4 爸爸爸爸爸 爸爸愛媽媽   qu4 去去去去去 爸爸去哪裡 

bai2 白白白白白 我愛白色的   qi1 七七起起起 七個一起去 

bi3 比比比比比 哥哥比我大   pa4 怕怕怕怕怕 我不怕大馬 

ci4 次次次次次 這一次我洗   po2 婆婆婆婆婆 我愛我外婆 

ca1 擦擦擦擦擦 我來擦一擦   zai4 在在在在在 媽媽她不在 

cai4 菜菜菜菜菜 我愛大白菜   zi5 子子子子子 七個大孩子 

nv3 女女女女女 女孩愛白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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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 ㄓ   ch ㄔ  

zhi3 只只只只只 我只有一個  chi1 吃吃吃吃吃 我愛吃白菜 

zhe4 這這這這這 媽媽在這裡  che1 車車車車車 車子在哪裡 
   

    

sh ㄕ   an ㄢ  

shi4 是是是是是 他是我爸爸  kan4 看看看看看 我來看一看 

she2 什什什什麼 這個是什麼  san1 三三三三三 三個女孩子 
       

ang ㄤ   ao ㄠ  

bang1 幫幫幫幫幫 我幫我媽媽  hao3 好好好好好 我的爸爸好 

shang4 上上上上上 我在車上吃  yao4 要要要要要 我要看一看 
       

ei ㄟ   en ㄣ  

shei2 誰誰誰誰誰 誰是你哥哥  hen3 很很很很很 可樂很好喝 

gei3 給給給給給 我給他可樂  ren2 人人人人人 那個人很好 
       

eng ㄥ   ia 一丫  

feng1 風風風風風 那裡風很大  jia1 家家家家家 我家在那裡 

neng2 能能能能能 你能不能來  xia4 下下下下下 下一個是我 
       

ian ㄧㄢ   iang 一ㄤ  

bian1 邊邊邊邊邊 這一邊很大  liang3 兩兩兩兩兩 兩個人在家 

tian1 天天天天天 天天是好天  xiang3 想想想想想 我要想一想 
       

iao ㄧㄠ   ie(ye) 一ㄝ  

jiao4 叫叫叫叫叫 我叫弟弟來  ye3 也也也也也 我也愛白菜 

xiao3 小小小小小 外邊下小雨  xie4 謝謝謝謝謝 謝謝你幫我 
       

in 一ㄣ   ing 一ㄥ  

jin1 今今今今今 今天我在家  qing3 請請請請請 請你喝可樂 

xin1 心心心心心 你要小心看  xing4 姓姓姓姓姓 你姓什麼啊 
       

ong ㄨㄥ/ㄩㄥ   ou ㄡ  

zhong1 中中中中中 上上中中下  you3 有有有有有 她有我也有 

yong4 用用用用用 不用不用謝  shou3 手手手手手 我是好幫手 
       

ue ㄩㄝ   ui ㄨㄟ  

xue2 學學學學學 我要去上學  dui4 對對對對對 謝謝對不起 

yue4 月月月月月 下個月我去  shui3 水水水水水 渴了要喝水 
       

un ㄩㄣ      

qun2 群群群群群 這裡一群人     

yun2 雲雲雲雲雲 天上有白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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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put the following : 

1. 我愛吃白菜。 2. 我去叫外婆。 3. 哥哥上中學。 

4 今天太熱了。 5. 他能不能去？ 6. 我不怕小雞。 

7. 弟弟喝可樂。 6. 天上有白雲。 9. 他不在這裡。 

10. 兩個小弟弟。 11. 只要有心學。 12. 請問姓什麼？ 

13. 有雲要下雨。 14. 今天風很大。 15. 我來幫媽媽。 

16. 大的給你吃。 17. 擦一擦這邊。 18. 不用去上學。 

19. 這次我不去。 20. 謝謝對不起。 21. 下個月我去。 

22. 下車要小心。 23. 那裡一群人。 24. 媽媽要罰我。 

25, 我家在那邊。 26. 三個女孩子。 27. 你在想什麼？ 

28. 渴了要喝水。 29. 這個是誰的？ 30. 我吃四色米。 

 
Fill the blanks:  

愛 娃 菜 很 白 雲 在 太 外 婆 
 

Words with vowel “ai” : (愛) (白) (菜) (在) (外) (太) 
 

風 哥 擦 邊 大 灑 罰 佛 拉 怕 誰 水 
 

Words with vowel “a” : (擦) (大) (灑) (罰) (拉) (怕) 
 

看 幫 兩 群 想 上 天 對 叫 好 吐 用 
 

Words with vowel “ang” : (幫) (兩) (想) (上) 
 

女 是 樂 能 熱 渴 車 家 要 色 吃 什 
 

Words with vowel “e” : (樂) (熱) (渴) (車) (色) (什) 
 

女能媽她誰在渴樂熱對佛車家罰灑想有雲雨色用拉吃什 
 

Words with 1st tone :  (媽) (她) (家) (車) (吃) (拉) 
Words with 2nd tone : (能) (雲) (什) (佛) (誰) (罰) 
Words with 3rd tone :  (女) (渴) (有) (雨) (想) (灑) 
Words with 4th  tone : (色) (在) (樂) (熱) (對) (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