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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下列詩句，何者隱含有「把無窮無盡的美麗散播出去，盡情布施給予」的意境？
（A）火紅的太陽也滾著火輪子回家了
（B）當街燈亮起來向村莊道過晚安，／夏天的夜就輕輕地來了
（C）撒了滿天的珍珠和一枚又大又亮的銀幣
（D）跟著提燈的螢火蟲，／在美麗的夏夜裡愉快地旅行。
2. （B）紙船印象一文，作者先概括說明人生有許多不同的遭遇與回憶，以引出主題，這樣的寫
法屬於何種開頭法？
（A）開門見山法 （B）埋兵伏將法 （C）實例故事法 （D）名言錦句法。
3. （C）「說時遲那時快」是古典文學中常用的詞語，形容事情或動作發生得太快或太突然。下
列詞語，何者的含義與此相近？
（A）臨時抱佛腳 （B）時勢比人強 （C）迅雷不及掩耳 （D）此一時，彼一時。
4. （A）張騰蛟善於描寫人物的動作情態，刻畫清道婦「默默認真工作」的形象特色。下列何者
未表現此一特色？
（A）婦道人家做起事情來當然是溫柔文雅的
（B）她們也經常拿著掃把在大風中去追趕一塊碎紙或是一片落葉什麼的
（C）她們也是慣於選擇一些難掃的地段去搶著清掃
（D）這五位負責道路清潔的婦人家，也就不厭其煩的來清掃，每天早上一次，持續了
十幾天。
5. （B）就寫作觀點來看，差不多先生傳是採取下列何種立場進行寫作？
（A）主動者 （B）旁觀者 （C）被動者 （D）主動、被動兼用。
6. （D）吃冰的滋味一文中，作者回憶童年時的四種冰品，何者最能顯現出色彩繽紛，引人注目
？ （A）冰棒 （B）冰水 （C）芋冰 （D）刨冰。
7. （D）下列敘述，何者最不適合用來詮釋兒時記趣一文的旨趣？
（A）世界上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發現
（B）只要有寧靜而開闊的心靈，生活就處處有美好驚喜
（C）更好的是觀察者，他用自己的眼睛去讀世界這一部活書
（D）地不耕種，再肥沃也長不出果實；人不學習，再聰明也目不識丁。
8. （C）「我們同心協力把倉庫的雜物清理得□□□□後，又把剩下來的桌椅擦得□□□□。」
句中缺空處依序宜填入下列何者？
（A）一清二白／一板一眼 （B）一成不變／一清二楚 （C）一乾二淨／一塵不染
（D）一舉兩得／一針見血。
9. （D）「大家都說他一生不肯認真，不肯算帳，不肯計較，真是一位有德行的人。」對於這句
話的解讀，下列何者最適當？
（A）肯定差不多先生胸懷坦蕩，品行高潔
（B）肯定差不多先生熱心助人，不求回報
.
（C）批評差不多先生口是心非，表裡不一
（D）批評差不多先生個性迷糊，行事懶散。
10. （D）下雨天，真好一文中，何者無法看出作者小時候受寵愛的情形？
（A）我捨不得再睡，也不讓母親睡，吵著要她講故事。母親閉著眼睛，給我講雨天的
故事 （B）我把阿榮伯給我雕的小木船漂在水溝裡，中間坐著母親給我縫的大紅「布
姑娘」 （C）我把小花貓抱在懷裡，自己再坐在阿榮伯懷裡，等著阿榮伯把一粒粒又
香又脆的炒豆子剝了殼送到我嘴裡 （D）牆邊那株高大的玉蘭花開了滿樹，下雨天謝
得快，我得趕緊爬上去採，採了滿籃子送左右鄰居。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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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B）「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根據這段話，可知學習
的重點在於下列何者？ （A）結交朋友的多寡 （B）明辨善惡而能自省 （C）立刻跟
有缺點的朋友絕交 （D）要有能力勸朋友改正過失。
12. （D）「有時候，路面已經被風吹洗得相當乾淨，她們還是照掃不誤，一絲不苟。」下列何者
最適合用來形容清道婦的工作精神？
（A）天助自助 （B）見機行事 （C）風行草偃 （D）勤懇踏實。
13. （B）「以叢草為林，蟲蟻為獸，以土礫凸者為丘，凹者為壑。」下列敘述，何者最不適合用
來解說這段文字？
（A）好鳥枝頭亦朋友，落花水面皆文章
（B）人見利而不見險，魚見食而不見鉤
（C）萬物靜觀皆自得，四時佳興與人同
（D）陽春召我以煙景，大塊假我以文章。
14. （C）下列文句，何者最能看出小孩的天真與異想天開？
（A）小時物資缺乏，燈籠都得自己做
（B）把湯圓當餃子吃
（C）龍頭龍尾加打鼓，三個人就組成一個隊伍來討紅包
（D）在鞭炮的煙硝裡，那龍活脫脫的就要騰雲駕霧沖天而去了。
15. （C）下列選項「 」中的詞語，何者解釋錯誤？
（A）張目對日，明察「秋毫」：比喻極微小的東西
（B）夏蚊成雷，「私擬」作群鶴舞空：私自比擬
（C）「神遊」其中，怡然自得：神魂飛出軀體之外
（D）余年幼，方出神，不覺「呀然」驚恐：吃驚的樣子。
16. （B）圖書館內的書籍，除了按照學科主題的相關性分門別類外，同一書架上書籍排列的順序
以何者為依據？
（A）書籍的大小 （B）書上的索書號 （C）作者出生年代 （D）出版日期的先後。
17. （B）夏夜一詩中，由「提燈的螢火蟲」可知季節為夏季。下列文句，何者描寫的季節也是夏
季？
（A）下雪了，彷彿妙手的畫家為大地繪成了一幅白色、純潔的圖案
（B）太陽把地面烤得滾燙滾燙，一陣南風颳來，從地上捲起一股熱浪
（C）百花吐豔，陣陣清幽的竹香引來了翻飛的蝴蝶，於是靜謐的竹林變得熱鬧了
（D）湖岸的樹木葉子變黃了，輕輕的飄到湖面，像一艘艘船，隨著流水向前遠航。
18. （A）對於論語中的文句，下列何者說明正確？
（A）「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意指能夠溫故知新，是一件愉快的事
（B）「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的「不亦樂乎」是指不用音樂來接待也是可以的
（C）「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意謂三個人當中，必定有一個人的職業是老師
（D）「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是說走在平地上，即使旁邊有竹筐阻礙，
也能勇往直前。
19. （C）下列選項「 」中的形似字，何者字音完全相同？
（A）金「榜」題名／強壯臂「膀」／造謠毀「謗」
（B）「賠」個不是／敬「陪」末座／豆「剖」瓜分
（C）不足「掛」齒／八「卦」消息／長袍馬「褂」
（D）秋後算「帳」／為虎作「倀」／「悵」然若失。
20. （A）下列選項「 」中的字，何者解釋正確？
（A）不亦「說」乎：喜悅 （B）人不知而不「慍」：醞釀
（C）友「諒」：原諒 （D）雖「覆」一簣：覆蓋。
21. （D）（甲）愛情不是甜蜜的相思，而是繁華褪去依然□□□□ （乙）母愛就像陽光和空氣
，我們常沐浴其中而□□□□ （丙）他只顧自己埋頭學習，對班上的事情一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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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以上文句缺空處，依序應填入下列何者最恰當？
（A）不聞不問／不離不棄／不知不覺 （B）不聞不問／不知不覺／不離不棄
（C）不知不覺／不離不棄／不聞不問 （D）不離不棄／不知不覺／不聞不問。
（C）下列文句□□中的詞語，依序應填入何者最恰當？ 「（甲）學校五十周年校慶，許多
□□不遠千里回來祝賀 （乙）他的不當發言，引來大批□□紛紛留言批評 （丙）人
生中有幾個聊聊八卦、互相調侃的□□，也是愜意的事」 （A）網友／校友／損友
（B）校友／損友／網友 （C）校友／網友／損友 （D）網友／損友／校友。
（C）「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
這段文字運用了哪些修辭技巧？
（A）設問、映襯 （B）排比、映襯 （C）設問、排比 （D）排比、譬喻。
（C）「母親心裡正掛記這些事，煩亂憂愁不堪，但她仍然平靜和氣的為孩子摺船。」這句話
運用了「映襯」修辭技巧，下列何者也運用相同的修辭技巧？
（A）火車以催眠的節奏向南奔馳
（B）路是無聲的語言，無形的文字
（C）無是真正的有，失落是最崇高的獲得
（D）藍天與白雲，向來是大自然最活潑、亮麗的打扮。
（A）「每天早上，她們總是披著一身淡淡的夜色便開始工作。」可知清道婦開始工作的時間
，與下列何者最接近？
（A）晨雞報曉 （B）日上三竿 （C）日薄西山 （D）萬家燈火。
（A）「而今早已年過而立，自然不再是涎著臉要求母親摺紙船的年紀。」句中「而立」借代
「三十歲」，下列借代，何者說明錯誤？
（A）「布衣」卿相：少年 （B）功在「社稷」：國家 （C）「椿萱」並茂：父母
（D）「朱門」酒肉臭：富貴人家。
（A）紙船印象一文中，作者對於母親的描寫，何者最具有「特寫」效果？
（A）那雙粗糙不堪、結著厚繭的手
（B）母親摺船給孩子，讓孩子在雨天裡也有笑聲
（C）母親心裡正掛記這些事，煩亂憂愁不堪
（D）不再是涎著臉要求母親摺紙船的年紀。
（D）那默默的一群一文，啟示我們養成盡心盡力的責任感及服務人群的責任心。下列名言，
何者的意旨與本課主旨不同？
（A）如果成為一枝火柴，也要點亮一個短暫的宇宙；如果是一隻烏鴉，也要叫疼閉塞
的耳膜（B）我情願變成一枝兩頭點燃的蠟燭，照耀人們前進（C）精明的人是精細考
慮他自己利益的人，智慧的人是精細考慮他人利益的人 （D）幸運是機會的影子。
（D）下列選項「 」中的字，何者讀音完全相同？
（A）擬／凝／礙 （B）礫／爍／櫟 （C）唳／淚／捩 （D）驅／軀／嶇。
（D）下列成語，何者屬於「貶義詞」，具有負面意義？
（A）日月如梭 （B）日月逾邁 （C）懸若日月 （D）日月蹉跎。
（B）琦君 故鄉的桂花雨：「於是父親詩興發了，即時口占一絕：『細細香風淡淡煙，競收
桂子慶豐年。兒童解得搖花樂，花雨繽紛入夢甜。』詩雖不見得高明，但在我心目中，
父親確實是才高八斗，出口成詩呢。」這段話可與下列何者相闡發？
（A）父親卻端著宜興茶壺，坐在廊下賞雨
（B）父親卻悄悄的溜進書房作他的「唐詩」去了
（C）父親用旱煙袋點著它們告訴我這是丁香花，那是一丈紅
（D）寬敞的大廳正中央燃起了亮晃晃的燈，燈一亮，我就有做喜事的感覺。
（C）吃冰的滋味一文中，下列何者不是吃冰所引起的效果？
（A）使作者想起往事 （B）沁涼暢快的感覺，足以將豔陽融化掉 （C）一天三餐不
容易吃飽（D）旁邊圍觀的小孩垂涎三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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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B）下列何種文章最常使用「嗚呼」二字？
（A）詩歌 （B）祭文 （C）祈禱文 （D）祝壽文。
34. （B）下列文句所運用的修辭技巧，何者說明錯誤？
（A）開車不喝酒，喝酒不開車：回文
（B）老師喋喋不休的說了半天，居然不會口渴：轉化
（C）究竟我們要什麼？什麼是我們生命中真正看重的：頂真
（D）放下線上遊戲，多閱讀；減少上網時間，多讀報紙：映襯。
35. （C）下列選項「 」中的字，何者讀音說明正確？（A）熱鐵「烙」膚：ㄌㄨㄛˋ
（B）一「艘」紙船：ㄙㄡ（C）「比」肩齊步：ㄅㄧˋ（D）粗「糙」的手：ㄘㄠˋ。
36. （C）某些成語在調整語序後，意思仍相同，例如：街頭巷尾／街尾巷頭。下列何者在調整語
序後，意思不變？（A）捨己為人／捨人為己 （B）大同小異／大異小同 （C）加油
添醋／添油加醋（D）凶多吉少／凶少吉多。
37. （C）「這些曾穿梭在街頭巷尾的活龍，全要集合在廟前火化了。」從鬧元宵一文可知，火化
舞龍的時間是在什麼時候？
（A）元宵節之前（B）元宵節過後 （C）元宵節當夜 （D）只要吉時皆可。
38. （D）「就算再熱鬧，也有種曲終人散的悲涼。」這種感慨與下列何者最接近？
（A）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B）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
（C）啞巴吃黃連，有苦說不出（D）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
39. （D）兒時記趣一文，作者發揮豐富的想像力，對許多事物加以聯想，下列聯想事物的配對，
何者說明錯誤？
（A）蚊子：白鶴 （B）叢草：森林 （C）土礫：丘壑 （D）蟲蟻：癩蝦蟆。
40. （D）若作者古蒙仁應邀到學校演講，下列何者最不可能是他演講的主題？
（A）夏天消暑的享受（B）臺灣社會的今與昔（C）狹縫中穿梭的市井人生
（D）空氣汙染的害處及防治。

接來下還有英文題庫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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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語科題庫
一、字彙測驗
1. （D）Is there any food（食物）in the kitchen?
(A) sorry (B) quiet

(C) kind

I’m ＿＿＿.

(D) hungry

2. （A）A：You are ＿＿＿. The game is over（結束的）. B：Sorry.
(A) late (B) beautiful

(C) young

(D) tall

3. （B）Lily works（工作）seven days a ＿＿＿.
(A) day (B) week

(C) year

She is very hard-working（勤勞的）.

(D) time

4. （D）Welcome to my house. Please take a
(A) sit

(B) stand

(C) bed

.

(D) seat

5. （C）Today is Friday, and tomorrow（明天）is ______.

Let’s go to the movies（看電影）.

(A) Monday (B) Wednesday (C) Saturday (D) Sunday
6. （A）＿＿＿ in this photo is beautiful and young.
(A) Everyone

(B) Roommate

(C) Woman

(D) Parent

7. （B）A：What is the book ______?
B：Some endangered（瀕臨絕種的）animals.
(A) near (B) about

(C) around (D) between

8. （B）The farmer is hard-working（勤勞的）.

By the ＿＿＿, he is my brother.

(A) time (B) way (C) year (D) family
9. （B）Sherry and Greg are Christians（基督徒）. They go to church（做禮拜）on ______.
(A) chats

(B) Sundays

(C) weeks

10. （D）Mom：Don’t make any ＿＿＿.

(D) bathrooms

I’m reading a book.

John：Sorry, Mom.
(A) rule

(B) problem

11. （C）What’s your problem?
(A) use (B) do

(C) time (D) noise
Just（只要）＿＿＿ it, and I can help（可以幫助）you.

(C) say (D) stay

12. （B）The girl is playing basketball ＿＿＿ her friends in the park. They are having a good time.
(A) museums

(B) with

(C) next to

(D) pets

13. （A）David’s dog is missing（失蹤的）. He is ＿＿＿ for it with his friends.
(A) looking

(B) preparing (C) saying

(D) talking

14. （B）The police stopped Robert because he broke the traffic ＿＿＿. He drove too fast.
(A) grades

(B) rules

(C) shows

(D) l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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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B）The class is at 3 ＿＿＿. Don’t be late!
(A) library (B) o’clock

(C) bedroom

16. （C）I am the ______ boy in my family.
(A) later

(D) place

I have no brothers.

(B) very (C) only (D) too

17. （B）This is our bus to the zoo.
(A) seat

Let’s stand in ＿＿＿ and get on（上車）the bus.

(B) line (C) factory (D) noise

18. （A）The ______ is big.
(A) museum

There are a lot of works of art（藝術作品）in it.

(B) gate

(C) pineapple (D) seat

19. （D）A：Please ______ in line. Don’t cut in line（插隊）.
B：I’m sorry.
(A) sit

(B) follow

(C) prepare (D) stand

20. （D）A：Let’s play basketball this afternoon.
B：No ______. At the school gym or at the park?
(A) rule

(B) station

(C) seat

(D) problem

21. （C）A：What day is Caroline’s birthday?
B：It’s on ______.
(A) time (B) playground

(C) Thursday (D) mountain

22. （C）A：______ The song（歌曲）is great.
B：You’re right.
(A) Look.

Who’s the singer（歌手）?

(B) Let’s go.

(C) Listen.

(D) Watch out.

23. （B）Kevin will have some tests next week. Now he is ＿＿＿ for them in the library.
(A) looking

(B) preparing (C) talking (D) hurrying

24. （B）Kenny and John are old friends. Now they are ______ in front of the library.
(A) following (B) talking (C) saying
25. （B）Are you ＿＿＿ your English books?
(A) preparing for (B) looking for

(D) listening

They are on my desk.

(C) standing for (D) writing for

二、文法測驗
1. （C）＿＿＿ out! There’s a scary dog at the door.
(A) Be watching (B) Watching
2. （D）Look! The teacher ＿＿＿.
(A) come

(B) coming

Let’s go into the classroom.

(C) is come (D) is coming

3. （A）＿＿＿ jump on the bed, Tom.
(A) Don’t (B) Not

(C) Watch (D) To watch

(C) You

It’s late at night.
(D) Are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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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A）Good morning, Sam.
(A) Please

What’s for your breakfast（早餐）today?

＿＿＿ have a seat.

(B) Who

(C) How (D) Not

5. （C）A：＿＿＿ she eating some pineapple cakes?
B：Yes.
(A) Are (B) What’s

(D) Who’s

(C) Is

6. （A）Mia is ＿＿＿ Japan. She misses（想念）her family in Japan very much.
(A) from

(B) over

(C) to (D) on

7. （C）A：What are you doing?
B：I ＿＿＿ talking with Joe on the phone.
(A) is (B) are (C) am

(D) be

8. （A）A：Are you and Billy Rita’s friends?
B：Yes, ＿＿＿ her friends.
(A) we’re

(B) I’m

(C) he’s (D) you’re

9. （A）A：Are Ben and Peggy your students?
B：Yes, I’m ＿＿＿ English teacher.
(A) their (B) her

(C) his

(D) they

10. （B）Leo, can（可以）you listen to your sister?
(A) let’s (B) please

(C) not

Don’t make any noise, ＿＿＿.

(D) be

11. （C）Kate is listening to music in her room, but her brothers
(A) is (B) isn’t

(C) aren’t

(D) are

12. （A）＿＿＿ go into the old castle in the mountains.
(A) Let’s not

(B) Don’t let’s

.

(C) Let’s don’t

It’s scary.
(D) Don’t we

13. （C）Students, remember（記得）to go to school on time（準時）. Follow the rules, ＿＿＿.
(A) don’t (B) let’s

(C) please (D) not

14. （D）A：＿＿＿ John ＿＿＿ on the sports field?
B：Yes, he is.
(A) What’s; doing

(B) Is; run

(C) What’s; do

(D) Is; running

15. （A）A：＿＿＿ are you doing, Jessie?
B：I’m making orange juice with Mom in the kitchen.
(A) What

(B) How

(C) Where (D) Who

16. （B）They are Diana’s brothers.

I’m playing with ＿＿＿ now.

(A) they (B) them (C) their (D) him
17. （C）A：What time i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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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t’s ＿＿＿ 7 o’clock.
(A) this; ╳

(B) the meeting; on

(C) it; ╳

(D) your watch; at

18. （A）A：I’m hungry.
B：It’s time ＿＿＿ lunch.
A：Great.

Let’s ＿＿＿ some hamburgers（漢堡）.

(A) for; eat

(B) to; having (C) for; eating (D) from; have

19. （A）＿＿＿ drink the tea on the table.
(A) Don’t (B) Not

It’s very hot.

(C) Don’t be (D) No

20. （A）A：What are your friends ＿＿＿ over there?
B：Maybe（可能）they are dancing.
(A) doing (B) do

(C) sitting (D) sit

21. （A）A：＿＿＿ is Iris reading with?
B：Her sister.
(A) Who

(B) What

(C) How (D) Where

22. （C）A：Is there a girl ＿＿＿ in the playground?
B：Yes, a cute girl ＿＿＿ in the playground.
(A) playing; playing (B) is playing; playing
(C) playing; is playing (D) is playing; is playing
23. （D）A：What ＿＿＿ Mr. and Mrs. Wang’s daughter doing?
B：She is making a cake for them in the kitchen.
(A) do (B) am

(C) are (D) is

24. （C）A：＿＿＿ Sam’s and Paula’s cousins dancing?
B：In the living room.
(A) Where is

(B) What is

(C) Where are (D) What are

25. （C）A：What time is the meeting?
B：＿＿＿
(A) It is on Friday.

(B) It is Wednesday.

(C) It is at three this afternoon.

(D) It is two o’cl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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