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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私立中道中學2016年小六學科能力探索評量   國語科題目卷 

一、選擇題：本大題有35小題，每題2分，共計70分 

 １.（ ）由「衷」、「享」受、「亭」亭玉立、「交」通，以上四個語詞中「」內字的部首，哪一個與其

他三個不同？ 

        ○A 「衷」 

        ○B 「享」 

        ○C 「亭」 

        ○D 「交」 

 ２.（ ）爸爸一直很「嚮」往恬淡、悠閒的田園生活。句中「嚮」字的正確讀音為： 

        ○A ㄒㄧㄤ 

       ○B ㄒㄧㄤˊ  

       ○C ㄒㄧㄤˇ  

       ○D ㄒㄧㄤˋ      

 ３.（ ）得到大家的稱讚，她的臉上流「露」出羞「澀」的表情。 

「」中的讀音分別為？ 

○A  ㄌㄨˋ/ㄕㄜˋ 

 ○B  ㄌㄨˋ/ㄙㄜˋ 

○C  ㄌㄡˋ/ㄕㄜˋ 

  ○D  ㄌㄡˋ/ㄙㄜˋ 

 ４.（ ）我從□時新聞得知：林書豪幫助湖人隊擊敗了對手。□中應填入哪個字？ 

        ○A  急 

        ○B  卲 

        ○C  即 

        ○D  及 

５.（ ）下列句子「  」的字，何者應填「致」？   

         ○A  他收到好友從寄來的生日禮物，如獲「ㄓˋ」寶，非常開心。   

         ○B  這幅山水畫畫得好細「ㄓˋ」。 

         ○C  他買到一幅真假難辨的複「ㄓˋ」畫。 

         ○D  我為昨天的魯莽行為向你「ㄓˋ」歉。 

 ６.（ ）一大早，我們就興「 ㄔㄨㄥ ㄔㄨㄥ 」的搭著車，參加一年一度的校  

         外教學！ 

       ○A  衝衝 

        ○B  匆匆 

        ○C  從從 

        ○D  沖沖 

 ７.（ ）□糕！媽媽一心聽她敘說她的□遇，忘了正在煮湯，好好的一鍋湯就 

         被□蹋了。□中的字依序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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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遭、糟、蹧 

 ○B  遭、遭、糟 

  ○C  糟、遭、蹧 

  ○D  糟、遭、遭 

 ８.（ ）以下選項「」中的讀音，哪一組前後相同？ 

        ○A 「懷」舊 / 徘「徊」 

        ○B  親「戚」/ 捨「棄」 

        ○C 「褪」色 / 「蛻」變        

        ○D  背「脊」/  國「籍」 

 ９.（ ）長時間處在充滿「」音中的環境中，心情容易變得煩「」。「」內依序應填入哪兩個字？ 

  ○A  燥 / 躁 

 ○B  噪 / 躁 

  ○C  譟 / 燥 

  ○D  噪 / 燥 

10.（ ）「午後突然下起一場雷陣雨，路上行人紛紛一起跑到騎樓下躲雨。」應刪除哪一個語詞，句

子才會更通順合理？ 

        ○A  下起 

        ○B  紛紛        

        ○C  一起  

        ○D  跑到 

11.（ ）「一代名人就此『殞落』！」句中「殞落」的意思是 

        ○A  生病 

        ○B  失蹤 

        ○C  跌倒 

        ○D  死亡 

12（ ）「發現有人受傷，媽媽大喊：『快去撥電話，一一九！』我一點也不躊躇的就向路邊的電話亭

跑過去。」句子中的「躊躇」可以替換為：     

        ○A  執著 

        ○B  懷疑 

        ○C  猶豫      

        ○D  忍耐 

13.（ ）經過警方的說明，大家才□□□□，原來一切都是歹徒的詐騙技倆。 

  空格應填入  

        ○A  心知肚明 

        ○B  恍然大悟 

        ○C  明辨是非        

        ○D  一知半解 

14.（ ）「由於她不善長料理，廚意不佳，所以總是無法做出另人滿意的參點。」這個句子中一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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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個錯字？ 

        ○A  二個 

        ○B  三個 

        ○C  四個 

        ○D  五個 

15.（ ）句中「 」的詞語，何者使用錯誤？ 

        ○A  放學時間到了，同學們「一窩蜂」衝出教室。 

        ○B  弟弟「一股腦兒」就不見人影，讓人擔心。 

        ○C  他們「一溜煙」的跑過了原野，渡過了河。 

        ○D  他「一個勁兒」的猛點頭，感謝警察先生的幫忙。 

16.（ ）「□□他沒有優異的成績，□□個性熱心又善良，因此深受同學歡迎。」 

          □□最適合填入哪一組詞？ 

        ○A  因為……所以…… 

        ○B  儘管……可是…… 

        ○C  不但……而且…… 

        ○D  除非……否則…… 

17.（ ）珍˙古德□□聽得懂猩猩的話，□對猩猩的生活瞭若指掌。□□…□ 

         應填入哪組語詞，才能使句子最通順合理？ 

        ○A  雖然……卻…… 

        ○B  不但……還…… 

        ○C  只有……才…… 

        ○D  如果……就…… 

18.（ ）下列句子「  」內的語詞，何者使用不恰當？    

        ○A  遇到颱風來襲，逛街的人潮「刪減」，商家的生意也很冷清。 

        ○B  植物禁得起風吹雨打，才能「孕育」出芬芳燦爛的花朵。 

        ○C  她笑起來的時候，臉上的酒窩「清晰」可見。 

        ○D  看書時，小貓經常「依偎」在我身旁，陪伴著我。 

19.（ ）尼克隊才剛用快攻拿下二分，湖人隊也□□□□的投進一個三分球。 

        句中缺空處應填入哪個詞？ 

       ○A  心有不甘 

        ○B  心甘情願 

        ○C  誓不罷休 

        ○D  不甘示弱 

20.（ ）臺北市的交通□□□□，非常便利。□□□□最適合使用哪個語詞？ 

        ○A  盤根錯節 

        ○B  錯綜複雜 

        ○C  四通八達 

        ○D  櫛比鱗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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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在道路的拐角處出現了一個行動不便的老人。句中的「拐」和下列哪個句子用法相同？ 

        ○A  他四處「拐」騙他人財物，終於被警方逮捕。     

 ○B  小楓說話總是喜歡「拐」彎抹角。 

        ○C  爺爺拿著「拐」杖慢慢的出門散步。 

        ○D  他不小心跌倒了，所以走路一「拐」一拐的。 

22.（ ）「休閒是人類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環」，句中「環」字的意思和下列哪個「 」中字的意思相

同？   

        ○A  運動員依序進場後「環」繞操場一周。   

        ○B  她戴了一副和衣服顏色很相稱的耳「環」。 

        ○C  近年來「環」境保護的工作日漸受到各國的重視。 

        ○D  品質管制是影響產品好壞的重要「環」節。  

23.（ ）「我們應該為自己的份內之事負起責任，不可以敷衍了事。」，句子中「負」字的意思和下列

哪個「  」中字的意思相同？   

      ○A  如此忘恩「負」義的人，遲早會受到上天的懲罰。   

        ○B  身「負」重任的選手們即將出國比賽，為國爭光。 

        ○C  兩人實力相當，實在難分勝「負」。 

        ○D  他雖身「負」重傷，仍不顧性命安危奮力救人。 

24.（ ）「街道旁傳來一陣窸窸窣窣的聲響。我望了過去，一個骨瘦如材、衣衫不整的街友，正在酸

臭的垃圾桶中翻找食物。」 這段文字作者運用哪些感覺來摹寫？       

        ○A  聽覺、味覺、嗅覺   

        ○B  視覺、味覺、聽覺。 

        ○C  視覺、觸覺、聽覺。 

        ○D  聽覺、視覺、嗅覺。 

25.（ ）下面選項中的句子，哪一個所描述的情形「尚未發生」？ 

        ○A  他看見老人拄著拐杖，吃力的過馬路。 

        ○B  由於同學們不團結，所以輸掉了這場籃球比賽。 

        ○C  為了減輕媽媽的負擔，我放學後都會幫忙做家事。 

        ○D  只要你用心練習，下次比賽一定會有好的表現。 

26.（ ）下列詩句何者採用「直接描寫感情」的敘述手法？   

        ○A  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  

        ○B  深林人不知，明月來相照。 

        ○C  月黑雁飛高，單于夜遁逃。 

        ○D  相看兩不厭，只有敬亭山 

27.（ ）滿山遍野的油桐花，是五月最美的雪。」句子中把油桐花比喻成五月的雪。下面哪個句子也

使用了相同的寫作方法？ 

       ○A  一望無際的草原讓人心情瞬間開朗了起來。 

        ○B  輕柔淡雅的百合花是我的最愛。 

        ○C  毛茸茸的芒花是大地最保暖的毛衣 

        ○D  滿山的楓紅是山林最美的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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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同行的夥伴看見我的舉止，露出不可思議的神情說：「你知道你在做什麼嗎？」句中「不可

思議」描述的是什麼表情？ 

        ○A  天真無邪 

        ○B  心虛 

        ○C  疑惑 

        ○D  厭惡 

29.（ ）下列哪個句子是在描寫冬天的情景？ 

        ○A  草地上的綠色嫩芽，展現無限生機 

        ○B  楓葉在微風的催促下，正慢慢的轉紅 

        ○C  合歡山上厚厚的雪痕，好像戴著一頂白帽 

        ○D  午後的大雷雨，讓悶熱的天氣更加清涼 

30.（ ）俗話說：「 」。所以我們要看重自己，千萬不可妄自菲薄。「 」中應填入哪一個選項最適當？ 

 ○A  一舉成名天下知 

 ○B  失敗為成功之母 

 ○C  天有不測風雲 

 ○D  天生我材必有用 

31.（ ）「這家著名的百貨公司□從外觀□擺設到服務態度□都讓人印象深刻。」 □裡依序應填入

的標點符號為？    

        ○A  ，、、 

        ○B  ，、， 

        ○C  。、， 

        ○D  ，，， 

32.（ ）「炎炎夏日，即使下起傾盆大雨，也消除不了令人心煩的暑氣。」這句話主要想表達什麼？  

        ○A  只要不下起傾盆大雨，就會令人心煩。 

        ○B  夏日裡就算下大雨，也無法消除暑氣。 

        ○C  夏日裡經常下著傾盆大雨，令人心煩。 

        ○D  下著傾盆大雨的日子，可以消除暑氣。 

33.（ ）想要表示「櫻花鉤吻鮭是高山魚」及「櫻花鉤吻鮭是國寶魚」，下面  

         哪一個選項的意思最接近？           

        ○A  如果櫻花鉤吻鮭是高山魚，就會是國寶魚。 

        ○B  櫻花鉤吻鮭不但是高山魚，而且是國寶魚。 

        ○C  因為櫻花鉤吻鮭是高山魚，所以是國寶魚。 

        ○D  櫻花鉤吻鮭即使是高山魚，也會是國寶魚。 

34.（ ）「 」內的語詞使用不當的是哪一個句子？ 

        ○A  他「養尊處優」慣了，大小事都要別人為他服務，不願自己動手。 

        ○B  和好書做朋友，往往在不知不覺中收到「潛移默化」的效果。 

        ○C  老師讓「口齒不清」的學生參加演講比賽，是為了訓練他們的勇氣。 

        ○D  他誇下海口，保證這次考試一定「鼎鼎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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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哪個句子的寫法能表達出「老師鼓勵我要多努力」的意思「 」？ 

        ○A  老師說：「只要我努力，一定有機會成功」。 

        ○B  老師說：「只要你努力，一定有機會成功 」。 

        ○C  老師對你說，只要你努力，一定有機會成功。 

        ○D  老師說他說，只要我努力，一定有機會成功。。 

 

二、題組：每題 2分，共計 30分 

【題組一】： 

       有愛量販店愛心傘出借辦法 

(1) 凡有愛量販店會員，皆可依本辦法向全台各門市借用愛心傘。非會員，現 

     場免費加入，立即可借。 

(2) 會員每次借傘以一把為限，借用時間不超過一週。 

(3) 歸還愛心傘不限原借出門市，可以在有愛量販店全台各門市歸還。 

(4) 愛心傘逾期未歸還，本公司將以電話提醒，以便將愛心繼續傳遞。 

(5) 借用愛心傘如不能及時歸還，可以主動聯絡門市，申請續借展延一週。 

(6) 珍惜資源，愛心傘如有損壞，請就近送回本店各地門市修復。 

(7) 有愛量販店保留解釋、變更活動辦法之權力，如有未盡事宜，另公布之。 

◎請依據以上內容回答下列問題： 

36.（ ）根據本辦法，下列何人可以借用愛心傘？ 

         ○A  消費者 

         ○B  本店會員 

         ○C  路人 

         ○D  身障人士 

37.（ ）關於有愛量販店愛心傘出借辦法，下列哪一個選項是正確的？ 

         ○A  歸還愛心傘要在原門市 

         ○B  一次可以借兩把愛心傘 

         ○C  愛心傘損壞可自行丟棄 

         ○D  不能及時歸還仍可續借 

38.（ ）根據本辦法第四條，有愛量販店希望愛心傘發揮什麼作用？ 

         ○A  遮風避雨 

         ○B  出門方便 

         ○C  增加收入 

         ○D  傳遞愛心 

39.（ ）當本出借辦法需要變更時，誰有修改的權力？ 

         ○A  立法院 

         ○B  消基會 

         ○C  有愛量販店 

         ○D  有愛量販店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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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組二】： 

           黃鶴樓    崔顥                         

    昔人已乘黃鶴去，此地空餘黃鶴樓。             

    黃鶴一去不復返，白雲千載空悠悠。             

    晴川歷歷漢陽樹，芳草萋萋鸚鵡洲。             

    日敹鄉關何處是，煙波江上使人愁。 

語譯：從前的仙人已經乘著黃鶴歸去，這裡只空留下一座黃鶴樓；黃鶴離去以後，就再也沒有回到這裡，千

百年來只看見白雲一直悠閒的在天上飄浮著。晴天的時候從樓上看去，江水清澈、漢陽的樹木清楚分明，鸚

鵡洲上的芳草也長得很茂盛。傍晚時，天色漸漸昏暗，看不清我的故鄉，只有迷濛的煙霧籠罩了整個江面，

讓人更加憂愁。 

 

40.（ ）下列那一選項不是這首詩表達的重點？   

          ○A  思念家鄉 

          ○B  懷想友人 

          ○C  擔憂國君被小人蒙蔽 

          ○D  寫眼前所見的景色 

41.（ ）這首詩中，下列語詞的意思正確的是： 

          ○A  千載：正好千年 

          ○B  歷歷：生長茂盛 

          ○C  萋萋：清晰分明 

          ○D  日敹：傍晚時分 

42.（ ）這首詩中，哪兩句運用了對偶的寫法？ 

          ○A  昔人已乘黃鶴去，此地空餘黃鶴樓 

          ○B  黃鶴一去不復返，白雲千載空悠悠 

          ○C  晴川歷歷漢陽樹，芳草萋萋鸚鵡洲 

          ○D  日敹鄉關何處是，煙波江上使人愁 

 

【題組三】：           

(一)   霧       吳燈山 

霧大盜來了 

他身輕如燕 

走路像貓悄然無聲 

他背上的乾坤袋 

可以裝下任何東西 

 

霧大盜膽子真不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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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早 

我看見他潛進高雄碼頭 

偷走一艘艘漁船 

偷走一疋疋海洋 

偷走整個高雄港 

 

忽然 

我聽到警笛嗚嗚響起 

太陽刑警趕到 

很快的把霧大盜逮捕 

從他的乾坤袋裡 

倒出一艘艘漁船 

倒出一疋疋海洋 

倒出美麗高雄港 

 

43.（ ）這首詩主要在描寫什麼？        

 ○A  清晨高雄港的景色變化 

        ○B  小偷潛進高雄港的過程 

        ○C  高雄港損失的財物有哪些 

        ○D  白天高雄港漁船出海的畫面 

44.（ ）由「他身輕如燕/走路像貓悄然無聲」來判斷「霧」具有哪個特質？ 

           ○A  很貪心 

           ○B  朦朧不清 

           ○C  輕巧無聲 

           ○D  膽子很大 

45.（ ) 用「乾坤袋」比喻霧，是因為霧具有何種特色？ 

        ○A  形狀很特別 

           ○B  可以藏很多東西 

           ○C  拿東西很方便 

           ○D  價格昂貴 

46.（ ) 最後一段描寫的真實情景是什麼？  

 ○A  警察抓到小偷    

 ○B  小偷從袋中取出贓物        

 ○C  高雄港的濃霧散去 

       ○D  高雄港被濃霧籠罩 

 

(二) 爸爸的味道【改寫】    原作者：張小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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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人身上都有一種獨特的氣味，日子久了，那種氣味就代表他。  

  大方說，小時候，每晚爸爸下班回來，他都嗅到他身上有一股濃烈的腥味。他們住在一個狹小的

房間裡，爸爸身上的腥味令他很難受。他和爸爸的關係很差，考上大學之後。他立刻搬出去跟朋友住，

兩父子每年只見幾次面。  

  後來，他爸爸病危，躺在醫院裡。臨終的時候，他站在爸爸的病榻旁邊，老人家身上掛滿各種點

滴，加上醫院裡濃烈的消毒藥水味道，他再嗅不到小時候他常常嗅到的爸爸身上的那股腥味——那股

為了養活一家人而換來的腥味。他把爸爸的手指放到自己鼻子前面，可是，那記憶裡的腥味已經永遠

消失。那一刻，他才知道，那股他曾經十分討厭的腥味原來是那麼芳香的。  

  爸爸走了，他身上的腥味卻永存在兒子的腦海中，變成了悔疚。大方說，他不能原諒自己小時候

曾經跟同學說：「我討厭爸爸的味道。」 

  他記得他有一位同學的爸爸是修理汽車的，每次他來接兒子放學，身上都有一股修車房的味道。

另一個同學的爸爸在醫院工作，身上常常散發著醫院的味道。  

  爸爸的味道，總是離不開他的謀生技能。爸爸老了，那種味道會隨風逝去。我們曾否尊重和珍惜

他身上的味道？  

  你爸爸有什麼味道？ 

◎請根據文章內容回答問題： 

47.（ )爸爸為什麼會有味道？ 

       ○A  沒有時間洗澡 

       ○B  香水灑太多 

       ○C  他的職業    

○D  他生病了 

48.（ ) 作者說：「每個人身上都有一種獨特的氣味。」所以大方的父親原本 

         的身分應該是？ 

       ○A  醫院的醫生 

       ○B  修車廠的技師 

       ○C  學校的老師 

       ○D  海產店的廚師 

49.（ ) 文中的大方會認為「那股他曾經十分討厭的腥味原來是那麼芳香」， 

         主要的原因是？ 

       ○A  大方的嗅覺開始退化 

       ○B  大方對父親感到不捨與愧疚 

       ○C  大方繼承了父親原本的工作       

       ○D  表示父親已經換了新工作 

50.（ ) 這篇文章主要是要告訴我們什麼事？ 

       ○A  每個爸爸身上都有味道 

       ○B  作者討厭爸爸的味道 

       ○C  爸爸身上的味道一輩子都不會消失 

       ○D  爸爸身上的味道是為家庭付出的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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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Read and Choose the correct picture (每題 2 分，10％) 
 

1. Alice: Is your dad a doctor?  Betty: No, my dad is a farmer. 

(A)    (B)   (C)  (D)  

 
 

2. Kenny is going to the post office. It’s on Blue Street. 

(A)   (B)    (C)   (D)  
 
 

3. It’s cloudy. They can’t go camping. 

(A)   (B)   (C)   (D)  
 
 

4. A: How much is the coat?       B: It’s five hundred and ninety-nine dollars. 
 

(A)

 

     $959     (B)

 

     $599   
  (C)

 

     $595     (D)

 

     $499    
 
 

5. She feels happy. She wants some rice for dinner. 

(A)  (B)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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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Read the sentences and choose the correct answer:（每題 2 分，20％） 
 

6. My brother likes     very much. He often eats a hamburger and 
French fries for lunch. 

(A) Chinese food    (B) fast food   (C) Japanese food   (D) steak 
 
 

7. Look! A     rock is rolling down. 
(A) giant           (B) slow (C) useful          (D) quick 

 
 

8. On Chinese New Year’s Eve, families     for a big dinner. 
(A) watch the full moon (B) eat moon cakes (C) get together (D) take a walk 

 
 

9. In a big City, taking the MRT is more     than driving a car. 
(A) convenient     (B) exciting    (C) careful         (D) famous 

   
 

10. He     something on the dog, and it ran away. 
(A) light         (B) threw       (C) meant         (D) saved 

 

11. I read an interesting     about wild animals in the newspaper this 
morning. 

(A) meaning     (B) article       (C) answer         (D) grade 
 
 

12. Vickie can’t use chopsticks well, so she eats with a    . 
(A) mouse      (B) light         (C) cup           (D) spoon 

 
 

13. The English     was not easy today. I got a very low score. 
(A) plan        (B) test           (C) lesson         (D) show 

 
 

14. The old lady has a kind    . She is not rich, but she always donates 
some money to help poor people every month. 

(A) arrow      (B) country        (C) part            (D) heart 
 
 

15. Alice joined the     singing contest and won first place. She sang the 
best in Taiwan. 

(A) school       (B) national       (C) world           (D) med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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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Read the dialogue and choose the correct answer:（每題 2 分，20％） 

16.  John: Look, Paula! I have a new toy.   Paula: Cool! Let me see it. 
John: Sure, let’s play.       Paula:                

(A) Oh, no!   (B) Hooray!   (C) It’s so boring.  (D) See you. 
 

17.  Joe: Mom, I don’t like to study at home by myself. 
Mom: Why don’t you join a study             ? 

(A) point   (B) voice   (C) group    (D) exercise 
 

18. Henry: The __________ are big enough.  Let’s go surfing. 
Emily: How great! 

(A) clouds   (B) waves   (C) stars    (D) rocks 
 

19. Joe: Is your dad a doctor? 
Liz: No, he’s a     .  He runs a supermarket and is as busy as a bee every 

day. 
(A) doctor   (B) reporter   (C) police officer  (D) businessman 
 

20. Emma: What’s the       of your science report? 
Sam: Dinosaurs. 

(A) title    (B) meaning  (C) score    (D) point 
 

21. Oliver: I want a hamburger and a cola. 
Clerk:          

(A) You are there.      (B) Here you are. 
(C) There you are.      (D) You are here. 
 

22. John: Who are you looking at? 
Cindy:              

(A) A dog is cute.      (B) The tall boy over there. 

(C) No, I am not.      (D) It’s not right. 
 

23. Cindy: Mrs. Lin,        
Mrs. Lin: Nice to meet you, Tony. 
Tony: Nice to meet you, too. 

(A) nice to meet you.     (B) this is my brother, Tony. 

(C) thank you very much.    (D) my cousin is very happy. 
 

24. Mr. Wu: Be quiet, Robert.           
Robert: OK. 

(A) Don’t write on the desk.    (B) Talk to me, please. 

(C) Don’t use your cellphone in class. (D) Don’t drink in the classroom. 
 

25. Gabriel: Hi! May I speak to Carol? 
Carol’s sister: Hold on, please.               

(A) She’s not at school now.    (B) This is not Carol’s place. 

(C) She’s in the bathroom.    (D) I am Speaking. 
 



 

共 8 頁，第13頁 

 

四、Read the text and choose the best answer.  
 

(一) Please read the dialogue and answer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每題 2 分，10％） 

Kelly: It’s sunny and hot today. 

Nancy: That’s why I don’t like summer.  So I wear a hat. 

Kelly: So, what’s your favorite season, Nancy? 

Nancy: My favorite season is winter. 

Kelly: I love summer most.  We can go swimming in summer.  Look at my 

new swimsuit! 

Nancy: Cool!  It’s pretty.  How much is it? 

Kelly: It’s five hundred and forty five dollars.  I like your pretty hat. How 

much is it? 

Nancy: It’s one hundred and fifty-nine dollars. 

Kelly: That’s cheap! 

 

 

26. What is Nancy’s favorite season? 
(A) Her favorite season is spring.  (B) Her favorite season is summer. 
(C) Her favorite season is fall.   (D) Her favorite season is winter. 

 

 

27. Is Kelly’s favorite season summer? 
(A) Yes, it is. Her favorite season is summer. 
(B) No, it isn’t. Her favorite season is winter. 
(C) Yes, it is. Her favorite season is winter. 
(D) No, it isn’t.  Her favorite season is summer. 

 

 

28. What can Kelly and Nancy do in summer? 
(A) They can go running.    (B) They can go swimming. 
(C) They can go trick-or-treating.  (D) They can go fishing. 

 

 

29. How much is Kelly’s swimsuit? 
(A) It’s 454 dollars.     (B) It’s 155 dollars. 
(C) It’s 545 dollars.     (D) It’s 159 dollars. 

 

 

30. How much is Nancy’s hat? 
(A) It’s 195 dollars.     (B) It’s 199 dollars. 
(C) It’s 159 dollars.     (D) It’s 155 doll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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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Please read the dialogue and answer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每題 2 分，10％） 

Joe: Hi, Andy.  Where are you going? 

Andy: Supermarket.  My mom needs me to buy something for her.  She 

will prepare dinner for us.  How about you? 

Joe: Paul and I plan to go to the park.  We want to play basketball there.  
Do you want to come? 

Andy: I’m not sure.  I’m a little busy.  Who else is going? 

Joe: Paul’s friend, Bill.  Do you know him? 

Andy: No, I don’t. 

Joe: He is very tall.  He is on our school basketball team.  He is really 

good at it.  His team won the game again last week.  He is also 
nice.  He often shares his skills with us. 

Andy: Really?  I always want to make three-point shots, but I can’t.  

Maybe I can ask him for help. 

Joe: Then, let’s meet there in twenty minutes. 

Andy: OK.  See you then. 

 three-point shots 三分球  

 
31. What may Andy buy for his mom? 

(Ａ)   (Ｂ)   (Ｃ)   (Ｄ)  
 

32. Where is Andy going to go twenty minutes later? 
(A) Supermarket.  (B) School.   (C) Park.   (D) Bookstore. 

 

33. How many people may go to the park in the end? 
(A) Two.     (B) Three.   (C) Four.    (D) five. 
 

34. What does “it” mean? 
(A) The park.       (B) Paul’s friend. 
(C) Playing baseball.      (D) Three-point shots. 
 

35. Which is true? 
(A) Paul is on the school basketball team. 
(B) Andy is on the way to the supermarket. 
(C) Joe is good at making three-point shots. 
(D) Andy doesn’t plan to go to the park because he is bus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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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Please read the card and answer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每題 3 分，9％） 

 

Dear Frank, 

  There is a gift on your bed.  It is 

from your dad and me.  It’s your 

favorite gift, a robot.  We hope you like 

it, our lovely son.  Happy birthday! 

Alice & James 
 

 
36. What is the gift for? 

(A) New Year’s Day.      (B) Teacher’s Day. 
(C) Mother’s Day.      (D) Frank’s birthday. 
 

37. The gift is from     . 
(A) Frank’s son        (B) Frank’s parents 
(C) James’s sister      (D) Alice’s daughter 
 

38. Which is true? 
(A) James is Frank’s brother.  (B) Frank’s gift is a robot. 
(C) The gift is on the desk.    (D) Today is James’ birthday. 

 

 

(四)Read the article and answer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每題 3 分，6％） 
 

Jeff has a car, but he never drives to work.  He does not like driving to work 
because there is heavy traffic during rush hours.  Sometimes he was late for work 
because of the traffic jam.  Also, it’s difficult to find a parking space.  There are 
not enough parking spaces in his office building.  Now Jeff takes the MRT to work.  
He doesn’t need to worry about finding a parking space or being late for work again.  
What’s more, he can spend some time reading or relaxing on the MRT. 

 
39. How does Jeff go to work now? 

(A) By driving to work.     (B) By taking the MRT. 
(C) On foot.         (D) By taxi. 

 
 
 

40. Which is NOT true about Jeff? 
(A) He was sometimes late for work before. 
(B) He works in an office building. 
(C) He doesn’t need to worry about where to park his car now. 
(D) He can enjoy his breakfast on the MRT on his way to work n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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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Please read it and answer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每題 3 分，9％） 

 

 

 
 

41. What can you do if you have sleeping problems? 
(A) Exercise more before going to bed. 
(B) Work late at night. 
(C) Have a hamburger and cola before going to bed. 
(D) Take a hot bath before going to bed. 
 
 

42. Who can drink some warm milk? 
(A) Alice.  She often has sleeping problems. 
(B) Eric.  He has a bad cold. 
(C) Ivan.  He has a stomachache. 
(D) Bill.  He has a cough. 
 
 

43. What can you do if you have a cough? 
(A) Have hot chicken soup. 
(B) Have some water with honey. 
(C) Have some coffee. 
(D) Have some black t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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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Please read it and answer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每題 3 分，6％） 
 

 

 
 
44. When did Mark paint the eggs? 

(A) Before breakfast.     (B) After breakfast. 
(C) During the egg hunt.     (D) After the egg hunt. 

 
45. What DIDN’T Mark do today? 

(A) Eat the chocolate eggs.    (B) Hide the eggs. 
(C) Color the eggs.      (D) Look for the eggs.  
 
 
 
 
 

試題到此結束！ 

～ 請記得再仔細檢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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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礎題（5 題，每題 2 分，共 10 分） 

1. =? 

 (A) 4 (B) 8 

 (C) 10 (D) 14 

2. 一個正方形的周長 64cm，該正方形的面積是多少? 

 (A) 144 cm
2
 (B) 64 cm

2
 

 (C) 256 cm
2
 (D) 81 cm

2
 

3. 一件衣服定價 300 元，打 55 折後的售價為何? 

 (A) 165 元 (B) 135 元 

 (C) 245 元 (D) 151.5 元 

4. 
 

 (A) 57.939 (B) 74.76 

 (C) 579.39 (D) 747.6 

5. 
 

 (A) 8 (B) 1 

 (C) 7 (D) 6 

 

二、精熟題（20 題，每題 3.5 分，共 70 分） 

6. =? 

 (A) 0 (B) 1 

 
(C) 256 (D) 

 
7. 下列何者非線對稱圖形? 

 (A) 

 

(B) 

 
 (C) 

 
 

 

 

(D) 

 

8. 下列圖形何者周長最長? 

 (A) 

 

(B) 

 
 (C) 

 

(D) 一樣長 

9. 星星國小男生人數和女生人數的比是 5 : 4，若學校有 120 位男生，則全校會有多少人? 

 (A) 96 人 (B) 216 人 

 (C) 121 人 (D) 241 人 

10. 三角形 ABC 是三角形 DEF 的放大圖，線段 DF 的長度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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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4 cm (B) 6 cm 

 (C) 8 cm (D) 20 cm 

11. 下圖多邊形的周長是多少? 

 
 (A) 14 cm (B) 28 cm 

 (C) 48 cm (D) 196 cm 

12. 兩個質數相乘一定是下列何者? 

 (A) 奇數 (B) 偶數 

 (C) 質數 (D) 合數 

13. 阿慶 10 年前和他雙胞胎弟弟的年紀合起來是 22 歲，請問阿慶現在幾歲? 

 (A) 16 (B) 21 

 (C) 32 

 

 

(D) 42 

14. 下列哪一個分數最接近 1? 

 (A) 

 

(B) 

 
 (C) 

 

(D) 

 

15. 下列何者不等於  ? 

 (A) 

 

(B) 

 
 (C) 

 

(D) 

 

16. 下表是蘭蘭國小 180 位學生最喜歡球類的調查結果，若根據下表畫出圓形百分圖，籃球在圓形百分

圖中所佔圓心角的角度是多少? 

球類 籃球 躲避球 桌球 羽球 合計 

人數 48 65 35 32 180 

  

 (A) 
 

(B) 
 

 (C) 
 

(D) 
 

17. 下圖是妙妙一天的作息時間分配的圓形百分圖，他打算將看電視的時間挪一半到讀書，則妙妙一天

讀書的時間會有多久? 

    
 (A) 10 小時 (B) 3.6 小時 

A 

B C 

D 

E F 
16 cm 

12 cm 

8 cm 

6 cm 

8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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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15 小時 (D) 2.4 小時 

18. 下圖每一個方格的大小都相同，塗色部分佔全部圖形的比例為何? 
        
        
        
        
        
        
        
        

 

 (A) 25% (B) 75% 

 (C) 80% (D) 84% 

19. 超市可樂大特價，買 3 罐送 1 罐，小明買了 6 罐送 2 罐相當於照原價打幾折? 

 (A) 75 折 (B) 8 折 

 (C) 62 折 (D) 3 折 

20. ，(     )應填入何數? 

 (A) 20111 (B) 201110 

 (C) 21111 (D) 10111 

21. 雪山隧道全長 12.9 公里，速限是每小時 90 公里，琪琪開車行經雪隧，共花了 8 分鐘出隧道，請問

琪琪在隧道內是否有可能超速? 

 (A) 有超速 (B) 沒有超速 

 (C) 剛好符合速限 (D) 條件不足求不出來 

22. 下列哪一個數介於  到  之間? 

 (A) 0.3 (B) 0.6 

 (C) 0.8 (D) 0.9 

23. 下圖為一數線，p 最有可能代表下列何者? 

 
 (A) 

 

(B) 

 
 (C) 

 

(D) 

 
24. 下圖是一個立體圖形，上下兩個面都是長方形，該立體圖形的體積為何? 

 
 (A) 1050 m

3
 (B) 525 m

3
 

 (C) 300 m
3
 (D) 250 m

3
 

25. ? 

 (A) 90 (B) 300 

 (C) 100000 (D) 300000 

 

三、進階題（5 題，每題 4 分，共 20 分） 

26. 
 

 (A) 128 (B) 528 

 (C) 4128 (D) 4524 

27. 某數和 360 的最大公因數是 12，某數可能是下列何者? 

 (A) 24 (B) 60 

 

 

10m 

 5m 

7m 

3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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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84 (D) 120 

28. 阿明從 1 寫到 100，9 這個字他總共會寫幾次? 

 (A) 1 次 (B) 10 次 

 (C) 19 次 (D) 20 次 

29. 的個位數為何? 

 (A) 0 (B) 9 

 (C) 1 (D) 5 

30. 曉晴 28 歲時生了一個孩子，她打算在自己年紀是孩子年紀 5 倍的時候都要送孩子一個大禮物，這

個孩子可以收到幾次大禮物? 

 (A) 1 次 (B) 5 次 

 (C) 7 次 (D) 無限多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