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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私立中道中學2017年小六學科能力探索評量   國語科試題卷 

一、選擇題：本大題有35小題，每題2分，共計70分 

1.（ ）「有朋自遠方來」的「自」，部首與哪個字相同？ 

        ○A 「首」 

        ○B 「臭」 

        ○C 「盯」 

        ○D 「京」 

2.（ ）「 」中的「落」字的讀音，何者和其他不同？ 

        ○A  名「落」孫山 

       ○B 「落」花流水 

       ○C  丟三「落」四 

       ○D  家道中「落」    

3.（ ）下列哪一組「 」中的注音前後相同？  

       ○A 「和」氣／暖「和」 

        ○B  測「量」／肚「量」 

        ○C  布「匹」／馬「匹」  

        ○D  一「哄」而散／「哄」堂大笑 

4.（ ）大雨中，突然一輛汽車疾「 」而過，「 」起的水花把大家的衣服都弄濕了。「」中的動詞分

別最適合填入哪組字？ 

○A  馳/潑 

 ○B  駛/濺 

○C  奔/沖 

  ○D  駕/噴 

5.（ ）「 」中的注音寫成國字後，哪一組的字形相同？  

         ○A 「ㄍㄨㄢ」點不同／「ㄍㄨㄢ」係密切          

         ○B  精「ㄓˋ」糕點／閒情逸「ㄓˋ」 

         ○C 「ㄏㄨㄛˋ」然開朗／福「ㄏㄨㄛˋ」相依 

         ○D  智「ㄏㄨㄟˋ」財產／拾人牙「ㄏㄨㄟˋ」 

6.（ ）「 」貧愛富、物美價「 」、「 」恭有禮。以上各詞語正確字形應為：  

        ○A  歉/廉/嫌 

        ○B  嫌/謙/歉 

        ○C  嫌/廉/謙 

        ○D  謙/廉/歉 

7.（ ）關於單位量詞運用，何者使用不當？ 

  ○A 一「畦」菜園 

 ○B 一「期」稻作 

  ○C 一「幅」碗筷 

  ○D 一「捲」膠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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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面對外界大肆宣染的流言，我們應該秉持實事求事，追根究底的精神，以免犯了人云亦云的

毛病，增加社會紛擾。」句中錯誤的字共有幾個？   

        ○A  1 個 

        ○B  2 個 

        ○C  3 個      

        ○D  4 個 

9.（ ）「『儘管』你不說，我也知道是什麼原因。」句中『儘管』與下列何詞語同義？ 

  ○A  也許 

 ○B  隨便 

  ○C  如果 

  ○D  即使 

10.（ ）「今天天氣終於放晴了，只見動物園裡的動物□□走出籠外，向圍觀的遊客們展露□□□□

的模樣。」上列缺空的文字，依序應填入何者才恰當？  

        ○A  姍姍/楚楚可憐 

        ○B  一一/五彩繽紛         

        ○C  匆匆/聰明伶俐 

        ○D  紛紛/可愛討喜 

11.（ ）廟裡香煙「裊裊」，到處是誠心祈求的信眾。句中「裊裊」的意思是 

        ○A  煙霧很多迷茫的樣子 

        ○B  繚繞上升的樣子 

        ○C  眾多鳥叫的聲音 

        ○D  鳥類很多的樣子 

12（ ）「家書抵萬金」中的「書」和哪一個選項「 」中的「書」字意思相同？ 

        ○A  私人秘「書」 

        ○B  畢業證「書」 

        ○C  百科全「書」 

        ○D  飛鴿傳「書」 

13.（ ）「颱風過後，許多人伸出援手，投入救災，展現出□□□□的可貴。」□中應填入什麼語詞？ 

        ○A  風雨生信心 

        ○B  患難見真情 

        ○C  刻苦耐勞 

        ○D  真心換絕情 

14.（ ）哪個句子中沒有多餘的語詞？  

        ○A  他彷徂好像是沉睡初醒的孩兒。 

        ○B  只要談起從前過去的往事，她都會掉下感傷而傷心的眼淚。 

        ○C  成功容易使人驕縱，還是謙虛一點的好。 

        ○D  見到鄰居打招呼寒暄是增進徃此情誼的好方法。 

15.（ ）「天不生無用之人，地不長無根之草。」與哪句話有異曲同工之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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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天生我材必有用 

        ○B  萬物靜觀皆自得 

        ○C  不經一番寒徹骨，哪得梅花撲鼻香      

        ○D  路遙知馬力，日久見人心 

16.（ ）台灣有好多美食可以大飽口福，但你知道哪個選項的讀音是唸錯了嗎？ 

        ○A 「刈」包加蛋：ㄍㄨㄚˋ 

        ○B  紅「麴」豬腳：ㄑㄩˊ 

        ○C  牛肉「煲」飯：ㄅㄠ 

        ○D  美濃「粄」 條：ㄅㄢˇ 

17.（ ）「願世人皆能容忍，唯此地必較長短」這句對聯應該張貼在哪裡最合適？  

        ○A  麵包店 

        ○B  鞋店 

        ○C  書店 

        ○D  電影院 

18.（ ）有關俗諺的解釋，何者最恰當？ 

        ○A  屋漏偏逢連夜雨---比喻倒楣的事接連不斷發生 

        ○B  偷雞不著蝕把米---為了偷雞，損失再多的米都是值得的 

        ○C  法網恢恢，疏而不漏---法律再強，也無法將壞人一網打盡 

        ○D  人在屋簷下不得不低頭---人生不如意的事十之八九 

19.（ ）哪句話中的成語運用不恰當？ 

       ○A  他自從迷上樂高後，腦袋裡都在「屏氣凝神」想著下次要組裝什麼 

           作品。 

        ○B  唯有努力用功，才是成績進步的「不二法門」。 

        ○C  你的收入少，花費卻如流水，難怪會「入不敷出」。 

        ○D  帄日多努力，機會來臨時自然「水到渠成」，容易成功。 

20.（ ）「他已經通過全民英檢初級考試，而我卻連英文字母都還沒記住，我們    

        兩人的英文程度真是□□□□。」□內最適合填入哪個詞語？ 

        ○A  另眼相看 

        ○B  別有天地 

        ○C  天壤之別 

        ○D  錯綜複雜 

21.（ ）句中「 」中連詞的使用，何者最正確？ 

        ○A  多吃蔬菜、水果，「不只」有益健康，「反而」可以養顏美容。 

 ○B 「如果」經常閱讀的話，「才能」發現最新資訊。 

        ○C 「與其」埋怨自己資質不如人，「不如」痛下決心，努力用功。 

        ○D 「雖然」事情不如預期中的順利，「可能」盡全力去完成。 

22.（ ）藤野、柚子、小玉、美環都自認為對律詩很瞭解，誰的敘述最正確？ 

         藤野：律詩每首有四十個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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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柚子：律詩只有二、四、六、八句的最後一個字可以押韻 

         小玉：律詩每首有八句 

         美環：律詩的第一、二句兩句及第三、四句要對仗 

 

        ○A  藤野  

        ○B  柚子 

        ○C  小玉 

        ○D  美環 

23.（ ）「白茫茫的蘆花，像巨龍在秋風中翻滾。」。這句話的寫作技巧和下列哪一句相同？  

      ○A  古廟的鐘聲，喚醒了沉睡的大地。 

        ○B  彩虹為兩座山搭起溝通的橋梁。 

        ○C  路邊美麗的向日葵好像在向我招手！ 

        ○D  參加有獎徵答的信件，有如雪片般的飛來。 

24.（ ）擬人法是將物擬為人的修辭方式。以下文句，何者不屬於擬人法？ 

        ○A 和煦的太陽，一大清早就探出頭來。  

        ○B 街燈一一向村莊道晚安。 

        ○C 情緒像天氣，有時颳風有時下雨。 

        ○D 老樹已經換上了青綠的新裝。 

25.（ ）（甲）飲水思源 （乙）數典忘祖 （丙）過河拜橋 （丁）雪中送炭 （戊）結草銜環。 上述

詞語，哪些有「勉人知恩圖報」的意思？ 

        ○A  甲乙丁 

        ○B  甲丙戊 

        ○C  乙丁戊       

        ○D  乙丙丁 

26.（ ）「天氣不好，生意清淡時，附近幾個擺攤的大人□小孩就聚在一起泡茶、吃零嘴、聊天、玩

耍□桌上吃的、喝的全是大家各自帶來□再一起分享的。」句中缺空處的標點符號依序應填

入何者？ 

        ○A  ，、，  

        ○B  ，，。 

        ○C  、。， 

        ○D  、，。 

27.（ ）請選出意思與「分享」有關的句子？  

       ○A  女兒說她睡不著，於是我便上頂樓陪女兒玩耍。 

        ○B  快樂如香水，向別人灑的多，自己也必沾上幾滴。 

        ○C  知識是寶庫，但開啟這個寶庫的鑰匙是實踐。 

        ○D  沒有受過傷，怎會了解別人內心的痛楚？ 

28.（ ）他滿臉寒霜，指著面前的杯子說「你過來！你過來看看！這個牛奶是壞的。」滿臉寒霜是指？ 

        ○A  臉色蒼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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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臉被凍傷 

        ○C  面有難色 

        ○D  面色嚴肅 

29.（ ）下列選項，前後兩句何者所表達的意思不同？ 

        ○A  走，我們一起去打球 ／走，我們一起打球去   

        ○B  我好不容易到達了目的地 ／我很容易的到達了目的地        

        ○C  開開玩笑有什麼關係 ／開開玩笑沒什麼關係 

        ○D  三峽老街擠滿人潮，好不熱鬧 ／三峽老街擠滿人潮，好熱鬧 

30.（ ）哪一句「 」中的語詞替換後，意思會改變？ 

 ○A  青菜在「烹煮」以前，ㄧ定要澈底洗乾淨。→烹調 

 ○B  阿泰十分「頑皮」，時常惹媽媽生氣。→頑固 

 ○C  他「暗自」將小光的書本拿走。→私下 

 ○D 這部電影，演員陣容堅強，戰爭場面十分「浩大」。→盛大。   

31.（ ）「小明為了想看這群海洋神祕客，他們乘船出港後朝外海急馳。藍天 

         高張，白雲落在天際仿如棉絮；岸上山嶺漸遠漸矮，最後成了一抹濛 

         藍色。」下列哪句話最適合描述他看到的情景？       

        ○A  只有看見單調的海天顏色 

        ○B  因為乘船出海，所以看到了神秘客和單調的天空 

        ○C  不僅乘船出海，離岸邊也越來越近 

        ○D  乘船出海後，看到天空和岸上山嶺越來越矮的景色    

32.（ ）「閱讀，就好像推開一扇窗，可以讓你看到更遠的地方。」下列哪項敘述和此句文意最接近？  

        ○A  藉由閱讀，可以讓我們看到更寬廣的世界。 

        ○B  帄常多讀書，考試時才能獲得高分。 

        ○C  讀書沒有捷徑，只能下苦功。 

        ○D  不管什麼書籍都要閱讀，才能增廣見聞。 

33.（ ）「為了精益求精，她經常與同學「琢磨」數學的應用問題。」一句中， 

         「琢磨」的意思和哪一個選項相同？  

        ○A  這塊璞玉經過「琢磨」，果然不同凡響。 

        ○B  他將這塊寶石「琢磨」成愛心的形狀，想要送給母親當禮物。 

        ○C  老師的話我「琢磨」了很久，還是不懂其中的道理 。 

        ○D  我和同學在球場上互相切磋「琢磨」球技，可以幫助徃此學習。 

34.（ ）蘇格拉底說：「許多賽跑者失敗，都是失敗在最後的幾步。」關於這段 

        話的說明，下列何者正確？ 

        ○A  起步太晚導致失敗 

        ○B  不能堅持到底才會失敗 

        ○C  比賽往往因為意外所以才會失敗 

        ○D  體力不支才是失敗的主因 

35.（ ）「小時候我的魚就長滿了牙／紅紅綠綠／凶猛活潑／我長大／魚也長大／愈來愈溫順／牙存



 6 

兩三顆／身上也剩黑白的顏色」( 劉克襄 圖畫 ) 關於本詩的敘述，何者不正確？  

        ○A  本詩的主旨在描寫養魚的心路歷程 

        ○B  詩中的魚就是我，我就是魚 

        ○C  以魚的改變暗喻詩人生命的成長 

        ○D  詩中小時候的魚比較凶猛活潑，是因為年輕血氣方剛，亦暗示精力 

           充沛       

 

二、題組：每題 2分，共計 30分 

【題組一】： 

    皮膚是人體最大的器官，除了能保護我們的身體，藉著皮膚中的血管和汗腺還可以調節身體的溫

度，排除付謝後所產生的廢物和毒素。充足的營養是美化肌膚的基礎，均衡的飲食是維持健康皮

膚的重要條件，常攝取對皮膚有美化效果的食物，可使肌膚更亮麗。 

  為了皮膚的健康，專家提供以下幾點建議： 

◎多吃鹼性食物 

  血液如果長時間呈現酸性，將減低抵抗力，皮膚和各器官組織也無法完善運作。因此，為了身體的

健康、肌膚的美麗，應多吃有益健康的鹼性食物： 

 1、豆類：大豆的鹼性最高，菜豆、紅豆、豌豆莢也是鹼化血液的極佳食品；但加工製成的豆類食品，

鹼性程度會打折扣。 

 2、蔬菜類：幾乎所有蔬菜，尤其是綠葉蔬菜，都是很好的鹼性食物。 

 3、海藻類：海帶、紫菜、髮菜、綠藻，都是強健體質的鹼性食物。 

 4、水果：幾乎所有的水果都是鹼性食物，即使味道是酸的，也都屬於鹼性食物。 

◎攝取美化肌膚的元素 

 維他命 A、B、C、E 都是美化肌膚的營養素，功能包括： 

 1、維他命 A 促進皮膚組織正常化，我們可以多吃如紅心番薯、菠菜、綠蔥、花椰菜、南瓜等深綠

及深黃色的蔬果，來補充這類營養素。 

 2、維他命 B 與皮膚強健有關，缺乏維他命 B2，嚴重時會造成脂漏性皮膚炎；缺乏維他命 B6 及 B12，

容易讓人氣色不佳。帄時多吃菠菜、番茄、香蕉、酪梨等食物，有助於補充這類營養素。 

 3、維他命 C 有利於肌膚美白，多吃柑橘、芭樂、柿子、草莓及綠色蔬菜，對皮膚保養很有幫助。 

 4、維他命 E 是良好的抗氧化物質，可減少老人斑及皺紋，我們帄時可多吃小麥胚芽及各種綠葉蔬

菜。 

◎適當的補充水分 

 水分在人體中約占三分之二，其中百分之六十積存於皮膚，用以調理皮膚的彈性、光澤及透明度。

正常人每天需補充 1200～2000c.c.的水，也就是 5～8 杯（每杯約 240c.c.）的水。此外，我們應

儘量利用白天喝水，如果晚上喝太多，反而會影響睡眠及排泄機能。帄日補充水分以白開水最為理

想，喝太多的咖啡或茶，反而會因為利尿效果，大量將水分排掉，造成水分流失。 

◎請根據文章內容回答問題 

36.（  ）鹼性食物對身體健康有益，下列哪一種食物鹼性程度最高？  

          ○A  紅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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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大豆 

          ○C  豆腐 

          ○D  豌豆莢 

37.（  ）下列哪一個選項不是人體皮膚的主要功能？  

          ○A  保護身體 

          ○B  調節體溫 

          ○C  排除廢物 

          ○D  呼吸空氣 

38.（  ）根據文章內容，哪一個選項是正確的？ 

          ○A  晚上多喝白開水有益肌膚健康 

          ○B  維他命對身體具有利尿的功能 

          ○C  蔬菜水果可以使肌膚更亮麗 

          ○D  多喝茶或咖啡可以幫助排毒 

39.（  ）如果我們要為這篇文章訂一個題目，下列哪個選項最恰當？？  

          ○A  常吃蔬果好處多 

          ○B  神奇的鹼性食物 

          ○C  肌膚保健一二三 

          ○D  愛美是人的天性 

 

【題組二】： 

          涼 州 詞      王 翰 

    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飲琵琶馬上催。 

    醉臥沙場君莫笑，古來征戰幾人回。  

語譯： 

    新釀成的葡萄美酒，盛滿夜光杯；正想開懷暢飲，馬上琵琶聲卻頻頻催促。即使醉倒沙場，請你

們不要見笑；自古男兒出征，有幾人活著回來呢？ 

       

40.（   ）這首詩是在描寫何種情景？  

          ○A  邊圔征戰 

          ○B  親人別離 

          ○C  升官之樂 

          ○D  離鄉求官 

41.（ ）對這首詩的說明，那一個選項是正確的？ 

          ○A  有田園詩風格 

          ○B  是一首律詩 

          ○C  共有三個字押韻 

          ○D  表達出戰士岀征的豪情壯志 

42.（ ）「欲飲琵琶馬上催」的「欲」和下列哪一個選項用法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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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老師說，我們缺乏求知「欲」，要積極學習才好。 

          ○B  在知心好友面前總是可以暢所「欲」言，說出心中想說的話。 

          ○C  辦公室裡氣氛非常詭異，大有山雨「欲」來之勢。 

          ○D  誰是下任總統人選，已然呼之「欲」出 。 

43.（ ）「古來征戰幾人回」的詩句中，將士表現出的心情不可能是？     

          ○A  前途險惡，卻仍然淡定自若，臨危不懼 

          ○B  生死置之度外的豪爽氣概 

          ○C  視死如歸的勇氣 

          ○D  貪生怕死，裹足不前 

44.（ ）「醉臥沙場君莫笑」中的「沙場」和下列何者的修辭技巧不同？ 

          ○A  白衣天使 

          ○B  至聖先師 

          ○C  熱鬧市集 

          ○D  打火英雄 

 

【題組三】：          

 (一) 教育家的雅量 

  美國著名的黑人教育家勃克，有一次應邀到愛荷華州的佛爾非去演講。當天晚上，他和當地的許多

名人在一家小旅館的接待室談話。 他們正聊得起勁的時候，突然有一個樂團的鼓手拿著一個大銅鼓

進來。他看見坐在門邊的勃克，以為他是這裡的服務生，就對他說：「你先替我拿一杯茶來，然後把

我的行李搬上樓去。」這時，原本嘈雜的接待室，忽然之間安靜下來，所有的人都很驚慌得看著勃克，

只見勃克面不改色的回答：「好！好！」勃克先去拿了冰水，再拿起鼓手的大銅鼓隨著鼓手上樓。過

了一會兒，當他從樓上下來的時候，所有的人都以為勃克會很生氣，但是勃克卻面帶笑容的說：「那

位先生給了我一毛錢的小費，我把它收下了，免得使他難堪。」接著又說：「這一毛錢對於我的窮苦

學生的教育，也算有一點兒幫助。」 

   從這個故事中我們可以知道，成就大事的人，不會因為自己的崇高地位而得理不饒人，反而會更

加謙遜有禮。這樣才是真正有雅量的人呀！  

◎請根據文章內容回答問題： 

45.（ ) ｢原本嘈雜的接待室，忽然之間安靜下來……｣。為什麼接待室會忽然  

        安靜下來？ 

         ○A  鼓手的長相很嚇人 

            ○B  大家被鼓手的銅鼓聲嚇到。 

            ○C  大家被鼓手講話的內容嚇到。 

            ○D  鼓手嗓門太大 

46.（ ) 勃克在旅館的接待室時，突然有人叫他幫忙拿冰水和提行李，是因為   

   ○A  鼓手自己很懶惰 

   ○B  討厭教育家 

   ○C  以為勃克是服務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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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歧視黑人 

47.（ ) 故事結尾告訴我們，怎樣做才是成就事，真正有雅量的人？ 

         ○A  要得理不饒人。 

         ○B  要謙遜有禮，包容別人的錯誤。     

         ○C  做事要有彈性，不要太固執。 

  ○D  因身分不同所以要拿出高高在上的樣子。 

 

(二) 愛在我心中 

  許多心理學家、社會學者告訴我們：「愛是學來的」，人間的許多溫馨由此而生。但是誰來教我們「愛」

呢？我們的父母、教師、社會上形形色色的人嗎？也許讓孩子們在成長的過程中，自己去體會人類生

活中的喜怒哀樂。而我們的社會如果充滿了「愛」，那就可以將「愛」連綿傳遞下去，生活才會充滿

無限的希望；但是，那些「愛」卻必頇由每一個「我」開始，去「給予」與舒放。 

   心中有愛，萬物皆美好。愛是人類生命中一股積極主動的力量，當一個人懂得給予時，他才能坦

然地接受。我們追求的是成熟的愛，把愛當作藝術，實踐在每天的生活當中。 

48.（ ) 根據文章內容  

        ○A  愛是需要學習才會有的能力。 

        ○B  愛是與生俱來的，每一個人天生就會愛。 

        ○C  愛是一種口號，喊得越響，愛得越深。 

        ○D  每一位父母都懂得如何愛。 

49.（ )  

        ○A  讓他在愛的氣氛與環境中成長 

        ○B  每天默念「愛是恆久忍耐，又有恩慈」 

        ○C  如果他不懂得愛，就修理他   

        ○D  讓他聆聽父母師長的訓話 

50.（ )  

         ○A  別人對我好，我才對他好 

         ○B  設身處地，盡力助人 

         ○C  幸災樂禍，嘲笑別人的失敗 

         ○D  努力接近並學習被大家讚美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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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私立中道國際中小學 2017 年小六學科競試 英語科答案卷 

 

一、Read and Choose the correct picture (每題 2 分，10％) 
 

1. Jeremy Lin is an NBA basketball play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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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Tomorrow will be the holiday, and I will go to see a movie with my fami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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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A: I have a sore throat.      B: God bless you and drink some wa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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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A: How much are the shorts?   B: They’re two hundred dollars. 

(A)

 

     $200     (B)

 

     $200     (C)

 

     $200     (D)

 

     $200    

 
 

5. Today is Sunday.  What was the day before yester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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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Fenny is hungry now.  She’s putting a lot of food into her     . 
(A) hair  (B) nose    (C) arm    (D) mouth 

 
 

7. There are four      in a year. 
(A) seasons   (B) days    (C) weeks   (D) months 

 
 

8. Are there      under the tree? 
(A) many birds  (B) a dog   (C) the brushes (D) any book 

 

 
9. The birthday of the ROC is on     tenth. 

(A) January   (B) March   (C) June    (D) October 
 
 

10. My mom is at home every day.  She’s a    . 
(A) teacher   (B) nurse   (C) housewife  (D) movie star 

 
 

11. Let me put some more     in the coffee.  It’s bitter. 
(A) water   (B) sugar   (C) cola    (D) tea 

 
 

12. He     from Australia. 
(A) goes    (B) does    (C) is    (D) will be 

 
 

13. Grandma cannot sleep well     the night. 
(A) between   (B) behind   (C) during   (D) before 

 
 

14. The box is so heavy.  Can you     it for me? 
(A) swim    (B) paint    (C) carry    (D) count 
 

 
 

15. I’m not very well.  Can I use the    ? 
(A) kitchen    (B) bathroom  (C) dining room (D) living r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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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Read the dialogue and choose the correct answer:（每題 2 分，20％） 

16. Ellen: My favorite season is     . 
Betty: Me, too.  I like to fly a kite in fall. 

(A) autumn    (B) summer    (C) spring  (D) winter 
 

17. Sarah: Do you go to school by car? 
Kristin: Yes,      do. 

(A) you           (B) we         (C) they         (D) he 
  

18. Amy: How old is your brother? 
Ben: He is one    . 

(A) year     (B) year old    (C) years old  (D) old 
 

19. Leo: Hello, Mark. You are the birthday boy today. 
Mark: That’s     . Today is my birthday. 

(A) favorite     (B) yummy    (C) smart    (D) right 
 

20. Vickie: What does Alice want to be? A ＿＿＿＿? 

Ariel: No, I don’t think so. She likes music. 
(A) music teacher   (B) singer    (C) doctor   (D) musician 

 

21. Eric: What do ＿＿＿＿ want to be? 

Sam: Tim wants to be an actor. Robert wants to be a doctor. 
(A) you     (B) Robert    (C) they    (D) Tim 

 
22. Sandy: How many students are there in your class? 

Tr. Meggy:          
(A) I’m the only new student in it.    (B) You are also in my class, right? 

(C) The students in my class are really smart. (D) There are twenty-eight. 
 

23. Jenny: Is Eric’s aunt a writer? 
Glory:          

(A) No. She is a writer.      (B) No. He is a teacher. 
(C) Yes, she is. She’s a writer.     (D) Yes, he is. He’s a writer. 

 

24. Jay: Wow! A cool robot.                 
Tom: My son. Today is his birthday. 

(A) Who is it from?       (B) Who is it for?  
(C) Is it for you?        (D) Is it from you? 

 

25. Alex: Mom, can I play basketball with my friends now? 
Mom: No, you can’t.  It’s raining.                  

(A) You may need a sunglasses.     (B) Let’s walk in the rain. 
(C) The rain is too heavy.      (D) I don’t like r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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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Read the text and choose the best ans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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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題 2 分，10％） 

Sam: Hi, Sandy! I’m Sam! How’s is your summer vacation in Australia? 

Sandy: Hi, Sam! It’s great, but it’s too cold there. 

Sam: What? Too cold? But it’s hot in Taiwan now. Is it winter in Australia? 

Sandy: Yes, it’s winter in Australia and it’s cold. I love the hot weather in 

Taiwan! 

Sam: My favorite season is summer, too! 

Sandy: Well, that’s why we are good friends. We have so much in common. 

 

26. What’s Sand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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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w’s the weather in Australia now? 
(A) It’s hot in Australia.      (B) It’s cold in Australia. 
(C) It’s hot in Taiwan.      (D) It’s cold in Taiwan. 

 

28. Where’s Sam? 
(A) He’s in Taiwan.       (B) He’s in Australia. 
(C) He’s in the USA.       (D) He’s in Japan. 

 
 
 

Lucy and George are in the classroom.  

Lucy: I have a lot of yummy cookies for you.  

George: Thank you, but I can’t eat them now.  

Lucy: Do you have a cold?  

George: I don’t know. I don’t have a sore throat or a runny nose. But I have 

a fever and a toothache. 

Lucy: Mmm... I guess you need to see a dentist. 
 

29. What’s wrong with George? 
(A) He has a cold.       (B) He has a runny nose. 
(C) He has a fever and a toothache.   (D) He has a sore throat. 

   
 

30. Which one is true?  
(A) Lucy has a runny nose and a toothache. 
(B) George has a fever and a sore throat. 
(C) George can eat Lucy’s yummy cookies. 
(D) George needs to see a dent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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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題 2 分，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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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e: The basketball game is coming. Are you nervous? 

Max: No. I’m excited. 

Mike: Excited? 

Max: Yes! I can play basketball game with my favorite player, Jeremy. 

Joe: Wow! That’s cool! 
 

(After the game)  

Mike: Congratulations! Eighty to seventy. You and Jeremy are the winners. 

Max: Thank you. It was a great game. We were so proud. 

 
 
31. Who was NOT in the basketball game?   

(A) Max.    (B) Jeremy.    (C) Joe.    (D)None of them. 
  

 

32. Was Joe nervous?  
(A) Yes, he was. He was excited.   (B) No, he wasn’t. He was tired. 
(C) No, he wasn’t. He was excited.   (D) We don’t know. 
  
 

33. Was Max proud? 
(A) Yes, he was.        (B) Yes, he was nervous. 
(C) No, he wasn’t.       (D) No. He was scared. 

  

 

34. Which one is true?  
(A) The game was ninety to seventy.  
(B) Max and Jeremy are the winners.  
(C) Joe’s favorite basketball player is Jeremy. 
(D) Max can’t played the basketball game with Jeremy. 

 

 

35. What are Joe, Max and Mike talking about? 
(A) They are talking about “Food”. 
(B) They are talking about “Fruit”. 
(C) They are talking about “Sport”. 
(D) They are talking about “Shopp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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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Please read the card and answer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每題 3 分，9％） 

 

Find a Lost Dog 
My dog, Lucy, was lost near the Central Park. She is two years old. Her hair 

is short. She has big ears, short legs and a long tail. If you find her, please 
contact Miss Yang.  

Phone: 02-2244-7799   Cellphone: 0911-775-663 
E-mail: lucydog@find.com 

  

Rewards for finding the dog: NT$3,000 
Thank you for your help! 

 

36. Oliver finds Lucy. What can he get? 
(A) A dog.   (B) A computer.  (C) A cellphone.  (D) NT$3,000. 

 

37. Which is true about “Lucy”?  
(A) She is two years old.    (B) She has long hair. 
(C) She has a short tail.    (D) She was lost near a school. 

 

38. Larry finds Lucy. How can he contact Miss Yang? 
(A) Call her at 02-2299-7744.  (B) Write an e-mail to finddog@lucy.com. 
(C) Call her at 0911-773-665.  (D) Write an e-mail to lucydog@fin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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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rk loves his dad. His dad’s fiftieth birthday is coming. He wants to buy a great gift for 
him. He knows his dad likes watches, but his dad already has a new one. His dad takes pictures 
in his free time, but he already has a camera. Suddenly, he thinks of a good idea. His dad is a 
little heavy, but he does not have a lot of time to exercise. So he decides to buy a Wii. His dad 
can play Wii and lose weight. It will be a wonderful gift for his dad. But he doesn’t have that 
much money. His sister, Tracy, says, “Don’t worry. We can buy it together.” 

 

39. What will be the gift for Mark’s d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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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Which is true? 
(A) Mark’s dad is 55 years old. 
(B) Mark and his sister will buy the gift together. 
(C) Mark’s dad doesn’t have a watch. 
(D) Mark’s dad can’t take pictures. 

 (五) Please read it and answer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每題 3 分，9％） 

 
 



 16 

    
 

    

 

 

41. Today is Eva’s eleventh birthday. Her parents take her and her 8-year-old brother to 
Wendy’s Pizza for dinner. How much do Eva’s parents pay? 
(A) NT$1,000.   (B) NT$880.   (C) NT$750.  (D) NT$690. 

 

 

 

42. Sue goes to Afternoon Tea Time with Winnie, Mary, and Lily on Saturday afternoon. They 
all order a cake and a drink. A cake is NT$55. A drink is NT$40. How much do they pay? 
(A) NT$95.     (B) NT$190.   (C) NT$285.   (D) NT$380. 

 

 

 

43. The Brown family go to “X” at 2:30 p.m. on Sunday. But “X” isn’t open. Which is “X”? 
(A) Afternoon Tea Time.      (B) Wendy’s Pizza. 
(C) Annie’s 24-Hour Breakfast.    (D) Susan’s Sh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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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Please read it and answer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每題 3 分，6％） 

 
 

 

Nancy: Do you need some help? 

 John: Yes.  I am going to Luna Plaza, but I don’t know how to get there. 

Nancy: It is near Yilan Performing Arts Center.  You can take bus number 742. 

 John: Is there a bus stop near here? 

Nancy: Yes, there is one on Lising Road. 

 John: Where’s Lising Road? 

Nancy: Over there. 

 John: Thank you so much for your help.  You are so nice. 

Nancy: You’re welcome.  But... wait!  It’s only 10:00 now.  The Luna Plaza will 
be open at 11:00 in the morning . 

 John: Oh, no! 

 
 

44. What is It? 
(A) Luna Plaza.      (B) Yilan Performing Arts Center. 
(C) Bus number 742.   (D) Lising Road. 
 
 

45. Which is NOT true? 
(A) Nancy is nice. 
(B) Luna Plaza is near the Yilan Performing Arts Center. 
(C) John can go to Luna Plaza by bus. 
(D) John can go shopping in Luna Plaza at 10:30. 

 
 
 
 

試題到此結束！ 

～ 請記得再仔細檢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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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私立中道中學 2017 年小六學科能力探索評量  數學科答案卷 

 

一、基礎題（5題，每題 2分，共 10分） 

1. 

 

，請問(     )應填入下列何者? 

(A)  (B) 7 

(C) 

 

(D) 

 
  

2. 

 

下圖是一個天帄，請問一個  相當多重? 

 

(A) 
 

(B) 
 

(C) 
 

(D) 
 

  

3. 

 

下圖是製作酸甜蜂蜜汁的食譜，曉晴打算製作 300ml 的酸甜蜂蜜汁，請問她需要準備多少

橘子汁? 

酸甜蜂蜜汁 

蜂蜜   10ml 

橘子汁 40ml 

水    150ml 

  

(A) 60ml (B) 80ml 

(C) 140ml (D) 190ml 

  

4. 

 
，請問甲為下列何者? 

(A) 0 (B) 8 

(C) 16 (D) 32 

  

 

5. 

 

一棟房屋的售價是 14565000 元，銷售員的獎金是房屋售價的 ，請先用四捨五入將售價

取概數到萬位，再算算看銷售員大約可以獲得多少錢的獎金? 

(A) 582800 元 (B) 5828000 元 

(C) 58280000 元 (D) 5824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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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精熟題（20 題，每題 3.5 分，共 70 分） 

6. 

 

ABC 是一個三角形，角 B ，角 BCD ，請問角 A 的角度是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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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下面是一個轉角都垂直的圖形，請問該圖形的周長為何? 

 
(A) 41 cm (B) 60 cm 

(C) 71 cm (D) 82 cm 
  

8. 

 

「立方數」是指由三個相同整數相乘所得到的結果，例如 8 就是一個立方數，因為

，請問三位數中最大的立方數為何? 

(A) 125 (B) 729 

(C) 919 (D) 999 

  

 

9. 

 

下列算式何者算出來的結果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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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請問下列何者與 相等? 

(A) 
 

(B) 
 

(C) 
 

(D) 101 

  

 

 

 

 

 

 

 

20 cm 

10 cm 

7 cm 
4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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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請問下列哪一個正多邊形的面積最大? 

(A) 

 

(B) 

 

(C) 

 

(D) 

 
  

 

12. 

 

甲圖的比例尺是 1：2000，乙圖的比例尺是 1：3000，在甲圖上量得從公司到車站的長度是

18 公分，請問在乙圖上從公司到車站的長度是多少? 

(A) 3 公分 (B) 12 公分 

(C) 27 公分 (D) 108 公分 

  

 

 

 

13. 

 

觀察下面三個由不同個數小正方形所組成圖形的規律，請問圖○6 會是由幾個小正方形所組

成? 

 

 

 

 

   
   

 

 

 

      
      
      
      

 

 

         
         
         
         
         
         

 

 圖○1      圖○2         圖○3  
(A) 36 (B) 180 

(C) 210 (D) 216 

  

14. 

 

已知 ，請問

的餘數是多少? 

(A) 0 (B) 4 

(C) 7 (D) 11 

  

15. 

 

，請問(     )應填入

下列何者? 

(A) 10 (B) 60 

(C) 150 (D)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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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請問下列何者不是 A 的因數? 

(A) 1 (B) 3 

(C) 17 (D) 29 

  

17. 

 

請問下列何者最接近 0.5? 

(A) 
 

(B) 
 

(C) 
 

(D) 
 

  

18. 

 

某種植物一天生長約 45 公分，8 月 1 日中午該種植物的高度是 1 公尺，依這樣的速度生長，

該種植物在 8 月 8 日中午的高度大約會有多高? 

(A) 3.15 公尺 (B) 3.6 公尺 

(C) 4.15 公尺 (D) 4.6 公尺 

  

19. 

 

冰冰二月份的薪水被調降 ，三月份薪水則被調升 ，若她一月份的薪水是 20000 元，

請問冰冰三月份的薪水是多少錢? 

(A) 19800 元 (B) 20000 元 

(C) 20010 元 (D) 20200 元 

  

 

20. 

 

佳龍的體重 62 公斤，他打算每天運動 30 分鐘，並消耗 280 到 300 大卡的熱量，下表是 

從事不同運動每十分鐘所消耗的熱量，請問下列哪一個運動項目比較適合? 

體重 

運動項目 
50kg 55kg 60kg 65kg 70kg 

搖呼拉圈 19 21 23 25 27 

爬樓梯 48 53 58 63 68 

散步 22 24 26 28 90 

有氧舞蹈 42 46 50 54 59 

慢跑 78 85 94 97 100 

游泳 99 108 118 128 138 

                                                    熱量單位：KCal(大卡) 

(A) 爬樓梯 (B) 散步 

(C) 慢跑 (D) 游泳 

  

 

21. 

 

若 是一個最簡分數，請問下列何者有可能是 A? 

(A) 5 (B) 20 

(C) 42 (D) 48 

  

 

22. 

 

的個位數為何? 

(A) 1 (B) 6 

(C) 7 (D)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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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三角形 ACD 的面積是 250 帄方公分，BC 邊的長度是 50 公分，CD 邊的長度是 20 公分，

請問三角形 ABD 的面積為何? 

 
(A) 437.5 帄方公分 (B) 625 帄方公分 

(C) 875 帄方公分 (D) 1750 帄方公分 

  

24. 

 

甲車以 60 公里/小時的速度從快樂村開往距離 120 公里的幸福村，乙車也在 30 分鐘後從 

快樂村開往幸福村，請問乙車至少應以多快的車速，才能在甲車到幸福村時趕上甲車? 

(A) 65 公里/小時 (B) 80 公里/小時 

(C) 90 公里/小時 (D) 120 公里/小時 

  

25. 

 

下圖是正方體的展開圖，請問正方體中與面 1 相對的面是哪一個? 

 
(A) 2 (B) 4 

(C) 5 (D)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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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進階題（5 題，每題 4 分，共 20 分） 

26. 

 

下圖有兩個扇形，請問扇形甲面積是扇形乙面積的幾倍? 

  
扇形甲 扇形乙 

  

(A) 1 倍 (B) 2 倍 

(C) 3 倍 (D) 4 倍 

  

27. 

 

下圖是由三個小長方形所組成的四邊形，該四邊形的周長是 120 公分，請問一個小長方形

的周長為何? 

 
 

(A) 48 公分 (B) 60 公分 

(C) 72 公分 (D) 80 公分 

  

28. 

 

六年忠班有 20 位學生，全班的帄均身高是 145 公分，多轉入一位轉學生後，全班帄均身高

變為 146 公分，請問該位轉學生的身高是多少? 

(A) 166 公分 (B) 165 公分 

(C) 155 公分 (D) 147 公分 

  

 

 

29. 

 

甲、乙兩條水管可用來注水到一個水池，只開甲水管需 8 小時才能注滿水池，只開乙水管

需 24 小時才能注滿水池，若兩條水管同時注水需多久才能把水池注滿? 

(A) 3 小時 (B) 6 小時 

(C) 16 小時 (D) 32 小時 

  

30. 

 
小明分別有一個同樣高度的圓柱和角柱，圓柱的體積是角柱體積的 16 倍，請問圓柱底面的

面積是角柱底面面積的幾倍? 

(A) 4 倍 (B) 8 倍 

(C) 16 倍 (D) 32 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