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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年雲林縣揚子高級中學國中部 STEAM 多元智能探索  閱讀理解能力測驗  

第一部份: 英語文 (第 1~29 題)   第二部份: 國語文 (第 30~62 題)        

全部為選擇題  請將答案劃記在答案卡上，塗黑作答               
 
                                           參加證號____________   姓名_____________ 

第一部份: 英語文測驗  (第 1~29 題) 

  

第 1~14 題為聽力測驗，每題只播放一遍。第 15~29 題為閱讀測驗。 

_______ 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 

Part 1: Picture Questions   
Look at each picture and answer the question. 
 
1.  2.  

3.  4.  

 
 
Part 2: Best Response Questions  
Listen to the question or statement and choose the best response. 
 

(  ) 5. (A) I’m OK. Thank you. 

  (B) OK. Bye-bye. 
  (C) I’m fine. How about you? 
 

(  ) 6. (A) Wow. I like your place. 

  (B) No. Thanks. 
  (C) Nice to meet you too. 
 

(  ) 7.  (A)  Yes. I’m going to bed. 

  (B)  Yes. Let’s have fun. 
  (C)  Yes. I want some water. 
 

(  ) 8. (A) Great. Let’s eat. 

  (B) OK. I can wait. 
  (C) Yeah. It’s yummy! 
 
(  ) 9. (A) Sorry. I don’ t have a ball. 
  (B) Yes. I can play well. 
  (C) No. I’m not in PE class now. 
 
Part 3: Conversation Questions   
Listen to each conversation and answer the question. 
 

(  ) 10. (A) They are sisters. 

  (B) They work together. 
  (C) They are in the same class. 
 
(  ) 11. (A) Trees. 
  (B) Rabbits. 
  (C) Birds. 
 

(  ) 12. (A) Cooking dinner. 
  (B) Washing the dishes. 
  (C) Eating lunch with the boy. 
 
(  ) 13. (A) The man’s son. 
  (B) The woman’s son. 
  (C) The man’s friend. 
 
(  ) 14. (A) In a supermarket. 
  (B) At a train station. 
  (C) In a movie theater.    
  
Part 4: Vocabulary  
 
(  ) 15. The chair is ____. You can sit on it. 
  (A) young   (B) tired 
  (C) hot    (D) clean 
 
(  ) 16. The class is about to begin. Please ____ your book. 
  (A) open    (B) play 
  (C) cut    (D) call 
 
(  ) 17. Oh no. We are ____ for the bus. Let’s hurry! 
  (A) sad    (B) late 
  (C) new    (D) angry 
 
(  ) 18. Kim is writing her name with a(n) ____. 
  (A) summer   (B) orange 
  (C) pencil   (D) daughter 
 
(  ) 19. Diane ____ a bike to school every day.  
  (A) reads   (B) gives 
  (C) runs    (D) rides  
 
Part 5: Cloze  
Choose the best answer to fill in each blank. 
 
Questions 20-24 
 
Molly and Hank are at home. 
 
Molly:  __(20)__, Hank? You look worried. 
Hank: I can’t find my wallet. I have all my cards in it. 
Molly: What does it __(21)__like? 
Hank: It’s blue, and it’s pretty thin. 
Molly: Is it in your pocket?  
Hank: __(22)__ That’s my cellphone. 
Molly: Is it in the living room? 
Hank: No. I’m sure it’s not __(23)__. 
Molly: Did you leave it on the school bus? 
Hank: Uh. I hope not! 
Molly: Wait a minute. Look! It’s __(24)__ your desk. 
Hank: Oh, yes! Thanks!  
 
◼ wallet 皮夾 
 
(  ) 20. (A) Watch out  (B) Nice to see you 
  (C) What’s wrong  (D) I’m sorry 
 
(  ) 21. (A) smell   (B) look 
  (C) listen   (D) fe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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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2. (A) No, I can’t.  (B) No. I’m not. 
  (C) No. That’s not.  (D) No. It’s not. 
 
(  ) 23. (A) there   (B) it 
  (C) here    (D) too 
 
(  ) 24. (A) outside   (B) between 
  (C) under   (D) from 
 
Part 6: Short Passage Questions 
Read the paragraph and answer the questions. 
 
Questions 25-27 
 
Today is Miss Lee’s birthday. Her students are all in the 
classroom. They are having a great birthday party for her with a 
big fruit cake and a gift. The gift is a cup with a Hello Kitty’s 
picture on it. Miss Lee likes the cute cat very much.  
 
(  ) 25. What is Miss Lee? 

   
(  ) 26. Where are the students? 
  (A) At Miss Lee’s home. (B) In the park. 
  (C) In a restaurant.   (D) In the school. 
 
(  ) 27. What is true about Miss Lee’s birthday gift? 
  (A) It’s a cute animal.  
  (B) It has meat in it. 
  (C) You can drink juice with it. 
  (D) You can take a picture with it.  
 
Questions 28-29 
 
 
 
 
 
 
 
 
 
 
 
 
 
 
 
 
 
 
 
 
 

(  ) 28. It’s 8:30 p.m. now. Mary is studying in ABC Library.  
  What day is today? 
  (A) Monday         
  (B) Friday 
  (C) Saturday       
  (D) Wednesday 
 
(  ) 29. What can you do at the library? 
  (A) Borrow 4 books.    
  (B) Eat your lunch.  
  (C) Talk on your cellphone.     
  (D) Start a Book Club. 
 

 
 

第二部份: 國語文測驗 (第 30~62 題)     
一、選擇 

（  ）30.下列選項「 」中的注音寫成國字後，何者字形前

後相同？ （Ａ）「ㄧㄥˊ」火蟲／「ㄧㄥˊ」火

晚會 （Ｂ）祕「ㄇㄧˋ」證人／閨中「ㄇㄧˋ」

友 （Ｃ）「ㄏㄨˊ」蝶飛舞／做事「ㄏㄨˊ」塗 

（Ｄ）一枚銀「ㄅㄧˋ」／揭發「ㄅㄧˋ」案。 

（  ）31.將「肖」字加上不同部首，會形成不同的字形與讀

音，例如：「肖」加上「木」部，字形為「梢」，

讀音為「ㄕㄠ」。請問「肖」字加上下列部首後，

何者讀音前後相同？ （Ａ）金／山 （Ｂ）人／

心 （Ｃ）禾／口 （Ｄ）水／雨。 

（  ）32.「只有夜風還醒著，／□□□從竹林裡跑出來」若

要在詩句缺空處加入模擬風聲的詞語，應填入下列

何者？ （Ａ）喃喃地 （Ｂ）淅瀝地 （Ｃ）蕭

蕭地 （Ｄ）唧唧地。 

（  ） 33.「朦朧／模糊」的詞語關係，與下列何者相同？ 

（Ａ）繁盛／蕭條 （Ｂ）靜謐／喧囂 （Ｃ）璀

璨／絢麗 （Ｄ）扶疏／稀疏。 

（  ）34.「來了！來了！／從山坡上輕輕地爬下來了。」這

句話充滿了喜悅歡迎的情緒，下列何者也具有相同

的情感？ （Ａ）哇嗚！你也太厲害了 （Ｂ）我

的天，怎麼這樣酸 （Ｃ）啊，好極了！我最愛下

雨天了 （Ｄ）唉！我不知何時再能與他相見。 

（  ）35.下列文句，何者連接詞的使用最恰當？ （Ａ）與

其去看電影，不如去逛夜市 （Ｂ）她因為成績優

異，而且也時常幫助同學 （Ｃ）他不但上了年紀，

但是精力還很旺盛 （Ｄ）雖然你承認錯誤，就再

給你一次機會吧。 

（  ） 36.文句中的數目字有實數和虛數之分。用來表示事、

物實際的數量，叫做「實數」；而用來代表多寡的

概略觀念，叫做「虛數」。下列「 」中的數字，

何者屬於「虛數」？ （Ａ）一星期「七」天大概

都是怎麼過的 （Ｂ）曹植「七」步成詩，真是才

華過人 （Ｃ）大家「七」嘴八舌發表自己的意見 

（Ｄ）北斗「七」星閃爍的高掛在夜空中。 

（  ）37.「差不多先生病在床上，知道尋錯了人，但病急了，

身上痛苦，心裡焦急，等不得了。」下列成語，何

者最不適合用來形容這種緊急的情況？ （Ａ）刻

不容緩 （Ｂ）緩不濟急 （Ｃ）十萬火急 （Ｄ）

燃眉之急。 

（  ）38.「牆邊那株高大的玉蘭花開了滿樹，下雨天謝得快，

(A) 

 

(B) 

 
(C)  (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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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得趕緊爬上去採，採了滿籃子送左右鄰居。」這

段話可以看出作者家裡平常敦親睦鄰的人情味，下

列何者也具有相同的含義？ （Ａ）天下雨，長工

們不下田，都蹲在大穀倉後面玩 （Ｂ）長工們個

個疼我，家裡人多，我就不寂寞了 （Ｃ）連忙盛

一大碗滿滿的白米飯，請瞎子先生吃 （Ｄ）晚上

就在大廳裡唱，請左鄰右舍都來聽。 

（  ）39.「他在這方面缺乏實務經驗，所有的高談闊論，不

過只是□□□□。」根據文意，句中缺空處應填入

下列何者最恰當？ （Ａ）白紙黑字 （Ｂ）紙短

情長 （Ｃ）紙上談兵 （Ｄ）紙醉金迷。 

（  ）40.「有些是過眼雲煙，倏忽即逝；有些是熱鐵烙膚，

記憶長存。」句中的「熱鐵烙膚」屬於觸覺感受的

成語，下列成語，何者亦皆屬於觸覺感受？ （Ａ）

天寒地凍／火傘高張 （Ｂ）珠圓玉潤／餘音裊裊 

（Ｃ）五彩繽紛／奼紫嫣紅 （Ｄ）鬼哭神號／鑼

鼓喧天。 

（  ）41.下列「 」中的疊字詞，何者運用正確？ (Ａ)寒

冷的冬天能泡在「紅通通」的水裡是一大享受 (Ｂ)

她有一頭「烏溜溜」而美麗的長髮 (Ｃ)吃完飯

後，誰自願洗這「熱呼呼」的碗盤 (Ｄ)人在運動

以後，整個臉會變得「黑漆漆」的。 

（  ）42.「如果開鎖的人是賊□你就是共犯□若是肯尼的弓

箭和朋友的氣槍傷了人□你也脫不開關係。」根據

文意，缺空處依序應填入哪些標點符號？ 

(Ａ)。，， (Ｂ)；，， (Ｃ)，；， (Ｄ)。；， 

（  ）43.子曰：「不敬，何以別乎？」其實就是沒有分別的

意思，下列何者也是用了反問的語氣，表達肯定的

意思？ (Ａ)冬天過去了，春天還會遠嗎 (Ｂ)誰

能將浮雲化作雙翼，載我向遺忘的宮殿飛去 (Ｃ)

什麼是世界上最美麗的東西 (Ｄ)我們的日子為

什麼一去不復返呢。 

（  ）44.阿華田和家人想規畫一趟臺東之旅三天兩夜的行

程，正在為了安排景點而煩惱不已，下列哪個網站

可以提供豐富且正確的「景點資訊」供他們參考？ 

(Ａ)臺北 松山機場航班資訊 (Ｂ)交通部觀光局 

(Ｃ)臺灣高鐵時刻表與票價查詢 (Ｄ)訂房網站。 

（  ）45.老師在黑板上列出四個常念錯的讀音，請大家訂

正。請問哪一位同學修改正確？ 

(甲)不「著」痕跡：ㄓㄠˊ 

(乙)一見「傾」心：ㄑㄧㄥˇ 

(丙)「偽」造文書：ㄨㄟˇ 

(丁)音樂奇「葩」：ㄆㄚˊ 

(Ａ)大雄：(甲)的「著」要唸成ㄓㄠ (Ｂ)小夫：(乙)

的「傾」讀音正確，不用改 (Ｃ)靜香：(丙)的「偽」

應該唸成ㄨㄟˋ (Ｄ)胖虎：我就是(丁)，音樂奇

ㄅㄚ。 

（  ）46.「臨渴掘井」之於「臨陣磨鎗」為近義詞，如同下

列何者？ (Ａ)「如虎添翼」之於「盲者失杖」 (Ｂ)

「心無旁騖」之於「漫不經心」 (Ｃ)「嘆為觀止」

之於「乏善可陳」 (Ｄ)「物換星移」之於「滄海

桑田」。 

（  ）47.「小女孩金黃的頭髮，像小麥一樣；藍藍的眼睛，

像大海一樣。」以上文句使用了「譬喻」修辭，下

列何者也是譬喻？ (Ａ)老師一如往常，一進教

室，就先發下課堂作業 (Ｂ)飲食應知節制，如暴

飲暴食，必影響健康 (Ｃ)知識如同精神上的美

食，讓求知者得到心靈的飽足 (Ｄ)一番苦練之

後，他終於如願以償了。 

（  ）48.「前方的一處樹叢有『窸窣聲』」句中的「窸窣」

為狀聲詞，下列文句，何者也使用了狀聲詞？ (Ａ)

午後的對流雨氣勢萬鈞，淅淅瀝瀝的倒向大地 

(Ｂ)木雕家創作無數，店鋪裡擺設林林總總的作品 

(Ｃ)聽聞將軍一聲令下，大軍便浩浩蕩蕩的整裝出

征 (Ｄ)昨夜颱風過境，楓樹枝頭只剩稀稀疏疏的

殘紅。 

（  ）49.「萊恩從小打開水龍頭就有水可用，與非洲沒有乾

淨水源的人民相較，兩者生活簡直是□□□□。」

上述內容宜填入哪一個成語？ (Ａ)行雲流水 

(Ｂ)白雲蒼狗 (Ｃ)風起雲湧 (Ｄ)判若雲泥。 

（  ）50.下列成語中的「」的字皆是動物，請問哪個選項中

的動物不會出現在十二生肖中？ (Ａ)膽小如「 」 

(Ｂ)「 」頭蛇尾 (Ｃ)「 」死誰手 (Ｄ)狡「 」

三窟 

（  ）51.下列選項中的「」各有一種動物，請判斷牠們的體

型關係何者錯誤？(Ａ)氣喘如「 」>蜀「 」吠日 

(Ｂ)投「 」忌器>羔「 」跪乳 (Ｃ)「 」首是瞻>

「 」犬不寧 (Ｄ)狐假「 」威>「 」羊變色 

（  ）52.下列選項中的成語都含有數字，請選出數字相乘後

「最小的」。 (Ａ)「 」「 」成群 (B)「 」戰「 」

勝 (C)「 」目「 」行 (D)「 」紫「 」紅 

（  ）53.「直到疲倦也喊出了/ 生命的沙啞/ 在羽翼生銹的/ 

夢裡，夏天/ 最遠我曾抵達/ 一個充滿謠言而又陌

生的城市」，請問以上新詩指的是下列哪種昆蟲？ 

(Ａ)蜜蜂  (B)螞蟻  (C)螳螂  (D)蟬 

（  ）54.以下新詩與動物的配對何者錯誤？ (Ａ) 牛：「有

角不猙獰，緘言卻至誠。平生無大欲，俯首苦躬耕。」 

(B)蛇：「放下身姿匍伏行，滅門田鼠助農情。偶因

防衛傷人類，竟使凡夫怕井繩。」 (C)螳螂：「偏

於角落不憂飢，腹小能抽百丈絲。謹守中樞張法

網，一生擒賊志無移。」 (D)公雞：「喔喔昂頭擺

鳳儀，身兼使命做辰司。殷情喚醒三更夢，正是寒

門發奮時。」 

 

二、題組 

A.請依下方內容回答第 55~56 題。 

有一天，七隻瞎老鼠在池塘邊發現一個怪東西，

大家嚇了一跳，急忙往家裡跑。 

  第一個去調查的是紅老鼠，「是一個大圓柱子。」

牠說，但是沒有人相信牠的話。 

  第二個去的是綠老鼠，「是一條蛇。」綠老鼠說。 

  「不對。」第三個去的黃老鼠說：「是一根打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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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矛。」 

  紫老鼠去了之後，牠說：「那是一座高高的峭壁。」 

  第五個去的是橘老鼠。「是一把大扇子，我感覺

到它搧著風。」 

  藍老鼠去了，回來說：「什麼都不是，那只不過

是根繩子罷了。」 

  其他的老鼠都不同意，於是牠們爭吵起來。 

  最後輪到白老鼠去了，牠從怪東西的一邊跑到另

一邊，從上面跑到下面。「哇，我知道了！這個怪東

西硬得像柱子，軟得像條蛇，尖得像枝矛，寬得像峭

壁，柔得像扇子，粗得像繩子。但是合起來，這個怪

東西是—一頭大象！」 

  其他老鼠也從怪東西的一邊跑向另一邊，從上面

跑到了下面，牠們全都同意這是一頭大象，牠們也都

知道為什麼了，並且從這件事裡得到一個教訓。（改

寫自艾德．楊 七隻瞎老鼠） 

（ ）55.「第五個去的是橘老鼠。『是一把大扇子，我感覺

到它搧著風。』」由此推論，牠觀察到的最有可能

是大象的哪個部位？ （Ａ）腿 （Ｂ）鼻子 （Ｃ）

耳朵 （Ｄ）尾巴。 

（ ）56.「牠們也都知道為什麼了，並且從這件事裡得到一

個教訓。」下列何者可能是牠們所得到的教訓？ 

（Ａ）遇到危險應快速避開 （Ｂ）不要人云亦云，

輕易相信別人 （Ｃ）大家輪流合作，才能找出事

情的真相 （Ｄ）應全面觀察事物，不要只看單方

面就妄下結論。 

 

B.請依下方內容回答第 57~59 題。 

巨大的、高聳的煙囪，曾是虎尾糖廠的標記，也

是虎尾人的驕傲，它聳立在虎尾溪的北岸，與橫跨在

虎尾溪上雄偉的鐵橋，組合在一起成為虎尾最著名的

地標。 

  全盛時期它的四根大煙囪，鎮日冒著一蓬蓬的黑

煙，象徵著虎尾的興盛和活力。如今僅存的二根煙囪，

兀自聳立在天空下，雲淡風輕，顯得孤寂落寞。 

  它們是那麼的高大、雄偉，冒著濃濃的黑煙飄向

天際時，更有一種磅礴之勢，直上雲霄，令我幼小的

心靈為之震撼不已。最令我驚嘆的是，不管在小鎮什

麼地方，只要抬眼望去，都可以看到它們的姿影。 

  童年時隨父母外出，不管是搭糖廠的小火車或臺

西客運的汽車，回程快要經過虎尾溪時，父親都會指

著聳立在堤防彼端的煙囪，告訴我們說：「快到家了」，

並要我們數數有幾根煙囪。父親總會伸出四隻手指

頭，得意的說：「四根，對不對？」在我們的心目中，

煙囪就像是我們的家，長大後離家到外頭讀書時，看

到煙囪都會難過的流下淚來。（古蒙仁 兀自聳立的煙

囪） 

（ ）57.根據本文，虎尾最著名的地標為何？ （Ａ）煙囪

與虎尾溪 （Ｂ）煙囪與鐵橋 （Ｃ）虎尾溪與鐵

橋 （Ｄ）鐵橋與糖廠。 

（ ）58.關於文中煙囪的描述，下列何者錯誤？ （Ａ）在

虎尾鎮的任何地方，抬頭都可看到煙囪 （Ｂ）煙

囪雖然象徵著虎尾的興盛和活力，但現已沒落 

（Ｃ）煙囪的巨大、高聳，令孩童幼小的心靈深感

懼怕，望而卻步 （Ｄ）作者家人將煙囪視為家的

象徵。 

（ ）59.根據本文，作者「長大後離家到外頭讀書時，看到

煙囪都會難過的流下淚來」的原因為何？ （Ａ）

煙囪引發作者的鄉愁 （Ｂ）感嘆家鄉的工業發展

已停滯 （Ｃ）煙囪使作者意識到童年已經消逝 

（Ｄ）煙囪已被汙名化，成為空氣汙染的象徵。 

 

C.請依下方內容回答第 60~62 題。 

深夜，患者迎來了他生命的最後一分鐘，死神如

期來到他的身邊。 

  隔著氧氣罩，他含糊的對死神說：「再給我一分

鐘，就一分鐘，好嗎？」 

  死神說：「我不能答應你。因為我留了時間給你，

你卻沒有珍惜。」 

  「在你六十年的生命中，你有一半時間在睡覺。

在餘下的三十年中，你曾嘆息時間過得太慢的次數是

一萬次，其中包括你少年時期在課堂上，青年時期在

等待約會的長椅上，中年時期下班前和老年時期等待

退休的日子裡。你幾乎每天都覺得時間太慢、太難熬，

因此想出許多排遣無聊時間的辦法：打麻將、喝酒，

此外，同事之間的應酬，對張三說李四的壞話、對李

四又說張三的壞話。」 

  「除了這些，你還無數次嘆息生命的無聊空虛寂

寞，趕潮流學人家上網，化名『溫柔帥哥』，每天十

幾小時的泡在聊天室裡和一大群真真假假的女人找感

覺。」 

  「你還開了無數有較強催眠作用的會，而且你又

主持了許多類似的會，使更多人的睡眠也和你一樣超

標，還有……。」 

  死神想繼續往下念的時候，發現病人的眼中，生

命之火已經熄滅了。（改寫自死神的帳單） 

（ ）60.文中患者臨終前，請求死神「再給我一分鐘」

由此可看出何種人性？ （Ａ）失去才知珍惜 

（Ｂ）貪婪不知滿足 （Ｃ）卑微缺乏自信 

（Ｄ）自私不顧他人。 

（ ）61.根據本文，下列何者不是人們會感到時間過得

太慢的情形？ （Ａ）上課時感覺百無聊賴 

（Ｂ）約會時兩情繾綣相依 （Ｃ）下班前期

待放鬆身心 （Ｄ）工作時等待退休。 

（ ）62.根據本文，下列何者不是一般人用來排遣無聊

時間的辦法？ （Ａ）打麻將 （Ｂ）喝酒應

酬 （Ｃ）開無聊的會 （Ｄ）上網找異性聊

天。 

 

 
~ 作答結束，答案請記得劃記在答案卡上，感謝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