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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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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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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rawing a picture. 

  (B) Yes, it’s fine with me. 
  (C) Not bad. How about you? 

(  ) 6. (A)  Thank you! You are so sweet! 

  (B) Oh! Happy birthday to you! 
  (C) No. It’s not my birthday card. 

(  ) 7.  (A) Yes. I can. 

  (B) Yes. I am. 
  (C) No. I don’t. 

(  ) 8. (A) There are ten. 

  (B) They are 100 NT dollars. 
  (C) They are on the table. 
(  ) 9. (A) It’s OK. I have an umbrella. 
  (B) Wow. It is so beautiful. 
  (C) Oh no. Is it sick? 
  
Part 3: Conversation Questions    
Listen to each conversation and answer the question. 
(  ) 10. (A) They are brother and sister. 
  (B) They are classmates 
  (C) They are old friends. 
(  ) 11. (A) Study with the girl. 
  (B) Listen to some songs. 
  (C) Ask a math question. 
(  ) 12.  (A) She is sick. 
  (B) The movie is bad. 
  (C) The weather is too cold. 

(  ) 13. (A) In a supermarket. 

  (B) In a park. 
  (C) On a bus. 
(  ) 14. (A) At 10:00 am. 
  (B) At 3:00 pm. 
  (C) At 6:00 pm. 

Section Two: Reading 
Part 4: Vocabulary Questions  
(  ) 15. Let’s ____ our bicycles to school.   
  (A) drive  (B) meet 
  (C) cut   (D) ride 
(  ) 16. There are ______ oranges on the table.   
  (A) a   (B) an  
  (C) five   (D) much 
(  ) 17. I love to eat _____, but it is so cold!   
  (A) pizza    (B) ice cream 
  (C) fish   (D) steak  
(  ) 18. Peter, please _____ and be quiet in the classroom.   
  (A) answer the question   
  (B) sit down   
  (C)  sing a song    
  (D) tell a story 
(  ) 19. A: ______ Amy ______ her face every morning?    
  B: Yes, she washes her face every morning. 
  (A) Does ; wash (B) Does ; washes  
  (C) Do ; wash (D) Is; washes  
 
Part 5: Cloze  
 
 
 
 
 
 
 
 
  
 
  
 
 
 
 
 
 
 
 
 
 
 
參考單字： 
cellphone 手機 
California 加利福尼亞州 (地名) 
 
(  ) 20. (A) check  (B) checks 
  (C) am checking (D) is checking 
(  ) 21. (A) how is the weather 
  (B) where are you going 
  (C) are you coming to school 
  (D) do you like the weather  
(  ) 22. (A) in   (B) from 
  (C) on   (D) at 
(  ) 23. (A) Not to be  (B) Isn’t  
  (C) Let’s not  (D) Don’t be  
(  ) 24. (A) well   (B) now 
  (C) together  (D) every day 

 
 

( 背面尚有試題，請翻頁，繼續作答。) 

Sam and Calvin are talking about weather. 

 

Calvin: Hi, Sam. What are you doing? 

Sam: Hey, Calvin. I __(20)__ the weather for  

  tomorrow on my cellphone. 

Calvin: Oh. So, __(21)__ tomorrow? 

Sam:  It’s rainy.  

Calvin: Oh no. Again? I really want to go outside and 

  play. 

Sam: Well, it’s May now. It often rains at this time 

  of year in Taiwan.  

Calvin: I’m __(22)__ California, USA. It’s often  

  sunny there. 

Sam: __(23)__ sad. I just bought a new video game. 

  You can come to my house after school  

  tomorrow and we can play __(24)__.  

Calvin: Sure! I like that id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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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6: Short Passage Questions (10%) 
Read the paragraph and answer the questions. 
  
Questions 25-26 

 

What is your favorite toy?  

This is what 100 children say:  

 

 

 

 

 

 

 

 

 

(  ) 25. What toy do many children say is NOT fun?  
  (A) Yo-yos   (B) Robots 
  (C) Video games  (D) Dolls 
(  ) 26. What do parents say about video games? 
  (A) They hurt eyes.  
  (B) They are good.   
  (C) They are not the favorite.  
  (D) They are too expensive. 
 
Questions 27-29 

Dear Ms. Thomas, 
 
Thank you so much for being my teacher. You always 
work hard to make the class fun and interesting. You 
never ask us to do well on test. You just want us to enjoy 
gaining knowledge. Because of you, I really learn a lot 
about different countries and their stories. I’m looking 
forward to learning more in your class this school year. 
 Thanks again for all your hard work. Happy 
Teacher’s Day! 
 
All the best, 
Lisa 

參考單字： 
gain knowledge 習得知識 
look forward to 期待 
 
(  ) 27. Who is Lisa? 
  (A) She’s Ms. Thomas’ student. 
  (B) She’s Ms. Thomas’ daughter. 
  (C) She’s Ms. Thomas’ classmate. 
  (D) She’s Ms. Thomas’ sister. 
(  ) 28. What does Ms. Thomas most likely teach? 
  (A) PE. 
  (B) Science. 
  (C) History. 
  (D) Math. 
(  ) 29. When does Ms. Thomas get this letter? 
  (A) On her birthday. 
  (B) On a special day for teachers. 
  (C) On the test day. 
  (D) At the end of the school year. 

 

 

第二部份: 國語文測驗 (第 30~62題) 
30. 下列選項「 」中的字，哪個選項注音與其他不相同？ 

（Ａ）電「影」 （Ｂ）「營」私 （Ｃ）「螢」光筆（Ｄ）

天生「贏」家。 

31. 下面是你負責批改的國文小考卷，「 」中注音和國字

的配對，何者正確？ （Ａ）井然有「ㄒㄩˋ」:續  （Ｂ）

手「ㄗㄨˊ」情深：族   （Ｃ）天乾物「ㄗㄠˋ」：躁  

（Ｄ）一「ㄋㄨㄛˋ」千金:諾。 

32. 量詞是表示人、事、物或行為等單位的詞，也稱「單位

詞」。下列詞語「量詞」的使用，何組完全正確？        

（Ａ）一「幅」筷子  （Ｂ）一「條」襯衫 （Ｃ）一「顆」

樹林 （Ｄ）責罰了一「頓」 。 

33. 下圖是老師看到小飛正在做的事，老師立刻就阻止了

他，並勸誡他要三思而後行，請問下列選項何者最有可

能是老師當時說的話？ （Ａ）只知讀書，卻不肯思考，

就會容易受欺蒙；只顧思考，卻不去讀書，就容易想不

通，引起疑惑 （Ｂ）指出一個人犯錯後能夠改正，痛改

前非，也是一種美德 （Ｃ）見到一個品德能力超過自己

的人，就要想著自已要努力跟他一樣；見到一個不如自

己的人，就要反思自己是不是有一樣的缺點 （Ｄ）做事

之前考慮不成熟，到後來就可能發生大災禍。 

34. 「一陣帶著荷花香氣的風吹來，加上聲聲蛙鳴，宛如最

熱鬧的協奏曲。」下列哪一選項與此句描寫的季節相

同？ （Ａ）楓葉在風中旋轉飛舞，輕飄飄地落在地上，

鋪成了一片紅地毯。（Ｂ）百花爭妍鬥豔，蝴蝶翩翩起

舞。（Ｃ）全家人聚在院子裡乘涼，頑皮的弟弟拿著罐

子裝捉來的螢火蟲。（Ｄ）一陣狂風穿過，行人紛紛裹

緊了毛大衣，快步地向前走。 

35. 許多歇後語往往利用諧音雙關的巧妙，讓人產生聯想，

使得語言變得活潑有趣，請問下列歇後語和意思配對連

連看，哪一條是連對的？ 

（Ａ）守著廁所睡覺   假惺惺(猩猩) 

（Ｂ）孕婦走獨木橋  挺(鋌)而走險 

（Ｃ）紙糊猿猴 無髮(法)無天 

（Ｄ）和尚打傘 離屎(死)不遠 

36. 譬喻修辭是一種「借彼喻此」的修辭法。在不同的事物

中找出「相似」之處，以這個類似點為橋梁，藉「那」

件事物來說明「這」件事物。請問下列哪一句屬於譬喻

修辭？ （Ａ）當街燈亮起來向村莊道過晚安  （Ｂ）

飛鼠好像未察覺我們的到來  （Ｃ）他彷彿陷入沉思  

（Ｄ）撒了滿天的珍珠和一枚又大又亮的銀幣。 

37. 下列成語中的動物，何者不適合作為寵物飼養在家中？ 

（Ａ）□飛狗跳  （Ｂ）雞□升天（Ｃ）獐頭□目 （Ｄ）

□頭蛇尾。 

38. 下列選項何者使用了「擬人」修辭？ （Ａ）一把綠色小

傘是一頂荷蓋  （Ｂ）鳥兒站在高高的枝頭上鳴叫  （Ｃ）

發怒的海洋抗議著人類的貪婪  （Ｄ）多情的人總被無

情的人惹惱。 

39. 「阿龍受到朋友的□□，染上毒癮，走上吸毒這條不歸

路。」請問□□中不宜填入 （Ａ）慫恿 （Ｂ）誘惑  （Ｃ）

鼓勵   （Ｄ）誘騙。 

40. 下列詞語，何者去掉第一個字就無法表達原來的意思

了？   (A)蝴蝶    (B)蜜蜂   (C)壁虎  (D) 螞蟻。 

A lot of children love their 

robots. They say yo-yos are not 

fun.  

Lots of children play video 

games. Their parents say it’s not 

good because video games hurt 

their e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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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關於下列各句子「 」中的連接詞，何者運用正確？ (Ａ)

祖母已經八十歲，「即使」步伐蹣跚，「也要」精神矍鑠，

氣色紅潤 (Ｂ)小武「雖然」品學兼優，「但是」體育也

很好，可謂文武雙全 (Ｃ)你幫他這麼多，他「不但」

不感激，「反而」到處說你壞話 (Ｄ)「儘管」相信坊間

偏方吃一堆補藥，「還是」養成運動習慣。 
42. 「喬丹在讀中學時，雖然熱衷於籃球，卻有個致命的缺

點□身材並不高大。」□中宜使用哪種標點符號？ (A) 。  

(B)，  (C)；  (D) ── 

 

 

我們走經這世界上是何等快速！人生最初的四分之一是在

不知其用途之間流逝，最後的四分之一是在無法體會樂趣

中經過。而剩下的四分之二，其中大部分都耗在睡眠、工

作、痛苦、束縛之上，所以說人生是短的。                                

── 法國哲學家 盧梭 

43. 根據上文，本段文章的說明，何者較為恰當？ (A) 年輕

時要加倍努力，老來才有錢有閒享受人生  (B)人生苦

短，要把握當下善用時間，免得一事無成(C) 青壯年常

陷於工作痛苦之中，晚年才可獲得樂趣  (D) 老年時要

懂得知足常樂、保健養身以延年益壽。 

44. 貝比今天寫習作時發現題目要求「含有數字的成語」請

問下列選項，何者填寫錯誤？(Ａ)萬紫千紅 (Ｂ)五光

十色 (Ｃ)以億擋百 (Ｄ)三人成虎。 

45. 下列成語中，何者不含有「顏色」的成分？（Ａ）碧海

藍天（Ｂ）青紅皂白（Ｃ）眉開眼笑（Ｄ）奼紫嫣紅。 

46. 「可憐的□沒有家，／跑東跑西也找不到一個地方休

息，／飄流的□沒有家，／天一陰就急得不住地流眼淚。」

（楊喚  家） 詩句缺空處依序填入下列何者最適當？ 

(Ａ)山、河 (Ｂ)車、船 (Ｃ)風、雲 (Ｄ)草、樹。 

47. 下列成語何者用字正確？ (A) 一目十航   (B) 沉魚駱

雁  (C) 不可思議    (D) 食指大洞。 

48. 安安今天上學時學到「守株待兔」這個成語，請問下列

成語提到的動物，何者體型比兔子小？  (A) □擁而至  

(B) □入虎口    (C) □死誰手  (D) □到成功。 

49. 「你放心，我說了算數，絕不會□□□□。」□處最適

合填入下列哪個成語？ (A) 回心轉意  (B) 堅定不移  

(C) 難如登天   (D) 出爾反爾。 

50. 下列各選項的文句，何者改寫後意義「改變」了？ (Ａ)

這是我全部的積蓄╱除了這些錢，我再也沒有任何存款

了  (Ｂ)但是琴沒有這麼多錢啊，她怎麼可能買得起╱

琴不可能買得起，她的錢太少了 (Ｃ)她傾囊而出╱她

毫無保留地付出 (Ｄ)可是您為什麼要這麼做╱每個人

都會理解為何您這麼做。 

51. 下列動物所象徵的意義，何者說明錯誤？  (A)蜜蜂象徵

勤勞 (B)鴿子象徵和平 (C)狐狸象徵膽小 (D)烏鴉

象徵不祥。 

52. 「媽媽要你學會三件事：／刷卡方向要正確／按鈴動作

要清楚／下車站牌要記住／將來有一天，媽媽會老

去……／公車和捷運，將帶著你去繼續單飛／飛出屬於

你自己的明天……」（劉碧玲 學會三件事──給讀啟智

班的女兒）這首新詩表達的主題為何？ (A)由於母親過

度呵護讓孩子永遠無法成長 (B)母親對孩子的愛如此

綿長而細密 (C)母親的用心良苦，孩子卻視若無睹  

(D)愛需及時表達，要勇敢向家人說。 

53. 為強調某一事物，用誇張的手法加以描述，來強化表達

效果，這種方法就是誇飾修辭。下列何者不是誇飾的修

辭？  (A)一日不見，如隔三秋  (B)我的臉好油，油到

可以煎蛋了  (C)我是天空的一片雲   (D)白髮三千

丈，緣愁似箇長。 

54. ｢萊恩帶著餅乾盒到了『澆水桶』，才知道七十塊只夠買

一個人工幫浦，挖一口井至少要兩千塊。六歲的萊恩說：

『喔，那我要再多做一些事！』他小小的腦袋，根本沒

在計算這筆錢有多大？他一心想的，就是多努力，早一

天能在非洲挖井，當地的人就早一天能有乾淨的水喝。｣

根據這段話，可用下列何者來形容萊恩的個性？  (A)年

少氣盛   (B)天真善良   (C)拖拖拉拉  (D)桀驁不

遜 。 

55. ｢世界有些地方連乾淨的水都喝不到，居民為了取水，一

天要走二十公里，而且喝到的還是又髒又臭被汙染的

水。小孩很容易生病，死亡率很高。｣根據文中所述，非

洲缺乏乾淨水源所導致的問題不包含下列何者？  (A)

因爭奪水源而發生內亂  (B)被迫飲用又髒又臭的水   

(C)當地孩童因此容易生病  (D)當地孩童的死亡率變高 

56. 「我們常常迷惑於莫札特、貝多芬等人特殊的天分或資

賦，而忽略了絢麗背後更可貴的苦練。」這段話在提醒

我們什麼道理？ (Ａ)生命中最值得投資的是自己 

(Ｂ)知識是成功的墊腳石 (Ｃ)天才是百分之九十九的

苦練加百分之一的天份 (Ｄ)船到橋頭自然直。 

 

 

          銀河不是河 

仰望夏夜的星空，一抹淡淡的光帶，橫越天際，古阿

拉伯人認為這條光帶是天上的河流，它，有一個美麗的名

稱——銀河。古希臘神話中，天神宙斯趁著妻子希拉熟睡

之際，讓私生子海克力斯吸吮她的乳汁，希拉驚醒之後，

乳汁噴灑而出，形成銀河，因此西方人稱銀河為「Milky 

Way」。 

    對於神祕的銀河，古代的人們有著豐富的想像空間，

最為人所熟知的神話，就是牛郎與織女的故事。牛郎、織

女的相戀觸犯了天規，於是王母娘娘用銀簪畫出一條天

河，這條天河就是銀河，阻隔兩人的相見。後來王母娘娘

受兩人的愛情感動，特別允許他們在每年的「七夕」，渡

過喜鵲搭成的鵲橋相聚。 

在科技發達的現代，大家已經了解銀河並不是一條河

流，而是由許多的恆星組成，在天文學上，牛郎星與織女

星分別稱為河鼓二與織女一，相距約十六光年。「光年」

是指光走一年的距離，約為 10萬億公里。以牛郎、織女之

間的距離來看，若要每年渡河相會，其實機會並不大。然

而，在夏夜望著那美麗的夜空，不妨用古人的觀點來欣賞

銀河，想必更有浪漫的氣氛。 

57. 根據本文，請問「光年」是指計算什麼的單位？（Ａ）

時間 （Ｂ）重量 （Ｃ）距離 （Ｄ）體積。 

58. 有關銀河，人們充滿了天馬行空的想像，根據本文敘述，

下列何者不是古代人們對銀河的認知？（Ａ）王母娘娘

用銀簪畫出的天河 （Ｂ）女神希拉的乳汁噴灑而成 （Ｃ）

牛郎和織女相見的鵲橋（Ｄ）天空中的河流。 

 

 

 

 
( 背面尚有試題，請翻頁，繼續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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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個人擁有一張出色的由黑檀木製成的弓。他用這張

弓射得又遠又準，因此非常寶貴它。有一天，他仔細觀察

它時，說道：「你稍微顯得笨重點！外觀毫不起眼，真可

惜！—不過這是可以補救的！」他思忖：「我去請最優秀

的藝術家在弓上雕一些圖畫。」—他去了，藝術家在弓

上雕了一幅完整的行獵圖；還有什麼比一幅行獵圖更適合

這張弓的呢？ 

    這個人充滿了喜悅。「你與這種裝飾真相配，我親愛

的弓！」—一面說著，他就試了試。他拉緊了弓，弓呢—

斷了。（萊辛寓言 弓的主人）                                                 

59. 本文的主旨是什麼？ (Ａ)外在重於實際 (Ｂ)實用勝

於矯飾 (Ｃ)誇飾利於實質 (Ｄ)誇耀優於內涵。 

60. 弓的主人請藝術家在弓上雕飾圖畫，他的作法可用下列

哪句成語來形容？ (Ａ)好事成雙 (Ｂ)錦上添花 

(Ｃ)一箭雙鵰 (Ｄ)畫蛇添足。 

 

 

銀髮族線上血拚不手軟 
今年前 6月網購訂單大幅成長 

在過去兩個月的三級警戒期間，除了美食外送業蓬勃

發展外，電商平台的業績也備受矚目，傳統銷售觀念上認

為高齡者習慣於實體店面購物，年輕人才是線上購物的主

要客群，但根據《樂齡網》110年前 6個月的訂單資料統

計顯示，75歲以上的族群，網購的筆數相較 109年下半年

大幅成長了 214%，是所有年齡層中成長率最高的一個族

群。 

三級警戒迫使高齡者從網路難民向網路新移民小步邁

進，但從網購整體消費客層而言卻是向前一大步，值得關

注的是，高齡者將有機會成為網購新寵兒，業者們精心客

制專屬活動才是刺激消費的王道。 

  隨著高齡人口的激增，未來所謂的「銀光經濟」成長

可期。《樂齡網》創辦人張慶光表示，銀髮市場分為綠色、

橘色、白色與黑色四個市場：綠色市場是針對初老族群，

希望能維持長者樂享生活的「不老」目標，具體的商機包

含營養健康餐食、熟年健身等相關服務。橘色市場主要聚

焦在中老的族群，這些族群身體可能開始有些退化，如：

老花、聽損或膝關節炎等，橘色市場期待能改善因退化所

造成的生活不便，顯現的商機包括生活輔具，如：放大鏡、

輔聽器、散步車等。白色市場，長輩已經失能或是生病。

黑色市場，代表已經走向死亡，也就是殯葬相關產業，處

理每個人終需面對的生命終點。愈往後面階段，商機愈明

確。《樂齡網》過去主打橘色商機，未來將朝向綠色與白

色兩端的光譜拓展，幫助更多高齡族群。 

《桃園電子報》記者黃慧玲  2021-08-02 

61. 閱讀完上面的新聞報導之後，請選出正確的敘述： (A) 

疫情期間，年輕人是線上購物的主要客群，是各年齡層

中成長率最高的一個族群  (B) 三級警戒後，因為高齡

族群只習慣於實體店面購物，不會上網，而成為網路難

民  (C) 三級警戒期間，人們盡量不外出群聚，美食外

送行業以及電商平台業績大受矚目  (D) 文中的「銀光

經濟」指的是年輕人於線上購物時所展現的強大銀彈實

力與購買力。 

62. 文中將銀髮市場分為「綠色」、「橘色」、「白色」與

「黑色」，下列關於這四個市場的敘述何者正確？  (A)

綠色市場鎖定的是初老族群，提供健康的飲食以及熟年

健身等相關服務  (B)橘色市場希望維持長者樂享「不

老」目標，商機包括散步車等生活輔具  (C)白色市場代

表老者已死亡，所以《樂齡網》瞄準的商機為殯葬相關

產業  (D)黑色市場的長輩已失能或生病，前途一片黑

暗，希望能改善其生活不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