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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他這輩子從事醫學工作，救人無數，他的(

一、 在□中填入正確國字注音 (每 1 分，共 20 分)

陰天

)

可是說也說不完！

阿明的日記 2018/01/10（三）天氣:

5. 明明感覺才剛進學校，(

) ，轉眼間我們就要

畢業了。

這個週末我們家去奶奶家玩，到了晚上我們

順道 去逛了新開的夜市。我的奶奶家
四周 是滿滿的稻田，旁邊還有一座
古色古香 的小廟。夜市新開在
小廟旁，有許多人們在夜市裡來回穿梭。

6. 颱風登陸，大部分的電影院（

）
，生意冷清。

7. 他辛勤工作了好多年，過了一些辛苦的日子，如
今終於有些積蓄，生活總算（

）。

8. 他十八歲了，所以他的父母相信他可以(
9. 這部小說的情節太離奇了，簡直令人(

)了。
)。

10.植物一般為綠色，而動物的外表色澤則是(

)，

牠們可以是你能想像到的任何顏色。

我最喜歡廟口的小攤車，攤車上擺著動物形狀的麥芽

三、 選擇題 (每題 2 分，22 題，共 44 分)

逼真，讓人

1.（ ）下列選項「」中的字，哪一組的讀音相同？

糖，老闆每支麥芽糖都做得好

彷彿置身在動物園。
這次去夜市最掃興的事情就是因為皮膚過
敏不能吃我愛的蚵仔煎，只能對妹妹投以
羨慕的眼光，真的好可惜！

① 疲「累」/「累」積
② 十「倍」/「倍」數
③「待」會 / 等「待」
④「養」育 / 奉「養」
2.（ ）下列選項「」中的字，哪一組的讀音相同？
①「彷」徨 /「彷」彿
② 投「降」/「降」低
③「漲」潮 /「漲」大

二、 依照題意，從下面的成語中選出最適合的，並

④「荒」涼 /「荒」唐

將代號填入空格中。(每格 1 分，共 10 分)

3.（ ）下列選項「」中的字，哪一組的讀音相同？

A.事與願違

B.難以置信

C.歲月如梭

①「盛」開 /「盛」大

D.大快朵頤

E.門可羅雀

F.豐功偉業

②「扁」舟 / 壓「扁」

G.漸入佳境

H.自食其力

I.自投羅網

③ 道「觀」/「觀」察
④ 恐「嚇」/「嚇」人

J.漫山遍野

K.五花八門

L.所見所聞

4.（ ）下列選項「」中的注音寫成國字後，哪一組
的字完全相同？

1. 香港是亞洲美食之都，有許多道地美食，旅客必
定可以在香港(

深」淺 /「 深」度
② 「 灣」曲 / 臺「 灣」
③ 「 於」夫 / 飛「 於」
④ 「 飄」泊 /「 飄」雪
①「

)。

2. 考試前我給爸爸承諾這次要拿滿分，可是(

)，

我因為粗心只考到九十八分。
3. 嘉義 梅山每到冬季，(

)的梅花，吸引了許多遊

背面還有題目，加油！

客前去遊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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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依據快樂的奇奇一文，小狗奇奇建議山羊

5.（ ）下列哪一組國字的部首相同？
① 鳥／島

② 魚／漁

冬冬用什麼方法讓自己變成「快樂的山羊」？

③ 雕／雉 ④ 延／逃

①把雨滴的聲音想像成音樂會演奏一樣好聽。
6.（ ）請判斷以下哪個選項的修辭法與「走進深山，

②多出門運動運動，會有好心情。

我遇見神木爺爺。」不同？

③觀察雨後葉子上像珍珠的小水珠。

①雨好寂寞，這個世界好寂寞。

④轉變自己的想法，樂觀面對事情。

②羊隊和牛群告別了田野回家了。
③太陽展開他的雙懷，散發他的熱情。

12.（ ）依據美麗的海中地標一文，
「雙心石滬」能

④爺爺拄著拐杖，前進的速度慢得像蝸牛。

夠成為澎湖海中地標的原因是什麼？
①雙心石滬是當地居民特別常去的地點。

7.（ ）請判斷以下哪個選項的修辭法與「鱟圓圓的

② 因為雙心石滬的外形讓人印象深刻。

背甲像鋼盔。」不同？

③ 石滬是漁民抓魚的重要場所，所以成為地標。

①鹿尖尖的角像樹枝。

④因為石滬必須乘船才能拜訪。

②葉子上的小水珠又圓又亮，像一顆顆明亮的珍珠。
③石滬是過去用來抓魚的地方，是用石頭堆起來的。

13.（ ）在蚵田風光一文中，作者形容「一串串的

④姐姐開心的笑臉是冬天溫暖的太陽。

蚵仔掛在蚵架上，外公的心也掛在海面上。」什麼
原因較不恰當？

8.（ ）依據昆蟲的保命妙招一文，哪個敘述為正確？

①外公時常擔心蚵仔會被海浪打倒。

①椿象的臭氣會讓敵人被味道臭死，進而保護自己。

②蚵架上附著的蚵苗是外公細心照顧的成果。

②竹節蟲會讓自身的顏色跟環境相像，好讓自己不

③蚵仔的外形和心形相似，好像外公的心。

被發現。

④外公照顧蚵仔非常用心，蚵仔就是外公的心血。

③昆蟲發展保命妙招的目的是要求偶。
④昆蟲身上的斑點像動物的大眼是為了獵捕動物。

14.（ ）依據有朋自遠方來一文，請找出一件最令
作者高興的事情？

9.（ ）依據鱟的願望一文，下列哪個敘述不正確？

①多認識了一位愛上臺灣的外國朋友。

①小時候的鱟像潛水艇一樣在海底覓食，長大後像

② 和波特先生在夜市吃了許多好吃的美食。

推土機一樣在沙灘中找食物。

③ 波特先生旅遊時特別去拜訪了作者。

②鱟的外形很特別，被稱為「鋼盔魚」
，是人們口中

④ 聽到波特先生說自己住的苗栗風光多麼吸引人。

的「動物活化石」。
③有人叫鱟「有學問的魚」
，但鱟不是魚，而是節肢

15.（ ）請判斷下列句型何者使用恰當？

動物。

①當太陽升起時，陽光照耀在樹木、花朵上，大地

④每年的六到九月，鱟會成雙成對回到沙灘上，生

就被鋪上一片光亮。

下小小的鱟蛋。

②因為小美熱情的迎接我，所以告訴我滷肉飯有多
麼的好吃。

10.（ ）依據跟神木爺爺說的悄悄話一詩，下列敘

③隔壁班的老師不只慈眉善目，其中常常笑臉迎

述哪個錯誤？

人，全三年級的小朋友都喜歡他。

①作者對神木爺爺的提問都在詩中可以找到答案。

④要是午餐沒有吃足夠，並且晚餐要吃多一點把養

② 使用開頭與結尾呼應的方式寫作。

分補齊。

③ 運用擬人法讓神木年老的形象更鮮明。
④ 整首詩描述作者在森林中遇到神木的過程。

還有第三面喔！繼續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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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課文中快樂的奇奇一文的文體，是屬於哪

四、 標點大考驗（10 個標點符號，共 10 分）
請判斷表格內的標點符號們應該要被填入下列
哪個空格才正確，每個標點符號都要使用到。

一種文章類型？
①詩歌

②劇本

③說明文 ④記敘文

17.（ ）依據蚵田風光的內容，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①外公前往蚵田的時間非常固定，每天都早出晚歸。
②作者最喜歡吃外公弄的蚵仔煎。

，

。

：

、

……

＿＿＿

；

？

《

》

「

」

阿花的日記 2018/01/11 （四）天氣：晴

③作者藉著述說外公養蚵的事，表達了對外公濃厚

星期天的下午（

的情感。
④一年四季都適合蚵繁殖生長，養蚵很容易。

）爸爸媽媽帶我們去新開的

百貨公司逛街，我們是開車過去的，距離只有十分鐘
而已。

18.（ ）依據鱟的願望一文，沒有提及關於鱟的哪
些事情？

媽媽說因為百貨公司剛開張，有非常多的特價，

①活動環境 ②鱟的外型 ③生活習性 ④鱟的天敵
要帶我跟妹妹去買新年可以穿的新衣服。聽到媽媽這
19.（ ）根據有朋自遠方來一文，下列敘述何者正

樣講，最喜歡漂亮衣服的妹妹高興的跳起來歡呼，大

確？

喊了一聲：「萬歲！」

①作者與波特先生同遊美麗的獅頭山步道。
②作者帶波特先生在處處飄香的夜市享用美食。

妹妹為了新衣服高興（

③波特先生替作者帶來了三義的木雕作品。
④波特先生在給作者的信中邀請作者到英國遊玩。

衣服，只想要新的玩具。經過販賣玩具的樓層時，我
目不轉睛地盯著展示櫃上的商品，展示櫃上有各式各

20.（ ）在昆蟲的保命妙招課文中，昆蟲「五花八
門」的保命妙招可用許多相似詞替換，下列何者放

樣好玩的東西，有恐龍玩偶（

入「」中不恰當？

酷炫水槍（

①各式各樣 ②千變萬化 ③千奇百怪 ④千篇一律
21.(

）我卻一點也不想要

）變形機器人（

）

）和好多說也說不清的玩具，我最喜

歡的是叫做巴斯光年的模型玩偶，如果可以有一個擺
（
）

)請問下列哪個組合與「悲觀 / 樂觀」的關

在房間就太帥了！我問媽媽：「我可以買一個玩具嗎

係相同？
① 生氣/憤怒 ②失落/沮喪

（

）我會很乖的！」但是媽媽告訴我（

）

（

）玩具只是想要，不是需要。快去挑衣服，要

③ 沉重/輕快 ④悶熱/燥熱
22.（

）阿花把房間弄得亂七八糟，媽媽生氣的對

玩具等生日再說！（

）

她說：「看看妳幹了什麼好事！」請問媽媽這句話
雖然如此，離開前爸爸還是讓我挑了一本我很喜

是什麼意思？
① 看阿花發生了什麼事。

歡的（

）海賊王（

）漫畫給我，彌補了這次

② 詢問阿花在房間做什麼事情。
沒辦法帶玩具回家的遺憾（

③ 生氣阿花把房間弄得很亂。
④ 誇獎阿花做了一件好事。

）

只剩下最後一面了唷！加油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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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宇宙超級無敵王
（哈利波特與孫悟空從左右兩邊分別上場，兩個人都
垂頭喪氣，邊走邊嘆氣，走到舞台中央時，二人撞在
一起。）
孫 悟 空：是誰呀？走路不長眼睛！
哈利波特：咦？這不是齊天大聖 孫悟空大哥嗎？
孫 悟 空：喔－－你就是那個紅透半邊天的哈利波特
嘛！失敬失敬！
哈利波特：你太客氣啦，告訴你一個小秘密，你是我
的偶像耶！
孫 悟 空：喔？為什麼？
哈利波特：我就是因為小時候讀到一本英文翻譯的
《西遊記》
，知道您孫悟空會騰雲駕霧，而
且武功高強，所以才到處拜師學法術啊！對
了！簽名簽名！ㄟ？我的筆呢？
（哈利波特在身上到處找筆。）
孫 悟 空：別找了別找了，我算什麼偶像啊，連宇宙
超級無敵王都做不成哪！
哈利波特：宇宙超級無敵王？唉呀！我正在為這件事
煩惱呢！
孫 悟 空：可不是嗎？據說現在正在舉辦超級無敵王
的選拔，看看到底誰有資格統治整個宇宙，
王母娘娘說，我是齊天大聖，就派我為神仙
的代表，可是萬一輸了，那不是很丟神仙的
臉嗎？唉－－－－
哈利波特：是啊是啊！我也是魔法界的代表，聽說高
手如雲，我真怕一失手，從此全世界的小
朋友都不看哈利波特啦！
孫悟空、哈利波特：（同時大嘆一口氣）唉！－－－
－煩惱喔－－－－－

五、閱讀測驗 (選擇題一題 2 分，共 12 分，問答題
4 分，總共 16 分)
(一)
在中國，蝸牛象徵緩慢、落後；在歐洲，蝸牛則
象徵頑強和堅持不懈。由此可見，蝸牛在各種文化中
的象徵意義不盡相同。

蝸牛的生活環境需要潮溼，在雜木林、原生林等
地區，甚至住家的花圃或者花園的角落，可以發現牠
們的蹤跡。不只青蛙、蛇會冬眠，在寒冷地區生活的
蝸牛也會冬眠；在熱帶生活的蝸牛則在旱季時進行休
眠。牠們休眠時，會分泌出黏液，形成一層鈣質薄膜
封閉殼口，將整個身體藏在殼中。

一般來說，蝸牛較少生活在火山或者酸性土壤的
地區，那是因為牠們需要利用碳酸鈣來製造外殼，
通常生活在石灰質的地區。
慢吞吞的蝸牛幾乎分布在全世界各地，不同種類
的蝸牛體型大小各異，非洲大蝸牛可長達 21 公分，
也有小得不到 0.9 公分的蝸牛品種。

4.（
）依據文章，請判斷這篇文章的形式？
①詩歌 ②劇本 ③說明文 ④記敘文

1.（
）蝸牛在歐洲國家象徵的意義是什麼？
①落後 ②堅持不懈 ③偷懶怠惰 ④謙卑

5.（
）文中哈利波特說的《西遊記》所出現的《》
是什麼符號？
① 刪節號 ②專名號 ③書名號 ④頓號

2.（

6.（
）文章中（）符號裡面的文字被稱為「舞台
指示」
，通常用於對情境的補充說明。請根據本篇
文章判斷，舞台指示中補充了什麼？

）下列選項中，關於蝸牛生活環境的敘述何
者不正確？
① 蝸牛喜歡住在酸性土壤的地區。
② 蝸牛的生活環境需要潮濕。
③ 雜木林是蝸牛可能居住的環境。
④ 原生林會有蝸牛出現。

①人物動作 ②人物服裝 ③天氣 ④時間
7.請根據文章內容寫出哈利波特有出現的動作(2 分)
＿＿＿＿＿＿＿＿＿＿＿＿＿＿＿＿＿＿＿＿＿＿

3.（
）下列有關蝸牛的敘述，哪一個正確？
① 蝸牛喜歡乾燥的生活環境勝於潮濕地帶。
② 不同地方的蝸牛體型有可能不一樣大。
③ 想要找更多的蝸牛，可以從火山地形尋找。
④ 蝸牛拿來比喻品格，在中國代表著勤奮努力，
帶歐洲則代表懶惰的人。

8.請依文章內容寫出孫悟空及哈利波特的煩惱(2 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恭喜你完成全部的試題，請仔細檢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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