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國中 語資試題 國中英文 命題教師：
年 班 座號：
一、字彙選擇 （每題 0.3 分，共 30 分）
1.答案：(Ａ)
解析：Dai-kang Yang（陽岱鋼）是個不錯的「棒球」選手。
2.答案：(Ｄ)
解析：Rose 和她的「丈夫」是老師，其後才會接他們的兒子也是老師
。
3.答案：(Ｂ)
解析：Sharon 的媽媽和我媽媽是姐妹，所以 Sharon 是我的「表姐」。
4.答案：(Ａ)
解析：J.K. Rowling 是「作家」。
5.答案：(Ｃ)
解析：我需要「彩色筆」來畫這幅圖畫。
6.答案：(Ｂ)
解析：我家在學校附近。(Ａ)應改為 in front of (Ｃ)應改為 next to (Ｄ)
後面須接複數名詞或兩個地方。
7.答案：(Ｃ)
解析：因為說不確定，所以應該是「可能」。
8.答案：(Ａ)
解析：dining table：餐桌。
9.答案：(Ｂ)
解析：無法看見我們的 Kitty 貓。她「在」門的「後面」嗎？選項(Ａ)
門的上面；(Ｃ)門的下面；(Ｄ)門的旁邊，較不適宜作答。
10.答案：(Ａ)
解析：讓我們一起「遵守」校規吧。
11.答案：(Ｃ)
解析：我們「遵守」班規並且上課乖巧些吧。
12.答案：(Ｄ)
解析：不要走這麼快。請「等等」我。
13.答案：(Ａ)
解析：我可以「用」你的新鉛筆畫畫嗎？
14.答案：(Ｃ)
解析：我可以在學校「等」我爸爸。
15.答案：(Ｂ)
解析：在牆上有一個「禁止使用電話」的「標誌」。
16.答案：(Ｂ)
解析：Billy 的演唱會真的「很棒」。每個人都玩得很開心。
17.答案：(Ｄ)
解析：我還沒「準備好」要去聽演唱會。你就不可以等等我嗎？
18.答案：(Ｃ)
解析：一些歌曲很快就被遺忘。一首真正不錯的歌曲能通過「時間」的
測試，並且被牢牢記住很多很多年。(Ａ)知識(Ｂ)聲音(Ｄ)天氣
。
19.答案：(Ｂ)
解析：這位著名的歌手正在為他的歌迷們「簽名」。
20.答案：(Ａ)
解析：你看！Maroon 5 在電視上有一則新的「報導」。
21.答案：(Ｃ)
解析：媽媽幫我在動物園裡「拍照」。
22.答案：(Ｃ)
解析：林書豪是非常和善的。他和他的球迷們「握手」。
23.答案：(Ｃ)
解析：前面一句說 Joyce 所有事情都會跟她哥哥說，代表她不會「隱瞞
」事情。(Ａ)覆蓋(Ｂ)相信(Ｃ)隱瞞(Ｄ)拿走。
24.答案：(Ｂ)
解析：Jill 表示「在聖誕夜在農場的火雞很緊張。」，Emi 以「哈！哈
！哈！」回應。
25.答案：(Ｂ)
解析：What date 是詢問「日期」，即「幾月幾日」，而 have a date
with... 是「和…有個約會」。
26.答案：(Ｃ)
解析：學校在一年的第九個月開課，即「九月」。
27.答案：(Ｂ)
解析：一隻狗正在我們門前「哭喊」。我們應該怎麼辦？
28.答案：(Ｂ)
解析：我弟弟在房子的「後方」。他不在房子裡。
29.答案：(Ｄ)
解析：Leo 對 Mia 說「妳是今天的壽星。」。Mia 以「沒錯。今天是我
生日。」回應。That’s right.：沒錯。
30.答案：(Ｃ)

姓名：
解析：書桌上沒有「任何的」筆。上面只有一枝鉛筆。
31.答案：(Ｃ)
解析：Liz 很高興知道「老虎」是來自亞洲。在非洲根本沒有牠們的蹤
跡。
32.答案：(Ｄ)
解析：我吃不下餐桌上的任何食物。我如此地「飽」。
33.答案：(Ｂ)
34.答案：(Ｃ)
35.答案：(Ｂ)
解析：以大量練習來「彌補」他的不足。
36.答案：(Ａ)
解析：睡前，請先洗「臉」，故選(Ａ)。
37.答案：(Ｄ)
解析：沒有人「總是」對的。每個人都會犯錯。
38.答案：(Ａ)
解析：Jeff 有點害羞。他「有時候」才會和女孩講話。
39.答案：(Ｄ)
解析：不知道三明治多少錢，因為是 Kevin「請客」。
40.答案：(Ｂ)
解析：依據圖示，畫裡頭是「花」。(Ａ)果汁(Ｂ)花(Ｃ)餅乾(Ｄ)漢堡
。
41.答案：(Ｄ)
解析：只有「巧克力」是用烤的。
42.答案：(Ｄ)
解析：你喜歡「瓶」中信這個故事嗎？
43.答案：(Ａ)
解析：不在家一星期時，好「想念」媽媽的食物！
44.答案：(Ｄ)
解析：你在臺南「造訪」了哪個地方，安平古堡或赤嵌樓？
45.答案：(Ｂ)
解析：昨晚可憐的 Tina 唯一的房子「燒掉了」，因此現在她和她家人
無家可歸。
46.答案：(Ａ)
解析：什麼？！Ben 叔叔「死亡了」？上週末我們不是一起吃晚餐嗎？
47.答案：(Ｂ)
解析：「山丘」上的那些房子真不錯。我好想住在其中一棟呢。
48.答案：(Ｃ)
解析：一個小時前餐桌上有「一些」餅乾，但是現在它們在哪裡呢？
49.答案：(Ｄ)
解析：at that time＝then：那時候。
50.答案：(Ａ)
解析：Josh 向 Mary 借了一些錢，但是他無法償還。那就是為什麼他「
躲著」她避不見面，用 hide 的過去式作答。
51.答案：(Ｄ)
解析：「除」一天三餐「之外」，我媽媽也必須打掃這棟大房子。多麼
忙碌的家庭主婦啊！
52.答案：(Ａ)
解析：我們去「寺廟」來祈求好運吧。
53.答案：(Ｃ)
解析：way 除了中譯成「方式」，也常作「距離；路線」解；on one’s
way home：在某人回家途中。
54.答案：(Ｃ)
解析：問原因，用疑問詞 why。
55.答案：(Ａ)
解析：這位歌手世界「聞名」。很多人知道她的名字。
56.答案：(Ｂ)
解析：在他去印度的「旅行」之後，他休息了一段很長的時間。
57.答案：(Ｂ)
解析：白天一些動物在睡覺，而夜間牠們「獵捕」食物。
58.答案：(Ａ)
解析：「復活節」是在春天的一個基督教的節日。
59.答案：(Ａ)
解析：那老先生好「奇怪」！他微笑著對我說「去死」。
60.答案：(Ａ)
解析：Sandy 在臺灣。我從印度「寄」了禮物給她。
61.答案：(Ｃ)
解析：下傾盆大雨，也就是雨下得很「大」，用 heavy 表達，而不是
big。
62.答案：(Ｄ)

解析：旅行應該不用帶件厚外套，可見天氣將是「炎熱又陽光普照」。
(Ａ)晴朗但是風大(Ｂ)寒冷但是乾燥(Ｃ)涼爽又潮溼。
63.答案：(Ｄ)
解析：今晚的雨真的很「大」。我們不要外出吃晚餐吧。
64.答案：(Ｂ)
解析：雨滴從雲「降落」。
65.答案：(Ｃ)
解析：小心這些盤子。別「掉」了。
66.答案：(Ｄ)
解析：我不喜歡這個購物中心的「設計」。對家庭來說很不方便待久些
。
67.答案：(Ｂ)
解析：明天早上，一些重要的「來賓」將參觀我們的學校。我們的老師
要我們表現良好。
68.答案：(Ａ)
解析：現在是秋天。一條鮭魚游出海「尋找」牠誕生時的河流。
69.答案：(Ｃ)
解析：我在中國時「聽到」很多關於萬里長城的故事。
70.答案：(Ｃ)
解析：他白天接了一個工作，晚上時也接了另一個工作。他正在蠟燭「
兩頭」燒。
71.答案：(Ｄ)
解析：教堂的「窗戶」既鮮豔又美麗。
72.答案：(Ｃ)
解析：在 2020 年 2 月 14 日，我的男朋友做個心「形（狀）」的蛋糕給
我。我真的好喜歡它哦！
73.答案：(Ｃ)
解析：在我夢中，一個黑色「模糊的身影」正站在我的床邊，而突然我
醒了過來。
74.答案：(Ｄ)
解析：可憐的媽媽。今早當她「離開」家時，正在下傾盆大雨。
75.答案：(Ｂ)
解析：今天早上我早餐吃很多。「然而」，現在上午 10:30 我有點餓了
。我的胃怎麼了呢？
76.答案：(Ｄ)
解析：吃太多月餅，所以我的「胃；肚子」不太對勁。
77.答案：(Ｄ)
解析：「律師」能幫助有需求的人並為他們的權利而戰。
78.答案：(Ｄ)
解析：「最後」，在 2008 年 Lady Gaga 第一張唱片出版，而她成功了
。
79.答案：(Ｄ)
解析：Mark 找不到鑰匙！Billy 問他是否有可能把它「留下」在車子裡
呢？
80.答案：(Ａ)
解析：「到」12:00 的時候，時鐘裡的娃娃開始跳舞。
81.答案：(Ａ)
解析：小女孩被卡車「撞」並傷得很嚴重。(Ｂ)帶領(Ｃ)迷失(Ｄ)付錢
。
82.答案：(Ｄ)
解析：Henry 是許多兒童「劇」的演員。他有很多小粉絲。
83.答案：(Ｂ)
解析：把他的生日當作「藉口」，要求爸爸買昂貴的東西給他。(Ａ)行
動(Ｃ)獎賞(Ｄ)規則。
84.答案：(Ｃ)
解析：不好意思，我就是無法「停止注視」妳的洋裝。stop＋V-ing 表
示「停止做 V-ing」。(Ａ)做任何關於…的事(Ｂ)付錢(Ｄ)想。
85.答案：(Ｃ)
解析：翰林學校的學生，請在此「下車」。
86.答案：(Ｃ)
解析：天氣漸漸變得很冷。為何不脫下短褲並且穿上一件「長褲」呢？
87.答案：(Ｂ)
解析：pants 的單位用 pair，因去年買的長褲變得太小件，要買件新的
。
88.答案：(Ｄ)
89.答案：(Ｄ)
解析：買「南瓜」以便製作南瓜燈給兒子。
90.答案：(Ａ)
91.答案：(Ｂ)
解析：between classes：在課與課之間，即「下課」。

92.答案：(Ｂ)
解析：「在」兩餐「之間」，我不能吃餅乾。
93.答案：(Ｂ)
解析：我最喜歡的農曆新年在「第一個」禮拜。我等不及了！
94.答案：(Ｂ)
解析：我父母「大約」在上午 6：30 起床。他們在公園慢跑半小時然後
去上班。
95.答案：(Ｄ)
解析：將花朵「變成」兔子，故選(Ｄ)。
96.答案：(Ｄ)
解析：back then：回到那時。
97.答案：(Ｃ)
解析：各位，現在「快」12 點了，用午餐的時間到了。
98.答案：(Ａ)
解析：今年母親節「降臨；落在」五月十二日。
99.答案：(Ｄ)
解析：我們的藝術設計社團「提供」簡易又有趣的課程。
100.答案：(Ａ)
解析：Jacky 喜愛去鬼屋以感受在裡面嚇人的「時刻」。
二、文法選擇 （每題 0.3 分，共 30 分）
1.答案：(Ｂ)
解析：Harry 是男生且單數，所以所有格用 His。
2.答案：(Ａ)
解析：Jenny 的袋子很重因為「它」裝滿玩具汽車。代名詞 it 代替「
Jenny 的袋子」。選項(Ｃ)有…，其後接單數可數名詞；選項(Ｄ
)有…，其後接複數可數名詞。
3.答案：(Ｃ)
解析：這些彩色筆是複數，且放在動詞後面，所以用受格 them 當受詞
。
4.答案：(Ｃ)
解析：選項(Ａ)介系詞為 at；選項(Ｂ)、(Ｄ)其前不須介系詞。「在」
特定日子的晚上，介系詞用 on。
5.答案：(Ａ)
解析：「在」這裡「附近」，可用 around / near here 作答。
6.答案：(Ｂ)
解析：bread（麵包）為「不可數名詞」，其前不可用 many（接複數可
數名詞）或 one（接單數可數名詞），而 some 通常出現在肯定
句，any 則出現在否定句，故選(Ｂ)。
7.答案：(Ｄ)
8.答案：(Ｃ)
9.答案：(Ｃ)
10.答案：(Ａ)
解析：已有一般動詞 play，主詞是 Jerry 和 Lisa，須用助動詞 do(n’t)形
成問句。
11.答案：(Ｃ)
解析：你「從不」回家吃晚餐。你工作得很勤勞。你在辦公室「總是」
吃個三明治或一盤炒飯。
12.答案：(Ｂ)
解析：詢問「價錢」的疑問詞用 How much，而問句主詞 our coffee 是
「不可數名詞」，須接單數 be 動詞。
13.答案：(Ｄ)
解析：問句中的動詞是單數形式，所以疑問詞是不可數名詞，而答句
there are 之後要接複數可數名詞。
14.答案：(Ｃ)
解析：用助動詞過去式代替問句中的整個過去動作。
15.答案：(Ｄ)
16.答案：(Ｃ)
17.答案：(Ｂ)
解析：buy 物 for 人，選項(Ａ)(Ｃ)(Ｄ)須用 to。
18.答案：(Ｃ)
解析：我無法「找到」我的電話，能請你幫忙我「尋找」它嗎？用 find
，選項(Ｂ)至少須改成 find; find。
19.答案：(Ａ)
解析：「動名詞…」（V-ing...）當主詞視為單數，所以用動詞現在式單
數形（helps）。
20.答案：(Ｄ)
解析：上星期六打掃我的臥室「花費」我兩小時，用動詞 take 的過去
式 took 作答。
21.答案：(Ａ)
22.答案：(Ａ)
23.答案：(Ｃ)

解析：U [ju]與 V [vi]皆是子音開頭的字母，其前不定冠詞皆用 a 作答。
24.答案：(Ｂ)
解析：由第二句 His name...，可知狗狗的性別是「公的」，故用 He 作
答。
25.答案：(Ｄ)
解析：回答否定疑問句與回答肯定疑問句一樣，肯定簡答須是(Ａ)、(
Ｂ) Yes, he is.。肯定詳答則是 Yes, he’s my teacher.。因此只能選(
Ｄ)「他是我的老師」即「我是他的學生」。
26.答案：(Ｂ)
解析：形容詞的排序是「新／舊＋顏色」，而 that 當「指示形容詞」，
其後不可再接不定冠詞。
27.答案：(Ａ)
解析：第一句子 family 作「家庭」解，接單數動詞；第二句子 family
作「家人」解，接複數動詞。
28.答案：(Ａ)
解析：中間不是分號（;），因此不可另起一句子，故不可選(Ｃ)，只
能選 not 作答。
29.答案：(Ｄ)
解析：第一空格可用 Are 或 Aren’t 作答；第二空格若是簡答，I’m 不可
以用縮寫式，須改成 I am，故選詳答。
30.答案：(Ｃ)
解析：動詞是複數動詞，選項(Ａ)是單數主詞；(Ｂ)須改成 the dog and
the cat；(Ｄ)須改成 the notebooks；選項(Ｃ) fish（魚）是單、
複數同形。
31.答案：(Ｄ)
解析：因為動詞用單數形式，所以主詞是單數，而且必須限定；選項(
Ａ)、(Ｂ)、(Ｃ)須改為 the comic book / the pencil case / the
notebook，或者 the 可換成「所有格」。
32.答案：(Ｄ)
解析：Bob 和 Joe 各自擁有「妻子」，故用複數形式，而兩人都是「家
庭主婦」，也是用複數形式。
33.答案：(Ｃ)
解析：those＋複數名詞，boys 的所有格是 boys’。
34.答案：(Ｂ)
解析：「三個學生的」鉛筆，用 three students’ pencils。
35.答案：(Ｄ)
解析：問句主詞是 it，答句主詞只能用 It，選項(Ｃ) a 須改成 an。
36.答案：(Ｄ)
解析：肯定簡答，主詞只能用 they 代替問句主詞 those。選項(Ｃ)
comic books 須改成 notebooks。
37.答案：(Ｂ)
解析：問句主詞是 these，簡答句主詞須用代名詞 they，而肯定簡答句
不可把 they are 縮寫，故選詳答句作答。
38.答案：(Ｃ)
解析：可用 This / That / It is an old desk. 或簡答 An old desk. 即可。
39.答案：(Ｃ)
解析：我們的狗 Lucky 是第三人稱單數，地點也已出現，只須選單數
be 動詞。
40.答案：(Ｂ)
解析：is 之後只能接「單數主詞」，選項(Ａ)是「父母」兩人；(Ｃ)須
加進 the；(Ｄ)為「複數主詞」。
41.答案：(Ｂ)
解析：英文老師正在教室的「前面部分」，有所限定，須用 the front，
其前介系詞用 in。
42.答案：(Ｄ)
解析：Derron 和 Zack 坐在前面，Lily「坐」在他們「後面」。
43.答案：(Ａ)
解析：已知家裡養的狗狗的性別，可用 him 代替。
44.答案：(Ａ)
解析：or 連接兩個主詞時，動詞以靠近的主詞為準。中譯成「不是你就
是我夠小心翼翼的。」。
45.答案：(Ａ)
解析：由 Sue 所說 He can, too. 可推知 Liz 的狗 Rocky「會」跳繩，而
Liz 用「妳的狗 Money 會嗎？」也用肯定助動詞詢問。
46.答案：(Ｄ)
解析：今天是「星期二」，日子之前不用加介系詞，而奶奶的生日是「
這個星期五」，日子之前也不用加介系詞。
47.答案：(Ｄ)
解析：主詞只有一人，故接單數 be 動詞，選項(Ｃ)句首須加進 is。
48.答案：(Ｄ)

解析：今天是「星期三」，日子之前不須加介系詞，而「這個星期六」
，其前也不須加介系詞。
49.答案：(Ｂ)
解析：現在是星期六晚上 8：00，8：00 之前不用介系詞，「在」星期
六，介系詞用 on 作答。
50.答案：(Ｄ)
解析：「在」特定日子的晚上，介係詞用 On，而 be thankful for... 是「
對…感謝的」。
51.答案：(Ｃ)
解析：(Ａ)在某個月分，介系詞用 in；(Ｂ) March 須改成 May；(Ｄ)
the second Sunday of May。
52.答案：(Ｄ)
解析：this month 之前不用加介系詞。
53.答案：(Ａ)
解析：「在」特定日子的晚上，介系詞用 on。
54.答案：(Ｃ)
解析：「在」特定日子「的」早上，介系詞分別用 on 和 of。
55.答案：(Ｄ)
解析：「在」星期日「的」下午，介系詞分別用 on 及 of 作答。
56.答案：(Ｃ)
解析：詢問「…有什麼？」東西未知時，常視為單數名詞，故取單數動
詞。答句仍用 There 開頭，並接複數 be 動詞。
57.答案：(Ｄ)
解析：only one...：只有一個，其前不須加進定冠詞，而 the only...：唯
一的…，則有所限定。
58.答案：(Ｂ)
解析：冰箱裡面「沒有任何」食物了。我們可以外出用餐嗎？選項(Ａ)
are 須改成 is 方為正解。
59.答案：(Ｂ)
解析：疑問詞 Who 當主詞，視為單數，故接單數動詞，簡答時只能用
助動詞。選項(Ａ) is having 是「正在吃」，不合語意。
60.答案：(Ｄ)
解析：問句已有一般動詞 come，得利用助動詞，答句則可用 is 或
comes 作答。
61.答案：(Ｃ)
解析：Ben 為第三人稱單數，且搭配一般動詞 come，故選(Ｃ)。
62.答案：(Ｄ)
解析：問句中已有一般動詞，故須利用助動詞為首，而若用 Yes 回答，
表示「女孩們頭髮長」，若用 No 回答，表示「女孩們頭髮短」
。
63.答案：(Ｃ)
解析：第一句有一般動詞 does（做），因此第二句否定的簡述句須利用
助動詞，主詞是複數形式，故用 don’t 作答。選項(Ｄ) didn’t 是
did 與 not 的縮寫式，而 did 則是助動詞 do / does 的過去式。
64.答案：(Ｃ)
解析：問句主詞 their hair 是不可數名詞，用單數 Be 動詞；回答時，用
it 代替，因已換新形容詞，故不可再用 not。
65.答案：(Ｄ)
解析：由連接詞 and 推知，原句應為 her brother has long legs and arms，
在此以 does 簡述之，故選(Ｄ)。
66.答案：(Ｂ)
解析：Josh 問 Lily「喜歡星期一嗎？」Lily 以「不，我從未那樣。我不
喜歡星期一工作。」回應。
67.答案：(Ｄ)
解析：問句為 be 動詞開頭，答句則用 be 動詞回答。簡答時，頻率副詞
要放在主詞與 be 動詞之間，故選(Ｄ)。
68.答案：(Ｃ)
解析：brush one’s teeth：刷牙；wash one’s face：洗臉，而連接第三個動
作，可用 and (then)...。
69.答案：(Ｄ)
解析：選項(Ａ)、(Ｂ)、(Ｃ)是可數名詞，因此須是 There are some
drinks / cookies / sandwiches。
70.答案：(Ｂ)
解析：兩空格皆用不定代名詞 ones 代替 paintings。
71.答案：(Ａ)
解析：數字＋hundred＋複數可數名詞，若沒數字，則 hundred 字尾須加
上 s，再加 of，即 hundreds of...（數以百計的…）。
72.答案：(Ｃ)
解析：問句動詞是單數，因此詢問的東西須是「不可數名詞」，答句句
尾省略（of coffee）。
73.答案：(Ｄ)

解析：第一個問句沒任何一般動詞，故用 be 動詞作答；第二個問句已
有一般動詞 have，故用助動詞作答。
74.答案：(Ｄ)
解析：助動詞 did 代替前句的過去動作 appeared at Katie’s party（在
Katie 的派對現身）。
75.答案：(Ｄ)
解析：Doris 表示自己已夠忙時，為什麼「有」這麼多事要做呢？
76.答案：(Ｃ)
解析：be famous for...：以…有名。
77.答案：(Ｃ)
解析：How can...? 問原因，後面接直述句的句構，即 How come＋主詞
（you）＋過去式動詞（walked）＋過去時間（this morning）?。
78.答案：(Ｄ)
解析：Because... 只引導出附屬子句，其後須接「主詞＋動詞...」的主
要句子。
79.答案：(Ｄ)
解析：這訂單是「男孩和女孩共有」，因此所有格代名詞只須表現在第
二空格。
80.答案：(Ｃ)
解析：「你真好」，介系詞用 of；來自我的禮物，介系詞用 from。
81.答案：(Ｄ)
解析：選項(Ａ)須把 It’s 改成 There’s；選項(Ｂ)須把 It’s 改成 It；選項
(Ｃ)須改成 We have...。
82.答案：(Ｄ)
解析：snow 當「動詞」時，其後才會用 very much 修飾之，而且此時主
詞只能是 it，也須利用助動詞才能形成疑問句。
83.答案：(Ｂ)
解析：rains 當動詞，主詞用 It 指天氣；be 動詞後面用形容詞。
84.答案：(Ａ)
解析：說話者詢問在那裡的當地人，主詞才會用 you。選項(Ｂ)須改成
Is there；選項(Ｄ)須是 Does it snow a lot...。
85.答案：(Ｄ)
解析：問句 snow 是當動詞，其後才會用 very much 修飾，故主詞只能
用 it 並用助動詞形成問句；答句 snow 是當名詞，由於地點是
１ there isn’t ○
２ we don’t have 作答。
here，因此可用○
86.答案：(Ｄ)
解析：rain 是不可數名詞，視為單數，因此選項(Ｂ)須改成 Is there;
there is；選項(Ｃ)若用 it 當主詞，rain 須當動詞使用，須改成
Does it rain a lot...? Yes, it rains a lot...。
87.答案：(Ｃ)
解析：第一空格可用 The weather 或 It 指「天氣」，第二空格 is raining
是動詞，主詞只能用 it。
88.答案：(Ｃ)
１ Is it ○
２ Is the weather 作答；第二空格可用○
１
解析：第一空格可用○
２ We have 作答。
There’s ○
89.答案：(Ｂ)
解析：兩句的主詞相同時可用 before＋V-ing... 的句型，此時 before 是「
介系詞」的用法。
90.答案：(Ｃ)
解析：兩句的主詞相同時可用 after＋V-ing... 的句型，此時 after 是「介
系詞」的用法。
91.答案：(Ｄ)
解析：人＋need(s)＋to V...；物＋need(s)＋V-ing...。
92.答案：(Ｄ)
解析：第一空格「人＋like(s)＋to V... / V-ing...」；第二空格「人 1＋
like(s)＋人 2＋to V...」。
93.答案：(Ａ)
解析：某動作「好玩」用 be fun，而 or 連接兩主詞時，須由靠近動詞的
主詞決定動詞，故用單數動詞。
94.答案：(Ｃ)
解析：「不定詞…」（To V...）可表「目的」，意思是「為了…」。
95.答案：(Ｄ)
解析：問句主詞是「拼字課程」，是複數形式，句尾 difficult 是形容詞
，故選複數 Be 動詞。
96.答案：(Ｄ)
解析：問句主詞是「拼長字」這一個動作視為單數主詞，句尾 easy 是
形容詞，故選單數 Be 動詞；而 have trouble（很難…）之後的動
作用動名詞 V-ing... 的形式。
97.答案：(Ｃ)
解析：第一空格，用人「購買」咖啡；第二空格，可用人「付錢」（
paid）作答，若用 spent，其後的介系詞為 on，即「spent 錢 on 物

」。
98.答案：(Ａ)
解析：前有數字 two，thousand 不加 s，且不可與 of 連用。
99.答案：(Ｂ)
解析：Jill 的問句中雖有時間 tonight，但由 Emi 的答句 I’m happy I went
（我很高興我去過了），因此前面空格須用過去式助動詞。後面
３ am going 表達「未來式
１ will go ○
２ am going to go ○
空格則可用○
」。
100.答案：(Ｃ)
解析：與 there 合用形成「有」只能用 be 動詞，選項(Ｂ) Is 須改成 Are
方為正解。
三、對話與完成句子 （每題 0.3 分，共 11.1 分）
1.答案：(Ｄ)
解析：用 No 回答，若有 not 時仍沿用原形容詞；反之，則須換成相對
的形容詞。選項(Ｃ)否定簡答時，須把 our mom 換成代名詞 she
。
2.答案：(Ｄ)
解析：回答的代名詞用 they，所以最有可能是問「那些是你的筆記本嗎
？」。
3.答案：(Ｂ)
解析：兩句中間是分號（;），因此第二句不須有連接詞，而且須是小
寫開頭。選項(Ａ) it 是代替第一句的 ruler，自然不會是 eraser。
4.答案：(Ａ)
解析：「貓咪 Kitty 不是在門後面嗎？」選項(Ｃ)、(Ｄ)貓咪就在眼前
，較不適宜作答。
5.答案：(Ｄ)
解析：Jill 詢問 Pete「兒子 Chris 在哪裡？」，Pete 以「他不是在學校嗎
？」回應。選項(Ａ)須去掉 not；選項(Ｂ)、(Ｃ)不合宜。
6.答案：(Ａ)
解析：Mia 和 Sam 的爸爸既然在家，因此 Sam 較有可能以「他不是在
飯廳嗎？」回應。
7.答案：(Ａ)
解析：噢，是啊！我們「在客廳的門口」，選項(Ｂ)、(Ｃ)、(Ｄ)皆不
合常情。
8.答案：(Ｄ)
9.答案：(Ｃ)
解析：選項(Ａ)的答句，時間之前須加進 at；選項(Ｄ)是詢問「今天星
期幾？」；選項(Ｃ) Do you have the time?即「現在幾點了？」
。
10.答案：(Ｃ)
解析：Meg 詢問 Liz「學校的音樂會在幾點呢？」，Liz 以「在星期五
晚上 7:00」回應。選項(Ａ)須改成... at seven...；選項(Ｂ)、(Ｄ)
須回答出時刻。
11.答案：(Ｃ)
解析：Yes / No 問句若有選項，答句不能回答 Yes 或 No，直接回答正確
答案即可。(Ｄ)為「今天是 6 月 18 號」，所以非正確答案。
12.答案：(Ａ)
解析：Ma 回答他的新節目在每週一的「傍晚」，可以晚餐時間觀看。
13.答案：(Ｂ)
解析：在爺爺的背部上「牠不是一隻鳥嗎？」。選項(Ｄ)不合常情。
14.答案：(Ｄ)
解析：問句是詢問「很多美麗女孩」，因此若用 Yes 回答，表示「要有
很多美麗女孩」，若用 No 回答，表示「沒有很多美麗女孩」，
故選(Ｄ)「只有 Lisa 和她妹妹是美麗的。」。
15.答案：(Ｃ)
解析：幸虧 Leo 和 Mia 的幫忙，「我們是快樂的兩口之家」；選項(Ｂ
)須是 they are dear to their parents 較合理。
16.答案：(Ｃ)
解析：說話者很訝異對方 22 歲，但「從沒打掃清理自己的臥室」。
17.答案：(Ｂ)
解析：Gina 說 Kelly 的女兒二十歲了。Helen 以「我第一次聽說。她看
起來是如此的年輕。」回應。
18.答案：(Ａ)
解析：Leo 問 Ted 多高。Ted 以「180 公分高」回答。
19.答案：(Ｄ)
解析：我下班後幫助那些孩童，而且我喜歡我的工作。「他們放學後沒
回家並且製造麻煩。」。
20.答案：(Ｄ)
解析：回答 Yes，表示「箱子裡面有五包（糖）。」。
21.答案：(Ｄ)
解析：Josh 問 Mary「家中是否有咖啡？」，Mary 以「有，在這裡。」

回應。(Ａ)咖啡為不可數，應改為 Yes, but not much.。
22.答案：(Ｂ)
解析：天啊！「那怎麼發生的？」你知道的，我對我的錢是小心翼翼的
啊。
23.答案：(Ｄ)
解析：海水太暖和了，「而它漂白了珊瑚礁」。與選項(Ａ)「在海邊露
營」無關，(Ｂ) but 至少須改成 and，與(Ｃ)「珊瑚礁像海中的
雨林」無關。
24.答案：(Ａ)
解析：選項(Ｂ) There were 之後不接所有格或定冠詞等限定的名詞；選
項(Ｃ)其前動詞須是 are；選項(Ｄ)其前動詞須是 was。
25.答案：(Ｂ)
解析：Betty 以「怎麼不是呢？」，表示她在 Lily 的生日派對玩得愉快
。
26.答案：(Ｃ)
解析：很少開車的原因是「車子太舊了」。
27.答案：(Ｃ)
解析：上個月我媽媽不在家十五天。「她去美國旅遊。」。
28.答案：(Ｄ)
解析：在復活節巧克力蛋很受歡迎。「在這天不管大人或者小孩，大家
都享用美味的巧克力蛋。」。
29.答案：(Ｃ)
解析：在復活節在美國的人「不獵捕兔子。」。
30.答案：(Ｃ)
解析：(Ａ) Easter 是在春分過後「滿月」後的第一個星期日，(Ｂ)沒固
定在哪一天，(Ｄ)並沒答出重點。
31.答案：(Ａ)
解析：男孩「寫給他爸爸一張明信片」，選項(Ｂ)介系詞應改為 to，選
項(Ｃ)(Ｄ)動詞不該是「寫」。
32.答案：(Ｂ)
解析：(Ｄ)應改為過去式，選項(Ａ)前後語意相反，應用 but 連接，選
項(Ｃ)語意不合。
33.答案：(Ａ)
解析：Lily 當然喜歡夏天的雨。「雨後天氣通常很涼爽。」。
34.答案：(Ｃ)
解析：事情花時間，動詞用 take。因不想再做一次，所以應該是「花了
我太長的時間」，故選(Ｃ)。
35.答案：(Ａ)
解析：Jane 和 Mike 要帶女兒去餐廳慶生，Mike 要 Jane「務必要花一些
時間把她打扮一下。」。
36.答案：(Ｄ)
解析：在萬聖夜去鬼屋也是個受歡迎的活動。一些人「就是喜愛在裡面
嚇人的時刻」。
37.答案：(Ｃ)
解析：Dave 以「當然。」回應 Josh「那晚有嚇人的活動要做嗎？」故
選(Ｃ)要去鬧鬼的醫院享受嚇人的時刻。
四、克漏字測驗 （每格 0.3 分，共 9 分）
1.答案：(１) is；(２) waiting；(３) around；(４) crying；(５)
goodness
解析：(１)形容詞 nervous 之前要加進 be 動詞。
(２)在醫院「等待」弟弟出生。
(３)爺爺奶奶「到處」走來走去等著孫子誕生。
(４)聽！一個嬰兒「在哭」。
(５)「謝天謝地！」母子均安。
2.答案：(１) right；(２) are；(３) to；(４) any；(５) from；(６) to
；(７) to；(８) help
解析：(１) Zac 發現沒有其他的動物在獅子附近，Emi 以「沒錯。」回
應，畢竟獅子是萬獸之王。
(２)地方介系詞片語（Under the tree）＋複數 be 動詞（are）＋
複數主詞（some elephants）。
(３) That’s new to me.：那對我而言是新鮮的。
(４)由下文「在非洲沒有老虎」，可知 Emi 看不到「任何的」老
虎。
(５)老虎是「來自」亞洲，用介系詞 from 作答。
(６) Good to know.：很高興知道。
(７)「對」我「而言」是動物專家，介系詞用 to 作答。
(８) Zac 很高興對 Emi 有極大的「幫忙」。
3.答案：(１) to；(２) are；(３) for；(４) to；(５) up；(６) to；(
７) full；(８) healthy
解析：(１) be a big help to...：對…是極大的助益。
(２) there are＋複數名詞...：有…。

(３) be bad for...＝be not good for...：對…不好。
(４) food to...：給…的食物。
(５) clean up：清理。
(６) Thanks to...：幸虧…；由於…。
(７)牛椋鳥以斑馬毛皮裡面的蟲子為主食，因此牠們「吃飽飽的
」。
(８)牛椋鳥幫忙除去斑馬毛皮裡面寄生的蟲子，所以斑馬乾乾淨
淨又「很健康」。
4.答案：(１) about；(２) it’s；(３) Then；(４) to；(５) but
5.答案：(１)(Ｃ)；(２)(Ａ)；(３)(Ｂ)；(４)(Ｃ)
解析：(１)由肯定簡答 Yes, I did. 推知是 Did 起首的 Yes-No 問句，文法
及語意只能選(Ｃ)，選項(Ｄ)答句通常是 2 擇 1 作答。
(２) Mia 和 Ted 在一昂貴的餐廳「享用一頓美味的大餐」。
(３) Mia 以「各付各的不會發生在她身上。」回應她爸爸問的。
(４) Mia 感慨「媽好可憐。」可推知「以前她爸爸從不會對她媽
媽秀出那樣的。」。
五、閱讀測驗 （每格 0.3 分，共 16.5 分）
1.答案：(１)(Ｂ)；(２)(Ｄ)；(３)(Ｄ)
解析：(１)根據文章中 In the back of the hippos are the giraffes. 可推論出
長頸鹿在河馬的後面，故在 B 區。
(２)根據文章中 Next to the tigers are the lions. The lions are
between the tigers and bears. 可推論出熊在 D 區。
(３)鱷魚 4 隻腳×2 隻＝8 隻腳，獅子 4 隻腳×3 隻＝12 隻腳，熊
4 隻腳×4 隻腳＝16 隻腳，故一共有 36 隻腳。
2.答案：(１)(Ｃ)；(２)(Ａ)
解析：(１)從文章中，相關資訊排列後，正確座位表為（Ｃ）。
(２)從文章中，可得知 Cody 的新座位不在舊座位附近，是在
Zoe 前面，但不在 David 旁邊，因此答案為(Ａ)。
3.答案：(１)(Ｂ)；(２)(Ｄ)；(３)(Ｃ)
解析：(１)從附圖及文中的 Let’s play Monopoly，可知 Monopoly 應為
一個遊戲。
(２)從第 12 格的說明中「用英文說出五種顏色」，可推出答案
為(Ｄ)。
(３)回原點的地方是在第 7 格以及第 13 格，故可推知選項(Ｃ)
是不對的。
4.答案：(１)(Ｂ)；(２)(Ａ)
解析：(１)根據描述，John 讀完書後會去買食物和雜物。所以他應該
是去賣場（mall），故選(Ｂ)。
(２)根據對話（Is it Monday today?），對話當天應為禮拜一，且
對方叫 John 先點食物，故推測他們應該是要一起吃飯（
Lunch）。所以答案為(Ａ)。
5.答案：(１)(Ａ)；(２)(Ｂ)；(３)(Ｄ)
解析：(１)由往來訊息得知，Juan 8 / 7 以前要準備英文考試，Leo 8 / 8
和 8 / 9 要慶祝父親節以及妹妹生日，Isla 8 / 11 以後不在臺
灣，所以選項中只剩 8 / 10 可以約吃晚餐。
(２) Leo 說他妹妹的生日派對是在父親節之後一天，所以是 8 / 9
。
(３)由前面訊息得知，Alice 的朋友都只有一天可以約吃晚餐，
busy 應為 Not free「沒有空」。
6.答案：(１)(Ｃ)；(２)(Ｂ)
解析：(１)根據圖片，魚菜共生系統仰賴魚和植物互相幫助對方。一方
提供養分，一方過濾水，故選(Ｃ)。
(２)根據 Mr. Wick 的說明，細菌能把魚的排泄物轉換為肥料，
供給植物使用，植物過濾水，所以魚能活在乾淨的水中，可
１ 為魚提供給植物的排泄物，○
２ 為植物提供給魚過濾後
知○
的乾淨水質，故選(Ｂ)。
7.答案：(１)(Ｂ)；(２)(Ａ)；(３)(Ｂ)
解析：(１)由文中得知，基因可控制我們的身高、體重和外表，故答案
選(Ｂ)。
(２)由文中得知，荷蘭男人有全世界的平均最高身高是因為他們
的基因，故答案選(Ａ)。
(３)由文中得知，臺灣男人的平均身高 171 公分高，即 175 公分
以下，故答案選(Ｂ)。
8.答案：(１)(Ｃ)；(２)(Ｂ)；(３)(Ｂ)
解析：(１)由文中得知，Eric 是位籃球校隊隊員，可見他擅長於打籃球
，故答案選(Ｃ)。
(２)由文中得知，Meggy 喜歡結交朋友並常常舉辦活動，故推論
a people person 指的是喜歡結交朋友的人，故答案選(Ｂ)。
(３)由題目得知，寫信者每天早上上中文課，朋友們常帶她去夜
市，並且喜歡臺灣的食物，推論寫信者是 Paula，故答案選(
Ｂ)。
9.答案：(１)(Ｂ)；(２)(Ａ)；(３)(Ｃ)

解析：(１)若親自去店裡取貨，可買大送大，因此買兩個大漢堡只要「
150 元」。
(２)兩個小漢堡要 200 元，但「在星期日可打九折」，只須付費
180 元。
(３) Sandy’s Burger Café 只在「星期二到星期日」營業，並非「
每天都可買得到漢堡」。
10.答案：(１)(Ｃ)；(２)(Ｃ)
解析：(１) Judy 是國中生，可享食物半價的優惠，故原價漢堡 140 元
，只需付半價 70 元，和蘋果汁 120 元，總共 190 元，答案
選(Ｃ)。
(２)所有飲品在週末享有買一送一的優惠，Maria 拿到四杯咖啡
，即只要付兩杯的錢，故答案選(Ｃ)。
11.答案：(１)(Ｃ)；(２)(Ａ)；(３)(Ｃ)
解析：(１)根據題幹，每人每天需要 2 瓶，Ava 和老公需要共 4 瓶。
(２) Grace 要付 Ava 一顆番茄和兩瓶牛奶的錢，而 Happy Market
今天每樣東西都打 9 折，所以是（$10＋$30 × 2）× 0.9＝$63
。
(３)根據題幹，Grace 不需要 Ava 幫她買火雞肉，因為家裡已經
有了，所以只有(Ｃ) Ava 沒有幫 Grace 買火雞肉，是正確答
案。至於(Ａ) Grace 的老公明天可以吃餅乾、(Ｂ) Grace 和
Ava 一起去 Happy Market，和(Ｄ)今天 Happy Market 只有番
茄打 9 折，皆不正確。
12.答案：(１)(Ａ)；(２)(Ａ)；(３)(Ｄ)
解析：(１)此篇是食譜，而 ingredients 底下列出了 5 項食材，由此可知
是(Ａ)用來做菜的食物。其他皆不正確。
(２)根據食材只有可能看見蘋果的紅色皮。
(３)根據題幹，只有(Ｄ)把披薩放在冰箱半小時，是正確的。(
Ａ)烤完水果再切，不正確，因為水果只要切，不需要烤；(
７ ，要從冰箱
Ｂ)吃披薩要小心，很燙，不正確。根據步驟○
把披薩拿出來，才能吃披薩，所以披薩不是燙的；(Ｃ)把水
５ ，是先
果放在披薩皮上，再塗巧克力，不正確。根據步驟○
塗巧克力，再放水果。
13.答案：(１)(Ｃ)；(２)(Ｂ)；(３)(Ａ)
解析：(１)根據題幹，此機器為回收瓶罐獲得現金的機器，因此答案是
(Ｃ)用來放進垃圾，得到錢。至於(Ａ)用你的瓶子買飲料、
(Ｂ)用來清潔瓶罐，和(Ｄ)幫你開罐子，皆不正確。
(２)根據題幹，5 個瓶罐可換得 1 元，而 Eva 換了 5 元，因此她
應該放入總計 25 個瓶罐，因此(Ｂ)為正解。
(３)根據題幹，放一個瓶罐需要 3 秒鐘，1 分鐘內應可放 20 個
瓶罐，因此(Ａ)為正解。(Ｂ)遵照 6 個步驟來拿到錢，不正
確，因機器上只有標示 3 個步驟；(Ｃ)此機器假日不開放，
不正確，因為它全年無休；(Ｄ)此機器在超市裡，不正確，
應在超市旁邊。
14.答案：(１)(Ｃ)；(２)(Ｂ)
解析：(１)由紀錄表中可知，4 月 10 日的下午 Betty 在 Da Ming Lake。
(２) Susan 咖啡店附近的湖裡有又大又肥的蝌蚪。
15.答案：(１)(Ａ)；(２)(Ｃ)；(３)(Ｄ)
４ 右邊的欄位中提到滑雪要穿溫暖外套和雪褲、戴溫暖
解析：(１)表格○
的手套，沒有提到泳衣。
(２)由表格的第一點可知滑雪要用滑雪板。(Ａ)由表格第二點可
知以前就有衝浪文化(Ｂ)多風的天氣是適合衝浪(Ｄ)在多雪
的地方是適合滑雪。
(３)文中有提到他們滑雪是為了打獵。
16.答案：(１)(Ｃ)；(２)(Ｄ)；(３)(Ｂ)
解析：(１)上句作者提到會幫媽媽做家事因為怕她太累，但下句媽媽說
她喜歡為家人「做家事」，因此可知此處 it 指的是「做家事
」。
(２)洗碗機是作者的爸爸買的。
(３)一臺為美金 500 元，加購第二臺可以打 88 折，故需花費
500＋（500×0.88）＝940 元美金，故選(Ｂ)。
17.答案：(１)(Ｂ)；(２)(Ｃ)；(３)(Ｄ)
解析：(１)由筆記內容可知影片都是在說關於夢的東西，故選(Ｂ)。
(２)筆記第二點有提到動物也會作夢，故選(Ｃ)。(Ａ)未提及(
Ｂ)是古埃及人寫的(Ｄ)意思不一樣。
(３)筆記中提到夢到淋浴表示有做了什麼錯事感覺很差，跟 Ian
提到打破姐姐的杯子，看到她在哭感覺很差，情境符合，故
選(Ｄ)。
18.答案：(１)(Ｂ)；(２)(Ａ)；(３)(Ｃ)
解析：(１)由流程圖可推知它是在告知如何在 Fancy Day 訂旅遊行程。
(２)文中提到是否要協助訂飯店，推知此 accommodation 指的是
「住所」，故選(Ａ)。(Ｂ)為「和解」(Ｃ)為「預訂船的座

位」(Ｄ)為「適應」。
(３)步驟中提到可協助安排住宿及交通，故選(Ｃ)。(Ａ)不選，
因為文中未提到至少要訂兩個行程(Ｂ)錯誤，因為文中提到
有九個城市可以選擇，但未提到每個城市有多少飯店供選擇
(Ｄ)非正解，因步驟一提到有老人及小孩的行程選項。
19.答案：(１)(Ｂ)；(２)(Ａ)；(３)(Ｄ)
解析：(１)倫敦眼一次可容納 800 人（32 個車廂× 25 人），而新加坡
摩天觀景輪一次只容納 784 人（28 個車廂× 28 人），故選(
Ｂ)。(Ａ)新加坡摩天觀景輪比倫敦眼高(Ｃ)搭乘新加坡摩
天觀景輪比倫敦眼便宜(Ｄ)新加坡摩天觀景輪比倫敦眼造價
高。
(２)新加坡摩天觀景輪位於 Promenade 捷運站附近，故選(Ａ)。
(Ｂ)泰晤士河及大笨鐘在英國(Ｃ)倫敦眼才會在轉第三圈時
停十分鐘讓用餐旅客在最高處拍照。(Ｄ)新加坡摩天觀景輪
早上沒開放。
(３)兩者轉一圈皆花 30 分鐘，故選(Ｄ)。
20.答案：(１)(Ｄ)；(２)(Ｂ)；(３)(Ａ)
解析：(１)由流程圖可推知它是在 Margarette.Luxury 網站訂製客製化鞋
子的步驟說明。
(２)步驟中提到有四種顏色供選擇鞋底及內襯，故選(Ｂ)。(Ａ)
錯誤因為標誌要自行設計。(Ｃ)不選因為文中未提到鞋底或
內襯有圖案。(Ｄ)非正解因為文中未提到一次得訂至少三雙
鞋。
(３)本文是介紹自製鞋子的步驟，故選(Ａ)在網路上可讀到該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