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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翻頁繼續作答 

1. 下列哪一組選項，「  」中的字，讀音前後相同？ 

(A)陽明山是台灣有名的觀光「勝」地，景色真是美不「勝」收 

(B)老師在「教」書過程中，也獲益良多，可說是「教」學相長 

(C)沿這條彎「曲」的小徑，你會發現「曲」折道路的景色更美 

(D)父母扶「養」子女成人，子女長大後也應好好奉「養」父母 

 

2. 下列哪一個選項，「強」的讀音與「強身」中的「強」字讀音相同？ 

(A) 強迫 

(B) 勉強 

(C) 倔強 

(D) 強壯 

 

3. 下列哪一個選項，「  」中的字讀音和其他選項不同? 

(A) 水能「載」舟 

(B) 怨聲「載」道 

(C) 「載」歌「載」舞 

(D) 千「載」難逢 

 

4. 下列哪一組選項，「  」中的讀音前後相同？ 

(A) 最佳主「角」／退到牆「角」 

(B) 遺「臭」萬年／「臭」罵一頓  

(C) 「將」計就計／游泳健「將」 

(D) 「種」瓜得瓜／「種」子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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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下文□中的用字，依序哪一組選項用字正確? 

「這種□蜂的□食方式相當神□，科學家最近在哈□瓜的果園解

開了長期以來的謎團。」 

(A) 蜜/覓/祕/密 

(B) 祕/密/覓/蜜 

(C) 祕/蜜/密/覓 

(D) 密/覓/祕/蜜 

 

6. 下列哪一組選項，「  」中的國字前後相同？ 

(A) 「型」狀特殊/ 特殊造「型」 

(B) 非常「厲」害/掌聲鼓「立」 

(C) 腳踏「實」地/「十」在危險 

(D) 清「澈」見底/下令「撤」退 

 

7. 下列文句中，哪一個選項沒有錯別字？ 

(A) 警察會遵重每一位尊守法律的公民 

(B) 想要有好的成積，需要日績月累的努力 

(C) 他勤練跳耀的動作，終於贏得冠軍的榮躍 

(D) 夏天的海灘附近，總會聚集許多販賣消暑飲品的攤販 

 

8. 下列文句中，哪一個選項沒有錯別字？ 

(A) 這次的參觀活動，我的收獲真的好多 

(B) 原住民的歌聲響亮，聽完令人精神振奮 

(C) 家裡的鬧鍾每天早上七點準時提醒我起床上學 

(D) 我們不會貧生怕死，該面對的問題一定挺胸面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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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閱讀下文，「……」的句子，應填入哪個選項最為恰當？ 

中秋節是家人團聚的日子，「……」 

(A) 大賣場總是擠滿買年貨的人潮 

(B) 東部返鄉的火車票，真是一票難求 

(C) 在外地工作的人，總是趁假期出國旅遊 

(D) 我特地準備燈籠，要和表弟一起提花燈 

 

10. 閱讀下文，句子中的□□，不適合填入哪個選項？ 

「□□你不願意，你還是要設法完成這件事。」 

(A) 只要 

(B) 儘管 

(C) 就算 

(D) 即使 

 

11. 閱讀下文，選出不適合填入「□□」的語詞。 

「這本故事書裡□□有神奇的魔法，還有刺激的冒險故事。」 

(A) 除了 

(B) 不但 

(C) 雖然 

(D) 不只 

 

12. 閱讀下文，選出不適合填入「□□」的語詞。 

「□□你已下定決心，就應該努力去完成。」 

(A) 既然 

(B) 如果 

(C) 儘管 

(D) 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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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下列文句，「  」中的詞語，何者使用正確？ 

(A) 這部真人實事改編的電影，深深「打擊」人心 

(B) 這個地點是經過大家「理論」後一起決定的 

(C) 我好奇的站在樹下，「視察」甲蟲的活動 

(D) 她受到母親的「影響」，對繪畫有濃厚的興趣 

 

14. 下列文句，何者具有因果關係？ 

(A) 「既然」你這麼喜歡這首歌，我「就」將這張 CD送給你 

(B)  坐在沙灘上「一邊」欣賞奇景，「一邊」享受涼爽海風 

(C)  我「先」拉下投影機的布幕，「再」按下開關的按鈕 

(D)  她「是」在聽海風的輕唱，「還是」在看天邊的飛鳥 

 

15. 閱讀下文，並依文意通順排序，下列哪一選項最恰當? 

 

「王子在森林中，發現傳說中會帶來好運的火鳥。 

   (     )，(     ) 。(     )，(     )，牠就會出現。」 

 

甲、可是又禁不起牠苦苦請求，決定放牠走 

乙、於是，他趕快抓住火鳥 

丙、火鳥離開前送了一根紅羽毛給王子，以表謝意 

丁、並表示只要搖動羽毛 

(A) 甲乙丙丁 

(B) 乙甲丁丙 

(C) 甲乙丁丙 

(D) 乙甲丙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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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閱讀下文，並依文意通順排序，下列哪一選項最恰當? 

 

「人生的旅途上，（  ），(   )；(   )，(   )。」 

 

甲、就能有更多的勇氣面對挑戰 

乙、難免有挫折與失敗 

丙、若能把失敗化為前進的力量 

丁、若總是用悲觀的態度來看待 

(A) 乙丙丁甲 

(B) 丙乙丁甲 

(C) 丁乙丙甲 

(D) 丁甲丙乙 

 

17. 閱讀下文，並依序為（  ）選擇恰當的標點符號。 

「公園裡有好多盞不同顏色的花燈（  ）有紅的（  ）藍的

（  ）白的（  ）每一盞都很漂亮（  ）」 

(A) ， 、 、 ， 。 

(B) ， ， ， ， 。 

(C) ， 、 、 、 。 

(D) ； 、 、 ， 。 

 

18. 下列哪一個文句中的「；」使用正確？ 

(A) 快要放暑假了；你們高不高興？ 

(B) 開心，就開懷大笑；傷心，就掩臉痛哭。 

(C) 我常吃的水果有；芭樂、楊桃、西瓜等三種。 

(D) 哇！太好啦；明天可以去台北看動漫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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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 人 

我們都是智人 

現今地球上所有的人類都是智人，顧名思義就是「有智慧的人」。 

智人約在十萬年前離開非洲大陸後，遇到「亞洲直立人」與「尼安德塔

人」，但最後，其它人種都陸續消失了，智人成為地球上唯一生存的人種。 

智人憑什麼活下來？ 

智人會用骨針縫衣服、用弓箭射殺獵物，以及作畫、創作音樂與藝術

品。除此之外，智人還擁有其它人種沒有的三項特別能力。 

靈活精確的語言 

科學家認為智人的語言最靈活、最精確，能使用複雜的語言。科學家

的新推測，智人在懂得用語言描述世界、解決生活問題之後，智人逐漸發

展出新的語言技能—─聊天、說八卦。智人是社會性動物，能透過交談知

道誰是騙子、誰可靠、誰能幹……等。這種人跟人之間的微妙關係，讓日

後彼此合作變得比較容易。 

懷抱希望的夢想 

所有人種都透過溝通，解決眼前的問題，如：覓食、躲天敵、找伴侶……

等。不過智人卻會討論未來，甚至是根本不存在的事。假如有個地方，原

本是尼安德塔人的地盤，智人想搶下這塊地，他會說服同伴：「各位，前

方不遠處，那裡有數不清的食物，為了我們的將來，大家應該團結起來，

一起奪下那塊地……。」 

智人用希望說服親人、同伴，甚至是陌生人。科學家發現，討論不存

在的事，除了要想像，最重要的是「大家一起」想像。於是，一群不認識

的智人在一起，為了同一個希望和夢想一起奮鬥。 

合作與計畫的能力 

蜜蜂、黑猩猩會分工合作，但是智人的合作方式非常靈活。其實尼安

德塔人許多能力不比智人差，但是說到溝通與合作，智人強多了。如果一

位智人遇上一位尼安德塔人，智人打贏的機率微乎其微，因為尼安德塔人

體格高大，肌肉強壯，還不怕冷。但是五十位智人碰上五十位尼安德塔人，

智人要怎麼做，才會贏？ 

智人懂得找一大堆不認識的人，計畫戰術，使跟自己聯手的人變多。

利用天氣、地形及武器，埋伏攻擊，合作禦敵。這時，無論是打架或搶食

物，強壯的尼安德塔人根本就不是對手。而且，就算這次打輸了，智人還

有一項驚人的能力──從失敗中記取教訓，調整作戰方式，在下一場戰役

中贏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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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下列哪一個選項不是智人的優勢強項？ 

(A) 體格高大、強壯，還不怕冷 

(B) 建立人際互動的社會性動物 

(C) 能和同伴溝通解決食物問題 

(D) 會作畫、創作音樂與藝術品 

20. 為什麼智人要討論｢不存在｣的事呢？ 

(A) 以聊天說八卦作為娛樂 

(B) 建立人與人之間的互動 

(C) 運用合作實踐共同夢想 

(D) 解決食物和安全的問題 

 

21. 下列哪一個選項最能說明智人具有靈活計畫的能力？ 

(A) 學習黑猩猩的合作 

(B) 製作武器攻擊敵人 

(C) 會使用靈活的語言 

(D) 合作禦敵調整作戰 

 

22. 作者透過這篇文章最主要告訴我們什麼？ 

(A) 團結與合作的力量大 

(B) 記取失敗教訓的重要 

(C) 靈活運用語言的方法 

(D) 其它人種生活的情形 

 

23. 這篇文章最不適合改成下列哪個標題？ 

(A) 智人的生存之道 

(B) 以寡擊眾的智人 

(C) 智人的驚人能力 

(D) 地球僅存的人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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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洲 鷹       

美洲鷹擁有巨大的身材，是一種獨一無二的鷹類。牠有寬大的翅膀，

飛翔的姿勢和大型的猛禽類一樣。人們認為大鷹會襲擊山羊群，想盡一切

辦法對付牠們。在失去棲息地及中毒等因素之下，美洲鷹的數目越來越少，

於是有人重金收藏， 大量的獵捕導致數目更少。人們看不到美洲鷹的蹤

影，認為這物種已經絕跡了。 

在大家認為世界上不可能再出現美洲鷹的時候，美國專門研究美洲鷹

的科學家阿．史蒂文，竟在南美安第斯山脈的岩洞裡發現美洲鷹。 

阿．史蒂文發現，體形龐大、習慣在海上飛翔的美洲鷹，竟然能在擁

擠狹小的岩洞中生活。洞中到處都是奇形怪狀的岩石，有的薄得像刀片，

有的尖得像釘子。岩石與岩石之間最寬的距離約 15公分，最狹窄的地方，

兩塊岩石幾乎緊貼在一起。在這樣的情況下，美洲鷹究竟怎麼生活？ 

阿．史蒂文利用高科技的方法，捕捉到一隻美洲鷹，然後用許多樹枝

做成直徑 15公分的小洞，試著讓牠從洞裡往外飛。美洲鷹迅速的從小洞裡

飛出去，誰也沒看清楚是怎麼一回事。 

透過錄影的慢動作顯示，美洲鷹在穿過小洞的一剎那，翅膀緊緊的貼

在肚子上，雙腳直直伸到尾部，與伸直的脖子和頭保持在一條直線上，巨

大的軀體在瞬間變成像一條又柔又軟的麵條，進而輕鬆做到人們無法想像

的事情。阿．史蒂文還發現，美洲鷹身上布滿了大小不一的老繭子，老繭

子的堅硬程度可以與岩石相抗衡。 

由此推論，美洲鷹可能為了躲避人類的追捕，來到這樣的岩洞裡，為

了適應環境，為了讓自己龐大的身軀能穿過岩石之間狹小的縫隙，在一次

次的受傷中調整自己，進而獲得新生，讓瀕臨絕跡的物種得以延續。 

野生動植物「被淘汰」的情形，似乎愈來愈快。以鳥類為例，據統計，

從 1851年到 1950年這 100年間，約 40種鳥類滅絕，相當每 2年半就有鳥

類絕種。 

為營救瀕臨絕滅的野生動植物，l973年世界許多國家簽訂華盛頓公

約，以嚴格設限瀕臨絕滅野生動植物的國際間貿易。我國於民國 78年，也

根據野生動物保育法，公告保育類野生動物名錄，嚴禁保育類野生動物之

進口、飼養、繁殖……等，以保護瀕臨絕種的野生動植物。此外，各學術

機構也積極對珍貴而瀕臨絕種的野生動植物，進行繁殖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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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哪一項不是美洲鷹瀕臨絕跡的原因？ 

(A) 失去棲息地 

(B) 中毒而身亡 

(C) 巨大的身材 

(D) 被重金收藏 

 

25. 美洲鷹身上的老繭是怎麼形成的？ 

(A) 被岩石割傷後留下的傷疤 

(B) 襲擊山羊群後留下的傷疤 

(C) 爭地盤打鬥後留下的傷疤 

(D) 出生時就擁有的保護硬殼 

 

26. 美洲鷹可以擺脫絕跡的命運主要原因為何? 

(A) 人類停止濫捕濫殺 

(B) 改變自己適應環境 

(C) 被阿•史蒂文發現 

(D) 學術機構積極繁殖 

 

27. 若要幫本文下一個新的標題，請問哪一個選項最合適? 

(A) 巨大神鳥──美洲鷹 

(B) 獨立精神──美洲鷹 

(C) 保護絕跡──美洲鷹 

(D) 重獲新生──美洲鷹 

 

28. 本文敘述的重點，順序是什麼? 

(A) 發現→保護→絕跡 

(B) 保護→絕跡→發現 

(C) 絕跡→發現→保護 

(D) 絕跡→保護→發現 

 



10 
 

調錯的頭痛藥水 

約翰．潘伯頓(John S. Pemberton)是一名藥劑師，他在美國亞特蘭

大開了一間小藥局。有一天，進來了幾個客人，差點把小小藥局塞滿。帶

頭的劈頭就說：「我要昨天喝的那種頭痛藥水！」 

「我們也要！」 

難得頭痛的人這麼多，潘伯頓立刻親自調配頭痛藥水。當他遞出第一

杯頭痛藥水後，帶頭的客人喝了一大口，說：「不對，不對，我要喝昨天

那種，是深色的，不是白的，有氣泡的那種！」 

「可是我們的頭痛藥水就是這種啊！」 

「不對，昨天不是你調的……」 

「我是老闆也是藥劑師，不會錯的……」 

「算了，算了！」客人一哄而散，生意泡湯了。潘伯頓把躲在後面的

店員叫出來問，究竟昨天發生什麼事？ 

原來昨天那個客人衝進店來，說他頭痛死啦！要店員快給他頭痛藥

水，客人一直催，店員一緊張，不但調錯配方，而且本來應用冷水沖調，

卻誤用了蘇打水沖，這才調出顏色深、帶氣泡的藥水。沒想到客人一喝，

大呼好喝！過癮！今天又上門來，還帶了一幫人。 

潘伯頓於是照著店員調錯的配方，加上蘇打水重調一杯，親自喝一

口，果然有意思，再喝一口，有種說不出的滋味，再喝一口，停不下來一

飲而盡。他決定用這種錯誤的配方，調出一種新飲料來賣賣看。 

為了替這個新飲料取一個好的名字，潘伯頓的合夥人法蘭克．羅賓森

(Frank M. Robinson)從頭痛藥水的兩種植物成分，取名為「Coca-Cola」，

可口可樂的名字就此誕生。 

然而真正讓可口可樂成名的人是艾薩．坎得樂(Asa G. Candler)。他

在 1892 年以二千三百美元買下可口可樂的配方和所有權，並設立可口可

樂公司。當時，他請有名的演員希爾達．克拉克擔任首位廣告代言人，並

透過贈送時鐘、明信片等大量贈品，使可口可樂廣為人知。 

1919年，坎得樂以當時的天價二千五百萬美元，將可口可樂公司賣給

歐尼斯．伍德瑞夫(Ernest Woodruff))財團。 

可口可樂雖然成為暢銷一時的產品，但也因為成分有讓人上癮的咖啡

因，曾被衛生當局禁止販賣。除此之外，氣候也會影響飲料的銷售狀況。 

可口可樂公司為了面對耶誕節銷量的突然下降，在 1931 設計了一張

耶誕海報，海報畫著一個挺著大大的肚子、白鬍子白頭髮的和藹老人，穿

著可口可樂的招牌顏色—─紅色大衣，他也成為後來我們心目中的聖誕老

人形象。這一張海報不僅讓它增加銷售量，更讓可口可樂成為美國人生活

的象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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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二次大戰來了，戰爭時期，各種貨源都缺，可口可樂公司抓住機

會，向美國政府推銷。伍德瑞夫告訴美國政府，他們將用一瓶可樂 5分美

元的便宜價錢，提供美國士兵享用，於是美國政府答應合作。因此可口可

樂公司不計成本，在美國軍事基地附近共設立 64 家工廠。隨著美國軍隊

的步伐，可口可樂全球市場就這樣打開了。 

29. 下列哪一個選項是可口可樂的發明過程中，最早出現事件？ 

(A) 店員緊張調錯頭痛藥水 

(B) 潘伯頓品嚐錯誤的配方 

(C) 有上癮成分被政府禁賣 

(D) 不計成本提供軍隊享用 

 

30. 可口可樂能成為「世界」暢銷飲品原因？ 

(A) 價格低廉 

(B) 廣告成功 

(C) 戰爭擴大 

(D) 成分上癮 

 

31. 根據上文，潘柏頓擁有什麼人格特質，才能有可口可樂的誕生? 

(A) 悲天憫人 

(B) 勇於嘗試 

(C) 懂得行銷 

(D) 知人善用 

 

32. 根據上文，下列哪一句話，不符合本篇文章內容的意涵? 

(A) 錯誤可能是成功的機會 

(B) 機會是人找出來的 

(C) 把握機會才能成功 

(D) 失敗為成功之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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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根據上文，下列哪一選項是可口可樂發展的順序? 

甲、知名演員代言 

乙、朗朗上口的命名 

丙、美軍參與二次大戰的契機 

丁、結合聖誕節海報宣傳 

(A) 甲乙丙丁 

(B) 乙甲丙丁 

(C) 乙甲丁丙 

(D) 甲乙丁丙 

 

―試題結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