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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翻頁繼續作答 

1. 爸爸身上帶了 3000 元，買一個保溫瓶花了 1278 元，請問爸爸身上還

有幾元？ 

 

(A)  1722 元 

(B)  1822 元 

(C)  4278 元 

 

2. 文文要看下午 4 時 30 分的演奏會，現在離演出時間還有 3 小時，     

請問現在是下午幾時幾分？ 

 

(A)  1 時 30 分 

(B)  4 時 33 分 

(C)  7 時 33 分 

 

3. 將一條繩子圍成正方形，正方形的邊長是 8 公分，請問繩子的全長是     

幾公分？ 

 

(A)   2 公分 

(B)   8 公分 

(C)  32 公分 

 

4. 圖(一)灰色部分是一個四邊形，請問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圖(一) 

  

(A) 角ㄅ比直角小 

(B) 角ㄆ比直角大 

(C) 角ㄇ是一個直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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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校外教學時，三年忠班有 21 個小朋友要搭動物園遊園車，每節車廂

規定搭乘 4 個人，請問最少需要幾節車廂才能全部載完？ 

 

(A)   5 節 

(B)   6 節 

(C)  84 節 

6. 

 表示 1 盒雞蛋，1 盒雞蛋有 10 顆，請問下列哪一個選項

可以表示 3.2盒雞蛋？  
 

(A) 

    

(B) 
     

(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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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翻頁繼續作答 

7. 表(一)是小智的班級課表，小智代表學校參加籃球縣賽，賽程結束後    

10：40 回到班上，此時小智班級正在上自然課，請問這一天是星期幾？ 

 

表(一) 

星期 

節次 
一 二 三 四 五 

第一節 
08:40～09:20 國語 國語 國語 國語 國語 

第二節 
09:30～10:10 

數學 彈性 自然 英語 數學 

第三節 
10:30～11:10 音樂 社會 資訊 自然 美勞 

第四節 
11:20～12:00 自然 社會 數學 體育 美勞 

午休時間 
12:00～13:20 

 

第五節 
13:30～14:10 英語 綜合  綜合  

第六節 
14:20～15:00 閱讀 健康  綜合  

第七節 
15:20～16:00 

體育 鄉語  彈性  

 

(A)  星期一               

(B)  星期三 

(C)  星期四             

8. 「一份鍋貼是 12 顆，請問應買幾份鍋貼才會有 60 顆?」請問下列哪一

個算式能算出正確的答案？ 

 

(A)  12÷60             

(B)  60÷12 

(C)  6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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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有一條繩子長 90 公分，阿凱剪了
3

2
條繩子，請問阿凱剪了幾公分的   

繩子？ 

 

(A)  60 公分 

(B)  30 公分 

(C)  20 公分 

 

10. 大康想利用圓規畫一個直徑 8 公分的圓，請問針尖與筆尖的距離應該

長幾公分？ 

 

(A)   4 公分 

(B)   8 公分 

(C)  16 公分 

 

11. 三瓶蘋果汁合起來是 660 毫公升，一瓶鳳梨汁是 420 毫公升，請問   

一瓶鳳梨汁比一瓶蘋果汁多幾毫公升? 

 

(A)   80 毫公升 

(B)  200 毫公升 

(C)  240 毫公升 

 

12. 小新每次澆花約用掉 540 毫公升的水，每天 1 次，請問一週大約用掉

幾公升幾毫公升的水? 

 

(A)  3 公升 780 毫公升 

(B)  37 公升 80 毫公升 

(C)  3780 公升 

 

13. 妹妹測量十元硬幣得到直徑長度為 2 公分 6 毫米，請問也可以說是  

幾毫米？ 

      

(A)   2.6 毫米 

(B)   26 毫米 

(C)  206 毫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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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翻頁繼續作答 

14. 小美有 1827 元，她還要存 1623 元才能買一件外套，請問這件外套   

幾元？ 

      

(A)   204 元  

(B)  3440 元 

(C)  3450 元 

 

15. 叔叔搭乘客運於上午 10 時 30 分從宜蘭出發，到台中花了 3 小時，    

請問叔叔何時到達台中？ 

 

(A)   7 時 30 分 

(B)  10 時 33 分 

(C)  13 時 30 分 

 

16. 將一條長 24 公分的繩子圍成一個正方形，請問正方形的邊長是     

幾公分?  

 

(A)   6 公分 

(B)  24 公分 

(C)  96 公分 

 

17. 圖(二)灰色部分是一個四邊形，請問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圖(二)                 

(A) 角ㄅ比直角小 

(B) 角ㄆ是一個直角 

(C) 角ㄇ比直角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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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李老闆有 38 個甜柿，每 7 個裝一盒，請問最多可以裝滿幾盒？ 

 

(A)    5 盒 

(B)    6 盒 

(C)  266 盒 

 

19. 

表示 1個蛋糕，請問下列哪一個選項可以表示 2.3個蛋糕？  

 

 

(A) 

    

  

(B) 

      

(C) 

    

  

20. 表(二)是卡通電視台節目播放表，妹妹於 14：40 打開電視，請問此時

幼幼台正在播放哪一個節目？ 

 

表(二)  

      時間 

電視台 
14：00 14：30 15：00 15：30 

親子台 樂比悠悠 小火車 建築師巴布 小騎士邁克 

卡通台 傑利鼠 熱血搜救隊 渦輪方程式 旋風忍者 

幼幼台 恰恰特快車 塔麻可吉 開心農場 123玩數學 

兒童台 霹靂小旋風 超級戰猴 大力士 淘氣唐老鴨 

 

(A)  塔麻可吉 

(B)  開心農場 

(C)  恰恰特快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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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翻頁繼續作答 

21. 美美做了一些餅乾，每 40 公克裝成一袋，共裝成 7 袋，請問美美     

做了幾公克的餅乾? 

 

(A)  40÷7             

(B)  40×7 

(C)  40+7  

22. 有一個蛋糕 1600 公克，老師拿了
4

3
個蛋糕，請問老師拿了幾公克的  

蛋糕？  

     

(A)   300 公克             

(B)   400 公克 

(C)  1200 公克           

 

23. 大豐想利用圓規畫一個半徑 8 公分的圓，請問針尖與筆尖的距離應該

長幾公分？ 

 

(A)   4 公分 

(B)   8 公分 

(C)  16 公分 

 

24. 五兄弟合買一盒 650 元的蛋糕，每個人出一樣多的錢。如果大哥身上

原來有 400 元，付完蛋糕錢後，請問他剩下幾元？ 

 

(A)  270 元  

(B)  250 元 

(C)   50 元 

 

25. 洗澡一次要用掉 14 公升的水，如果用洗澡的水來沖馬桶，可以沖     

2 次，請問沖一次馬桶需用掉幾毫公升的水? 

       

(A)  7 毫公升 

(B)  700 毫公升 

(C)  7000 毫公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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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阿成測量爸爸手機的一邊長度為 145 毫米，請問也可以說是幾公分  

幾毫米？ 

 

(A)    1 公分 45毫米 

(B)   14 公分  5毫米 

(C)  145 公分  0毫米 

 

 

―試題結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