矽谷中文學校 2012 年學術比賽閱讀測驗 A 組
編號: __________總分: __________
#1 談生活情趣
一、選擇題
( ) 1. 在家裡誰的棋藝最精通? (1. 作者 2. 爸爸 3.
爺爺 4. 弟弟)
( ) 2. 作者利用什麼時間替花兒澆水 ? (1. 中午 2.
早晨 3. 黃昏 4. 假日)
( ) 3. 下列哪些活動是在假期中進行的 ? (1. 騎
單車去踏青 2. 到溪邊捉魚蝦 3. 打水仗 4.
以上皆是)
( ) 4. 一個人的生活情趣要靠誰去安排 ? (1. 父
母 2. 自己 3. 師長 4. 朋友)
( ) 5. 甜美的生活是要靠 (1. 自己 2. 爺爺 3. 爸爸
4. 弟弟)去安排。
二、問答題:
苦澀和枯燥無味指的是同樣的情境嗎？為什
麼？
答：

#2 我愛大自然
一、選擇題：
( ) 1.什麼使大地變成一塊萬紫千紅的地毯？
(1.高樓大廈林立 2.五顏六色的花朵 3.蝴
蝶蜜蜂飛舞 4.瀑布激起的水花。)
(

) 2.要擺脫都市的煩囂解除身心的疲勞最好
的方法是什麼？(1.在家看電視 2.到歌廳
聽歌 3.出國旅遊 4.投向大自然。)

( ) 3.投向大自然的懷抱能得到什麼好處 (1.欣
賞自然美景 2.強健身體 3.增廣見聞 4.以
上皆是。)
( ) 4.大自然中輕盈有如棉絮的是什麼？(1.瀑
布 2.白雲 3.溪水 4.青草。)
( ) 5.本文的體裁應是什麼文體？ (1.抒情文 2.
應用文 3. 說明文 4. 敘述文。)
二、問答題
作者為什麼認為投向大自然是消除疲勞的良
方？
答：

#3 書
一、選擇題
( ) 1.作者的精神食糧、良師益友是 (1.電影 2.
書籍 3.老師 4.電動玩具)
( ) 2.培養觀察研究的興趣最好的課外讀物是
(1.小說 2.偉人傳記 3.科學叢書)
( ) 3.偉人傳記告訴我們 (1.值得學習的優美詞
句 2.使人入迷的吸引力 3.做人處事的榜
樣)
( ) 4.看文學名著有什麼好處 (1.使人入迷的吸
引力 2.學習優美詞句 3.培養觀察研究的
興趣)
( ) 5.「書中自有顏如玉、黃金屋」是指 (1.讀
書可以得到別人的稱讚 2.讀書可以得
財富 3.讀書可以從中得到樂趣)
二、問答題
請列出讀書的好處？
答：

#4 做自己的主人
一、選擇題：
（ ）1. 做自己的主人，首先要(1. 戰勝敵人 2.
欺騙別人 3. 不要輕易原諒自己 4. 讓自
己完美無缺) 。
（ ）2. 等我抽完了這一支就不抽了是一句怎
樣的話？(1. 為了使人生留些缺陷，人
生於是會更完美 2. 輕易原諒自己的謊
話 3. 戒煙是十分困難的 4. 僅此一次下
不為例) 。
（ ）3. 樁上鷹最後為何連樁拔起，振翼而
去？(1. 主人驅策 2. 追趕獵物 3. 另一隻
鷹的觸動 4. 自然現象) 。
（ ）4. 戰勝自己最重要的是(1. 天分 2. 才能 3.
勇氣 4. 能言善道) 。
（ ）5. 做自己的主人，要掃淨哪裡的塵埃？
(1. 四周 2. 心靈 3. 天上 4. 教室) 。
二、問答題:
樁上鷹的寓言給了你什麼樣的感想？
答：

#5 成功和失敗
一、選擇題：
( ）1. 一個人求學做事是否成功和什麼有較
大的關係？(1. 天資的高低 2. 努力的多少 3.
機會的好壞 4. 外人幫忙) 。
( ）2. 下列的敘述中哪句話是錯誤的？(1. 失
敗會使人失去信心 2. 只要天生聰明，一
定會有成就 3. 要先努力，才能享受成功
的喜悅 4. 我們要記取失敗的教訓，追求
成功) 。
( ）3. 「失敗為成功之母」主要告訴我們什
麼？(1. 要成功必先失敗 2. 失敗後一定會
成功 3. 記取失敗的教訓，才可能成功 4.
成功和失敗是一體的兩面) 。
( ）4. 我們稱之為發明大王的是誰？ (1. 愛迪
生 2. 富蘭克林 3. 詹天佑 4. 福特) 。
( ）5. 本文的主旨是什麼？(1. 每個人都想成
功 2. 成功不是件容易的事 3. 天資低的一
定不會成功 4. 成功不能依賴天資，後天
努力更為重要；若不幸失敗，則要記取
教訓，振作起來。)
二、問答題
請說明成功和失敗的差異？
答：

#6 什麼最重要
一、選擇題：
(

) 1. 船夫只懂得什麼？(1. 數學 2. 自然 3. 生命
4. 游泳) 。

(

) 2. 本文啟示我們什麼？(1. 數學最重要 2. 自
然最重要 3. 游泳最重要 4. 各種學問和技
巧都重要) 。

(

)3. 下列哪一點是不正確的？(1. 教授不會游
泳 2. 教授懂數學 3. 教授懂自然 4. 船航行
時始終風平浪靜) 。

(

)4. 由本文中教授認為船夫的生命失去多
少？(1. 四分之一 2. 二分之一 3. 三分之一 4.
四分之四) 。

(

)5. 船夫認為教授不會游泳生命失去多少？
(1. 四分之四 2. 三分之一 3. 二分之一 4. 四
分之一) 。

二、問答題:
船夫為什麼對教授說他的生命完了？
答：

#7 看我露一手
一、選擇題：
( ）1. 本文中所提到的人物共有幾個人？(1.
兩個人 2. 三個人 3. 四個人 4. 五個人)
( ）2. 這一家酒店在徵求什麼人？(1. 老闆 2.
調酒師 3. 保鏢 4. 客人)
( ）3. 哪一個人喝得大醉？(1. 老闆 2. 調酒師 3.
保鏢 4. 客人)
( ）4. 這一個應徵保鏢身材魁梧的人，做事
真是 (1. 細心 2. 鎮定 3. 有經驗 4. 魯莽)
( ）5. 誰被拋出去門外？(1. 老闆 2. 保鏢 3. 調酒
師 4. 小雞)
二、問答題
看完了這篇文章你認為這位來應徵的人是個
急性子還是個慢性子？為什麼？
答：

#8 老師的一段話(無注音)
一、選擇題：
（ ）1.「淨、靜、勁、進」有幾種音？(1.四種 2.三種 3.兩種 4.
一種。)
（ ）2.「沈默是金」是那個字的含意(1.淨 2.靜 3.勁 4.進。)
（ ）3.不怕大石頭的阻礙是怎樣的精神？(1.潔淨 2.安靜 3.衝勁
4.改進。)
（ ）4.大石頭比喻什麼？(1.人生的不順利 2.堅強的意志 3.風景
秀麗。)
（ ）5.浪花比喻什麼？(1.小人的攻擊 2.努力後的成功 3.朋友的
幫忙。)
二、問答題：
本文的主旨在告訴我們什麼？
答：

# 9 談友愛(無注音)
一、選擇題：
（ ）1.朋友有了困難或蒙受災難我們該怎麼辦？(1.落井下石 2.
幸災樂禍 3.誠心協助 4.袖手旁觀。)
（ ）2.要獲得真正的友情，自己要怎麼做？(1.誠心的愛朋友 2.
跟朋友敷衍應付 3.有福同享有難同當 4.處處占朋友的便
宜。)
（ ）3.下列哪向是發揮友愛的方法？(1.要守信用 2.要能容忍對
方 3.要具有同情 4.心以上皆是。)
（ ）4.朋友中，如果品學都超過我時，我應該怎樣對待他？(1.
瞧不起他嫉妒他 2.虛心向他學習 3.故意使他難堪。)
（ ）5.朋友之間有了爭執，下列哪向才是最好的處理方法？(1.
不再理會他 2.彼此溝通協調意見 3.放棄自己的立場，迎合
對方 4.堅持自己的立場，絕不讓步。)
二、問答題：
互相切磋和袖手旁觀有什麼不同？
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