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矽谷中文學校二 0 一三年學術比賽 

閱讀測驗 A 組  

第一篇：元宵節 
 

每年農曆的正月十五日，春節剛過，迎來的

就是中國的傳統節日—元宵節。正月十五日是一

年中第一個月圓之夜，正月是農曆的元月，古人

稱夜為「宵」，也是一元復始，大地回春的夜晚，

所以稱正月十五為元宵節，又稱為「上元節」。 

元宵節也稱燈節，按中國民間的傳統，在這

天上皓月高懸的夜晚，人們要點起綵燈萬盞、出

門賞月、燃燈放焰、喜猜燈謎、共吃元宵，闔家

團聚、同慶佳節，其樂融融。 

元宵燃燈的風俗起自漢朝，到了唐代，賞燈

活動更加興盛，皇宮裏、街道上處處掛燈，還要

建立高大的燈輪、燈樓和燈樹。宋代更重視元宵

節，賞燈活動更加熱鬧，賞燈活動要進行5天，燈

的樣式也更豐富。明代要連續賞燈10天，這是中國

最長的燈節了。清代賞燈活動雖然只有3天，但是

賞燈活動規模很大，盛況空前，除燃燈之外，還

放煙花助興。 

「猜燈謎」又叫「打燈謎」 ，是元宵節後增



的一項活動，出現在宋朝。南宋時首都臨安，每

逢元宵節時製謎，猜謎的人眾多。開始時是好事

者把謎語寫在紙條上，貼在五光十色的綵燈上供

人猜。因為謎語能啟迪智慧又饒有興趣，所以流

傳過程中深受社會各階層的歡迎。 

民間過元宵節吃元宵的習俗。元宵由糯米製

成，或實心，或帶餡。餡有豆沙、白糖、山楂、

各類果料等。食用時煮、煎、蒸、炸皆可。起初，

人們把這種食物叫「浮圓子」，後來又叫「湯糰」

或「湯圓」，這些名稱和「團圓」字音相近，取團

圓之意，象徵全家人團團圓圓，和睦幸福，人們

也以此懷念離別的親人，寄託了對未來生活的美

好願望。 

隨著時間的推移，元宵節的活動越來越多，

不少地方節慶時增加了耍龍燈、耍獅子、踩高蹺、

划旱船、扭秧歌、打太平鼓等傳統民俗表演。這

個傳承已有兩千多年的傳統節日，不僅盛行於海

峽兩岸，就是在海外華人的聚居區也年年歡慶不

衰。 



第二篇：剪紙藝術 
 

剪紙是中國最流行的民間藝術之一，根據考

古，它的歷史可以追朔到公元六世紀，但人們認

為它實際開始的時間比這還要早幾百年。南北朝

墓葬中的動物花卉團花是現在發現最早的剪紙。 

在過去，人們經常用紙做成形態不同的物像

和人像，與死者一起下葬或在葬禮上燃燒，這習

俗在中國境外有時仍然可以見到。此外，剪紙還

被用作祭祀祖先和神仙所用供品的裝飾物。 

現在，剪紙更多地是用於裝飾。民間剪紙至

今依然保存了豐富的支脈，許多地方逢年過節，

婚喪嫁娶，鄉民都會自備剪紙點綴牆壁、門窗、

房柱、鏡子等處，以表祈禱福壽，吉祥如意之意；

甚至剪紙本身也可以做為禮物贈送他人。人們以

前還常把剪紙做成繡花和噴漆藝術的模型。 

目前全國各地都能見到剪紙，甚至形成了不

同地方風格流派，比較著名的就有高密剪紙、佛

山剪紙等等。總體而論，北方剪紙粗獷豪放、淳

樸簡練，南方剪紙則更傾於秀雅繁茂、精緻和美。

其中不乏群眾耳聞樂見的題材，像八仙過海、百



年好合、麒麟送子、老鼠嫁女等等…。移花接木，

人神共處，流線自由奔放，想像力驚人。 

剪紙不是用機器，而是由手工做成的。常用

的方法有兩種：剪刀剪和刀剪，也就是剪鏤和刀

刻。顧名思義，剪刀剪是借助於剪刀，剪完後再

把幾張（一般不超過八張）剪紙黏貼起來，最後

再用鋒利的剪刀對圖案進行加工。刀剪則是先把

紙張折成數疊，放在由灰和動物脂肪組成的鬆軟

混和體上，然後用小刀慢慢刻畫。剪紙藝人一般

是豎直握刀﹐根據一定的模型將紙加工成所要的

圖案。和剪刀相比，刀剪的一個優勢就是一次可

以加工成多個剪紙圖案。 

在農村，剪紙通常是由婦女、姑娘們來做。

在過去，這可是每個女孩所必須掌握的手工藝

術，並且還成為被人們用來品評新娘的一個標

準。不過，職業的剪紙藝人常常是男人，因為只

有男人才能在作坊裡一起勞作並掙工錢。 



第三篇：四面楚歌 
 

「四面楚歌」的故事是發生在秦朝末年，天下

大亂的事情。當時大家都不滿秦朝的苛政，紛紛

起來反抗，其中勢力最大的就是西楚霸王項羽和

漢王劉邦。 

他們兩個人為了爭奪天下，苦戰了四年多，還

分不出勝負。後來劉邦和項羽訂下和約，以鴻溝

為界，說好楚河漢界，互不侵犯。可是劉邦卻偷

偷的違約了。 

劉邦聽從張良和陳平的意見，趁項羽撤兵時，

帶著軍隊追擊他，將楚國的兵馬逼到垓下。這時

項羽軍隊的軍糧快要吃盡了，又被漢軍團團包

圍，情勢十分危急。 

劉邦其實有點兒畏懼這位蓋世英雄，因此暫時

按兵不動。這時張良又獻計，建議劉邦改用心理

戰，於是他調集了大批漢軍，練唱楚國歌曲。 

在一個漆黑、寂靜的夜裡，張良忽然吹起簫

來，並且命令圍在楚軍營帳外的漢軍們，開始唱

起悲戚的楚歌。歌聲淒淒，迴盪在軍營裡，使得

楚國的士兵們不禁勾起了思鄉的情緒，一時間個



個都傷心落淚。 

項羽聽到楚歌，也低聲飲泣；看到隨自己征戰

無數的子弟兵，一個個黯然神傷的樣子，不禁也

失去了決一死戰的決心。這時，項羽最心愛的虞

姬，知道大勢已去，便拔劍自殺了。 

項羽看到這番情景，想到自己再也無臉回去見

江東父老，於是就握著一柄寶劍，騎上烏騅馬，

衝出重圍，在烏江邊上舉劍自刎而死。「四面楚歌」

於是便被用來形容一個人四面受敵，孤立無援，

到了無路可走的境地。 



第四篇：科學班 
 

秋冬季觀星活動 

在本報頂樓天文台觀測星星 

本報頂樓自設天文台，提供親子學習天文知識、

觀測星象活動。科學教室每個月為親子規畫了一

次免費觀星活動，由陳大明老師指導。每學期規

畫的系列活動，獲得親子熱烈參與，想參加的親

子，請於每月一日09:30起向科學教室電話報名，額

滿即止！ 
 

指導老師：陳大明老師 

參加對象：國小親子。請來電預約參加人數，每

人至多限報四人 

集合地點：本報九樓科學班 

活動日期：8/25、9/22、10/20、11/24、12/15、2013年1/19、

2/23 

活動時間：週六晚上06:30-08:00 

備註：遇陰天或雨天在教室舉行天文講座與天文

問答活動 

報名日期：每月一日上午09:30起接受報名(如遇9/1

週一公休日則順延一天報名)，額滿即

止。 

報名地點：本報九樓科學班100。北市中正區福州

街2號9樓 

上班和報名時間：週二至週日上午09:30-下午17:00 

    週一及國定假日連假休假不上班 

電話：(02)23921133轉1901-1903 



第五篇：通知 
 

報到 

□帶小朋友至校區，依照指示牌到指定地點辦理

報到手續。 

□請按照通知單上的指定班級處簽到，並領取資

料與制服。 

基本配備 

□夏令營學生每日都需穿著制服，鞋類的選擇以

可完全包住腳，便於行走方便為主。 

□小朋友每天要攜帶飲用水 (建議攜帶可丟棄式

水瓶) 一瓶及自己的點心，(不需冷藏，放在保

鮮袋中，點心時段為下午3:45。若是您的孩子不

吃點心則不需要帶)，我們會為他們貼上姓名貼

紙，以確保他們食用自己的水及點心。 

□由於夏日炎熱，請家長於送入營區前為小朋友

塗抹防曬油以免曬傷，並提醒小朋友要多喝水。 

接送時間 

□8:30-9:00為彈性送入時間 

□請家長不要在8:30以前送孩子到營區並獨留孩子

在營區，營區將不負責此時段孩子的安全。為

了安全考量責任問題，請家長每天早上替孩子



簽到及下午簽退，不可由小孩自行代理簽名。 

□所有學生必須在本夏令營規定時間內到校，以

免影響上課秩序。 

□若需提前接離小孩，請務必在早晨送入時將接

走時間登記在簽到紙上。(彈性接出時間為

10:15、12:00、14:15、15:45較佳) 

□若有朋友代您接回小孩，也請事先告知孩子，

如果孩子對於接回人有所遲疑，本營有權拒絕

放行小孩。 

□若來接小孩時，課程仍在進行中，請您先留在

車上等待，至課程結束時再進入營區。 

□放學後請按照規定時間內將小朋友接回。若超

過時間仍未見您來接孩子回家，我們將執行收

費的規定：每超過一分鐘以$1.00計算，以此類

推，並請於當日付予值勤老師，我們會開收據

給您。 



第六篇：我在科學班、數學班的快樂時光 

 

十多年前，當我還是個小學三、四年級的小毛

頭時，我的週末與寒暑假，幾乎都是在愛心老師

度過的。當時有些長輩會不勝唏噓的感嘆：「怎麼

現在的孩子小小年紀就要補習，太辛苦了！」然

後同情的摸摸我的頭。我那時候覺得很奇怪，『補

習』怎麼會辛苦？我每次去愛心老師都很開心

啊！而且總是滿足地帶著科學作品與學到的知識

回到爸爸的車上，興奮的用我口齒不太靈光的表

達能力，把當天所學試圖全部講給爸爸聽。直到

上了國中、高中，去了真正的補習班，才了解到

為什麼大人都說補習很辛苦，也才體會到在愛心

老師上課，跟去補習完全是兩回事。 

國小和國中時期，我每個禮拜都很開心的去愛

心老師上課、並很充實的回家。這樣的課程與其

說是去上課，還不如說是去玩，但在玩的當中，

學習就不知不覺的發生了。在科學班、數學班的

課堂裡，沒有照本宣科的教學、多如牛毛的習題

考卷，以及呆坐在一排排整齊課桌椅後面昏昏欲

睡的學生，有的是在實驗桌四周開心地手舞足蹈

的孩子們。當時我們看著一個個神奇的實驗結

果、一連串絞盡腦汁解出的數學遊戲，臉上溢滿

著歡欣鼓舞的成就感；更可貴的是，我們不只是

沒有壓力，開心的獲得了新知，同時也從小組同

學互相合作中，學會了尊重與分享的喜悅。這都

是傳統的補習班所無法提供，也無法想像的學習



情境。 

現在我回憶自己一路的求學過程，對於孩提時

代能夠在愛心老師接受啟蒙教育，感到非常慶

幸。這段歷程不但豐富我的童年，更因為凡事親

身體驗的學習方式，使我對日後接觸的各種學

問，都抱著好奇心去探索，並養成必須紮實、健

全理解知識，不會只為追求高分死背知識，或不

求甚解的應付考試。這就好像學習烹飪，雖然只

是學了少許簡單的菜色，但每回都有機會親手操

作，使用各種烹飪器具與食材，其效果絕對勝過

將各式各樣滿漢全席的食譜背得滾瓜爛熟、卻連

瓦斯爐都不曾用過，只會紙上談兵來得紮實。 

在愛心老師所培養的科學興趣，以及邏輯思考

的能力與自信，雖然並沒有讓我在小學成績名列

前茅，但我發現回到學校學習變得非常輕鬆，很

容易就能抓到重點，也越唸越有信心，越唸越有

成就感，即使對於考試題目並不熟練，但也能很

快就熟練考試技巧，因此在國中、高中的學習成

效還算不錯。 

做為一個學生，追求知識是本份；做為一個孩

子，譜寫美好的童年是最重要的權利。我想，將

來我如果也有了孩子，我一定會帶他來愛心老師

上科學班、數學班，像我的爸爸一樣，開車接著

開心的孩子回家，在車上傾聽他上課的趣事！ 



第七篇：2020 年…高科技人才恐大短缺 
 

【記者吳惠真／二十日綜合外電報導】金融時報

報導，麥肯錫全球研究所（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最

新報告預言，高科技業將出現嚴重人才荒。到了

2020年，高端專業人力的缺口恐多達4000萬，尤以

中國大陸企業所受的衝擊最大。 

麥肯錫報告顯示，全球製造業的人才荒問題將

最棘手，汽車、醫療器材和航太部門未來將為徵

才困難傷透腦筋。除製造業外，採礦、醫療服務

和工程設計等需專門技術的領域也很缺人。 

這無異預告去年才凌駕美國躍為世界第一大

製造國的中國大陸，想持續加速擴張製造產能的

野心恐將受挫。 

麥肯錫研究所所長馬尼卡（James Manyika）指出，

學術機構無法跟上市場需求腳步，培養出足夠的

高階人才，是造成製造業技術人力短缺的主因，

而且往後幾年問題會更形惡化。 

按麥肯錫這項研究的定義，不限特定專業領

域，只要取得大學學位或同等學歷，便是所謂的

高級技術人才。 

麥肯錫預估，時至2020年，專業技術人才的缺

口達4000萬人，其中製造業不足1300萬人。 

若以單一國家論，最缺乏技術人力的將是中國

大陸，到2020年恐短缺2200萬人。而西歐、美國及

日本等先進工業國家，專業人才缺口合計達1800

萬。 

麥肯錫研判，中國之所以大鬧高階人才荒，是



因為經濟擴張過快，以致於中國的高等教育雖培

育出大量人才，還是無法滿足業界需求。 

該機構預計2020年，中國大陸企業共需1.4億高

階人才，但照未來每年中國約有500萬橫跨各科系

的大學生畢業來計算，屆時這方面的人力缺口還

是有2,200萬。   

中國大陸還面臨另一項困境，就是人口失衡快速

老化的問題。有鑑於此，20歲以上且受過高等教育

的年輕勞力，往後數年占中國總人口的比例將相

對較小。 

 

 

 

 

 

 

 

 

 

 

 

 

 

 

 

 

 

 



第八篇：紙船 ﹣寄母親   冰心 

 

我從不肯妄棄了一張紙， 

總是留著﹣﹣留著， 

疊成一隻一隻很小的船兒， 

從舟上拋下在海裡。 

 

有的被天風吹捲到舟中的窗裡， 

有的被海浪打溼，沾在船頭上。 

我仍是不灰心的每天的疊著， 

總希望有一隻能流到我要他到的地方去。 

 

母親，倘若你夢中看見一隻很小的白船兒， 

不要驚訝他無端入夢。 

這是你至愛的女兒含著淚疊的， 

萬水千山，求他載著她的愛和悲哀歸去。 



第八篇：作文的故事 ─ 王曉寒 

 

在一所小學裡，有一名女學生，因為兩篇作文，使她成為全校最出名的

人物。 

 

一篇作文的題目是「我家的小狗」，她只寫了一句話：「我家沒養狗。」

另一篇作文題目是「參觀運動會的感想」，她也只寫了一句話：「下雨沒去。」 

 

先後這兩篇作文，引起教師之間的討論。有的認為，作文目的，在發揮

學生的想像力與創造力，儘管家中沒有養狗，因為天雨沒有去參觀運動

會，也可以在「沒有」上予以發揮。 

 

可是，另外有一種看法是，沒有就是沒有，對兒童的教育最重要的，就

是境養他們的「誠實」，不能之他們對本來「沒有」的情事，編造出許多

謊話，固然會因此而使他們發揮想像力與創造力，卻很容易養成他們「說

謊」的習性。 

 

這兩種看法，沒有交集點。但是，成為全校教職員討論的問題，使得全

校師生沒有人不認識這位小女生，而且，她以後的每一篇作文，都成為全

校師生都有興趣想知道的事。 

 

這對她似乎造成了精神上的一些壓力。但是，她在作文時，還是沒有什

麼改變。 

 

例如，有一道作文題目是「我的父親」，她寫的是：「我的父親，不高，

不矮，不胖，不瘦，不抽煙，不喝酒，很慈祥，臉上總是掛著笑容，不過，

我每天早晨起床時，他總是在睡覺，他每天夜裡回家時，我早上床睡覺了，

同在一屋簷下，我們只有在週末才見到面。」 

 

她的老師看完後，猜不出她父親是從事那一種行業，還特地去進行家庭

訪問，原來她的父親是一位新聞工作者。 

 

 



矽谷中文學校2013 年學術比賽 
閱讀測驗 Ａ組答案卷 

第一篇：元宵節 

1. (  ) 以下那一個關於元宵節的說法是不對的？ (○1

是春節後第一個月圓的夜晚○2是農曆二月十五

日○3也稱上元節④又稱燈節)。 

2. (  ) 傳統在元宵節這一天的習俗有： ( ○1點燈籠○2打

燈謎○3吃湯圓④以上皆是)。 

3. (  ) 關於燃燈賞燈的習俗，那一項敘述是不對的？

( ○1漢朝最早  ○2唐朝最盛行  ○3明朝賞燈時間最

長④清朝煙花最熱鬧) 。 

4. (  ) 關於元宵的習俗，那一項敘述是不對的？( ○1是

大米做的○2有實心和帶餡的○3又叫湯糰④有團

圓和睦的意思)。 

5. (  ) 這篇文章的主旨是 ( ○1說明元宵節的由來○2解

釋元宵節的意義○3介紹元宵節的習俗④推廣元

宵節的重要)。 

問答題： 

底下燈謎，請你選一題猜猜它的謎底，並解釋你這麼

回答的理由 

1. 兩個禮拜 打一個字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九十九 打一個字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二篇：剪紙藝術 
 

1. （  ） 關於剪紙藝術的歷史，那一項敘述是不對

的？（○1是中國的民間藝術○2最早的考古

記錄在西元六百年○3實際時間可能比六

世紀更早④可能在六朝時代就已經開

始）。 

2. （   ） 剪紙在現在和過去最大的不同是（○1用在

墓葬中○2用來祭祀袓先○3用做裝飾物④用

作禮品或模型）。 

3. （   ） 剪紙的流派：（○1不分派別○2北方精緻○3南

方豪放④南北各有所長）。 

4. （   ） 關於剪紙的技術，那一項敘述是不對的？

（○1有剪刀剪和刀剪○2有剪鏤和刀刻法○3

有四種方法④是手工藝術）。 

5. （   ） 姑娘的意思是：（○1女孩○2姑姑○3小姑④姑

母）。 
 
 

問答題： 

許多看起來是女性職業的行家如大廚、裁縫等都

是男人，你覺得是為什麼？ 
 

＿＿＿＿＿＿＿＿＿＿＿＿＿＿＿＿＿＿＿＿＿＿＿＿＿＿＿＿＿＿＿ 



第三篇：四面楚歌 

1. (  ) 西楚霸王項羽和漢王劉邦是什麼時候的人？

( ○1戰國○2秦朝○3漢朝④三國) 

2. (  ) 中國象棋棋盤的中界上有「楚河漢界」的字

樣，有什麼意思？( ○1表示棋盤中界是鴻溝○2  

指下棋的兩人是項羽和劉邦○3指下棋的兩人

是敵對的雙方④指下棋是要過河越界) 

3. (  ) 四面楚歌是誰的主意？( ○1張良○2陳平○3劉邦

④項羽) 

4. (  ) 四面楚歌的結果，那一個是不正確的？( ○1張

良吹起淒淒的簫聲○2楚軍唱起悲戚的楚歌○3楚

軍湧起思鄉的情緒④項羽失去死戰的決心) 

5. (  ) 下面那一個 「四面楚歌」用得不對？( ○1當

警察包圍這座大樓後，裡面的搶匪已經四面

楚歌，無路可逃了○2今天公司雖然四面楚歌，

但是老闆仍然有信心帶領大家度過難關○3在

開會時他一時說錯話，眾人立刻交相指責，

使他陷入四面楚歌的窘境④交響樂團的指揮

將指揮棒舉起一揮，所有樂鼓手就四面楚歌

演奏起來) 

 
問答題： 

劉邦是靠什麼打贏這場仗的？ 

＿＿＿＿＿＿＿＿＿＿＿＿＿＿＿＿＿＿＿＿＿＿＿＿＿＿＿＿＿ 



第四篇：科學班 

１. （ ）你可能不會在哪裡看到這一份文件？(○1電

腦上○2電視上○3報紙上④圖書館)。 

２. （ ）有關報名的方式，下列哪一項是正確的？

(○1星期一九點半開始○2星期日九點半開始

○3到科學教室打電話報名④到科學教室上

網報名)。 

３. （ ）小明一家有四口人，爸爸、媽媽、哥哥和

小明。爸爸想在哥哥上大學以前，帶五年

級的小明和哥哥一起報名，要在十二月十

五日去天文台看星星，所以他也報名了。

請問誰可以去？(○1爸爸、媽媽、哥哥和小

明○2爸爸、媽媽和小明○3爸爸、媽媽和哥哥

④哥哥和小明)。 

４. （ ）氣象報告預測，十二月十四日起將一連三

天下雨。爸爸應該怎麼辦(○1要求天文台退

錢○2打電話取消計畫○3穿雨衣去④按照計

畫前去)。 

５. （ ）每月一日上午 09:30 起接受報名(如遇 9/1 週

一公休日則順延一天報名)，額滿即止。什

麼是 「額滿即止」？ (○1報名的人很多擠

到額頭○2報名的人很矮額頭很低○3報名的

人數有限不會增加④報名的名額有限請勿

錯過)。 

問答題： 

你喜歡去天文台看星星嗎？為什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五篇：通知 
 

1. (  ) 這份通知的目的是( ○1通知參加夏令營的小朋友要

來參加夏令營○2通知參加夏令營小朋友的家長應

該注意的事情○3通知參加夏令營的小朋友要準時

報到④通知參加夏令營小朋友的家長要收錢的事

情) 。 

2. (  ) 下列哪一項是對參加夏令營小朋友的規定？( ○1要

穿制服○2要帶點心○3要貼姓名貼紙④要下午三點半

回家) 。 

3. (  ) 下列哪一項是參加夏令營小朋友的家長需要遵守

的規定？ ( ○1要八點半以前帶孩子來到夏令營○2要

給孩子帶可丟棄式水瓶○3要簽到和簽退④要下午三

點四十五分接孩子回家) 。 

4. (  ) 下列哪一項不符合這個夏令營的規定？( ○1小明八

點五十分來上課○2中中穿著制服和拖鞋來上課○3大

華中午跟媽媽去看牙醫④小青放學後跟阿姨一起

回家) 。 

5. (  ) 大山的媽媽四點一刻來接大山，會有什麼後果？ 

( ○1大山去朋友家玩了○2要付給值勤老師三十元○3要

付給值勤老師四十五元④要付給值勤老師六十

元) 。 
 

問答題： 

你覺得夏令營除了這些規定以外，還需要什麼別的規定

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六篇：我在科學班、數學班的快樂時光 

 

1. (  ) 作者現在可能是一個（○1國中生○2大學生○3爸

爸④補習班老師）。 

2. (  ) 下面哪一項是作者小時候對上補習班的印

象（○1很緊張○2 ) 很興奮○3紙上談兵④苦差事） 

3. (  ) 一般補習班和愛心老師不同的地方是（○1做

考卷練習○2能親自動手○3用遊戲學習④合作

分享知識） 

4. (  ) 作者從愛心老師學到了什麼最重要的事？

（○1會做實驗○2尊重別人○3名列前茅④學習態

度） 

5. (  ) 作者寫這篇文章的用意是（○1告訴大家補習

的好處○2勸大家不要去傳統補習班○3幫愛心

老師做見證打廣告④說明補習班良莠不齊） 
 
 

問答題： 

你有補習的經驗嗎？如果有，你的經驗和作者有

哪些地方一樣或不一樣？如果沒有，你會想去愛

心老師上課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七篇：2020 年…高科技人才恐大短缺 

1. (  ) 這篇文章是一篇：（○1研究報告○2學術論文○3

新聞報導④課堂講義）。 

2. (  ) 這篇文章主要講的是哪一個地區的情形？

（○1中國○2美國○3西歐④日本）。 

3. (  ) 根據 麥肯錫的報告結果，專業技術人才最

缺乏的是哪一個行業？ （○1採礦業○2醫療服

務業○3工程設計業④製造業）。 

4. (  ) 根據 麥肯錫的報告結果，人才荒比較不會

出現在哪個公司裡？（○1波音飛機(Boeing)○2  麥

當勞(McDonald)○3  微軟(Microsoft)④福特汽車

(Ford)）。 

5. (  ) 麥肯錫報告認為中國未來高級技術人才短

缺的原因是什麼？（○1競爭太過激烈○2人口越

來越少○3經濟發展太快④上課學生太少）。 
 

 

問答題： 

你覺得這篇文章對哪一個年齡層的讀者影響最

大？為什麼？ 

 

＿＿＿＿＿＿＿＿＿＿＿＿＿＿＿＿＿＿＿＿＿＿＿＿＿＿＿＿＿＿＿ 



第八篇：紙船﹣寄母親 
 

1. (   ) 「我從不肯妄棄了一張紙，」其中「妄棄」的意思是(○1妄自生

氣○2隨便丟掉○3忘記寄信④自暴自棄)。 

2. (   ) 「不要驚訝他無端入夢。」「無端」的意思是(○1無拘無束○2沒有

起點○3沒有盡頭④無緣無故) 。 

3. (  )  作者說：「總希望有一隻能流到我要他到的地方去。」她想要小

船到哪兒去？(○1到天涯海角○2到船頭海浪○3到母親夢中④到垃

圾桶)。 

4. (  ) 作者在折小船時沒有什麼心情？(○1思念○2興奮○3悲傷④不捨) 。 

5. (  ) 作者在哪裡折小船？ (○1家裡○2船上○3學校④不知道)。 

 

問答題： 

你認為作者是在什麼樣的情境下寫這首詩給她的母親？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八篇：作文的故事 王曉寒 
 

1. (   ) 這位女學生為什麼成了全校最出名的人物？(○1她的人很漂亮○2

她的文采很好○3她的寫作直截了當④她的名聲很差)。 

2. (   ) 老師們對這位女學生的所作所為，下列哪一個不是他們的反應？

(○1互相討論○2有老師認為要誠實○3 ) 有老師認為要發揮想像力

④無動於衷) 。 

3. (  )  下列哪一個可能是女學生的父親可能和女學生一起做的事情？

(○1每天送女學生上學○2去女學生班上的校外教學○3上幫忙女學

生做功課④星期六全家去餐廳吃飯)。 

4. (  ) 下列哪一個可能是女學生父親從事的職業？(○1會計○2主播○3導

演④指揮) 。 

5. (  ) 如果這一次的作文題目是「生日派對」，你覺得這位女學生會怎

麼寫？(○1洋洋灑灑○2實話實說○3搜索枯腸④無可奉告)。 

 

問答題： 

如果你是這個女學生的老師，在「重誠實」和「重創造」這兩派中，你會

支持那一種看法？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