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矽谷中文學校二 0 一三年學術比賽 

閱讀測驗Ｂ組  

第一篇：細嚼慢嚥好處多 
 

人每天都要吃東西以攝取養分，維持生命，所

以人體有一套複雜而奇妙的系統來從事這項工

作，由牙齒磨碎食物開始，半消化的食物通過咽

喉，食道送到胃裡。胃是一個柔軟的肌肉組織，

它不停的蠕動並分泌胃液，使食物成為充分消化

的半流質糊狀物，再送到腸裡去，將養分完全吸

收。 
當有人吃東西“狼吞虎嚥＂時，消化系統的工

作就被打亂了，沒有經過充分咀嚼的食物送到胃

裡，增加了胃的負擔，胃對於許多堅硬的食物無

能為力，所以不得不分泌更多胃酸來幫助消化，

對胃壁也產生刺激，長久下來，胃部就會受到損

傷而引發胃病。沒有完全消化的食物到了腸裡，不

只影響吸收作用，同時也對胃壁產生機械性的刺

激，結果腸子也病了。 

胃腸一旦都生病，消化吸收能力當然大幅降低

了，這當然直接影響了人的健康。 

所以，食物在口裏咀嚼得愈細，就愈能減輕胃

的負擔，胃的加工也就更細緻。＂細嚼＂的同時

當然會“慢嚥＂，“慢嚥＂的好處是胃部的容納

量慢慢增加，而不是一下子把它撐大，這樣胃就

會有一種舒適感。下次吃東西時，記得要慢慢吃

哦！“細嚼＂是飲食的第一步。 



矽谷中文學校2013 年學術比賽 
閱讀測驗 B 組答案卷 

第一篇：細嚼慢嚥好處多 

1. (  ) 消化系統的開始是 (○1  牙齒 ○2  胃 ○3  腸子 ④

食道)。 

2. (  ) 養分的吸收是在 ( ○1  食道 ○2  胃 ○3  腸 ④ 血

液)裡完成的。 

3. (  ) 負責將食物由大塊磨碎成小塊的是 ( ○1  牙

齒  ○2  胃  ○3  大腸 ④ 小腸) 。 

4. (  ) 堅硬大塊的食物到了胃裡，胃會( ○1  增加胃

酸分泌 ○2  更加用力 ○3  放棄 ④ 蠕動減少)
消化它。 

5. (  ) 飲食的第一步是( ○1  選對食物 ○2  細嚼慢嚥 
○3  不要偏食 ④ 吃少一點)。 

問答題： 

“慢嚥＂的好處是什麼？“狼吞虎嚥＂會有什麼

缺點？ 

 

 

 
 
 
 
 



 

第二篇：有遠見的野猪 

 

那是一個秋高氣爽，晴朗的好天氣，黃鶯在枝

頭唱歌，野兔在樹下追逐，森林裡一片輕鬆愉快

的氣氛。 

狐狸從洞裡出來，他的心情格外的好，想了想，

決定去拜訪朋友，不要浪費了這美好的天氣。 

他輕鬆的一路哼著歌兒走，走了一段路，看見

前方樹下有個熟悉的身影 ─是野猪。野猪正在樹

幹上磨他的獠牙。 

「野猪兄，你好！」 遠遠的，狐狸就高聲打起

招呼來，他的心情實在好極了。 

「狐狸老弟，你好。上哪兒去？」 

「想去拜訪朋友。天氣這麼好，待在家裏太可

惜了。怎麼樣，一道去吧？」狐狸熱情的邀請。 

「謝謝你的好意，不過我正在磨牙，沒有空。」 

「怎麼，熊或獵豹要來找麻煩嗎？還是有其他

敵人會出現？ 」狐狸神色緊張起來。「不，沒有

什麼事。」 野猪說。 

狐狸鬆了一口氣，不解的問：「既然如此，那

你為什麼磨牙呢?」 

「老弟，你想想看，如果我等敵人出現才磨牙，

怎麼來得及？但我若平時就做好準備，當敵人來

臨，我便能從容應付，不致於驚慌失措了。」 
 



  

第二篇：有遠見的野猪 

1. （  ）狐狸從洞裡出來，心情很好，打算（○1 拜訪

朋友○2 清理環境○3  找獵物玩④磨獠牙）。 

2. （  ）狐狸遇到野猪時，野猪正在（○1  吃早餐○2 種

植花木○3  磨獠牙④曬太陽）。 

3. （  ）下列何者沒有出現在本文中？（○1 熊○2 野猪○3  

兔④獅子）。 

4. （  ）你認為野猪的做法（○1 沒有必要○2 可讓自己平

時就做好準備○3 很反常④沒意見）。 

5. （  ）這則故事寓意可用下列哪一個成語來形容？

（○1 及時行樂○2 多此一舉○3 有備無患）。 

 
 
 
問答題： 

請問野猪的遠見是什麼? 

 



 

第三篇：堅強的椰子樹 
 

    在颱風來臨的時候，校園中的花草和樹木，都禁不起風吹雨

打，一個個都彎腰駝背。 

    唯有椰子樹仍然挺立在校園中，像一個身經百戰的武士，不

畏艱難險惡，不怕困難打擊，勇於接受狂風暴雨的侵襲而不向命

運低頭;在苦難中，展露它堅強的毅力。 

    我們應該學習椰子樹的堅強，克服一切人生的困難。 

 

 
 

 

 



 
 

第三篇：堅強的椰子樹 

1. (  ) 哪一項是颱風來臨的現象？( ○1 風和日麗○2 艷陽高照○3 雷電交作④

風雨交加) 

2. (  ) 當我們遭遇到困難的時候應該怎麼樣？( ○1 用毅力克服一切困難○2  

向阻礙屈服○3 置之不理反正船到橋頭自然直④ 懇請別人幫助 ) 

3. (  ) 為什麼文章中形容校園中的花草和樹木一個個都彎腰駝背呢？( ○1

生病了○2 被工人砍的○3 禁不起風吹雨打④被雷電打的) 

4. (  ) 什麼季節颱風較多？( ○1 春季○2 夏季○3 秋季④冬季) 

5. (  ) 我們要效法椰子樹的哪一種特性？( ○1 柔順○2 高傲○3 堅強④努力) 

 

問答題： 

 

在文章中作者怎麼描述椰子樹不向命運低頭的表現？ 

 

 

 

 

 

 

 



第四篇：奉獻自己的偉人 
 

「博士，您在做什麼啊？」史懷哲回答：「哦，

我正在把桌上的小螞蟻放到地上。」 這就是史懷

哲，一個非常愛惜生命的人，即使是小動物，他

也一樣珍惜與重視。 

    史懷哲在小學時的成績並不出色，但他對於自

己想做的事卻有著無比的毅力及決心，因此二十

七歲就獲得哲學和神學的博士學位，而且還是一

位有名的管風琴演奏家呢！但史懷哲並不因此而

滿足，他覺得只有自己幸福是不夠的，他希望能

有機會幫助更多的人，使每個人都能幸福、快樂。 

  在三十歲那年，有一天，史懷哲收到巴黎傳教

士協會的小册子，看過後才知道非洲極需醫護人員

前往救助，於是史懷哲下定決心念醫學院，成為

醫生，然後前往非洲行醫。經過七年苦讀，史懷

哲終於考取醫生執照，並辭去教師及牧師的工

作，不顧家人反對，毅然決定踏上到非洲行醫的

路。 

    在行醫的過程中，遇到的困難實在超乎想像，

但史懷哲並不因此而放棄濟世救人的理想，最後

終於在非洲建了一所醫院，將自己的後半生完全

奉獻給非洲人民，後來並因呼籲世界重視和平問

題，而獲得諾貝爾和平獎；以九十歲高齡與世長

辭。 

 



第四篇：奉獻自己的偉人 

１. （ ）史懷哲除了是醫生外，還是 (○1 鋼琴○2 小提

琴○3 管風琴)演奏家。 

２. （ ）史懷哲(○1 二十七歲○2 三十歲○3 三十七歲)時

決定要成為醫生，而進入醫學院就讀。 

３. （ ）史懷哲是一個(○1 悲天憫人○2 濟世救人○3 以上

都是)的人。 

４. （ ）為了(○1 讓自己出名○2 幫助更多的人○3 教育學

生)，所以史懷哲前往非洲行醫。 

５. （ ）我們應該學習史懷哲 (○1 尊重生命○2 成為醫

生○3 去非洲行醫)的精神。 

 

問答題： 

為何史懷哲能獲得諾貝爾獎？ 

＿＿＿＿＿＿＿＿＿＿＿＿＿＿＿＿＿＿＿＿＿＿＿＿＿＿＿＿＿ 

 

 



 

第五篇：航海家達伽馬 
 

很久以前，歐洲的商人非常喜歡東方的物品，比如

絲綢和香料等。他們一直希望能夠找到一條海上通

路，到東方來做生意。 

西元一四九七年，葡萄牙國王命令達伽馬帶領一百

七十個人的探險隊，分乘四艘船去探險。達伽馬接到

這項任務覺得很興奮，因為他從小就醉心於航海，希

望能藉這個機會完成夢想，並且達成葡萄牙國王所託

付的任務。 

達伽馬率領探險隊從里斯本出發，經過四個月後，

繞過非洲南端好望角，繼續向前行駛。在探險隊航行

的過程中，除了發生幾次船員打架的意外，以及遇到

了一個暴風雨外，達伽馬一行人終於順利來到非洲東

岸。在那裡，達伽馬遇到一位非常熱心的阿拉伯駕駛

員，那位駕駛員引導他們的探險船穿越印度洋，到達

印度西岸的古里。 

然而達伽馬一行人來到印度後，印度人對他們十分

冷漠，又加上阿拉伯人擔心達伽馬會搶走他們原本的

生意，因此，挑撥印度人趕走達伽馬和他率領的探險

隊。 

後來，達伽馬一行人平安的回到葡萄牙，並向國王

報告一路上的所見所聞。因為達伽馬探險隊找到從歐

洲到達印度的海路，所以葡萄牙國王就封他為貴族。

當葡萄牙政府統治了印度之後，達伽馬還成為印度的

總督。 

哥倫布發現的新大陸，將西班牙人帶到美洲。而達

伽馬到達了印度，不但把葡萄牙人引向東方，還為葡

萄牙帶來許多財富和殖民地。 



第五篇：航海家達伽馬 
 

1. (  ) 歐洲商人想到東方來 ( ○1 遊覽 ○2 做生意 ○3

探險 ④移民) 。 

2. (  ) 達伽馬繞過何處到達非洲東岸？( ○1 鼻頭角

○2 東北角 ○3 好望角 ④西南角) 。 

3. (  ) 達伽馬一行人到達印度後，印度人的反應是 

( ○1 很熱烈 ○2 很冷淡 ○3 很歡迎 ④沒感覺) 。 

4. (  ) 印度人受誰挑撥而趕走達伽馬？( ○1 阿拉伯

人 ○2 中國人 ○3 葡萄牙人 ④西班牙人) 。 

5. (  ) 是誰幫助達伽馬探險隊穿越印度洋？( ○1 歐

洲的商人 ○2 阿拉伯商人 ○3 阿拉伯駕駛員 ④

西班牙人) 。 

 

問答題： 

請列出達伽馬經過的地方(請列出三個)。他的航海

探險對葡萄牙有何貢獻？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六篇：努 力 
 

   『天下無難事，只怕有心人』 這句話的意思是

說，天下的事情，困難和容易之間，並沒有絕對

的標準，完全在於我們是否有心去做好它，如果

肯做，難的也變成容易了；如果不肯做，容易的

也變成困難了。 

我們求學也是這樣。如果肯學，難的也變得容

易了；如果不肯學，容易的也變得難了。譬如我

的天資不如人，但是努力去學，天天不間斷，等

到成功，也就不覺得自己不夠聰明了。 

   譬如我的天資比別人高一倍，但是天天嬉戲，

把學業荒廢了，結果一事無成，就跟天資差的人

沒有兩樣。 

   古人常說：『勤能補拙』 意思就是說，一個

人即使再怎麼樣愚拙，只要他肯努力，發憤向上，

終有成功的一天。從前孔子的三千學生當中，愚

笨出名的就是曾子，可是最成功的也是曾子。這

樣看起來，愚笨是不要緊的；聰明也是不可靠的。

不論聰明或愚笨，只要肯努力就會有成功的一天。 

   人生本來就是一個奮鬥的過程，只有那些肯為

自己的理想目標而努力不懈的人，才能嘗到成功

的果實，生命也才會有意義。 

我們現在正值少年時期，就好像一株剛要伸展

的嫩芽，蘊藏著無限的生命力，也蘊藏著無限的

希望。所以應該趁著這可貴的少年時期，及時努

力用功讀書，鍛鍊強健的體魄，修養品德，才能

夠在這個社會上成就一番大事業。 



 

第六篇：努 力 
 

1. (  ) 哪一種人比較容易獲得成功？（○1 聰明的人

○2 愚笨的人 ○3 懶惰的人④勤勞的人）。 

2. (  ) 本文在說明什麼？（○1 天下事可以分為難與

易○2 天下事沒有難易之分，只要肯努力就能

成功○3 聰明與愚笨④曾子的成功方法） 

3. (  ) 依本文作者的意思，成敗決定於什麼? （○1 努

力或不努力○2 事情本身難或易○3 做的人多或

少④做的時間長或短） 

4. (  ) 本文舉曾子為例，目的是什麼? （○1 說明曾子

有很好的機會○2 說明曾子是個好學生○3 證明

努力的重要④說明孔子的學生很多） 

5. (  ) 『勤能補拙』是指什麼? （○1 只要努力就會

成功○2 成功就會成功 ○3 成功和努力沒有關

係④聰明就會成功） 
 
 

問答題： 

作者認為什麼人才能嘗到成功的果實?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七篇： 謙虛與驕傲 
 

    『謙受益，滿招損。』 這句話的意思是說驕傲

的人會找來一身的禍害，謙虛的人卻能得到很多

的益處。 

甚麼是謙虛呢? 謙虛就是虛心不自滿，是做人

的一種美德，為人修養的最高表現。謙虛的人容

易和人相處，受到別人的歡迎，所以謙虛就是為

人處世的基本條件。 

    例如齊國的宰相晏子，他為人十分謙虛，從

來不會因為自己當了宰相，就擺出一副架子看不

起人。因為老百姓都尊敬他，願意和他交談。由

於他深知民生疾苦，所以在輔佐皇帝處裡政事

時，總是能夠處處為民著想，最終立下卓越的功

績。 

    什麼是驕傲呢? 驕傲就是自大、瞧不起別人，

這是一種不好的態度。驕傲的人不容易和別人相

處，自己有了一點成就，就得意洋洋，自以為了

不起，不再繼續努力，終究還是會嚐到失敗的滋

味。同時，驕傲的人不虛心接納別人的意見，久

而久之，就沒有人願意和他做朋友，漸漸的和他

疏遠。想想看，一個人如果沒有朋友，是多麼的

寂寞啊! 

    由此可見，謙虛是成功的基本條件，是勝利

的引導者，更是做人處世的準則；驕傲則是失敗

的最大因素，同時，也是成功的絆腳石。我們若

是能夠遠離驕傲，培養謙虛的美德，必有成功的

一天。 



第七篇：謙虛與驕傲 

1. (  ) 本文的主旨是什麼？（○1 驕傲的人生活寂寞○2

謙虛的人受人尊敬或稱讚○3 滿招損，謙受益

④謙虛和驕傲的定義）。 

2. (  ) 驕傲的人有什麼特徵（○1 最後的勝利者○2 願意

接受別人好的意見○3 服從多數人的意見④不

易和人相處）。 

3. (  ) 以下何者是謙虛的特徵? （○1 虛心不自滿○2 幽

默○3 自卑④不易與人相處）。 

4. (  ) 謙受益的意思是什麼? （○1 謙虛的人最後會

得到財產○2 自卑的人能博取別人同情○3 謙讓

的人可以交到朋友④謙虛的人能得到很多

益處）。 

5. (  ) 『絆腳石』在本文中的意思是指什麼? （○1 形

容一種阻礙○2 形容一種助力○3 形容一種計謀

④形容一種方法）。 
 

 

問答題： 

驕傲的人會面臨什麼樣的局面? 

 

 



 

第八篇：塞 翁 失 馬 

 

從前，有一個住在國境邊界上的人，以養馬

為生。 

有一天，他發現自己養的馬少了一匹。原來，

那匹馬離群越過邊界，跑到鄰國了。鄰居們知道

這件事後，都替他覺得可惜，只有養馬者的父親

對這件事毫不介意，說 : 「失去一匹馬也未必不

好，說不定會帶來好處呢！」 

    過了幾個月，令人想不到的事情竟然發生

了！先前走失的那匹馬，不但自己能認路，從鄰

國跑回來，而且還把鄰國的駿馬引來。鄰居們聽

說這件事後，紛紛跑來向他道賀，說 : 「真是不

簡單！ 不但找回了走失的馬，而且還多了一匹

馬。」 然而，養馬者的父親卻說 : 「這雖然是件

好事，但我擔心它可能帶來災禍！」   

    後來，養馬的人騎馬奔馳時，不小心從馬上

摔下來，跌斷了一條腿。人們紛紛前來慰問，但

養馬者的父親卻不介意，反而認為兒子跌斷腿，

或許會帶來好處。一年後，鄰國入侵，年輕力壯

的人都必須入伍作戰，不少年輕人因此為國犧

牲。養馬者因為跌斷了腿，所以不用上戰場，因

而保全了性命。 

 



  

第八篇：塞 翁 失 馬 

1. (   ) 故事中的主角以養 (○1 鹿○2 馬○3 羊) 為生。 

2. (   ) 走失的馬為養馬者帶來什麼好處？ (○1 獲得

很好的報酬○2 不用上戰場○3 引來鄰國的駿

馬) 。 

3. (  )  (○1 再度走失馬匹○2 馬匹乏人問津○3 騎馬跌斷

了腿) ，可說是多了一匹馬為養馬者帶來的

災禍。 

4. (  ) 對於兒子的意外，養馬者的父親 (○1 很生氣○2

認為或許會帶來好處○3 十分介意) 。 

5. (  ) 由於 (○1 跌斷了腿○2 戰蹟輝煌○3 生了重病) ，養

馬者沒有上戰場打戰。 

 

問答題： 

這則故事告訴我們什麼道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