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矽谷中文學校二 0 一三年學術比賽 

閱讀測驗 C 組 
 

第一篇：我愛鄉村 
 

在安寧而幽靜的鄉村裡，有新鮮的空氣，有

綠毯一般的稻秧，有綠油油的蔬菜，更有美麗

的山光水色，這些美景真使人迷戀。 

     住在鄉村裡的人，多半是皮膚粗黑而身體健

康的農夫。他們每天早出晚歸，辛勤的在田裡

工作。他們是純樸的，不炫惑於都市的花花世

界。他們都是安分守己的人。 

     這裡還有一些牧童，他們每天早晨把牛牽到

野外去，讓牠們自由的吃草，他們自己卻集在

一起做各種遊戲。直到黃昏，農家炊煙裊裊的

時候，他們才各自跨上牛背，哼著歌曲，悠然

自得的回家。 

     鄉村裡有優美的風景，樸素的居民，他們過

著自由快樂的生活，無憂無慮。所以我愛鄉

村，希望永遠住在鄉村。 

 

 

 

 

 

 



第二篇：蔡倫 
 

  蔡倫是漢朝的人，在朝廷做官，很愛讀

書。有一天，他坐在窗前休息，看見窗外蝴蝶

飛舞，蜻蜓在飛，蜜蜂在採蜜，忽然看到樹上

一隻大黃蜂在那裡做窩。 

      蔡倫站起來仔細觀察，見那大黃蜂咬些樹

皮在口中嚼，嚼了一會兒吐在樹上攤開來往樹

上砌。這樣一點點的就結起個蜂窩來。 

      蔡倫好像發現了什麼似的，忽然跑回書

房，拿出一枝墨筆，趁黃蜂不在，往蜂窩上點

一點墨，他若有所悟，自言自語：「這上面可

以寫字啊！」 

      以後他便用心研究，把樹皮麻根等弄碎，

做成漿，然後再薄薄的攤開，等到乾了以後，

就成一張張的紙了。 



第三篇：山 
 

我從小不曾到過山上，常常嚮往山上的景

色。每天早上太陽還沒出來以前，總是望望東

邊那列藍色的山。上一次到關子嶺旅行，期待

已久的爬山願望，終於實現了。 

     初次嘗到爬山的滋味，格外的興奮，山上的

景色很美，山脈起伏，山谷很深，山壁有的很

陡峭，山上都是青綠的草木，山路崎嶇難走。 

      山上空氣新鮮，在高山上眺望四周的平

地，景物盡在眼底，人如螞蟻，房子如紙盒

兒，山上茂密的樹林裡，有很多鳥在唱歌。 

      山象徵著崇高、偉大，代表不屈不撓的精

神，很多人喜歡山。山點綴風景，有山有水，

必是一個風景秀麗的地方。「下山容易，上山

難」，帶著疲乏的腳步下山來，回家路上，一

直回想山上的景色。 



第四篇：我的希望 
 

每個人都要有希望，希望就像是一座燈

塔，指引著迷路的人，走向光明的道路。 

      一個人如果沒有希望，就像是沒有舵的船

一般，漂流在茫茫的大海上，不能到達目的

地。 

      我們從小時候，就要立定志向，確立希

望，然後好好朝著目標努力，不管遇到多大的

困難，都不能退縮。 

      我的希望是將來做一位白衣天使，為病人

服務。我相信只要不斷地努力，總有一天必能

達成我的希望。 



第五篇：忠言逆耳 
 

        鄒忌是戰國時齊國人，身材修長，容貌俊

美。有一天，鄒忌問他的妻子、妾及一位客人

說：「我和住在城北的徐公比起來，誰比較俊

美呢？」他們都回答說：「當然是你比較俊

美。」  

        隔天，名聞齊國的美男子 ─徐公來了，鄒

忌很仔細的端詳他，覺得自己根本比不上他。

於是，他便對威王說：「我實在比不上徐公俊

美，但我的妻子對我有私意；我的妾怕我；我

的客人有求於我，所以他們都說我比徐公俊

美。現在齊國如此強盛，很多人都有求於大

王，想必他們也對大王隱蔽了許多事情。」 

        於是威王便下達命令：凡是勸諫他的人都

有獎賞。後來他果真獲得了許多的忠告，改進

不少缺點。由此可見，逆耳之言是可以促使我

們進步的哦。 



第六篇：蛀牙三部曲 

 

      「媽媽，你看！我的牙齒被鑽了個洞

啊！」 ，美玉張開嘴巴，媽媽看見下臼齒

中，有顆牙的表面有個黑色的小洞。原來，美

玉的牙齒不是被鑽了個洞，而是患了齲齒，也

就是「蛀牙」。 

      牙齒的表面有一層琺瑯質，是把守牙齒健

康的第一關，如果吃完東西後沒有馬上刷牙或

漱口，食物殘渣就會在細菌的作用下產生酵

素，侵蝕牙齒表面，形成一個對「冷」敏感的

小黑洞。 

       當牙齒的表面被侵蝕後，細菌大軍就會繼

續往第二關卡 ─象牙質挺進，這時連「熱」

的東西，也會對牙齒造成威脅。 

      到了這個階段，如果還不去找牙醫治療的

話，那細菌大軍就會更深入侵蝕到牙髓，直到

牙齒整個腐蝕為止。這時候，可憐的牙齒就會

提早離開你的嘴了！ 

 

 

 



第七篇： 請君入甕 
 

        唐朝武則天執政時，任用了兩個殘酷無比

的大臣，一個叫周興，一個叫來俊臣。他們最

厲害的，就是想出各種慘無人道的刑罰，來逼

人承認自己有罪。 

        後來，有人密告周興謀反。武則天命令來

俊臣去逮捕和審訊周興。來俊臣心想：「周興

這個老狐狸，要他招供是不可能的，何況他的

同謀共犯已經死了，我得想個辦法才行！」 

        於是來俊臣不動聲色請周興到家裡來喝

酒。喝得正高興時，來俊臣故意問道：「我手

上有個狡猾的人犯，各種刑具都用過了，就是

不招，不知周兄是否有什麼新的方法？」 

        周興還不知道自己已被人密告，得意的

說：「我告訴你一個絕妙的辦法，用一個大

甕，四面架起碳火燒，再把人放進去，還有誰

會不招？」 

        來俊臣聽了，立刻命人照辦。等到大甕燒

得滾燙時，來俊臣臉色一變，對周興說：「周

兄，你被密告謀反，我奉命查辦，現在就請你

入甕吧！」周興嚇得跪地求饒，當場俯首認

罪。 

        現在我們就用這個成語來比喻拿某人整治

別人的方法整治他自己。 

 

 

 



矽谷中文學校 2013 年學術比賽 
閱讀測驗 C 組答案卷 

第一篇：我愛鄉村 

1（  ）住在鄉村裡的人，多半是 ( ○1 黑人○2 工人

○3 商人④農夫)。 

 2（  ）作者希望永遠住在哪裡？( ○1都市○2 野外

○3 鄉村④花花世界)。 

 3（  ）下列哪一種人比較安分守己，不會被都

市的花花世界迷惑( ○1 農夫○2 工人○3 商人④

牧童)。 

 4（  ）鄉村裡住著純樸的( ○1 稻秧 ○2 居民○3 風景

④空氣)。 

 5（  ）什麼時候才可以見到農家的炊煙裊裊？ 

( ○1 雨天○2 中午○3 黃昏④深夜)。 

問答題 

作者認為住在鄉村有何優點？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二篇：蔡倫 

1（  ）蔡倫仔細觀察( ○1 蝴蝶飛舞○2 蜻蜓在飛○3

蜜蜂採蜜④黃蜂做窩) ，後來發明紙。。 

2（  ）蔡倫發明紙的原因是 ( ○1 很愛讀書○2 在朝

廷做官○3 用心研究④在窗前休息)。 

3（  ）本文啟示我們：要想發明東西需要( ○1 在

窗前休息○2 看動物飛翔○3 要多觀察多研

究④要多寫字)。 

4（  ）做紙的原料是 ( ○1 花和果實○2 樹枝和樹葉

○3 樹根和莖④樹皮和麻根) 。 

5（  ）本文體裁是( ○1應用文○2 記敘文○3 論說文④

抒情文) 。 

 

問答題 

根據本文，大黃蜂如何築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三篇：山 
 

1（  ）作者第一次爬的山是( ○1 佛光山  ○2 阿里

山  ○3 關子嶺 ④八卦山)。 

2（  ）風景秀麗的地方是( ○1 有山有水○2 有人有

車○3 有風有水 ④ 有鳥有水)。 

3（  ）在山上眺望，房子像什麼？( ○1 螞蟻  ○2 紙

盒  ○3 雞籠 ④火柴盒)。 

4（  ）作者每天早上望到的那一列山是什麼顏

色？( ○1 青色  ○2 黑色  ○3 白色 ④藍色 ) 。 

5（  ）下面哪一句話是對的？ ( ○1 上山容易，下

山難  ○2 山上容易，下山難  ○3 下山容易，

上山難 ④山下容易，山上難)。 

 

問答題 

根據本文，山代表什麼樣的精神？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四篇：我的希望 
 

1（  ）作者把希望比喻做什麼東西( ○1 燈塔 ○2 船

隻 ○3 道路 ④大海)。 

2（  ）哪一種工具是在調整船隻的方向？( ○1 槳 

○2 帆 ○3 舵 ④甲板 )。 

3（  ）作者希望將來做一個什麼人物？( ○1 醫生 

○2 牧師 ○3 老師 ④護士 )。 

4（  ）本文哪一段在說明希望的重要？( ○1 第一

段○2 第二段○3 第三段④第四段)。 

5（  ）要達成自己的希望，必須( ○1 不斷的努力 

○2 遇到困難就退縮 ○3 乘坐有舵的船隻 ④找

到燈塔 )。 
 
 

問答題 

燈塔有什麼功用？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五篇：忠言逆耳 
 

1（  ）故事中的鄒忌，和誰比較俊美？( ○1 威王

○2 客人  ○3 徐公 ④大王)。 

2（  ）故事中的鄒忌是哪一國人？( ○1 齊國人  ○2

楚國人○3 秦國人 ④魏國人)。 

3（  ）威王對於鄒忌進諫的一番話( ○1不理不睬

○2悖然大怒○3 不贊同 ④欣然接受)。 

4（  ）本文的主旨是告訴我們：  ( ○1 要多和別

人比較○2 要多批評別人○3 對於別人的忠

告和勸諫要虛心接受並改進④多多說好

話)。 

5（  ）「逆耳」的解釋是？( ○1 很好聽○2不好聽○3

傷害耳朵④忤逆耳朵)。 

 

問答題 

為什麼鄒忌的妻子、妾及客人要說他比較俊美

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六篇：蛀牙三部曲 

 

1（  ）本文中美玉的  ( ○1 門牙○2 犬齒○3 智齒④下

臼齒   ) 患了蛀牙。 

2（  ）哪個部分是牙齒的第二道關卡？( ○1 象牙

質○2 琺瑯質○3 牙髓④牙根)。 

3（  ）吃完東西後，要怎麼做才能避免蛀

牙？  ( ○1 洗臉○2 洗澡○3 刷牙或漱口④看醫

生)。 

4（  ）當蛀牙對「冷」的東西敏感時，表示細

菌侵蝕到牙齒的  ( ○1 牙髓○2 牙根○3 象牙質

④琺瑯質)。 

5（  ）蛀牙的另一種名稱是( ○1 齲齒  ○2 牙周病○3

禹齒④智齒)。 

 

問答題 

 為什麼吃完東西不馬上刷牙或漱口就會在牙

齒上形成小黑洞？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七篇： 請君入甕 

 

1（  ）「請君入甕」的方法是誰想出來的？  ( ○1

周興 ○2 來俊臣 ○3 武則天 )。 

2（  ）周興後來( ○1 被煮熟了 ○2 俯首認罪 ○3 逃走

了 ④繼續當官)。 

3（  ）這個成語在比喻( ○1 對人苛刻可能自食惡

果 ○2 歡迎光臨的意思 ○3 隨便去那裡的意

思 ④非常好客的意思)。 

4（  ）下面哪一句詞和「請君入甕」相似  ( ○1

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 ○2 請神容易送神難

○3 官官相護 ④誤入歧途)。 

5（  ）中國歷史上唯一的女皇帝是( ○1 慈禧太后

○2 武則天 ○3 竇太后 ④西施)。 

 

問答題 

 來俊臣請周興喝酒的目的是什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