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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測驗：B 組   

第一篇  入芝蘭之室而不聞其香 
 

平常，我們常會有這種經驗，一朵香花剛聞的時

候很香，可是聞久後就不覺得香了，這是為什麼

呢？這完全是由於大腦皮質為了保護自己而進行的

「罷工」作用。 

人的鼻子只有兩種功能 ─呼吸和嗅覺，可是人

的大腦卻樣樣都管。當香味隨著呼吸進入鼻子時，

鼻子裡的嗅覺黏膜受到刺激，便立刻把訊息傳到大

腦皮質裡掌管嗅覺的嗅覺中樞。 

嗅覺中樞接到鼻黏膜傳來的消息，立刻將氣味進

行分析研究，整個過程非常快速，所以香味剛進鼻

子，我們就覺得香了，而這卻是大腦皮質工作的成

果。 

可是，如果鼻子老是聞到同樣性質、強度的香

味，儘管鼻黏膜很負責任，大腦皮質卻對同樣得分

析越來越不帶勁，終於由初期的興奮轉入罷工了。

這時候我們不能怪它，因為太疲勞了，也需要休息

一下，否則如果又有新消息時，早就彈性疲乏而應

付不了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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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了解了大腦皮質嗅覺中樞的活動方式之

後，下次如果有香花，記得不要老是放在鼻子下

聞，否則就會越來越不覺得香了。古人說：「入芝

蘭之室，久而不聞其香；入鮑魚之肆，久而不聞其

臭。」就是這個道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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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  洛陽紙貴 
 

左思是西晉的大辭賦家，不過他小時候讀書成績

並不特出，說話也有點結巴。他的父親對他有點失

望。有一次竟然當著他的面，對朋友說左思跟自己

小時候差太多了，左思聽了心裡很難過，他下定決

心，一定要發憤讀書，讓父親對他刮目相看。果真

長大後的左思，成了一個有學問的人，以詩文享譽

天下。 

左思不善交際，喜歡一個人靜居獨處。他寫文章

不求快、不求多，只重視品質。他曾經花了一整年

的時間，只寫了一篇《齊都賦》。 

後來，左思的妹妹被選入宮，他們便舉家遷至洛

陽，並且擔任著作郎。從這時起，他開始計畫寫

《三都賦》。他整天苦心構思，家裡的每個地方都

有紙筆，只要一有佳句，就馬上將它記下來。這樣

一直努力了十年，才寫成代表名作《三都賦》。 

《三都賦》一發表，因為不論是內容、形式都已

達巔峰，於是京城洛陽有地位的人都爭著買紙抄寫

閱讀，導致洛陽的紙張突然變得供不應求而價格大

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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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來的人便用「洛陽紙貴」這個成語來形容一個

人的文章頗受好評及讀者的歡迎，銷路很好的意

思。 

※ 有關《三都賦》 

最先開始創作描寫京都的賦體，是班固的《兩都

賦》，後來張衡跟著寫了《兩京賦》，左思的《三

都賦》是因前人而來，不過比較起來不只絲毫不遜

色，甚至可說是更勝於前人。 

這一類的賦不僅僅要描述一個都城的位置，還要

包括這些地區的歷史事蹟、地理位置、風土物產、

人物習俗…等，可說是一部縮小版的地理方志，如

果沒有準備好豐富的資料，加以文字上的不斷錘

鍊，是很難寫出色的。所以左思花了十年時間才完

成，是可以想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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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  守燈塔的女孩 
 

英國的福尼島有一座燈塔，守燈塔的是一個老頭

兒和他的女兒葛麗絲。 

在一個秋天的早晨，暴風雨很大，葛麗絲和爸爸

躲在燈塔裡，不敢任意出塔。就在這天夜裡，葛麗

絲隱約聽到海上有 人在喊叫的聲音，可是因為風雨

聲太大，所以聽不清楚。這件事使她整夜都沒有睡

好。 

第二天天剛亮，她就爬到燈塔的頂上，遠遠望

去，看到有一條破船和幾個緊抱著船桅的水手在海

浪裡掙扎。葛麗絲急忙喊起爸爸，說：「我們趕快

去救他們吧！」，但她爸爸知道風浪的厲害，搖著

頭說：「今天風浪這樣大，有什麼辦法去救他們

呢？」。葛麗絲瞪大了眼睛，著急的說：「爸爸！

我們不能看著他們死啊！無論如何，我們總得試一

試。」 

葛麗絲的勇敢感動了她的爸爸。他們立刻冒著風

雨，划著小木船，把那些水手救回家了。水手們都

非常的感激他們，而葛麗絲的爸爸也很高興沒有放

棄救人的可能，即使冒著危險，但他們也算做了一

件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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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   初夏的菜園子 
 

初夏的清晨，陽光燦亮，灑得園子裡的菜蔬鑲了

鑽石似的，這時，我喜歡跟著媽媽在菜園裡面晃

蕩。 

園子裡，金黃色的絲瓜花披在綠油油的藤架上，

感覺好亮眼，好有精神，瓜旁的空心菜、地瓜葉和

莧菜也貢獻著大把大把的綠，茂茂盛盛的不止葉菜

類蔬菜，往一旁瞧去，豆架上垂著數不盡的細條狀

物，媽媽說：「那是豆寶寶，過不了多久就會發育

成好吃的四季豆。」看豆架旁已成形的小苦瓜被裝

在寶特瓶中，據說是為防蜜蜂叮咬，小南瓜打著黃

色的花傘躺在園子的一角，種在土坡上的韭菜跟蔥

長得也不自卑，它們隨遇而安，替自己爭出一片

天。 

媽媽的菜園子不大，可是種的東西可不少。她

說：「吃自己種的菜比較安心，吃不完的分享給鄰

舍、親戚，大家也歡喜。」 

一大清早，陽光不烈，是媽媽摘菜、澆菜的時

機，有時媽媽摘回的菜蔬上頭還掛著露珠，有時有

機蔬菜上面還蜷縮著一隻賴床的菜青蟲或幾顆未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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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蛾蛋，看來初夏的菜園子裡還住著不少小生命

呢！ 

黃昏時分，當落日拉長了防風林的身影，啁啁啾

啾的鳥聲鼓噪林邊時，我也愛跟著媽媽到菜園子裡

去拔拔草、施施肥、澆澆水，偶爾一陣風吹過，深

吸一口氣，堆肥和著泥土的味道，是鄉土的氣息。

赤著腳踩在田埂上，我彷彿也融為菜園子裡的一分

子。初夏的菜園子，欣欣向榮，回鄉下的日子，我

愛在裡面留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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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   客家風情 
 

談到吃，客家人有許多的習俗和點心佳餚。家中

有喜事，如結婚、入新居時，一定先來上一道湯圓

和麻糬，象徵團圓美滿，如膠似漆之意。一盤猪腸

炒薑絲，一碗酸菜肉片湯，足以令人口齒留香，大

呼過癮。另外，尚有菜包、粄條等，都是客家人有

名的米食。 

客家人有很濃的祖先觀念，逢年過節時，祠堂裡

總會擠進一大群前來祭祖的後輩子孫，這些人有的

互相熟識，有的彼此陌生，卻都是為同一目的而

來，充分表現出敬祖的情懷。同一姓氏的客家人，

更組織了「宗親會」，無論是婚喪喜慶，或是競選

活動，「宗親會」就會發動力量，促使宗親們發揮

團結合作的精神，彼此關懷，互相照應，這是客家

人的一大特色！ 

對一些傳統的民俗慶典，客家人也極為熱中。如

每年農曆八月的「平安戲」，要到廟裡拜神，感謝

神明保佑全家平安無事。另外還要殺猪公，宴請親

朋好友，彼此祝福平安。又如土地公生日或廟宇落

成紀念，大家都會出錢出力，整修廟宇，或請野臺

戲班演出，表示慶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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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客家人也很懂得忙裡偷閒。每當閒暇時，

公園裡、大廟口或是庭院中，都有三五成群的人聚

在一起，泡泡老人茶，唱唱客家山歌，無論是採茶

歌、情歌，乃至於童謠，唱來總是令人感到韻味十

足，蕩氣迴腸！ 

可惜，由於時代的變遷，許多傳統的客家文化，

已逐漸式微、失傳了，這是十分令人感到痛心的。

因此，希望年輕一代的客家人能肩負起文化傳承的

重責大任，使客家文化能生生不息的流傳下去。 

依照行政區域劃分，桃園縣可分為南、北二區，

北區多是閩南人，南區則是客家莊。我從小在客家

莊長大，是個道地的客家人。 

客家人生性勤勞儉樸，過著安居樂業的生活，尤

其在老一輩人的身上，更能看到昔日奮勉不懈、勤

儉治家的痕跡。雖然平日吃的是粗茶淡飯，但仍不

失客家人好客的熱情，一旦有客人來訪，就會擺出

豐盛的菜餚招待，使客人有賓至如歸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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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篇   愛因斯坦 
 

談到在科學上有卓越貢獻且深具影響力的人物

時，我們不能不提到二十世紀偉大的物理學家─艾

伯特•愛因斯坦，他發表了著名的「相對論」，更

在西元一九二一年獲得諾貝爾物理學獎的肯定。 

愛因斯坦在西元一八七九年出生於德國，是猶太

人。他的個性內向、害羞，從小就沉默寡言，喜歡

獨處，可是卻有強烈的好奇心，凡事都要追根究

底。 

愛因斯坦起初喜歡數學，也從數學的推理過程中

得到許多啟發，直到讀大學時，他才發現，其實他

真正的興趣是物理，於是便轉而研究自然界的各種

現象和原則。 

雖然起步較晚，但愛因斯坦在物理學上傑出的表

現，卻是不同凡響的。他推翻「牛頓力學」，發表

舉世聞名的「相對論」；而「光電效應」的論文，

更讓他獲得了諾貝爾物理學獎。 

由於愛因斯坦是猶太人，曾遭受德國納粹政府的

迫害，因此他痛恨暴力，反對使用核子武器和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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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提倡世界和平和人道主義，熱心參與有助於和

平的各項活動。儘管愛因斯坦已有偉大的成就，但 

他仍然認真努力的思考與學習，待人依舊謙和有

禮，讓人們從他身上看到了成功人士的執著與堅

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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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測驗 B 組答案卷            編 號________     時 間______  

 

第一篇   入芝蘭之室而不聞其香 

一 選擇題 

㈠  (     ) 味道是由 ( ①鼻毛 ②黏膜 ③神經 ④氣管 )受刺激

而將訊息傳給大腦的。 

㈡  (     )  大腦皮質中掌管嗅覺的是 ( ①神經中樞 ②下視

丘 ③嗅覺中樞 ④鼻毛 )。 

㈢  (     ) 味道聞久了就分辨不出是因為 ( ①鼻黏膜 ②視

覺 ③喉嚨 ④大腦皮質 )太疲乏而罷工的緣故。 

㈣  (     ) 大腦皮質的暫時休息，主要是為了 ( ①恢復嗅

覺 ②修補損傷 ③保持清醒以應付下一個訊息 ④

擋住細菌 )。 

㈤  (     ) 將氣味進行分析研究的是 ( ①嗅覺中樞 ②鼻黏

膜 ③鼻腔 ④鼻涕 ) 

 

二  問答題 

１鼻子有哪些功能？ 

 2   為什麼「入芝蘭之室，久而不聞其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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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  洛陽紙貴 

一  選擇題 

㈠  (     )  左思小時候 ( ①很聰明 ②很頑皮 ③平凡而不出

色④很愛哭)。 

㈡  (     )  左思為何全家都搬到洛陽去？( ①買了新房子 

②妹妹被選入宮中 ③想過更好的日子 ④房子比

較便宜)。 

㈢  (     )  左思一共花了多少年才完成《三都賦》( ①一

年 ②七年 ③十年 ④八年)。 

㈣  (     )《三都賦》完成後，( ①沒有引人注意 ②銷路平

平 ③妹妹很高興 ④大受歡迎)。 

㈤  (     )  最早開始創作描寫京都賦體的是 ( ①左思 ②班

固 ③張衡 ④李冰)。 

 

二  問答題 

１何謂「洛陽紙貴」？ 
 

 

 

2   描寫京都的賦體都包括些什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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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  守燈塔的女孩 

一  選擇題 

㈠（  ）故事中，守燈塔的是（①一對父女 ②一對姐

妹 ③一對夫妻 ④一對兄弟）。 

㈡（  ）葛麗絲晚上聽到的喊叫聲是（①海風的聲音 

②海上有船被風浪吹垮，而且有水手在喊叫 

③作夢夢見的 ④爸爸在叫她）。 

㈢（  ）那群在海中掙扎的水手結果如何？（①被淹

死了 ②葛麗絲獨自去救他們 ③葛麗絲和爸爸

去救他們 ④自己游到岸上）。 

㈣（  ）故事中葛麗絲的行為可用那一句話來形容？

（①見死不救 ②忘恩負義 ③胡說八道 ④見義勇

為） 

㈤（  ）葛麗絲和爸爸（①搭汽船 ②划獨木舟 ③開橡皮

艇 ④划小船）去救那群在海中掙扎的水手。 

二  問答題 

1  葛麗絲和她父親為何要冒雨在大風浪天氣划船出

海?  

 

2  葛麗絲如何感動她的爸爸去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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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   初夏的菜園子 

一  選擇題 

㈠（  ）「菜蔬鑲了鑽石似的」是指（①把鑽石鑲在

菜蔬上 ②月光灑在菜蔬上的樣子 ③清晨的陽

光照射在菜蔬上面 ④菜蔬長得像鑽石一

樣）。 

  ㈡（  ） 小苦瓜被裝在寶特瓶裡，是為了（①讓它不

要長得太大 ②保持它的水份 ③避免太陽曬 ④

防蜜蜂叮咬）。 

㈢（  ）菜蔬上還掛著露珠，推測摘菜的時間應該是

在（①傍晚 ②清晨 ③深夜 ④中午）。 

㈣（  ）媽媽一共種了？（①六種菜 ②七種菜 ③八種

菜 ④九種菜） 

㈤（  ）堆肥和著泥土的味道是？（①芬芳撲鼻 ②噁

心討厭 ③鄉土的氣息 ④無臭無味）。 
 

二  問答題 

1  媽媽一共種了幾種菜蔬、瓜、豆等，詳列出名稱 

 

2  種太多青菜吃不完怎麼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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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   客家風情 

一  選擇題 

㈠（  ）依客家人的習俗，家中有喜事時，一定要吃

什麼 ?（①擔仔麵 ②湯圓和麻糬 ③年糕 ④肉

包）。 

㈡（  ）同一姓氏的客家人會組成什麼團體 ?（①宗親

會 ②同學會 ③同盟會 ④讀書會）。 

㈢（  ）那一項不是客家人的風俗民情？（①勤勞儉

樸 ②熱情好客 ③崇敬祖先 ④好吃懶做）。 

㈣（  ）農曆八月，客家人有什麼民俗慶典？（①平

安戲 ②採茶戲 ③歌仔戲 ④唱山歌）。 

㈤（  ）每當土地公生日或廟宇落成紀念時，客家人

會如何慶祝？（①請野臺戲班演出 ②到大飯

店吃一頓 ③舉辦 KTV 大賽 ④生營火，跳舞高

歌）。 

二  問答題 

１「宗親會」的功用是什麼？？ 

 

 2  客家人生性如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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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篇   愛因斯坦 

一  選擇題 

㈠ (     ) 愛因斯坦是一位著名的( ①物理學家 ②生物學

家 ③作曲家 ④文學家)。 

㈡ (     )  「相對論」是誰提出來的？( ①牛頓 ②海頓 ③

富蘭克林 ④愛因斯坦)。 

㈢ (     ) 愛因斯坦凡事都要追根究底，是因為有強烈

的( ①好奇心 ②自尊心 ③愛國心 ④得失心)。 

㈣ (     ) 愛因斯坦一開始喜歡的是？( ①物理 ②數學 ③

音樂 ④美術)。 

㈤ (     ) 下面哪一項不是愛因斯坦的主張？( ①反對核

武 ②人道主義 ③統一天下 ④世界和平) 

 

二、問答題 

１為什麼愛因斯坦痛恨暴力, 提倡世界和平 ? 

 

 

 2  除了科學上的成就，愛因斯坦有哪些其它方面讓

大家欣賞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