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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測驗：C 組   

第一篇  冰淇淋 
 

  在炎熱的夏天，吃冰淇淋是一件很過癮的事。

可是，為什麼吃冰淇淋不會解渴，反而越吃越渴

呢？ 

冰淇淋是用牛奶、奶油、糖和雞蛋做的。牛奶

和雞蛋含有很多的蛋白質，人們吃了蛋白質，需

要很多的水分來幫助消化，以及排出廢物。因

此，吃了越多蛋白質，就要補充越多的水分。所

以，如果你想吃冰淇淋來止渴，可是會越吃越渴

喔！ 

冰淇淋不但營養，又很可口。它有上千種不同

的口味，是一種老少咸宜，廣受歡迎的點心。據

說六百多年前，義大利人馬可波羅把在中國學到

的做果汁冰的方法帶回歐洲，歐洲人逐漸改進做

法，就成了今天的冰淇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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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  感恩節的由來 
 

西元一六二零年，五月花號載著一批新的移民

來到美洲，當時正處於冬天，作物遇到大雪無法

生長，許多人因為沒有糧食而挨餓，有些人還因

此生了病。 

隔年的春天，一位名叫薩莫斯特的印第安人來

到移民所居住的土地，說：「讓我來教你們種植

適合這裡生長的植物吧！」印第安人便給予這些

新來的移民一些幫助，並且教導他們如何種植玉

米、豌豆和南瓜，以及捕魚和打獵的技巧。 

移民們非常感謝印第安人的幫忙，等到秋天來

臨時，田裡的所有作物都成熟了。移民們很高興

有了第一次的豐收，其中一個人便說：「這一切

都要感謝薩莫斯特和其他印第安人的幫助。」於

是準備了酒和食物來招待這些印第安人。 

後來，到了一七八九年的時候，政府便宣布在

每年的十一月二十六日那天訂為感恩節，來表示

對印第安人以及上帝的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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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  關我何事 
 

從前，有個自私自利的人，他在為人處事上，

可說是已經到達「事不關己，袖手旁觀」的地

步。有一次，他到河邊搭渡船，準備到對岸談生

意。船才剛划到河中央，船底就出現破洞，開始

進水。同船的人全都嚇得驚慌失措，船家也趕緊

指揮大家一起幫忙把船內的水往外舀，只有他一

個人還坐在原位，一動也不動。 

同船的客人問他：「你怎麼還不快來幫忙舀

水？要是等會兒船沈了，可就危險啦！」那個自

私的人說：「這關我何事啊！又不是我的船，我

為什麼要幫忙？」船家在一旁聽了，十分生氣，

便決定先讓其他客人穿上救生衣游到對岸，把他

一個人留在船上。 

後來，當船快要沈入河裡時，那個自私的人嚇

得大叫：「船家，你快來救救我啊！」船家在岸

邊故意大叫：「要被淹死的人又不是我，關我何

事啊！」但是，善良的船家，最後還是跳下河，

平安救起了那位自私自利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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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   小河帶路 
 

強強隨少年探險隊到大山裡探險，登山途中，

他為了追一隻小兔子，越追離探險隊的隊友們越

遠。 

後來，強強發現自己迷路了。他站在那裡，想

要辨別方向。可是，身上沒有指南針，不能給他

指點方向；天黑了，沒有太陽給他做嚮導；這

時，一大片烏雲飄過來遮蓋了天空，強強找不到

那顆北極星做指路燈；起風了，大樹的枝葉搖來

搖去；強強分不清東西南北，他不知道該往何處

走。 

「嘩啦！嘩啦！」「咦？是條小河。」強強聽

到流水聲，他急忙跑過去。他站在小河邊，聽著

水流聲想：迷路前，我曾經經過這條小河，它是

從北往南流向大山外面的。我只要順著小河走，

不就可以走出大山了嗎？ 

於是，強強就順著小河走，整整走了一夜。早

晨，天晴了，太陽從大山後面露出了笑臉。強強

朝著山腳下少年探險隊營地的帳篷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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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   自己蓋的房子 

 

有個老木匠準備退休，他跟老闆辭職，說他要

離開建築行業，回家與妻子兒女共享天倫之樂。 

老闆捨不得技藝超群的老木匠離開，他再三挽

留，但是老木匠心意已決，不為所動。老闆無可

奈何，只好答應。但是，老闆向老木匠要求幫忙

蓋最後一棟房子，老木匠答應了。 

在蓋房子的過程中，大家都看得出來，老木匠

心不在焉，不但施工的材料品質很差，而且蓋好

的房子也不牢固。老闆什麼話也沒說，只是交給

老木匠一把鑰匙。老闆說：「這是我要送給你的

房子。」老木匠愣住了，他既羞愧又後悔，他這

一生蓋了多少完美的房子，最後卻為自己蓋了這

樣一棟粗製濫造的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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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篇   蜘蛛的家 
 

有一隻辛勤工作的蜜蜂，無意中看見一群螞

蟻，正努力的扛著食物回家，蜜蜂好奇的問：

「你們的家在哪裡呀？」 

其中一隻螞蟻很親切的說：「在靠近樹根的泥

土裏。你要到我們家坐坐嗎？」 

蜜蜂飛近樹根，果然看見一個小洞，可是洞口

太小，蜜蜂飛不進去。不過他很感謝螞蟻的心

意，所以也邀請螞蟻到他家去坐坐，交個朋友。 

螞蟻的工作告一段落後，便和蜜蜂來到蜜蜂的

家，當他看見密密麻麻的六角形時，不禁說：

「哇！好特別的房子啊！」 

這些情景，全被在一旁觀察許久的蜘蛛看見

了，他覺得單純的螞蟻和善良的蜜蜂很容易受

騙，就邀請他們到他家參觀。 

蜜蜂和螞蟻不疑有他，就走進了蜘蛛的家─沒

想到，他們的身體馬上被黏住了！「哈哈！我有

晚餐吃了。」蜘蛛露出猙獰的面孔，一步步逼

近，彷彿一口就可以吃掉這兩隻可憐的小昆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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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這緊張的時刻，天空突然下了一陣大雨，蜜

蜂和螞蟻被雨滴打落到地上，雖然受了一點小

傷，但是他們很慶幸自己能撿回一條小命。而

且，經歷了這件事之後，他們有了共同的心得：

「蜘蛛的家真是可怕！千萬去不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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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測驗 C 組答案卷            編 號________     時 間______  

 

第一篇   冰淇淋 

一 選擇題 

(    ) １冰淇淋是用什麼做成的？( ①牛奶和雞蛋 ②布

丁和牛奶 ③雞蛋和布丁 ④蛋花湯和奶油)  

(    ) ２下列哪一樣最不會解渴？( ①礦泉水 ②冰淇淋 

③運動飲料 ④白開水) 

(    ) ３冰淇淋是( ①垃圾 ②沒有價值 ③只有害處 ④有

營養)的食物。 

(    ) ４馬可波羅是 ( ①中國 ②加拿大 ③義大利 ④西班 

牙)人。 

(    ) ５老少咸宜是指？( ①老人比較適合 ②老人小孩

都適合③適合小孩子 ④老人小孩都不適合 )。 

 

二  問答題 

１請說說為什麼吃冰淇淋不會解渴？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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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  感恩節的由來 

一  選擇題 

(    ) １為什麼新移民沒有食物可吃？ (①偏食 ②因為

氣候惡劣，作物無法生長 ③太浪費 ④食物過

期壞了)。 

(    ) ２新移民得到誰的幫助？( ①西藏人 ②墨西哥人

③印第安人 ④政府)。 

(    ) ３新移民怎麼表達對薩莫斯特等人的感謝？請

他們( ①搭船 ②喝酒吃飯 ③打獵 ④騎馬)。 

(    ) ４美國的感恩節訂於每年的( ①十月 ②十一月 ③

十二月 ④一月)。 

(    ) ５新移民搭乘的船名為( ①五月花號 ②辛巴達 ③

阿里巴巴 ④印第安)。 

二  問答題 

１印第安人教新移民做什麼，才解決了糧食問

題？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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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  關我何事 

一  選擇題 

(    ) １自私的人是( ①熱心助人 ②日行一善 ③只考慮

自己 ④善良的人)。 

(     ) ２自私自利的人搭渡船去( ①遊玩 ②做生意 ③探

訪親友 ④求學)。 

(     ) ３船划到河中時，出現( ①魚群 ②夕陽 ③強風 ④

破洞)。 

(     ) ４最後自私自利的人( ①被淹死了 ②獲救了 ③嚇

死了 ④溺死了)。 

(     ) ５船進水時，同船的人都( ①驚慌失措 ②從容不

迫③很鎮定 ④很冷靜)。 

 

二  問答題 

１船進水後，那個自私自利的人說了什麼話？他

有一起幫忙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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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   小河帶路 

一  選擇題 

(    ) １強強為了追( ①小狗②小兔子③小羊④小貓)，結

果迷路了。 

(    ) ２ ( ①時鐘②手錶③指南針④電池)可以幫人指點

方向。 

(    ) ３烏雲遮蓋了夜空，強強找不到( ①織女星②北

極星③掃把星④流星)。 

(    ) ４本文哪一段寫強強聽到流水聲的情形？( ①第

一段②第二段③第三段④第四段)。 

(    ) ５小河( ①從北向南②從南往北③從東往西④從西

向東流)。 

 

二  問答題 

１根據本文，請你回答迷路的強強怎麼找到探險

隊的營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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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   自己蓋的房子 

一  選擇題 

(    ) １根據本文，誰打算退休？( ①老闆②老妻③老

木匠④油漆工) 

(    ) ２老木匠原本手藝( ①普通②很不錯③很差④不

行)。 

(    ) ３老木匠有接受老闆的慰留嗎？( ①沒有②有③

不知道④好像有) 

(    ) ４下列的敘述哪一句不對？( ①老闆給老木匠一

把鑰匙②老木匠送老闆一棟房子③最後一棟

房子的品質很差④老木匠最後悔不當初)。 

(    ) ５蓋最後一棟房子時，老木匠( ①很認真②相當

努力③不敢鬆懈④很隨便)。 

 

二  問答題 

１老木匠為什麼感到既羞愧又後悔？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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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篇   蜘蛛的家 

一  選擇題 

(     ) １ 螞蟻的家是(①六角形②黏黏的③很寬大④故

事中沒有說明)。 

(     )  ２蜜蜂和螞蟻的共同點是(①都有六隻腳②都被

吃掉了③都很勇敢④都不會蓋房子)。 

(     ) ３ 故事中，心地不好的是(①螞蟻②蜘蛛③青蛙

④蜜蜂)。 

(     ) ４你覺得螞蟻和蜜蜂都(①心地太善良②跑得太

慢③喜歡幫助別人④太貪心)。 

(     ) ５ 蜂窩內部都是(①正方形②八角形③不規則形

④六角形)。           
 

二、問答題 

１下次蜜蜂和螞蟻還會去蜘蛛的家嗎？ 為什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蜜蜂和螞蟻如何離開蜘蛛的家？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