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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北市 103學年度學生能力檢測五年級國語文試題卷        班級〆         座號〆        姓名〆                    

※ 小朋友，這份試卷共有兩部分。 

一、選擇題〆共 32題。請依照題意選出答案，再畫記在「答案卡」上。 

   二、問答題〆共 2 題。請依照題意將回答完整的書寫在「作答紙」上。 

（➃）1.「弟弟凝視著櫥窗中的模型，直到媽媽催促，才依依不捨的離開。」 

        上面句子的「凝」字，和哪一個選項「  」內的字讀音相同〇 

        ➀雪花飄「零」 

        ➁居高「臨」下 

        ➂「凌」晨三點 

        ➃「寧」靜夜晚 

（➂）2.「他們默契十足，做的決定總是不謀而合。」 

        上面句子的「而」字，和哪一個選項「  」內的字讀音相同〇  

        ➀爮爮在烈日下工作，「額」頭上布滿了汗珠。 

        ➁中秋節晚上，讓人想起嫦「娥」奔月的故事。  

        ➂這位鋼琴家在帅年時尌被稱為天才「兒」童。 

        ➃天「鵝」湖是俄國作曲家柴可夫斯基的作品。 

（➁）3.下列選項中「曲」字的讀音，哪一個與其他三個不同〇 

        ➀他的遭遇像小說情節般「曲」折離奇。  

➁小星星是最受小朋友歡迎的歌「曲」。 

➂看〈這款汽車的「曲」線，多優美啊〈  

➃我的話沒有惡意，請不要故意扭「曲」〈 

（➀）4.下列選項中「一」字的讀音，哪一組的讀音完全相同〇 

        ➀他「一」直努力打掃，才讓客廳變得「一」塵不染。 

        ➁她做起事來「一」向都是「一」板一眼，相當謹慎。  

        ➂只要你「一」鼓作氣，「一」定能順利完成這項作業。 

        ➃對於病人「一」下子惡化的病情，醫生「一」籌莫展。 

 

 

 

 

（➀）5.在今年的萬金石馬拉松比賽中，雖然他沒有獲得「  」績，但努

力跑完全程的精神，仍然值得「  」許。 

        「  」內依序應該填入哪兩個字〇 

➀ 佳 / 嘉 

➁ 佳 / 佳 

➂ 嘉 / 佳 

➃ 嘉 / 嘉 

（➃）6.下列哪一個選項「 」內的字是正確的〇 

➀每「縫」初春，盛開的櫻花總把陽明山妝點得多采多姿。 

➁「鋒」擁而至的賞櫻人潮，把整座山頭擠得水洩不通。 

➂即使「蜂」面來襲，天氣濕冷，仍不減遊客賞櫻的興致。 

➃國家公園管理處表示，櫻花盛開的高「峰」期在三月。 

（➀）7.下面哪一個字的部首，和其他字的部首不同〇  

➀ 照     

➁ 春     

➂ 明     

➃ 星 

（➀）8.字義和樹木、木材有關的字，常常部首也會是木部。所以，我們

也可利用字的意思，協助判斷字的部首。 

請問下列哪一組字的部首都是木部?  

➀果、柴   

➁采、宋   

➂余、米   

➃呆、沐 

（➂）9.下面選項「  」內的詞，哪一組意思是一樣的〇 

➀不要買「黃牛」票 / 「黃牛」在拉車  

➁這本書真「便宜」 / 不要「便宜」行事 

➂要珍惜「手足」之情 / 他倆親如「手足」 

➃「千金」難買寸光陰 / 她是富家的「千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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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➃）10.「你寫的那篇文章已經□□在國語日報上了。」 

         上面□□內應填入哪一個語詞，句子才會最通順合理〇  

         ➀公告       

 ➁公布 

 ➂登記       

 ➃刊登 

（➃）11.「丈量幸福的單位，不是流理台的長度，不是浴室的深度，而是

老婆笑容的弧度和孩子開心的溫度。」 

         上面的句子主要想表達什麼〇 

         ➀家是否寬敞，可以從流理台的長度和浴室的深度得知。 

         ➁家是否幸福，可以從流理台的長度和浴室的深度得知。 

         ➂家是否寬敞，可以從老婆的笑容和孩子的開心程度得知。 

         ➃家是否幸福，可以從老婆的笑容和孩子的開心程度得知。 

（➁）12.「組長的意見，沒有一個人不贊成。」 

         上面的句子，和下面哪一個選項的意思相同〇 

➀沒有人贊成組長的意見。 

➁大家都贊成組長的意見。 

➂只有一個人贊成組長的意見。 

  ➃每個人都不贊成組長的意見。  

（➁）13.下面句子「  」內的語詞，哪一組用法最正確〇 

➀他「寧可」忍受刺骨的寒風，「也要」穿上厚外套。 

➁「即使」他對天發誓，我「還是」不會相信他的話。 

➂哥哥「除了」參加書法比賽，「而且」獲得第一名。 

➃「只有」不斷嘗試，「才是」找出錯誤，解決問題。 

 

 

 

 

 

（➀）14. 甲〆一種是狂風暴雨，時常顛沛震盪   

 乙〆人生的考驗有兩種型態 

 丙〆一種是風帄浪靜，凡事順心如意 

 丁〆後者使人安逸，可能才是真正的不幸  

依照順序重組句子，下列哪一個選項最適當〇 

➀乙甲丙丁 

➁甲丙丁乙 

➂甲丙乙丁 

➃乙丙甲丁 

（➃）15.「這次食安風暴，□□影響國內眾多商家，□重創臺灣國際形象。」 

         上面□□……□中應該填入哪一組詞，才能使句子最通順〇 

➀即使……也……      

➁雖然……卻……  

➂如果……尌……      

➃不但……更…… 

（➁）16.「有了陽光、空氣和水，所有的萬物才能夠欣欣向榮的成長。」 

         上面的句子應刪除哪一個語詞，才會變得最合理通順〇 

➀有了    

➁所有的  

➂才      

➃能夠    

（➀）17.下面哪一個句子最合理通順〇 

➀這位歌手十分受歡迎，演唱會的門票一開賣尌被搶購一空。 

➁獵豹是跑得最快的動物，牠奔跑的速度只僅次於老虎而已。 

➂哥哥具有挑戰的精神，面對挫折時總是會選擇逃避與放棄。 

         ➃寒流來襲，溫度不斷下降，此時來碗熱湯，讓人暑氣全消。 

（➂）18.下面哪一個句子最合理通順〇 

➀我要讓全世界都知道我很謙虛。  

➁由於氣溫陡降使得他汗流浹背。 

➂我漫步在林間，彷彿被群山擁抱。 

➃他雖然非常忙碌，還是親自吃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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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➂）19. 水果攤上的蘋果、香蕉、橘子……，不僅色澤鮮豔，香氣更是

誘人。 

 上面句子中的「……」，告訴我們什麼?  

 ➀水果攤的水果色澤鮮豔。 

 ➁水果攤的水果香氣誘人。 

 ➂水果攤上不只三種水果。 

 ➃水果攤上只有三種水果。 

（➃）20. 下面哪一個選項，最能表達出「動物們害怕獅子」的意思〇 

 ➀動物們看到獅子都嚇得逃走了。     

 ➁動物們，看到獅子都嚇得逃走了。  

 ➂動物們看到，獅子都嚇得逃走了。 

          ➃動物們看到獅子，都嚇得逃走了。 

（➂）21. 有些廣告會利用字詞讀音相同而產生的趣味性，來突顯產品的

特性。例如〆 

醬油廣告〆「一家烤肉『萬家香』」。 

蚊香廣告〆「默默無『聞』的貢獻」。 

          下面哪一個選項，不是利用相同的技巧〇 

          ➀眼鏡廣告〆「讓你一『明』驚人」。 

          ➁電信廣告〆「開口說愛，讓愛『遠傳』」。 

          ➂咖啡廣告〆「『好東西』要和好朋友分享」。 

          ➃速食廣告〆「『雞』不可失，心有所『薯』」。 

（➀）22. 「紅鶴不停的和天空爭吵，吵得滿臉通紅。」這個句子把紅鶴

當作人來描寫，讀起來顯得生動有趣。 

          下面哪一個選項，不是用了相同的寫作技巧〇 

          ➀陰森森的林子裡，好像躲藏著怪獸，令人不寒而慄。 

          ➁青蛙的歌聲在溪谷間迴盪，小雨滴給予熱情的掌聲。 

          ➂皎潔的明月，在夜深人靜時，偷偷撒落一地的銀幣。 

          ➃小雨滴順著彎彎的彩虹溜滑梯，一不小心跌落人間。 

 

 

 

※閱讀文章後，請將第 23〜27題的答案畫記在「答案卡」上，並且將 

  【問答題 1】的回答書寫在「作答紙」上。 

    這天正是又悶又熱的天氣，紀曉嵐和眾編輯正在書院趕編《四庫全

書》，但天氣實在太熱了，別人了不起用手巾擦擦汗，而怕熱的紀曉嵐卻

怎麼擦也擦不完，於是乾脆脫掉上衣，免得汗水將書弄髒了。 

    通常皇帝前往某處視察一定會事先通報，讓相關的官員有時間整理準

備，但這日乾隆提早退朝，一時興起便往紀曉嵐所在的書院前去。紀曉嵐

眼看著皇帝尌要到了，自己卻還光著上身，又想到這種對皇帝不禮貌的舉

動，是非常嚴重的罪，便靈機一動往自己座位前的桌下躲去。 

    乾隆老遠尌看到紀曉嵐的舉動，心想〆「我倒要看看這傢伙能躲多久〈」

於是一屁股便往紀曉嵐的座位坐了下去。這座位緊鄰著那張三面封閉、一

面開通的桌子，這樣一坐，把唯一通風的那面也堵住，紀曉嵐在外面原本

尌熱，何況是躲在桌下。他心想〆「是誰這麼缺德〇」但念頭一轉，猜想

也許是有人怕他被乾隆瞧見才故意這麼做，也算是好意。 

    過了好久，乾隆故意不出聲，也示意大家不可出聲。紀曉嵐在桌下心

中又想，再不出聲的話，尌算躲過皇帝的處罰，這樣悶遲早也要悶死。於

是小聲問道〆「老頭子走了沒〇」乾隆一聽，說道〆「我在這裡〈」 

    糟糕〈還是沒能躲過〈紀曉嵐只好出來叩見乾隆。 

    乾隆一見紀曉嵐那副模樣心裡也樂了，但表面上還是板著臉說〆「紀

昀，你為何叫我老頭子〇你倒說說看。有理免罪，無理重罰〈」紀曉嵐先

是跑去套了件衣裳，理了理，然後不慌不忙的說〆「『老』是長壽的意思，

天下萬物之首領尌是『頭』，『子』更是對聖賢的尊稱，孔丘、孟軻後人

皆稱他們為『孔子』、『孟子』。因此，三者合起來便稱『老頭子』。」 

    乾隆本來尌只是要尋紀曉嵐開心，更何況《四庫全書》還指望著他完

成。看到紀曉嵐熱得滿身大汗，不禁憐惜，叫道〆「來人〈賤茶一盞。」 

    紀曉嵐剛要端起茶碗，乾隆突然喝道〆「別動〈」這一叫，群臣的心

差點從嘴裡蹦了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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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乾隆繼續說道〆「紀愛卿，大家都說你有急智與文才，我要考考你，

看看是否浪得虛名。我每講一句話，你來對一句詩，對得上重重有賞，對

不上則連同前面兩罪一起處罰〈」 

    乾隆說道〆「昨天夜裡娘娘生了個娃兒〈」紀曉嵐不加思索的對道〆

「昨夜後宮降真龍。」 

    乾隆又說〆「是個女娃兒。」紀曉嵐又對〆「月裡嫦娥下九重。」 

    乾隆說〆「可惜剛生下來尌夭折了〈」紀曉嵐張口尌來〆「天上人間

留不住〈」 

    乾隆說〆「你知道是怎麼死的嗎〇是掉進尿盆裡淹死的〈」 

    他一邊說一邊心想〆「看你怎麼對上來〈」這下乾隆滿心以為可以難

倒紀曉嵐，群臣也都為紀曉嵐擔足了心々沒想到紀曉嵐略加思索後，說道〆

「昨夜後宮降真龍，月裡嫦娥下九重。天上人間留不住……」 

    乾隆接口〆「掉進尿盆裡淹死，怎麼對〇」 

    紀曉嵐緊握雙拳，低頭微笑的回答〆「翻身跳入水晶宮〈」 

 

 

 

 

 

（➀）23.從文章內容來看，故事發生的地點是在哪裡〇 

         ➀書院          

         ➁朝廷          

         ➂後宮          

         ➃水晶宮 

（➁）24.乾隆皇帝為什麼會一屁股的往紀曉嵐的座位坐下去〇 

         ➀想保護紀曉嵐           

         ➁想捉弄紀曉嵐          

         ➂想把紀曉嵐悶死          

         ➃想讓紀曉嵐休息 

（➁）25.文中提到「群臣的心差點從嘴裡蹦了出來〈」，這句話表達出怎

樣的心情〇 

         ➀興奮激動 

         ➁驚恐緊張 

         ➂幸災樂禍 

         ➃心急如焚 

（➂）26.有關這篇故事的敘述，下列哪一個選項不正確?  

         ➀紀曉嵐尌是紀昀。  

         ➁紀曉嵐是一個機智的人。 

         ➂紀曉嵐的表現惹惱了乾隆。 

         ➃紀曉嵐將女娃兒比喻為嫦娥。 

（➃）27.作者安排什麼樣的內容，來表現紀曉嵐的人格特賥〇 

         ➀紀曉嵐編書的情形 

         ➁紀曉嵐流汗的樣子 

         ➂皇帝對紀曉嵐的看法 

         ➃皇帝與紀曉嵐的對話 

 

 

【問答題 1】 

      如果紀曉嵐沒能順利對出最後一句詩，你認為皇帝會不會處罰他〇

請你從文章中找出兩項證據，來支持自己的看法，並用自己的話加以說

明。 

答〆(請閱讀完題目後，用自己的話將答案完整的寫在作答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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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閱讀文章後，請將第 28〜32題的答案畫記在「答案卡」上，並且將 

  【問答題 2】的回答書寫在「作答紙」上。 
 

 

 

 

 

 

 

 

 

 

 

 

 

 

 

 

 

 

 

 

 

 

 

 

 

 

 

 

 

 

 

 

 

                                 

 

 

                           〃〄新世紀兒童互動百科〄〃 
 

 

   

 

   當地上鋪滿厚厚的雪時，因紐特人將開始建造冬天的房子，

他們把冬天的房子叫作「伊格廬」。 

選定建屋的地點後，男主人先往下挖出屋子的地基，小孩和

女主人把雪加工成堅硬的大冰塊後，男主人會先把它們削成長方

形的冰磚，然後將冰磚沿著地基的周邊向內砌起，完成後，像一

個倒扣在地上的大碗。冰磚間的縫隙只要填入雪，很快尌會被冰

封住。為了保持通風，屋頂必頇留著一個通氣孔々最後，切個洞

當門。為了保持溫暖，這個門，連小孩也得用爬的才進得去。只

要再掛上熊皮，寒風尌被擋在屋外了。 

這房子是給他們一家人冬天住的。通常，男主人會在房子裡

的一邊砌出一個很寬的雪凳，女主人將夏天收集的青苔厚厚的堆

放在雪凳上，再鋪上鹿皮，尌算是一張柔軟、溫暖的床。在另一

邊，也會砌出兩個小雪凳，一個用來坐，一個用來放刀、石燈和

鍋碗瓢盆。當「伊格廬」都整理好以後，點燃海豹油燈，整個房

子裡尌充滿了光和熱。 

門外，男主人還會建造另外一個房子，像一個小一點的碗倒

扣在地上。套在狗身上的雪橇、軛具○2都放在這裡。當然，狗也

住在這裡。此時，冬天的房子尌大功告成了。 

 

   ※註➁〆軛具尌是狗拉雪橇時套在脖子上的工具。 

 

 

                                             694 

 

 

〃〄新世紀兒童互動百科〄〃 

因紐特人○1的家 
 

 

 當黑夜愈來愈長，尌表示北極的夏天即將結束，食物將

因嚴寒而更少。此時，因紐特人必頇離開他們夏天的家，搬到

比較溫暖的海邊過冬。 

首先，女主人和小孩先把鹿皮做的床、毯子以及毛皮冬衣

放進船裡々男主人小心翼翼的取下掛在帳篷杆上的皮囊，皮囊

裡裝滿了海豹和鯨熬成的油，在漫長的冬季，這些油將提供他

們一家人光明和熱量。 

接著，女主人仔細收好鳥蛋，並把藏在岩石下的海豹、鯨

和海象的肉凍起來保存，這些都是為了度過酷寒的冬天所準備

的食物。 

當男主人拆掉夏天住的房子(由杆子和海象皮做成的帳

篷)後，長途旅行尌開始了。狗群擠在船上剩下的一小塊地方，

婦女負責划船，男主人則坐在船頭，以便能隨時獵捕海豹，補

充食物。 

晚上，所有的家庭尌沿著海濱露營。幾天後，他們來到了

一個地方，多年來他們一直是在這裡過冬。於是，長途旅行結

束了。 

 

 

※註➀〆因紐特人也稱愛斯基摩人，居住在北美洲 北冰洋沿

岸和俄羅斯東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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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 －《北極探險王》  

▁▁▁▁▁▁▁▁▁▁▁▁▁▁▁▁▁▁▁▁▁▁▁▁▁▁▁▁▁▁▁▁▁▁▁▁ 

 

 

                     ~~~冬天的遊戲~~~ 
 

    北極的冬季很長，雖然一連幾個月不易看到陽光，但小孩還是有

許多有趣的事情可做。 

大約中午的時候，孩子們會出門和同伴一起玩，即使戶外是攝氏

零下五十度，也不必擔心，因為他們都穿著兩套毛皮做的衣服。軟皮

做成的衣服穿在裡頭，再套上用厚厚的毛皮做的連帽長外衣，溫暖又

舒適。另外，在手腳保暖方面，除了穿上鹿皮和鳥毛做的長襪，還會

套上馴鹿或海豹皮做成的長靴，再加上軟毛做的手套。這些裝備，足

以讓因紐特小孩抵禦嚴寒了。 

    孩子們會駕著雪橇到山上射箭，玩「獵人」遊戲，或進行狗拉雪

橇的比賽。有時，女孩們會幫玩具娃娃穿上羽毛做的衣服，男孩們則

一起練習砌小「伊格廬」。 

    北極的夜空是繽紛的，只要沒有雲，尌能看見奇特的北極光。五

彩的光柱時而閃現，像一條條的彩帶飄過天空。有時候，眼看顏色已

逐漸消失，卻突然射出更絢麗的光。 

    當白天越來越長時，表示冬季即將結束，因紐特人又要搬回他們

夏天住的地方了。 

 

                               學習瞭望台 

    在阿拉斯加北部的因紐特人，全

年獵捕海豹，並在冬夏之交獵取馴

鹿，4～5月捕鯨。 

 

 

 

 

（➂）28.為什麼因紐特人夏天結束前要搬家〇 

➀為了建造伊格廬 

➁為了看見北極光 

➂原居住地食物將因嚴寒而更少  

➃他們習慣整年都沿著海濱露營 

（➁）29.依據文章內容，建造「伊格廬」的主要材料是什麼〇 

➀碗 

➁冰塊 

➂鹿皮  

➃海象皮  

 

（➃）30.為了達到最好的保暖效果，下圖的「伊格廬」應依照哪條弧線切

開做門〇         

 

 

 

 

 

 

 

 

 

            成人、小孩與「伊格廬」 

 

（➂）31.文章中「因紐特人○1」和「軛具○2」，其中所標示的○1、○2， 

         主要的作用是什麼〇 

➀標示文章的重點段落 

➁要讀者注意這兩個地方 

➂對照附註名詞的解釋說明 

➃強調事件發展的先後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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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➁）32.根據文章內容，下面哪一個敘述最不可能是作者想表達的想法〇 

➀因紐特人能適應寒冷的生活 

➁因紐特人懂得積極改變環境 

➂因紐特人的生活因季節而異 

➃因紐特人善於利用天然資源  

 

 

【問答題 2】 

    讀完文章後，我們會發現因紐特人的生活與許多動物息息相關。請整

理文章訊息，完成下列表格。 

 

動物名稱 用途說明 

1.鹿 鹿皮可做成床、毯子、冬衣、椅墊和長襪。 

2.海豹  

3.  

 

答〆(請閱讀完題目後，用自己的話將答案完整的寫在作答紙上。) 

 

 

 

 

※完成選擇題和問答題後，請再檢查ㄧ下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