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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東縣共同命題
輔導員第一場研習

雙向細目表的架構

2017.3.30

NAEP 數學架構
 1990,2005,2009陸續有所更動
 數學
 內容
 數與運算,
 測量,
 幾何,
 資料分析、統計與機率
 代數

NAEP 數學架構
 複雜度
 Low Complexity

 This category relies heavily on the recall and recognition of

previously learned concepts and principles. Items typically specify
what the student is to do, which is often to carry out some procedure
that can be performed mechanically. It is not left to the student to
come up with an original method or solution.



Moderate Complexity

 Items in the moderate-complexity category involve more flexibility

of thinking and choice among alternatives than do those in the lowcomplexity category. They require a response that goes beyond the
habitual, is not specified, and ordinarily has more than a single step.
The student is expected to decide what to do, using informal
methods of reasoning and problem-solving strategies, and to bring
together skill and knowledge from various domains.



High Complexity

 High-complexity items make heavy demands on students, who must

engage in more abstract reasoning, planning, analysis, judgment,
and creative thought. A satisfactory response to the item requires
that the student think in an abstract and sophisticated way.

TIMSS 2015 數學架構

PISA 2015數學架構
 基本數學能力：
 溝通、數學化、表徵、推理與論證、運用策略以解題、

使用符號正式語言運思、使用數學工具

 數學過程：
 以數學化方式形成情境；使用數學概念、事實、程序

及推理；詮釋、應用及評鑑數學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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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SA 測驗架構
 數學雙向細目

一、縱向(知識向度)，
內容包含：數與量、幾何、統計與機
率、代數
二、橫向(認知歷程向度)，
內容包含：概念理解、程序執行、解題
思考

TASA 語文

TASA 語文

TASA 自然與社會
 自然
 過程技能、科學與技術認知、科學與技術的本質、科

技的發展、科學的態度、思考智能、科學應用

 知道、理解應用、統整推理

 社會
 人與空間、人與時間、演化與不變、意義與價值、自

我人際與群己、權力規則與人權、生產分配與消費、
科學技術與社會、全球關連
 記憶、理解、高層次

 界定認知領域教學目標所使用的動詞
類別

敘

知識

指出、指名、界定、描述、條列、配對、選擇、列出大
綱

述

具

體

學

習

結

果

之

動

詞

理解

分類、解釋、摘要、轉換、預測、分別

應用

示範、計算、解決、修飾、安排、操作、聯結

分析

分化、圖示、估計、分離、推論、分次序、細分

綜合

組合、創作、擬訂、設計、組成、編製、重新安排、訂
正

評鑑

判斷、批評、比較、證明、下結論、區別、證實
取自：陳英豪、吳裕益(1994)。測驗與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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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與回饋
共通原則--試題符合重要教學目標
誘答選項應具有良好誘答力

國語科
 這些字都是字頻表中出現頻率高、重要的字嗎？
 考基礎？還是考層次較高題？
 考常試？還是考知識？
 考邏輯判斷？還是考語意分析？
 題幹敘述妥適？

24.這幾年，伯朗大道已經成為台東
□□的觀光景點。
下列哪一個選項填入□□中最適當。
（A）著名 （B）聲名
（C）名著 （D）地名

三年級國語科
22.我希望能長得和爸爸一樣「高」。
句子中的「高」和下列哪一個選項意思一樣。
（A）今天我考了一百分，覺得很「高」興。
（B）這件事我沒辦法，你另請「高」明吧！
（C）我們透過比賽來比個「高」下。
（D）我們所乘坐的熱氣球越飛越「高」。

 26.下列哪一個句子中的語詞用法最恰當。

(A)我家很有錢，我是個「窮苦」的小孩。
(B)妹妹付了一百元，吃了「免費」的一餐。
(C)弟弟喝完水之後， 水壺的水量「增加」了。
(D)這段時間受到許多人的幫助，我的心裡好「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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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這個實驗具有危險性，操作起來要特別非常小
心」。
上述句子應該刪除哪一個語詞才會通順。
（A）具有
（B）操作
（C）更要
（D）非常

28.身體可以淋雨，但心情可不要被淋溼。
這句話的意思是……
（A）很喜歡淋雨
（B）要保持好心情
（C）心不要淋到雨
（D）大家都來淋雨

29.小明畢業之後，就像斷了線的風箏一樣。
句子中說「斷了線的風箏」指的是……
（A）小明很喜歡放風箏
（B）風箏的線很容易斷
（C）完全沒有小明的消息
（D）風箏可以跟大家聯絡

30. 「我喜歡經常微笑的韋齊。他雖然失去了手腳，
還是設法克服困難，去做自己喜歡做的事情，這也
是讓我最佩服的地方。」
這句話的意思是……
（A）凡事勇往直前
（B）經常抱怨他人
（C）同情殘障人士
（D）凡事委曲求全

31.小芬很愛看表演，媽媽今天帶「她」跟妹妹一起
去看兒童劇團演出。
請問「她」指的是誰？
（A）媽媽
（B）小芬
（C）弟弟
（D）妹妹

33. 下列哪一個句子帶有「期望」的語氣？
（A）你昨天怎麼又沒寫功課了呢？
（B）今天晚餐吃牛排，大家都吃得很飽。
（C）這件衣服上有蛋黃哥的圖案，真是可愛。
（D）如果你能再小心一點檢查，就能考一百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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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級國語科
37. 下列哪一個句子中是合理的。
（A）我最愛吃的水果是西瓜、荔枝和芭樂。
（B）媽媽煮了一桌好菜，爸爸陸陸續續過來吃。
（C）我家有四個人：爸爸、媽媽、我和一隻狗。
（D）廣告很多，卡通太少是因為電視壞了才這樣。

2.下列選項中「處」的讀音，哪一個與其他不同？
(A)你如果再不聽話，媽媽就要「處」罰你了。
(B)只要我們用心體會，美是無「處」不在的。
(C)老師教我們知識，也教我們待人「處」世。
(D)這件事如果不好好「處」理，後果不堪設想。

6.下列選項「 」中的字，哪一組前後讀音完全相同？
(A)警政署「署」長和示威人士簽「署」了一份協議
書。
(B)「省」點力氣吧！他向來不會反「省」自己的缺
失。
(C)弟弟對於同學的威脅恐「嚇」，「嚇」得全身發
抖。
(D)他的行為「惡」劣，被稱為地方上的「惡」霸。

8.下列選項中，哪一選項「」裡的國字是正確的。
(A) 對於眾人的指控，他「亞」口無言。
(B) 都這麼晚了，我們還在工作，真是同病相
「鄰」！
(C) 小銘在演說能力上出類拔「萃」，可說是難得
的人才。
(D) 他是名「符」其實的小氣鬼，從來不借東西給
別人。

16.看到這幕慘狀，他們驚慌的□□□□，不知該如何
是好？
下列選項中，填入□□□□中最恰當。
(A)怒目相視
(B)四面楚歌
(C)面有難色
(D)不假思索

21.我們應該為自己份內之事「負」起責任，不可敷
衍了事。
句子中的「負」和下列哪一個選項的「負」意思相
同。
(A)如此忘恩「負」義的人，遲早會自食惡果。
(B)他雖身「負」重傷，仍不顧性命奮力滅火。
(C)他們兩人實力相當，比賽過程刺激，難分勝
「負」。
(D)身「負」重任的選手即將出國比賽，努力為國
爭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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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書桌上擺放著好幾張紅色、黃色、藍色、方形
等各種顏色的色紙。」
上述句子應該刪除哪一個語詞才會通順。
(A) 擺放 (B) 方形
(C) 幾張 (D) 各種

24.面對他人的「冷嘲熱諷」，他一向都不以為意。
句子中「冷嘲熱諷」可以替換成哪一個相近的詞語。
(A) 逆耳忠言
(B) 流言蜚語
(C) 冷言冷語
(D) 花言巧語

27.這次游泳比賽的冠軍竟然是你，太陽就要打從西
邊出來了。
這句話的意思是……
(A)期望他能得冠軍
(B) 生氣他不能得冠軍
(C)懊悔他不能得冠軍
(D) 嘲諷他不可能得冠軍

47.文中作者稱貓熊為「和尚」，是因為貓熊的什麼
特色？
(A)毛色 (B)主食
(C)住所 (D)性別

三年級數學
49.文中第三段提到：「一般食肉動物因不易獲得食
物，多分散獨居；食草動物則大多群棲。」
下列哪個選項正確？
(A)食肉動物因為獨居，所以難以找到食物。
(B)食草動物因為群居，所以很好找到食物。
(C)食肉動物以散居為主，是因為食物來源不穩定。
(D)食草動物以群居為主，是因為食物來源不穩定。

4.（ ）買3個499元的隨身碟需要多少元?
（Ａ）502元 （Ｂ）998元
（Ｃ）1131元 （Ｄ）1497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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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算算看，324÷7＝?
（Ａ）46…0 （Ｂ）46…2
（Ｃ）406…2 （Ｄ）460…2

8.（ ）媽媽用560公克的麵粉和210公克的抹茶粉做
鬆餅的原料，接著再將這些原料平分成7份，每份
鬆餅原料有多少公克?
（Ａ）50公克 （Ｂ）110公克
（Ｃ）343公克 （Ｄ）777公克

11.（ ）一包巧克力球有 403 顆，吃掉了 99 顆，還
剩下多少顆？
下列何者最接近正確的答案？
（Ａ）400 顆 （Ｂ）300 顆
（Ｃ）200 顆 （Ｄ）100 顆

17.（ ）20 公斤 600 公克＋3 公斤 30 公克 =?
（Ａ） 203 公斤 60030 公克 （Ｂ） 29 公斤 30 公
克
（Ｃ） 23 公斤 630 公克 （Ｄ）20公斤 930 公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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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級數學
4.（）下列哪個數不是3 的倍數？
（A）12（B）15
（C）54
（D）58

5.（）甲數的因數有1、2、3、4、6、8、12、24，
乙數的因數有1、2、3、4、6、9、12、18、36，
請問甲、乙兩數的最大公因數是多少？
（A）1
（B）6
（C）12（D）36

三年級社會
2. 小妮上社會課時，同學們發表對『家庭環境改變』
這個議題的看法，下列哪一項
比較「不符合」這個議題？
（Ａ）家人失業 （Ｂ）家人生重病
（Ｃ）全家從都市搬家回到部落 （Ｄ）姐姐月考社
會考不及格

4. 小妤上社會課討論學校的學習活動，有關「學習」
這件事，下列哪一個選項
「不正確」？
（Ａ）是小朋友來學校的主要目的 （Ｂ）來學校玩
遊戲比學習更重要
（Ｃ）做人做事的道理也要學習 （Ｄ）三年級學習
的內容比以前更多

5. 阿傑喜歡放學後獨自一人到偏僻沒人的角落讀書，
下列哪個做法比較好？
（Ａ）角落很安靜，自己讀書比較不會被打擾
（Ｂ）鼓勵大家到偏僻的角落讀書，一個人很自由
（Ｃ）偏僻的角落，如果發生危險，不容易求救
（Ｄ）這是阿傑熟悉的角落，一定不會有安全的問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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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發生地震時，以下哪個同學的行為是「錯的」？
（Ａ）小嫻用物品保護頭部 （Ｂ）阿良到空曠場所
避難
（Ｃ）阿樂趕快尖叫求救 （Ｄ）小豪離開教室時不
推擠奔跑

7. 當有陌生人問路時，你應該如何做才比較安全？
（Ａ）幫助他人，所以直接帶他去目的地
（Ｂ）陌生人和我一點關係都沒有，所以不理他
（Ｃ）告訴他路線但不可以跟著他一起去。
（Ｄ）陌生人都是壞人，所以要馬上報警

8. 我們選舉班級幹部的目的是什麼？下列哪一項說
法是「不正確」的？
（Ａ）處理班級的公共事務
（Ｂ）協助教師管理班級
（Ｃ）學習班級自治
（Ｄ）要幫大家買飲料

9. 小勇班上將舉辦母親節感恩活動，也會義賣二手
物品，很會畫圖的小凱負責畫
宣傳海報，聲音宏亮的小玲負責叫賣，心算很好的
阿棋負責收錢，請問他們是
依照每個人什麼特質來分工？
（Ａ）個性 （Ｂ）外貌
（Ｃ）能力 （Ｄ）性別

11. 小明參加班會，最後表決後他應該服從誰的決定？
（Ａ）他自己 （Ｂ）班導師
（Ｃ）少數人 （Ｄ）多數人

12. 小勇在上社會課時討論尊重他人的題目，下列哪
一種行為是尊重他人的表現？
（Ａ）把同學的祕密小聲告訴其他人
（Ｂ）偷看姊姊的日記，關心她的生活
（Ｃ）因為感情好就隨意碰觸同學的身體
（Ｄ）借用東西會經過本人的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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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尊重及欣賞和我們不同性別、不同族群的人是社
會課的學習目標之一，以下哪些行為「不是」尊重
與欣賞的表現？
（Ａ）喬治說話聲音細細柔柔，又愛哭，嘲笑他是
「娘娘腔」
（Ｂ）上廁所時會先敲門，沒人回應才開門
（Ｃ）參加學校舉辦的客家文化活動
（Ｄ）看見尤命‧哈勇的爸爸穿著原住民的服裝，請
他介紹服裝的特色

14. 家中長輩們常忙著工作賺錢，工作回家後又要照
顧我們，下列有關家事的說明，哪一項是「錯的」？
（Ａ）和家人一起顧店，也是分擔家事工作
（Ｂ）用被動的心態來面對家事，大人叫了再做就
好了
（Ｃ）家裡需要全家一起合作打掃
（Ｄ）想要有良好的生活環境，需要家人來分擔家
事

15. 小英上了三上和三下兩學期的社會課，你覺得她
可以學到什麼？
（Ａ）家庭和家鄉的各種知識 （Ｂ）加減乘除和分
數小數的運算
（Ｃ）球類和田徑等運動的技巧 （Ｄ）唱歌和分工
合作表演樂曲

16. 學校常常在宣導反霸凌，當被別人以言語或肢體
侵犯時，下列哪一種做法較
適當？
（Ａ）以牙還牙，反擊回去 （Ｂ）默默忍受，忍過
就好
（Ｃ）暗自哭泣，沒有辦法 （Ｄ）勇敢說「不」，
告訴師長

17. 最近校園安全成為大家注意的焦點，如果發現學
校有陌生人，下列哪一種做法
是正確的？
（Ａ）熱心帶他參觀校園 （Ｂ）立刻報警捉他
（Ｃ）趕快報告老師 （Ｄ）提供自己的個人資料給
他

19. 下列哪一種做法最能讓參與家庭活動的家人，感
受到和樂的氣氛？
（Ａ）認真參與家庭活動相關項目的討論
（Ｂ）完全按照爸媽的喜好計畫活動的內容
（Ｃ）堅持安排昂貴的國外旅行
（Ｄ）要求依照自己的意見安排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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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勤儉持家是傳統美德，下列哪一項「不屬於」家
庭中的必要花費？
（Ａ）水費 （Ｂ）電費
（Ｃ）高級餐廳吃飯 （Ｄ）瓦斯費

22. 現代社會很重視男女平等的議題，下列哪一種想
法才符合真正的「男女平等」？
（Ａ）尊重個人的興趣和能力，給予同樣機會
（Ｂ）男女生的廁所馬桶、小便器不需要特別區分
（Ｃ）所有的校內比賽不分男女，全部一起比
（Ｄ）規定女生不能穿裙子、化妝

24. 小鳳碰到下列哪個情況可以向「113 婦幼專線」
求助？
（Ａ）發現可疑人物時 （Ｂ）身體被毆打受傷時
（Ｃ）家裡遭小偷時 （Ｄ）被父母親責罵時

25. 小彥的哪一種行為「沒有」侵犯到同學學習的權
利?
（Ａ）一直和旁邊的同學聊天 （Ｂ）專心聽老師上
課
（Ｃ）隨意走動喧嘩 （Ｄ）和同學互傳紙條

28. 皮卡丘和爸爸參加學校運動會的親子趣味競賽，
預期可達到甚麼效果？
（Ａ）傳承地方文化 （Ｂ）分擔父母的辛勞
（Ｃ）凝聚家人的情感 （Ｄ）讓主辦單位開心

29. 一般家庭如何維持家人的生活？
（Ａ）靠親朋好友救濟 （Ｂ）等待政府的補助金
（Ｃ）父母或長輩工作賺錢 （Ｄ）小孩子去打工賺
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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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小琪在家裡應該要如何與家人相處？
（Ａ）互相小心注意著對方 （Ｂ）互相愛護與關懷
（Ｃ）只接受照顧不必付出 （Ｄ）只要求女生做家
事

 31. 小雯下課時到遊戲場玩要注意甚麼？

32. 班上有位聽覺有障礙的同學，你覺得他可能需要
甚麼協助？
（Ａ）拐杖 （Ｂ）導盲犬
（Ｃ）點字書 （Ｄ）助聽器

36. 安生到購物廣場買一頂安全帽，商家卻沒有拿統
一發票給他，你認為安生可以
怎麼做？
（Ａ）可以主動向商家索取統一發票
（Ｂ）沒有就算了
（Ｃ）可能是老闆忘記了，下次再說
（Ｄ）不一定會中獎，所以不用拿

 （Ａ）要排隊守秩序 （Ｂ）要搶第一個
 （Ｃ）想辦法推開別人 （Ｄ）想辦法插隊

五年級社會
40. 志傑的同學要到自己的家鄉玩，志傑想要當個稱
職的導遊，讓同學可以更了解
自己的家鄉，請問下列做法哪一項是「錯誤」的？
（Ａ）參觀民俗文物館
（Ｂ）聽祖先流傳下來的歌謠
（Ｃ）按照自己的想法說，不必查證
（Ｄ）參觀地方古蹟

1. 依據表一，我們可以解讀出：台灣的降水量多集
中在何時？
（Ａ）一年四季 （Ｂ）冬季
（Ｃ）梅雨季節及夏季 （Ｄ）秋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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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據表二，你認為嘉義的年平均溫高於阿里山的年
平均溫約12 度左右，造成此氣候差異性最主要的
原因為何?
（Ａ）阿里山位於北部，較為寒冷 （Ｂ）嘉義為盆
地地形，較為炎熱
（Ｃ）阿里山受到颱風影響，氣溫略低 （Ｄ）阿里
山為山地地形，因此氣溫低於平地

（二）分布在臺灣各地的原住民族是由數個語言及
生活方式不同的部族所組成的，目前已經有16 個
族群獲得政府的認定喔！
各族群在政治、社會、文化上都有著很大的差異，
讓我們一起來了解吧！

5. 小偉參觀博物館時，看到有百步蛇圖騰的木雕、
琉璃串珠、拼板舟等展示物品。請問這最有可能是
哪一座博物館？
（Ａ）石雕博物館 （Ｂ）玉石博物館
（Ｃ）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 （Ｄ）國立台灣史前文
化博物館

6. 台灣的族群多元，以下有關於台灣原住民族的傳
統祭典儀式，哪一項組合是正確的？
（Ａ）雅美族--猴祭 （Ｂ）阿美族--豐年祭
（Ｃ）卑南族--矮靈祭 （Ｄ）魯凱族--五年祭

（三）小珍看到一篇有關台灣歷史的史料報告，內
容提到：鄭成功在台南鹿耳門附近登陸後，將荷蘭
人逐出台灣，並設立承天
府為最高行政機關，不久他就因病去世了。之後由
他的兒子鄭經繼任、陳永華輔政推動各種經濟政策。
請問：

（四）十七世紀時，因為大量漢人移入台灣開墾拓
荒，清政府頒布許多限制來台規定，造成有些人以
偷渡的方式到台灣，愈來愈
多的漢人需要土地的需求也愈來越大，使原住民的
生計受到影響而發生嚴重之衝突。又因為需要開墾
與水利建設不斷的擴
建整修造成很多糾紛和衝突。請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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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阿亮一路從台東、鹿野、關山、池上，看著窗外
一望無際的稻田景觀，此區域的地形名稱為何？
（Ａ） 宜蘭平原 （Ｂ）嘉南平原
（Ｃ）花東縱谷平原 （Ｄ）屏東平原

（六）台灣早期建築受到各種自然與人文條件的影
響，發展出多樣化的建築型態。請閱讀以下不同的
建築型態並回答問題：
甲：馬祖的建築物築有高出屋頂的牆壁。
乙：炎熱多雨地區的建築，則會加寬屋簷或設置騎
樓；此區有「不見天街」之稱。
丙：此區夏季多颱風，冬季東北季風強勁，所以發
展出獨特的地下屋。
丁：中央的房屋稱為「正身」，左右延伸出去的為
「護龍」…。

19. 小秀參觀國立台灣史前文化博物館時，看到卑南
文化人利用什麼質材來製作棺材？
（Ａ）石壁 （Ｂ）單石
（Ｃ）石板 （Ｄ）石輪

22. 「Formosa」的意思是美麗之島，早期是哪一國
水手對臺灣的驚嘆之語呢？
（Ａ）日本 （Ｂ）葡萄牙
（Ｃ）美國 （Ｄ）菲律賓

27. 客家族群在生命禮俗中會為滿16歲的青少年舉行
象徵成年後需要擔負重任的一種儀式，是下列哪一
種儀式呢？
（Ａ）馬拉松 （Ｂ）扛蔗架
（Ｃ）划龍舟 （Ｄ）盪鞦韆

30. 你認為「台灣的地理位置在全球的重要性」為何？
（Ａ）交通位置相當重要 （Ｂ）氣候環境單一
（Ｃ）北回歸線通過台北 （Ｄ）生物種類單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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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下列哪一個國家和台灣一樣同處於「環太平洋地
震帶」？
（Ａ）德國 （Ｂ）美國
（Ｃ）敘利亞 （Ｄ）日本

38. 阿賢頂著食品研究所畢業的高學歷回到家鄉和父親一
起種田，但外界卻質疑：「種田的人有需要讀到碩士
嗎？」…。
你認為以下看法何者「不合時宜」？
（Ａ）「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陳先生已讀到碩
士，不應再去種田。
（Ｂ）依據自己的志向選擇職業，種田亦是值得被尊敬
的職業。
（Ｃ）透過知識的學習，可運用知識於農事，反而有所
助益。
（Ｄ）面對不合時宜的傳統價值觀，我們應學習去突破。

39. 「近年來臺灣山坡地土石流為患，城市則常鬧水
患，自然生態和居住環境日益惡化」你認為如何做
才能將災害
的影響降到最低？
（Ａ）利用陡峭的山坡地種植果樹，提升經濟價值。
（Ｂ）勿砍伐原始林，應於山地多種植台灣原生樹
種。
（Ｃ）在容易發生土石流的地區，興建房子，大量
運用水泥鞏固地基。
（Ｄ）將溪水河道填土造陸，如此便不會有溪水暴
漲的問題。

40. 「九二一集集大地震」死傷人數高達13000 多人，
我們應如何做好防震，才能將災害的影響降到最低？
（Ａ）發生地震時，可以先用物品保護頭部，等到
主震過後，再迅速跑到戶外空曠地區避難。
（Ｂ）地震發生時，不會引發海嘯，在海邊嬉戲的
民眾剛好位於空曠地區，最為安全。
（Ｃ）當地震發生時，應盡快關閉門窗，避免粉塵
進入屋內。
（Ｄ）當地震發生時，應盡快把室內的電源打開，
如此才看得清楚逃生路線。

三年級自然
3. 100 毫升的燒杯中的水原本水位高度為5
公分高，加入2 小匙食鹽(約2 公克)且完
全溶解後，水位高度可能變成多少公
分？
（Ａ）低於5 公分 （Ｂ）3 公分
（Ｃ）5 公分 （Ｄ）明顯高於5 公分

難易度

鑑別度
0.59

0.43

5. 小明以25℃、50 毫升的水進行食鹽的溶
解實驗時，發現加入第5 平匙食鹽充分
攪拌後仍然無法完全溶解，代表這杯水
可以溶解多少匙食鹽？
（Ａ）6 平匙 （Ｂ）5 平匙
（Ｃ）4 平匙 （Ｄ）7 平匙

答Ａ百分比 答Ｂ百分比 答Ｃ百分比 答Ｄ百分比
12.7
10.88
59.28
16.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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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下列何者是雨量過多時可能造成的災
害？
（Ａ）土石流 （Ｂ）森林火災
（Ｃ）地震 （Ｄ）火山爆發。

8. 有一天，小芬將一般的紙團固定在透明
塑膠杯底部，杯口朝下，垂直壓入裝滿
水的水箱底部，再將杯子垂直拿出水
面，發現紙團沒有溼，請問為什麼？
（Ａ）小芬有魔法
（Ｂ）空氣占有空間
（Ｃ）使用塑膠袋包住紙團
（Ｄ）水蒸發了。

13. 臺東縣的熱氣球活動和新北市平溪區
的放天燈活動中的熱氣球和天燈都是如
何升空的？
（Ａ）利用熱空氣（Ｂ）壓縮空氣
（Ｃ）減少體積 （Ｄ）畫上顏色或圖案。

14. 下列哪一項不是風在生活中的應用？
（Ａ）風乾食物 （Ｂ）風力發電
（Ｃ）指北針 （Ｄ）放風箏

35. 下列何者不是磁鐵磁力被正確運用在
生活中的例子？
（Ａ）回收場可以利用磁鐵吸附鋁罐
（Ｂ）書包上的鐵扣吸附蓋
（Ｃ）鐵質黑板的吸附貼條
（Ｄ）冰箱門邊的壓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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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級自然
7. 螞蟻社會中，各有任務，分工合作，哪一種螞蟻
的主要工作是負責產卵？
（Ａ）蟻后 （Ｂ）雄蟻 （Ｃ）兵蟻 （Ｄ）工蟻。

12. 乙可能是下列哪一種植物？
（Ａ）荷花 （Ｂ）布袋蓮 （Ｃ）大萍 （Ｄ）滿江紅。

13. 丙有可能是下列哪一種植物？
（Ａ）椰子 （Ｂ）草莓 （Ｃ）木瓜 （Ｄ）棗子。

 15. 測量星星的高度角可以利用星座盤，也可以利

用疊拳頭的方法來觀測，一個拳頭的高度角約10
度，若獵戶座出現在頭頂正上方，請問約有幾個拳
頭高？
 （Ａ）8~9個
 （Ｂ）6~7個 （Ｃ）3~4個 （Ｄ）1~2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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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不同的季節的相同時刻，天上出現的星星和星座
會不相同。請問下列哪一些星星主要會出現在十二
月21日晚上九時的星空？
（Ａ）春季大三角、獅子座 （Ｂ）牛郎星、織女星、
天津四 （Ｃ）秋季四邊形、飛馬座 （Ｄ）獵戶座、
天狼星。

17. 恆星是會自行發光、發熱的星星，請問下列哪顆
星星也是屬於恆星？
（Ａ）地球 （Ｂ）心宿二 （Ｃ）金星 （Ｄ）月亮。

18. 美美閱讀唐朝杜牧的詩詞時讀到「紅燭秋光冷畫
屏，輕羅小扇撲流螢。天階夜色涼如水，坐看牽牛
織女星。」請問這首詩中所描述的季節，比較接近
哪個節慶？
（Ａ）聖誕節 （Ｂ）元宵節 （Ｃ）七夕 （Ｄ）元旦。

19. 天空中北斗七星的敘述，請問下列何者正確？
（Ａ）北斗七星會隨時間由南向北移動。
（Ｂ）利用北斗七星勺口第一及第二顆星的連線，
向外延長3倍的距離就可以找到北極星。
（Ｃ）北斗七星在夜晚可以看見，白天無法看見，
是因為白天的太陽光太強。
（Ｄ）北斗七星中的七顆星星都是行星。

21. 關於太陽在生活中的應用，何者為非？
（Ａ）太陽能熱水器 （Ｂ）曬乾衣服棉被
（Ｃ）太陽能計算機 （Ｄ）核能發電廠。

22. 佳佳想記錄太陽在天空中的位置，下列哪種紀錄
方式最清楚？
（Ａ）太陽在都蘭山的山頂上
（Ｂ）太陽在大樓的正上方
（Ｃ）太陽在東南方，高度角40度
（Ｄ）太陽在太平洋的海平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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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下列動物中，哪一組動物的運動方式不同？
（Ａ）老鷹、蝴蝶 （Ｂ）狗、馬 （Ｃ）蛇、兔子
（Ｄ）鯊魚、海豚。

29. 兩杯不知道濃度的小蘇打水和醋取等量混合，再滴入
紫色高麗菜汁後發現混合溶液結果偏紅色，請問下列
何者正確？
（Ａ）混合溶液偏鹼性
（Ｂ）混合溶液偏中性
（Ｃ）混合溶液偏酸性
（Ｄ）因小蘇打水和醋濃度不知道，故無法判斷。
30. 大雄自製紫色高麗菜汁指示劑來檢驗生活中水溶液的
酸鹼性，他將紫色高麗菜汁滴入清洗廁所的「稀鹽酸」
中後均勻混和，請問水溶液會呈現什麼顏色？
（Ａ）紫色 （Ｂ）紅色 （Ｃ）藍色 （Ｄ）綠色。

32. 花媽將兩杯不同的水溶液混合在一起，用石蕊試
紙檢測混合水溶液的酸鹼性，發現紅色石蕊試紙不
變色，藍色石蕊試紙變紅色，花媽只知道其中一杯
是糖水，請問另一杯水溶液可能是什麼？
（Ａ）小蘇打水 （Ｂ）食鹽水（Ｃ）食用醋 （Ｄ）
石灰水。
33. 承上題，如果花媽想要讓混合的水溶液變為中性
的水溶液，請問她要再加入下列哪一種水溶液？
（Ａ）小蘇打水（Ｂ）食用醋（Ｃ）食鹽水 （Ｄ）
糖水。

35. 下列有關氧氣和二氧化碳的敘述，請選出正確的
描述？
（Ａ）可以將小蘇打粉和檸檬汁混合製造氧氣
（Ｂ）二氧化碳可以使線香燃燒更旺盛
（Ｃ）空氣中的二氧化碳是可燃物
（Ｄ）氧氣除了助燃外，還可以供生物呼吸。

37. 燃燒三要素包含可燃物、助燃物和達到燃點，下
雨天小明在山上淋濕了，他撿拾了木材向爸爸借用
了打火機想要生火取暖，可是費了好大的力氣都無
法點燃，可能缺少燃燒三要素的哪一項？
（Ａ）缺少可燃物 （Ｂ）未達燃點
（Ｃ）缺少助燃物 （Ｄ）無法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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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消防隊在火災現場滅火，雖然已控制火勢，沒看
見火苗竄出但是現場仍然存放大量木製家俱，請問
消防隊員不斷灑 水的目的在於掌握燃燒三要素中
的何者？
（Ａ）移除可燃物 （Ｂ）去除助燃物
（Ｃ）降低現場溫度 （Ｄ）改變木頭燃點

 40. 在實驗室中，要滅掉酒精燈我們通常會採用蓋

三年級英語

五年級英語

上蓋子的方式，請問此一方式主要是掌握哪一原理
熄滅火源？
 （Ａ）隔絕酒精 （Ｂ）降低溫度
 （Ｃ）直接加壓 （Ｄ）隔絕空氣。

29. (A)There is a ball in the box. (B)Is there a ball
in the box?
(C)There is a ball on the box. (D)There are balls
in the bo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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