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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班級： 座號： 

姓名： 

一、單題：（1〜17 題），每題 4 分，共 68 分。 

1. 下列哪個選項的「相」，字音與其他三者不同？ 

(1)「相」差不遠 

(2)「相」安無事 

(3)吃「相」難看 

(4)口耳「相」傳 

2. 下列各組「」中的字音，哪個選項前後相同？ 

(1)引人「側」目╱以身作「則」 

(2)美妙「滋」味╱「磁」鐵相吸 

(3)清理水「溝」╱建築結「構」 

(4)微風吹「拂」╱彷「彿」記得 

3. 下列□的國字依序排列，哪個選項正確？ 

□領土地╱□著花束 

(1)站╱棒 

(2)站╱捧 

(3)占╱棒 

(4)占╱捧 

4. 下列選項「」的注音，哪個寫成國字後是「源」？ 

(1)「原」來如此 

(2)「原」諒他人 

(3)水「原」乾淨 

(4)一片「原」野 

 

 

5. 下列哪個選項「」中的國字正確？ 

(1)經過「堅」辛的奮鬥，他終於成功了 

(2)防疫的事項中，勤洗手「由」其重要 

(3)這座百年教堂，吸引遊客前來朝「勝」 

(4)那件衣服搭「配」水晶項鍊，非常出色 

6. 下列句子中的「搖擺」，可以換成哪個相近的選項？ 

姐姐一邊打著節奏，一邊「搖擺」著身體，哼唱出好聽的

歌曲。 

(1)搖動 

(2)搖滾 

(3)飄搖 

(4)動搖 

7. 下面句子中，「小心翼翼」的意思是什麼？ 

下雨天路上很滑，行人都「小心翼翼」的走著。 

(1)態度從容，不慌不忙 

(2)勇往直前，毫不畏懼 

(3)草率了事，隨便應付 

(4)非常謹慎，不敢大意 

8. 下面句子中的□，填入哪個選項最適當？ 

老師傅將獨門的技術□□給有心學習的人。 

(1)傳授 

(2)傳話 

(3)傳導 

(4)傳令 

作答說明： 

各位同學：大家好！ 

這是一份國語試題，為了要了解你們在國語課的學習狀況，請認真作答。 

本測驗分為兩部分，共 25 題。每題均為四選一選擇題，只有一個正確或最適當的答案，請使用 2B 鉛筆在答案卡上畫記，將

你認為是答案的選項塗黑、塗滿。畫記要清晰均勻，不可超出格線。若需修改答案，請使用橡皮擦擦拭乾淨，並重新畫記。 

畫記說明： 

若答案為 1，請將①塗黑、塗滿。正確方式→     

超出格線，未塗黑、塗滿等錯誤方式→     

★請注意：每題都要作答。請仔細檢查，不要遺漏任何題目。謝謝！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 

109 年基本學習內容標準化評量測驗 

五年級國語科試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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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下面句子中的□，填入哪個選項最適當？ 

這間寺廟雕刻的飛龍猛獅，看來□□□□，非常逼真。 

(1)栩栩如生 

(2)眼花撩亂 

(3)理直氣壯 

(4)迫不及待 

10. 下列選項中「」詞語的使用，何者最適當？ 

(1)姐姐的歌聲相當迷人，吸引了「寬廣」的歌迷 

(2)靠著老師的 「解開」，我終於看懂這幅抽象畫 

(3)在不知不覺中，小毛毛蟲已經「蛻變」成蝴蝶 

(4)他一上臺表演，就會融入其中而「偶然」忘我 

11. 下面這句話中，「十口之家」的成員有哪些？ 

這對夫妻結婚二十年，依然沒有小孩，卻養了八隻貓，組成

十口之家。 

(1)夫、妻、貓 

(2)夫、妻、小孩 

(3)夫、妻、小孩、貓 

(4)父、母、夫、妻、小孩、貓 

12. 關於下面這句話，哪個選項的說明最適當？ 

蚜蟲分泌的甜液，是螞蟻所喜愛的。因此，蚜蟲得到螞蟻的

保護，有如螞蟻的「寵物」。 

(1)螞蟻總是被蚜蟲保護得很好 

(2)蚜蟲是螞蟻所喜歡吃的食物 

(3)螞蟻保護蚜蟲是為了吃甜液 

(4)蚜蟲一直都把螞蟻當成寵物 

13. 下面這段話，哪個選項最能說明它的重點？ 

我和叔叔躲在觀察臺的頂層，看到白鷺鷥用牠們的尖嘴、利

爪和糞便準備攻擊我們。我想甩動望遠鏡防衛，叔叔說：「你

不要亂動，要讓白鷺鷥覺得我們沒有惡意，因為是我們闖入

牠們的棲息地。」 

(1)要以靜制動，才不會驚嚇到白鷺鷥 

(2)面對鳥類攻擊，要甩動望遠鏡防衛 

(3)白鷺鷥會攻擊人，是因為生性兇猛 

(4)叔叔生性十分膽小，連鳥類都害怕 

14. 閱讀下文，請判斷「_______」部分，填入哪個選項最適

當？ 

有隻小狗來到花園。花園的花很香，引來好多美麗的蝴蝶。

小狗「_______」，把花園弄得坑坑洞洞的。 

(1)靜靜的欣賞蝴蝶上下飛舞 

(2)跳上跳下的想要和牠們玩 

(3)對著園裡的花朵叫個不停 

(4)在淡淡的花香中沉沉睡去 

15. 下面甲、乙、丙、丁應如何排列，才能使文意通順？ 

甲、大家都不敢來，因為怕被吃掉 

乙、貪吃的蚊子卻擋不住美食誘惑 

丙、蜘蛛邀請小昆蟲們來參加茶會 

丁、掉進陷阱裡，變成蜘蛛的大餐 

(1)乙丙甲丁 

(2)乙丁丙甲 

(3)丙甲乙丁 

(4)丙乙丁甲 

16. 下列哪個句子最通順合理？ 

(1)儘管一路領先，但日本隊不敢鬆懈，終於輸掉比賽 

(2)這麼複雜的工作，沒有你的協助，我一定可以完成 

(3)小明第一次上臺演講，不但不緊張，還能談笑風生 

(4)小華寧可直接穿越馬路，也不走斑馬線，以免危險 

17. 根據文意，□中依序填入下列哪一組標點符號最適當？ 

這座山谷有十多種的蝴蝶，可以看到紋白蝶□樺斑蝶□枯

葉蝶□四處飛舞。 

(1)、 、 …… 

(2)、 、 ， 

(3)， ， …… 

(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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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題組：（18〜25 題），每題 4 分，共 32 分。 

請閱讀以下文章，並回答 18〜20 題： 

18. 第二段中，「最好的種子」是指開花後會怎麼樣的種子？ 

(1)花瓣顏色最淡 

(2)花朵開得最大 

(3)花瓣顏色最鮮豔 

(4)花朵形狀最完整 

19. 下列哪個選項最能說明老婦人種出純白金盞花的過程？ 

(1)拿金盞花和其他的白花交配的種子栽種 

(2)每次都選取花朵中顏色最淡的種子栽種 

(3)選用改良後的肥料，讓金盞花顏色變白 

(4)每年都比去年多種一倍，增加栽種數量 

20. 本文主要告訴我們什麼？ 

(1)專家不一定能解決問題 

(2)遺傳學的知識並不困難 

(3)承受孤獨才能有所成就 

(4)以堅持與毅力達成目標 

 

 

 

請閱讀以下文章，並回答 21〜23 題： 
 
 
 
 
 
 
 
 
 
 
 
 
 
 
 
 
 
 
 
 
 

 

 

 

 

 

 

 

 

 

21. 第三段中，作者質問爸爸為何騙他，爸爸如何回答？ 

(1)為了要獎賞你的表現，所以爸爸騙了你 

(2)每個爸爸的筆跡，聖誕老公公都會模仿 

(3)聖誕老公公太忙了，請爸爸幫忙寫卡片 

(4)聖誕老公公比較大方，會替爸爸買禮物  

22. 第一段「他拚老命成全我，還差點讓他破產」，根據文本，

實際上「差點破產」的人是誰？ 

(1)作者 

(2)老師 

(3)爸爸 

(4)聖誕老公公 

23. 根據文本第五段，作者為什麼會選擇「相信」真的有聖

誕老公公？ 
(1)希望能一直收到禮物 

(2)怕爸爸不幫他要禮物 
(3)不想再被同學嘲笑了 
(4)擔心爸爸生氣不理他 

金盞花的故事 

１美國一間園藝所貼出徵求純白金盞花的啟事，高額獎

金讓許多人躍躍欲試。但是，20年過去了，沒有人種出白色

的金盞花。 

２有一天，園藝所意外收到一封熱情的應徵信和一粒純

白金盞花的種子，寄種子的是一位年過七十的老婦人。她是

一位如癡如狂的愛花人，20年前看到這則啟事時，就非常心

動。於是，她撒下一些最普通的種子，精心栽種。一年之後，

金盞花開了，再從那些金黃色的花中挑選了一朵顏色最淡

的，讓它自然枯萎，以取得最好的種子。隔年，她把種子種

下去，接著，從這些花中挑選出顏色更淡的花，用同樣的方

式取得它們的種子栽種。日復一日，年復一年，春種秋收，

周而復始。老人的丈夫去世了，兒女遠走了，生活中發生了

很多變化，但只有種出白色金盞花的願望，在她的心中根深

蒂固，沒有改變。 

３終於，20年後的某一天，她在那片花園中看到一朵金

盞花，它不但是白色的，而且是如銀如雪的白。於是，一個

連專家都解決不了的問題，在一個不懂遺傳學的老人長期努

力下，最終迎刃而解。 

 

  １每一年，我都會寫信給聖誕老公公，告訴他這一年來

的「優異表現」，再寫上我心中想要的禮物。今年，我要一

個音樂盒。當晚，真的如我願，還收到一封信，信中讚美我

表現不錯，所以他拚老命成全我，還差點讓他破產。 

  ２我看了很高興，隔天把信帶去學校。老師看了，立刻

要我念給同學聽。對我來說，這是一件多麼光榮的事啊！我

才念一半，班長就不屑的說：「你被騙了！那不是聖誕老公

公寫的。」接著，全班哈哈大笑。這時，我開始懷疑真的有

聖誕老公公嗎？ 

  ３那天回家，我立刻去翻爸爸的書桌，很認真的比對字

跡。沒錯！真有幾分相像！於是，我質問爸爸為什麼要騙我。

「騙你？」爸爸一臉無辜的說：「這真的是聖誕老公公寫的，

他會模仿每個爸爸的筆跡，不然小孩怎麼看得懂？」 

４「那──那──」我結巴了，「他為什麼都沒有去同

學家？」「當然不會去！」爸爸理直氣壯的說，「你的同學

都不相信他，憑什麼要他去送禮物！怎麼啦？你也不相信聖

誕老公公了嗎？要是不相信，他明年就不會來。」 

５不來怎麼行？聖誕老公公可比爸爸大方多了！於是，

我立刻選擇「相信」。哼！我又不是傻瓜！ 

６從此以後，我不會再跟同學爭辯這種問題。不過，會

把心願告訴爸爸，請他轉告聖誕老公公。而爸爸也常常代替

聖誕老公公跟我討價還價，甚至說：「聖誕老公公這幾天很

忙，禮物可以晚幾天送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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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閱讀以下文章，並回答 24〜25 題： 

 

 

 

 

 

 

 

 

 

 

 

 

24. 爆米花產品包裝上的說明，不包含下列哪個選項？ 

(1)產品重量 

(2)建議售價 

(3)營養標示 

(4)爆米花口味 

25. 根據文本，哪個選項是製作爆米花的正確步驟？ 

甲、奶油開始溶解時，將烤盤左右搖動 

乙、玉米粒膨脹至充滿容器 

丙、將爆米花烤盤置於瓦斯爐上，瓦斯火力開至中火 

丁、10秒至 20秒後，玉米粒開始膨脹爆跳，再繼續搖動烤

盤 

(1)甲丙乙丁 

(2)甲丁丙乙 

(3)丙甲丁乙 

(4)丙丁甲乙 

 

 

 

 

 

 

 

 

 

 

 

 

 

 

 

 

 

 

 

 

 

 

 

 

 


	１每一年，我都會寫信給聖誕老公公，告訴他這一年來的「優異表現」，再寫上我心中想要的禮物。今年，我要一個音樂盒。當晚，真的如我願，還收到一封信，信中讚美我表現不錯，所以他拚老命成全我，還差點讓他破產。
	２我看了很高興，隔天把信帶去學校。老師看了，立刻要我念給同學聽。對我來說，這是一件多麼光榮的事啊！我才念一半，班長就不屑的說：「你被騙了！那不是聖誕老公公寫的。」接著，全班哈哈大笑。這時，我開始懷疑真的有聖誕老公公嗎？
	３那天回家，我立刻去翻爸爸的書桌，很認真的比對字跡。沒錯！真有幾分相像！於是，我質問爸爸為什麼要騙我。「騙你？」爸爸一臉無辜的說：「這真的是聖誕老公公寫的，他會模仿每個爸爸的筆跡，不然小孩怎麼看得懂？」
	４「那──那──」我結巴了，「他為什麼都沒有去同學家？」「當然不會去！」爸爸理直氣壯的說，「你的同學都不相信他，憑什麼要他去送禮物！怎麼啦？你也不相信聖誕老公公了嗎？要是不相信，他明年就不會來。」
	６從此以後，我不會再跟同學爭辯這種問題。不過，會把心願告訴爸爸，請他轉告聖誕老公公。而爸爸也常常代替聖誕老公公跟我討價還價，甚至說：「聖誕老公公這幾天很忙，禮物可以晚幾天送來嗎？」
	６從此以後，我不會再跟同學爭辯這種問題。不過，會把心願告訴爸爸，請他轉告聖誕老公公。而爸爸也常常代替聖誕老公公跟我討價還價，甚至說：「聖誕老公公這幾天很忙，禮物可以晚幾天送來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