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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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惡」，字音與其他三者不同？ 

(1)病情「惡」化 

(2)天候「惡」劣 

(3)十分可「惡」 

(4)環境險「惡」 

2. 下列各組「」中的字音，哪個選項前後相同？ 

(1)結「伴」出遊╱河「畔」公園 

(2)情況「穩」定╱「隱」瞞事實 

(3)優良品「牌」╱立「碑」紀念 

(4)風力強「勁」╱山中小「徑」 

3. 下面句子中，□的國字依序排列，哪個選項正確？ 

是誰把這根樹枝□成兩□？ 

(1)摺╱斷 

(2)摺╱段 

(3)折╱斷 

(4)折╱段 

4. 下列選項「」中的注音寫成國字後，哪個是「絢」？ 

(1)一陣「旋」風將樹上枯黃的葉子吹落滿地 

(2)他得意的向大家「旋」耀腳上的名牌球鞋 

(3)弟弟目不轉睛的望著高空「旋」爛的煙火 

(4)李爺爺因為血糖過低而感到頭暈目「旋」 

 

 

 

5. 下列哪個選項「」中的國字正確？ 

(1)他「豪」不在意這次的失敗 

(2)這座山會「擋」住東北季風 

(3)大雨澆不「息」觀眾的熱情 

(4)爸爸正在煩「腦」家中開支 

6. 下面句子中，「佼佼者」的意思是什麼？ 

他的球技相當精湛，是桌球校隊中的「佼佼者」。 

(1)勇敢的人 

(2)帥氣的人 

(3)有禮的人 

(4)傑出的人 

7. 下面句子中，「不甘示弱」的意思是什麼？ 

看到對手灌籃得分，他也「不甘示弱」，馬上投進一個三

分球。 

(1)情緒很激動的模樣 

(2)生氣而動怒的樣子 

(3)心情感到非常暢快 

(4)不願比別人表現差 

8. 下面句子中的□，填入哪個選項最適當？ 

社團成果發表會即將到來，同學們都非常□□，準備大顯

身手。 

(1)沉靜 

(2)煩躁 

(3)雀躍 

(4)安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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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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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年級國語科試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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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下面句子中的□，填入哪個選項最適當？ 

平時應該做好自己份內的事，即使是一些□□□□的小事，

也不能輕忽。 

(1)低聲下氣 

(2)謙恭有禮 

(3)微不足道 

(4)粗心大意 

10. 下列選項中「」詞語的使用，哪個最適當？ 

(1)在「渺小」的宇宙中，地球只是其中的一個小點 

(2)不要「盲目」相信網路上的訊息，要能分辨真假 

(3)阿姆斯壯登陸月球，「限制」人們對月亮的認識 

(4)芭蕾舞者隨著優美的旋律，跳著「沉重」的舞步 

11. 閱讀下面這句話，阿強想要表達的是什麼？ 

阿強對阿明說：「最苦的日子就要過去了。我們都已經撐了

這麼久，難道你不能再撐一下？」  

(1)讚賞阿明能持久忍耐 

(2)希望阿明能夠再忍耐 

(3)告訴阿明他很難再忍耐 

(4)責怪阿明害他過苦日子 

12. 下面這句話是在稱讚老王哪方面的能力？ 

只要遇到危機，老王總是能「兵來將擋，水來土掩」，視情

況採取對應措施。 

(1)長於交際 

(2)很會規劃 

(3)善於應變 

(4)領導有方 

13. 下面這段話是在說明紅頭美洲鷲的什麼特性？ 

紅頭美洲鷲的紅色小頭上有白色尖鉤的嘴喙、大而明顯的鼻

孔，特別的是鼻尖與嘴巴之間相連，形成中空的洞。牠們的

鼻子很厲害，即使在高空滑行，仍能追蹤動物屍體上羽毛的

味道，甚至偵測到覆蓋在枝葉下的屍體氣息。 

(1)長相兇惡 

(2)嗅覺靈敏 

(3)滑行迅速 

(4)眼神銳利 

14. 下面句子中前後的□，填入哪個選項最適當？ 

這個挫折□□沒有打擊他的自信心，□□激勵他更勇往直

前。 

(1)雖然……但是…… 

(2)不僅……反而…… 

(3)即使……還是…… 

(4)除非……否則…… 

15. 下面甲、乙、丙、丁應如何排列，才能使文意通順？ 

甲、如果再仔細看 

乙、裡面曬著剛採回來的茶葉 

丙、圓形竹簍的底部就像平底鍋 

丁、還能看見空氣中緩緩上升的水煙 

(1)甲丙乙丁 

(2)甲丁丙乙 

(3)丙乙甲丁 

(4)丙甲丁乙 

16. 下列哪個句子最通順合理？ 

(1)下班時間的返家車潮，把通行無阻的高速公路擠得水

洩不通 

(2)這起火車意外，在鐵路人員適切引導之下，乘客都人

仰馬翻 

(3)巴西隊贏得總冠軍，他們並不因此氣餒，打算明年捲

土重來 

(4)他倚仗著天分卻不努力練習，想成為優秀的球員是指

日可待 

17. 根據文意，□中依序填入下列哪一組標點符號最適當？ 

成功□是優點的發揮□失敗□是缺點的累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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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列哪個選項是作者所住大樓的電梯按鈕排列？ 

(1)          (2) 

 

 

 

 

 

(3)           (4) 

                         

 

 

 

 

 

19. 作者的母親最後是否學會搭公車？ 

(1)是。母親自己摸索，終於學會 

(2)是。作者想盡辦法，教會母親 

(3)否。雖沒學會，但能夠自己解決問題 

(4)否。因母親不想學，所以作者不想教 

20. 這篇文章中提到的幾個狀況，為什麼會發生在作者母親

的身上？ 

(1)記憶力不好 

(2)沒有方向感 

(3)看不懂國字 

(4)不認識數字 

 

請閱讀以下文章，並回答 21〜23 題： 

 

 

 

 

 

 

 

 

 

 

 

 

 

 

 

 

 

 

 

 

 

 

 

 

 

 

 

 

 

 

 

21. 林杰樑醫師出席官方食品衛生會議的目的為何？ 

(1)認識其他官員和學者 

(2)獲得更多食安的消息 

(3)建立制度並啟動改革 

(4)讓更多民眾能認識他 

 母親不認得阿拉伯數字，在鄉下原不是難題。但我把她

接來臺北同住後，就有了些小麻煩。 

我租的房子是在五樓，整棟大樓有十二層，為了教會她

搭電梯，可說是費盡心思。電梯的按鍵分左右兩排，各有六

個按鈕，要是五樓的按鈕在角落最明顯處也就罷了，偏偏上

面還有一個六樓按鈕。母親記性不好，無論我教她幾回，她

還是記不得位置。起先她一層一層全部按滿，接著逐層找到

五樓。後來找到一張貼紙，貼在五樓按鈕。我發現後趕緊撕

掉，說：「小偷會認為是有人作記號，這樓可以去偷東西，太

危險了！」後來，有一次我和她一起搭電梯，看到她吐幾口

唾沫在指尖上，對著五樓鈕的周圍猛畫圈，邊畫邊得意的說：

「這樣小偷就看不出來了。」我只能無奈的笑了笑，搖搖頭。 

電梯問題之後，第二個難題緊接著出現。我住的地方不

搭公車，幾乎難以出入，母親看不懂阿拉伯數字，根本分不

清公車有何區別。母親搭公車，也只是上市場買菜。但在公

車站不是等車，而是等人。等有人來了，便拜託他幫忙看哪

一輛公車可以到市場。等不到人時，她只好硬著頭皮亂試，

坐錯了，就趕緊下車，再搭計程車回家。後來，她意外發現：

無論公車怎麼繞，繞多遠多久，終究會回到家，於是她就放

心了。坐錯沒關係，也不急著下車，反正繞一大圈終究會回

到原地。她用這種方法也賞玩了臺北不少地方。 

    母親不認識阿拉伯數字，又有什麼關係呢？這無妨於她

從鄉下人脫胎換骨，成為現代都市獨立新女性，也無妨於她

嘗試新事物的勇氣與決心。 

１從 2008 年開始，臺灣食品安全衛生事件突然連環引

爆：塑化劑風暴、順丁烯二酸毒澱粉……。這些事件不但炸

開食品安全的漏洞，也擊潰消費者的信心。 

    ２每當這類事件發生時，身為臨床毒物科教授林杰樑醫

師，總是在第一時間挺身而出，不顧廠商利益和官方態度，

本著學者良心說真話。他除了教導民眾如何自我防護，也要

求官方須面對問題，從制度面根本改革。因此，只要有機會，

林杰樑醫師一定設法出席官方的專家諮詢會議。面對與會的

官員與學者，他態度真誠，並能引經據典，希望影響政策，

啟動改革。 

    ３2013 年 5 月爆發的毒澱粉事件，讓臺灣社會驚覺：過

去三十多年，竟有食品原料業者為求口感，拿工業用的順丁

烯二酸製作「修飾澱粉」，把它當作食品原料，廣泛的製成食

品，如：米粉、粄條、肉圓、粉圓、火鍋料、黑輪……。林

杰樑醫師認為，這種具腎毒性的物質，恐怕就是臺灣人慢性

腎病超高盛行率的重要原因。毒澱粉事件爆發當天，林醫師

接到記者詢問電話後，立刻遍查文獻，急著找出解毒方法。

他發現有研究顯示：適量攝取雞胸肉、雞腳、豬皮這類含甘

胺酸食物，有助減少順丁烯二酸的腎毒性。他除了回覆記者，

也寄給官員，希望能讓國人參考。 

    ４林杰樑本著醫師專業關注食安議題，為全國人民健康

把關，勇敢發聲，從不與利益團體掛勾。就是這樣的風骨，

得到社會大眾的尊崇，獲得「臺灣俠醫」的美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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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第三段中，林杰樑醫師發現毒澱粉可用什麼方式解毒？ 

(1)攝取特定食物 

(2)多飲用白開水 

(3)口服特定藥物 

(4)施打化學藥劑 

23. 為什麼國人尊稱林杰樑醫師為「俠醫」？ 

(1)學問豐富且醫術高超 

(2)經常對民眾進行衛教 

(3)非常願意和政府合作 

(4)積極為國人健康把關 

請閱讀以下文章，並回答 24〜25 題： 

 

 

 

 

 

 

 

 

 

 

 

 

 

 

24. 開心遊樂園的「票種分級」是依照哪項標準劃分？ 

(1)身分 

(2)身高 

(3)職業 

(4)年齡 

25. 根據「票種分級」與「特別說明」，下列哪位適用博愛票？ 

(1)帶著小孩的 30 歲李太太 

(2)跟著懷孕妻子入園的阿明 

(3)帶著 60 歲爺爺同行的爸爸 

(4)坐輪椅但無身障證明的大華 

 

 

下面是開心遊樂園在售票處的告示板，請根據這個告 

示板回答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