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0年學力檢測題本 
國語文五年級 

作答注意事項： 

 
 

學  校  

班 級  

姓 名  

座 號  

各位同學： 

你們好。 

這是國語文試卷，總共 30 題。第一部分是 15 題語文

知識題，第二部分是 15 題閱讀理解題。測驗時間 40 分鐘。 

每一題請選出一個最適合的答案，並用 2B鉛筆在答案

卡畫記，不可超出圓圈○線外。修改答案時，請使用橡皮擦

擦乾淨，再重新畫記。 

 

畫記說明： 

如果想選②，請把②的圓圈塗黑，如：①●③④ 

其他事項： 

★ 每一題都要回答。 

★ 試題如有錯誤，請立即告知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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ㄧ、語文知識題 

1. 游泳時要小心水裡暗藏的漩「渦」。 

 句子中「渦」字的讀音，和下列哪一

個選項「 」內字的讀音相同？ 

①蜜蜂是建築高手，小小的蜂「窩」

有大大的學問。 

②天災人「禍」不斷，需要社會大眾

攜手共度難關。 

③「蝸」牛生活在潮溼的區域，以植

物的嫩芽為食。 

④這「鍋」粥雖然有點焦味，卻隱含

著滿滿的父愛。 

  

 

 

2. 聽聞祖母過世的消息，他立即向主

管請假，回家奔「喪」。 

 下列何者是句子中「喪」字的讀音？  

①商 

②上 

③喪 

④喪 

  

 

 

 

 

  

3. 下列選項中，何者前後兩個「 」中

的國字相同？ 

①再接再「厲」／給予鼓「勵」 

②五彩「繽」紛／「賓」客雲集 

③「毫」不相關／性格「豪」邁 

④一片「荒」涼／「荒」郊野外 

  

 

 

 

 

 

 

 

 

4. 送貨員「急」忙來到店家取餐，深

怕餐點來不「及」準時送達。 

 「」中的正確用字依序是下列哪一個

選項？ 

①急／急 

②及／及 

③急／及 

④及／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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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禁」這個字的本義有「制止、限制」

的意思。下列哪一個語詞中，「禁」的

解釋與「制止、限制」不同？ 

①禁令 

②門禁 

③禁不起 

④百無禁忌 

 

  

 

 

 

6. 下列哪一個句子中「往來」的意思

與其他三者不同？ 

①自從他們大吵一架後，就再也互不

「往來」了。 

②馬路上，各式車輛「往來」頻繁，

要注意安全。 

③從家裡到郵局「往來」不過十分鐘，

你怎會這麼久才回來？ 

④要不是貨車每天「往來」運送，你

哪會這麼容易買到口罩。 

 

  

 

 

 

 

 

 

7. 「拋磚引玉」的意思與下列哪一個

選項最接近？ 

①嫌貧愛富，見錢眼開。 

②以身作則，眾人響應。 

③拋棄陋習，改過向善。 

④攀附權貴，見利忘義。 

 

 

 

 

 

 

 

8. 未來國小舉辦「成語造句」大賽，下

面哪一位參賽者使用錯誤，應該被淘

汰？  

①小美：你有話就直說，何必「指桑

罵槐」呢？ 

②小華：在走廊上遇見師長，學生無

不「鞠躬盡瘁」的向老師問

好。 

③小偉：巷口那間有五十年歷史的飲

料店，每天都有「絡繹不絕」

的顧客光顧。 

④小欣：甘蔗吸管兼具環保與便利

性，從眾多發明作品中「脫

穎而出」，榮獲金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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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雖然」他已是億萬富翁，「但是」

仍然省吃儉用。 

 上文的「雖然……但是……」屬於哪

種句型？ 

①並列句 

②因果句 

③轉折句 

④假設句 

  

 

 

 

 

10. 下列哪一個選項的句子中沒有多餘

的詞語？ 

①未來一週冷氣團報到，民眾務必一

定要做好保暖措施。 

②過去以前的滅火器使用口訣是

「拉、拉、壓」，現在改為「拉、瞄、

壓、掃」。 

③臺灣紅茶中，紅玉和紅韻紅茶都是

大葉種紅茶，只有祁韻紅茶，是唯

一獨一無二的小葉種紅茶。 

④108年 7月起，公部門、私立學校、

百貨公司、購物中心以及速食店，

不得提供內用消費者一次性塑膠

吸管。 

  

11. 小鳥像唱跳歌手般，站在枝頭上，發

出嘹亮的聲音。 

 這個句子，把小鳥比喻成唱跳歌手，

讓人讀起來覺得生動有趣。下面哪一

個選項，也用了相同的寫作技巧？ 

①奶奶離世多年，我閉起雙眼依稀能

看見奶奶生前的影像。 

②雙胞胎儘管身形容貌十分相像，但

是生活習慣仍有不同。 

③街頭藝人打扮成自由女神的模樣，

像雕像一樣動也不動。 

④我們找不到入山時的記號，好像已

經偏離了原來的路徑。 

 

 

 

 

12. 下列哪一個選項使用的「修辭法」和

其他三者不同？ 

①弟弟可愛的模樣，像神話裡的小天

使。 

②妹妹看見牆上的蟑螂，立刻嚇破了

膽。 

③媽媽煮的紅茶，比外面好喝一千倍

啊！ 

④爸爸的打鼾聲一響，天地隨之震動

了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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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聯合新聞網                                                                    登入 
聯合報 即時 要聞 娛樂 運動 全球 社會 財經 股市 健康 生活 文教 評論 地方 兩岸 

udn/生活/動物星球 

  黃美秀靠傻勁 傾生命守護臺灣黑熊 

109年 2月 7日 00:00 聯合報/採訪、撰稿/陳昭妤 

    長期於山林裡追蹤、研究黑熊的黃美秀，投入黑熊研究 23年，成立了專

業團隊和黑熊保育基金會，成了眾人口中的「黑熊媽媽」。 

    黃美秀赴美國攻讀保育生物學，因當時的研究所教授專精美洲黑熊，她

也跟著投入熊的世界。多年後回臺，黃美秀在玉山國家公園做論文研究，親見

臺灣黑熊斷掌的震撼畫面，日以繼夜縈繞著她，從此視黑熊保育為職志。 

    將近五十歲的黃美秀，身形瘦削，為了讓黑熊從瀕臨絕種降成保育類動

物，她背著重裝在人跡罕至的險峻環境裡從事危險的保育工作。她透過記錄

黑熊的照養與野放過程，漸漸扭轉臺灣黑熊會主動攻擊人類的刻板印象。 

    黃美秀認為，臺灣的森林覆蓋度高，棲息地完整，約可容納五千隻到一萬

隻臺灣黑熊。相較於目前僅有的四、五百隻的數量，她有相當充分的理由，繼

續為臺灣黑熊的生存努力。 

 

下列哪一個選項是本文的組織方式？  

①結果→起因→經過→結果 

②總說→分說→分說→總說 

③開頭→時間一→時間二→結果 

④提出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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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根據以上對話內容，下列哪一個對話順序最合理？ 

①乙丙甲丁 

②丁丙乙甲 

③丁乙丙甲 

④乙丙丁甲 

  

 

 

 

 

 

 

 

 

 

 

 

 

潑猴！你認得我嗎？ 

丁 

我是天將巨靈神。奉玉帝聖

旨，前來捉拿你。快快受降！ 

乙 

潑毛神，別說大話！回去跟

玉帝說，我老孫本事大，別

想要我回去替他養馬！ 

甲 

你是哪路毛神？老孫不認得

你，快報上名來。 

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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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上篇短文屬於何種文本？ 

①記敘文 

②抒情文 

③說明文 

④議論文 

 

二、閱讀理解題 

16. 這件事情請給我□□的時間了解，我會給您一個滿意的答覆。 

 □□中不適合填入下列哪一個詞語？ 

①充沛 

②充足 

③充分 

④充裕 

六堆客家聚落包含前堆、後

堆、左堆、右堆、中堆、先鋒堆。 

屏東縣 長治鄉、麟洛鄉稱為

「前堆」；內埔鄉為「後堆」；左

邊的佳冬鄉、新埤鄉稱為「左

堆」；右邊的屏東縣 高樹鄉和高

雄市之甲仙區、杉林區、美濃區、

六龜區，為「右堆」；屏東縣 竹田

鄉的「西勢忠義亭」為在地信仰

中心，稱為「中堆」；屏東縣 萬

巒鄉則為「先鋒堆」。 

西元一七二一年，朱一貴之

亂，威脅到高 屏客家聚落時，各

地士紳義勇集合於內埔媽祖廟

聚議，成立六堆鄉團，範圍涵蓋

高雄、屏東十二個鄉區，雖沒有

明確的標界劃分，卻存有客家族

群團結合作、奮勇堅強的文化歷

史意義。 

「六堆」不是地理行政區

域，而是客家族群的精神象徵和

凝聚的力量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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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王維是唐朝著名的山水田園詩人，作品大多描繪「恬淡」的生活，展現悠閒

自在、潔身自好的意境。 

 句中的「恬淡」可以怎麼解釋？ 

①隨波逐流、平凡自樂 

②光明磊落、心胸開闊 

③嚴以律己、任勞任怨 

④心境清靜、不求名利 

  

 

18. 全國籃球聯賽的上半場，小志腳踝受傷了，王教練拒絕再讓他上場。王教練

說：「榮譽固然重要，但我更看重球員的身體，未來你還是有機會上場的。」 

 王教練的話可以用哪一句話來概括？ 

①勝不驕，敗不餒。 

②塞翁失馬，焉知非福。 

③不聽老人言，吃虧在眼前。 

④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 

  

 

19. 在一個講求效率的社會，對顧客最好的服務，不再是提供一個最方便的購物

場所，而是把顧客需要的東西，在最短的時間內直接送到他手上，正所謂「人在

家中坐，貨從店中來」。 

 根據這段內容提供的線索，可以推測作者認為怎樣的銷售方式是對顧客最好的

服務？ 

①到大賣場購買大型家電，專人免費運送到家。 

②網路購物後，商品會由貨運人員配送到家裡。 

③上網預購生日蛋糕，生日當天顧客到店取貨。 

④新鮮蔬果從產地直接寄送到離家最近的超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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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一九零二年，有個才十四歲的孩子說服了父母，帶著借來的盤纏，獨自一人

徒步到城裡報考一所高等小學堂。他身上穿著破棉襖，頂著刺骨的寒風，快步前

往報名處買了張報名表。初到大城市的他，一時緊張，在慌亂中把年齡「十四」

填到了姓名的那一格裡，但是口袋裡的錢已經不夠再買一張了。情急之下，他把

「十」改成了「李」，又覺得叫「李四」不太好，想到自己將來前途會四面光明，

便在「四」字後面加了個「光」字，而這個窮孩子成了日後有名的地質學家。 

 下列哪一個選項是這一段文字主要表述的內容？ 

①李四光這個名字代表著前途一片光明。 

②說明地質學家李四光這個名字的由來。 

③一位窮孩子在慌亂中寫錯自己的名字。 

④窮孩子靠著努力成為有名的地質學家。 

  

 

 

 

21. 有時候，草帽海賊團的成員們會覺得魯夫的行動，是不經思考的莽撞行動；

但到最後卻發現，那些行動總能為團隊帶來正面與積極的效果。這不是因為魯夫

的經驗豐富，也不是因為他的運氣特別好，而是因為他的積極態度。 

 這一段文字主要想表達什麼？ 

①魯夫是個衝動魯莽的領導者。 

②魯夫是個經驗豐富的領導者。 

③魯夫是個主動正向的領導者。 

④魯夫是個觀察敏銳的領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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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紋草 

    妹妹送來一份禮物，她笑著說：「我知道妳很怕麻煩，不過這盆植物不但好看，也

很好養，妳只要澆澆水，就能活得漂漂亮亮的。」 

    「它叫什麼名字？」 

    「網紋草。正確的說，是『白網紋草』，同類的還有紅網紋草、小葉白網紋草。」 

    「謝謝。」妹妹的心意令人感到高興。 

    我把它放在書桌上，寫字寫累了，就抬頭瞧瞧。網紋草，心裡默念一遍。 

    它老兄可一動也不動，每片葉子剛被熨斗熨過似的，硬挺得像蠟凝成的糖片，讓你

想用舌頭舔一舔。 

    記住妹妹的話，每隔兩天澆一點水，保持盆土的溼潤。它們很安靜的過著日子，無

論白天、黑夜，總是文風不動的展示著那一件件綠底白紋、線條細緻的小禮服葉片。一、

二、三、四、五……偶爾興起，我也會用筆尖為它們搔搔癢。 

    黄金葛、萬年青，都很容易栽養，可是相較之下，網紋草總是謹謹慎慎的活著，不

像它們那樣瀟灑舒坦。 

    好幾個月過去了，它們維持著老樣子，我看著看著有點兒平淡，有時候也忘記澆水

了。大約過了三、五天，無意中一瞄，哎呀！葉片全軟軟的垂在盆沿上，毛茸茸的葉莖

都癟了，我趕緊澆水。奇怪，就像變魔術，它們在短短幾個小時内又高高仰起頭來。那

些皺巴巴的網紋葉片又開始充滿生氣，硬挺挺的平展著。 

    我有點兒吃驚，接著就動了一個念頭：想「考驗」一下網紋草究竟有多少「不吃不

喝」的能耐？ 

    一天、兩天、三天……又過了好些個故意不澆水的日子，網紋草的葉莖開始受不了

了，葉子一點點的變乾、發皺，葉莖也一點點往下垂，蜷曲著，變得軟塌塌的。那可憐

兮兮的模樣，很像一個餓得不成人形的乞丐，東倒西歪的抱著肚子呻吟。 

    於是我拿起水杯，慷慨的把水往下倒。 

    真是不可思議！它們在極短的時間裡又活得好好的了。噯！這麽堅韌的生命，還真

好養呢！我把它們移向窗臺。 

    日子一天過了一天，生活裡有很多新鮮事引人興味。大部分的時候，我忘記了網紋

草的存在，偶爾有幾次，順手澆澆水。它們總會活下去的。然而有一天，當我把視線投

向窗臺的時候，我所看見的網紋草，早已萎縮成一團，葉片全部焦黄焦黃的──再也澆

不活了。 

    這時，我忽然驚覺起妹妹常對我的提醒：「妳是不是該給媽打電話了？姐姐，妳可

不能因為媽媽個性獨立，就以為她不需要我們的關心啊！」 

 

（改寫自桂文亞〈網紋草〉／小天下出版《星星也偷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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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根據本文，下列哪一個選項敘述錯誤？ 

①網紋草有堅韌的生命力，只要澆水就可以長得好。 

②網紋草的葉莖毛茸茸，綠底白紋的葉片平整硬挺。 

③網紋草缺乏水分時，葉莖下垂蜷曲，葉片乾又皺。 

④作者栽養的白網紋草，因為過度潮濕而葉片焦黃。 

  

 

23. 從文章中可以知道，隨著時間過去，作者對於栽養網紋草的興致有所變化。下

列哪一個圖形最適合描述作者的興致變化？ 

 ① 

 

 

② 

 

 

 ③ 

 

④ 

 

      

 

24. 本文最主要想表達的道理是什麼？ 

①栽養植物必須了解它的生長特性，植物才會健康成長。 

②要像網紋草一樣，擁有堅韌的生命力，不要輕言放棄。 

③勇於接受人生各種考驗，這些考驗都是生命的一部分。 

④隨時關心周遭的人事物，不要認為理所當然而留遺憾。 

 

 

興致 

時間 

興致 

時間 

興致 

時間 

興致 

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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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製瞌睡羊 

你一定知道什麼是「瞌睡羊」吧？ 

要是有人失眠，別人常常會勸他試試一個古老的祕方，那就是──閉上眼睛，專心

的數綿羊，一隻，兩隻，三隻……數著數著，自然而然就會睡著了。據說，用這個祕方

來對付失眠，非常有效，當然也有人會抱怨完全無效，反而「愈數愈清醒」。總之，被

那些飽受失眠之苦的可憐人兒一心數個不停的綿羊，我們不妨稱之為「瞌睡羊」。 

隨著失眠人口不斷上升，瞌睡羊的需求也愈來愈大，現在都已經繁殖到一千零一億

隻了（因為有人居然數到第一千億隻瞌睡羊都還睡不著），可是最新資料顯示，瞌睡羊

還是不夠用！需要繁殖更多更多的瞌睡羊！ 

消息傳來，所有的瞌睡羊都感到十分憤怒，咒罵不休。「豈有此理！我們都沒地方

住了！」因為瞌睡羊實在是太多了，把「夢境」塞得滿滿的。「太過分了！我們的工作

太辛苦了！」因為失眠的人愈來愈多了。瞌睡羊們愈想愈氣，平常溫柔的模樣全沒了，

一個個都齜牙咧嘴，兇得要命，連「咩咩」的叫聲聽起來都充滿怒氣。 

「我們要罷工！」羊群中忽然爆出這麼一聲怒吼，如潮水般一波又一波的激起。忽

然，有一隻很有責任感的瞌睡羊登高一呼：「慢著！這麼一來，那些失眠的傢伙太可憐

了，我們應該想想別的辦法！」 

這隻瞌睡羊建議，反正現在基因工程科學家都已經可以利用無性生殖來複製綿羊

了，不如就請科學家來複製瞌睡羊，好讓大夥兒偷閒休息。這個建議立刻獲得更熱烈的

支持，大夥兒都覺得這實在是一個兩全其美的好辦法。 

於是就在科學家們長時期的努力之下，複製的瞌睡羊終於順利誕生！所有的瞌睡

羊也都一哄而散，忙著度假去了。 

但是，才隔了一天，所有的瞌睡羊又全部都被找回來了！為什麼呢？ 

原來，科學家們雖然複製了一千零一億隻瞌睡羊，但由於都是根據「一號瞌睡羊」

所複製，因此，在這天晚上，所有失眠的可憐人想數瞌睡羊的時候，怎麼數，都是「一、

一、一、一……」，連「二」都數不到，這怎麼可能還睡得著嘛！ 

 

（本文改寫自管家琪〈複製瞌睡羊〉／民生報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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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為什麼瞌睡羊會越來越多？  

①因為失眠人口愈來愈多 

②因為瞌睡羊想要去度假 

③因為瞌睡羊會自己繁殖 

④因為科學家複製瞌睡羊 

  

 

 

26. 根據本文第四段和第五段，哪一句話轉移了瞌睡羊們憤怒的情緒？ 

①「我們要罷工！」 

②「豈有此理！我們都沒地方住了！」 

③「太過分了！我們的工作太辛苦了！」 

④「慢著！這麼一來，那些失眠的傢伙太可憐了，我們應該想想別的辦法！」 

  

 

 

27. 下列哪一個選項是本文主要表達的重點？ 

①科學家已經成功的利用無性生殖複製瞌睡羊。 

②複製出來的瞌睡羊，無法成為瞌睡羊的替身。 

③失眠的人要數到一千零一億隻瞌睡羊，才能入睡。 

④瞌睡羊抱怨工作太辛苦、居住地方太小集體罷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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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守護海岸的紅樹林 

   大多數的樹木都生長在陸地上，但有一些種類卻生長在

河口和海洋的交界處，時常在海岸附近綿延成一整片，好像

一群默默站崗的綠色衛兵，他們就是「紅樹林」。 

河口地區因為風大、日照強，有浪潮起伏，鹽分變化劇

烈，生存環境其實很惡劣，但這些紅樹林植物擁有某些特別

的構造能夠適應這種特殊的環境，讓我們來認識他們吧！ 

 

型態奇特的根 

 

每當漲潮時，紅樹林植物下半部莖幹會泡在海水中，

泥灘地的土壤質地較鬆軟，樹木的根部不容易固定，也缺

乏氧氣。因此紅樹林植物的樹皮很厚，能抵擋海水浸泡，

並具備型態獨特的根部，根系分布廣又淺，才能在泥地穩

穩站立。例如：水筆仔基部有許多支持根，紅海欖的支持

根像蜘蛛長腳，海茄苳從地底冒出棒狀呼吸根，欖李有膝

狀的呼吸根等，相當有趣。 

 

 

 

功能特殊的葉 

為了抵抗海邊風大、光照強烈、鹽分高的環境，紅樹林

植物的葉片有些特色，如：葉片肥厚、表面有絨毛，減少水

分散失，具有鹽腺能排除鹽分或把鹽分集中在老葉，等掉落

時排掉。 

 

水筆仔的支持根 

臺灣紅樹林主要分布區 

欖李有肥厚的肉質葉

片，可以保存水分，葉

片前端有個小缺刻，

是它的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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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特的胎生繁衍法 

    此外，在缺氧、鹽度高的泥灘地種子很難發芽，有的植物發展

出奇特的「胎生」繁殖法。像水筆仔和紅海欖的種子會在樹上發芽，

再掉落地面生長；如果落在海面，則隨潮水漂流到其他地方生長。 

 

 

 

 

重要的生態角色 

    過去人們不了解紅樹林濕地的重要性，任意的開發，其實紅樹林具有許多重要的功

能！例如：紅樹林植物的根部可攔截泥沙、擴大泥灘地，保護海岸不受風浪破壞；紅樹

林的根部和溼地土壤能吸附水中的有毒物質，就像天然的濾水系統；河流和海洋帶來的

鹽類跟有機物，都匯聚在紅樹林泥灘地上，提供浮游生物、貝類、螃蟹等生物豐富的食

物來源，成為生物的樂園，也是人們觀察自然生態的最佳場所。 

（本文改寫自〈守護海岸的紅樹林〉／《少年牛頓》2014年 9月號） 

 

紅海欖從開花到胎生苗成熟、掉落，需一年多的時間。筆

狀胎生苗長度可達 50公分，內部組織疏鬆，能浮在水面漂

流，表皮含有單寧酸，可避免被生物啃食。 

紅
樹
林
泥
灘
食
物
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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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下列何者不是紅樹林植物為了適應惡劣環境所發展出來的特殊構造？ 

①筆狀胎生苗表皮含有單寧酸，可避免被生物啃食。 

②筆直高聳的樹幹能抵擋強風，可以保護海岸生態。 

③根部型態特殊且分布又廣又淺，可站穩在泥地上。 

④肥厚的肉質葉片表面有絨毛，可以減少水分散失。 

  

  

29. 從段落「型態奇特的根」中的敘述，下列哪一個圖片會是「紅海欖」呢？   

 ① ② 

 ③ ④ 

   

 

30. 下列哪一個選項是這篇文章的主旨？   

①介紹紅樹林的特殊生態，並說明其重要性，希望人們能夠重視。 

②介紹紅樹林的生長環境，並且以圖示說明其於臺灣的分布區域。 

③說明紅樹林名稱的由來，並且介紹紅樹林中特別的生物、植物。 

④說明紅樹林因為生存環境惡劣，發展出特別的構造以適應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