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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國中第一冊一上 

Starter Unit 

一、 填充題 
編號：012126  難易度：中 

1.練習字母大、小寫。 
例：  

 
答案：B；b 
能力指標：3-2-6 
認知向度：基礎語言知識 
主題：名詞 
出處：習作 
 
編號：012127  難易度：中 

2.練習字母大、小寫。 
例：  

 
答案：C；c 
能力指標：3-2-6 
認知向度：基礎語言知識 
主題：名詞 
出處：習作 
 
編號：012128  難易度：中 

3.練習字母大、小寫。 
例：  

 
答案：D；d 
能力指標：3-2-6 
認知向度：基礎語言知識 
主題：名詞 
出處：習作 
 
編號：012129  難易度：中 

4.練習字母大、小寫。 
例：  

 
答案：E；e 
能力指標：3-2-6 
認知向度：基礎語言知識 
主題：名詞 
出處：習作 
 
編號：012130  難易度：中 

5.練習字母大、小寫。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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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F；f 
能力指標：3-2-6 
認知向度：基礎語言知識 
主題：名詞 
出處：習作 
 
編號：012131  難易度：中 

6.練習字母大、小寫。 
例：  

 
答案：G；g 
能力指標：3-2-6 
認知向度：基礎語言知識 
主題：名詞 
出處：習作 
 
編號：012132  難易度：中 

7.練習字母大、小寫。 
例：  

 
答案：H；h 
能力指標：3-2-6 
認知向度：基礎語言知識 
主題：名詞 
出處：習作 
 
編號：012133  難易度：中 

8.練習字母大、小寫。 
例：  

 
答案：I；i 
能力指標：3-2-6 
認知向度：基礎語言知識 
主題：名詞 
出處：習作 
 
編號：012134  難易度：中 

9.練習字母大、小寫。 
例：  

 
答案：J；j 
能力指標：3-2-6 
認知向度：基礎語言知識 
主題：名詞 
出處：習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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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012135  難易度：中 

10.練習字母大、小寫。 
例：  

 
答案：K；k 
能力指標：3-2-6 
認知向度：基礎語言知識 
主題：名詞 
出處：習作 
 
編號：012136  難易度：中 

11.練習字母大、小寫。 
例：  

 
答案：L；l 
能力指標：3-2-6 
認知向度：基礎語言知識 
主題：名詞 
出處：習作 
 
編號：012137  難易度：中 

12.練習字母大、小寫。 
例：  

 
答案：M；m 
能力指標：3-2-6 
認知向度：基礎語言知識 
主題：名詞 
出處：習作 
 
編號：012138  難易度：中 

13.練習字母大、小寫。 
例：  

 
答案：N；n 
能力指標：3-2-6 
認知向度：基礎語言知識 
主題：名詞 
出處：習作 
 
編號：012139  難易度：中 

14.練習字母大、小寫。 
例：  

 
答案：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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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指標：3-2-6 
認知向度：基礎語言知識 
主題：名詞 
出處：習作 
 
編號：012140  難易度：中 

15.練習字母大、小寫。 
例：  

 
答案：P；p 
能力指標：3-2-6 
認知向度：基礎語言知識 
主題：名詞 
出處：習作 
 
編號：012141  難易度：中 

16.練習字母大、小寫。 
例：  

 
答案：Q；q 
能力指標：3-2-6 
認知向度：基礎語言知識 
主題：名詞 
出處：習作 
 
編號：012142  難易度：中 

17.練習字母大、小寫。 
例：  

 
答案：R；r 
能力指標：3-2-6 
認知向度：基礎語言知識 
主題：名詞 
出處：習作 
 
編號：012143  難易度：中 

18.練習字母大、小寫。 
例：  

 
答案：S；s 
能力指標：3-2-6 
認知向度：基礎語言知識 
主題：名詞 
出處：習作 
 
編號：012144  難易度：中 

19.練習字母大、小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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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答案：T；t 
能力指標：3-2-6 
認知向度：基礎語言知識 
主題：名詞 
出處：習作 
 
編號：012145  難易度：中 

20.練習字母大、小寫。 
例：  

 
答案：U；u 
能力指標：3-2-6 
認知向度：基礎語言知識 
主題：名詞 
出處：習作 
 
編號：012146  難易度：中 

21.練習字母大、小寫。 
例：  

 
答案：V；v 
能力指標：3-2-6 
認知向度：基礎語言知識 
主題：名詞 
出處：習作 
 
編號：012147  難易度：中 

22.練習字母大、小寫。 
例：  

 
答案：W；w 
能力指標：3-2-6 
認知向度：基礎語言知識 
主題：名詞 
出處：習作 
 
編號：012148  難易度：中 

23.練習字母大、小寫。 
例：  

 
答案：X；x 
能力指標：3-2-6 
認知向度：基礎語言知識 
主題：名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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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處：習作 
 
編號：012149  難易度：中 

24.練習字母大、小寫。 
例：  

 
答案：Y；y 
能力指標：3-2-6 
認知向度：基礎語言知識 
主題：名詞 
出處：習作 
 
編號：012150  難易度：中 

25.練習字母大、小寫。 
例：  

 
答案：Z；z 
能力指標：3-2-6 
認知向度：基礎語言知識 
主題：名詞 
出處：習作 
 
編號：012151  難易度：中 

26.填入適當的人稱代名詞主格。 

(１)  

(２)  

(３)  

(４)  

答案：(１) I；(２) She；(３) He；(４) You 
能力指標：3-2-6 
認知向度：基礎語言知識 
主題：代名詞 
出處：習作 
 
二、 看圖回答問題 
編號：012152  難易度：中 

27. 

 

(１) ：What’s his name?  

：His          

(２) ：What’s her 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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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r          

(３) ：         

：Its name is Kitty.  

(４) ：What’s your name? 

：         

答案：(１) name is John.；(２) name is Amy.；(３) What’s its name?；(４) My name is Patty. 
能力指標：3-2-7 
認知向度：基礎語言知識 
主題：對話與完成句子 
出處：習作 
 
三、 填充題 
編號：012153  難易度：中 

28.根據對話內容，將正確的電話號碼（阿拉伯數字）寫在通訊錄上。 
Patty: What’s your phone number? 
Amy: My phone number is two, seven, zero, one, six, seven, six, nine.  What’s your phone number? 
Patty: It’s zero, nine, five, two, eight, three, four, one, six, seven. 

 
答案：(１) 2701-6769；(２) 0952-834-167 
能力指標：3-2-6 
認知向度：基礎語言知識 
主題：對話與完成句子 
出處：習作 
 
編號：012154  難易度：中 

29.利用字典查出下列單字的中文意思。 

 英文 中文 頁碼

(１) prince   

(２) honest   

(３) whale   

(４) toothache   

(５) papaya   

(６) straw   

(７) castle   

(８) badminton    
答案：(１)王子；(２)誠實的；(３)鯨魚；(４)牙痛；(５)木瓜；(６)稻草（吸管）；(７)城堡；(８)羽毛球 
能力指標：3-2-6 
認知向度：基礎語言知識 
主題：名詞 
出處：習作 
 
編號：012155  難易度：中 

30.改正下列句中書寫格式上的錯誤。 
(１) Good morning。 

 
(２) how is your fa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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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My name is william. 

 
(４) Sheis fine. 

 
(５) i am Alice. 

 
答案：(１)。→.，Good morning.；(２) h → H，How is your father?；(３) w → W，My name is William.；(４) Sheis → She 

is，She is fine.；(５) i → I，I am Alice. 
解析：(１)要使用英文的標點符號。 

(２)句首的第一個字母要大寫。 
(３)人名的第一個字母要大寫。 
(４)單字和單字之間要空一格。 
(５)人稱代名詞 I（我），永遠要大寫。 

能力指標：3-2-6 
認知向度：基礎語言知識 
主題：對話與完成句子 
出處：習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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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國中第一冊一上 

Unit 1_Who Is He？ 

一、 看圖回答問題 
編號：012156  難易度：中 

1.看圖，將字母重組為正確的單字。 
例：o / t / c / o / r / d 

 
(１) e / a / e / t / h / c / r 

 
(２) r / n / s / u / e 

 
(３) d / t / u / s / n / e / t 

 
(４) o / c / o / k 

 
(５) s / n / i / r / g /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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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o / c / h / a / c 

 
(７) w / t / r / e / i / r 

 
(８) e / i / e / u / h / o / s / w / f 

 
答案：(１) teacher；(２) nurse；(３) student；(４) cook；(５) singer；(６) coach；(７) writer；(８) housewife 
能力指標：3-2-7 
認知向度：基礎語言知識 
主題：名詞 
出處：習作 
 
編號：012157  難易度：中 

2.看圖填上相對應的親屬稱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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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１) grandfather；(２) grandmother；(３) aunt；(４) uncle；(５) cousin；(６) sister；(７) brother 
能力指標：3-2-7 
認知向度：基礎語言知識 
主題：名詞 
出處：習作 
 
二、 填充題 
編號：012158  難易度：中 

3.看圖，將正確的答案填入空格中。 

 

. 

(１) . 

(２)  

(３) . 

答案：(１) father；(２) Tony；(３) son 
能力指標：3-2-7 
認知向度：基礎語言知識 
主題：名詞 
出處：習作 
 
三、 對話與完成句子 
編號：012159  難易度：中 

1.(   )A: Is Eric’s aunt a writer?  B:     (Ａ) No.  She is a writer. (Ｂ) Yes, he is.  He’s a writer. (Ｃ) Yes, she is.  
She’s a writer. 

答案：(Ｃ) 
解析：問句中，主詞 Eric’s aunt 是女性，故回答用代名詞 she。 
能力指標：3-2-6 
認知向度：基礎語言知識 
主題：對話與完成句子 
出處：習作 
 
編號：012160  難易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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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A: Are you a baseball coach?  B:     (Ａ) Yes, I am a cook. (Ｂ) Yes, I’m Bill Johnson. (Ｃ) No, I’m not.  
I’m a doctor. 

答案：(Ｃ) 
能力指標：3-2-6 
認知向度：基礎語言知識 
主題：對話與完成句子 
出處：習作 
 
編號：012161  難易度：中 

3.(   )A: Who is Tom?  B:     (Ａ) His name is Tom. (Ｂ) He is my grandpa. (Ｃ) He is not a teacher. 
答案：(Ｂ) 
能力指標：3-2-6 
認知向度：基礎語言知識 
主題：對話與完成句子 
出處：習作 
 
編號：012162  難易度：中 

4.(   )A: Who’s she?  B:     (Ａ) She’s my wife. (Ｂ) She’s not a singer. (Ｃ) Our mother is a nurse. 
答案：(Ａ) 
能力指標：3-2-6 
認知向度：基礎語言知識 
主題：對話與完成句子 
出處：習作 
 
編號：012163  難易度：中 

5.(   )A: Are you Adam?  B:     (Ａ) Yes, he’s my cousin. (Ｂ) Yes, I’m Adam Blake. (Ｃ) No, I’m not Uncle Andy. 
答案：(Ｂ) 
能力指標：3-2-6 
認知向度：基礎語言知識 
主題：對話與完成句子 
出處：習作 
 
四、 依提示作答 
編號：012164  難易度：中 

1.重組句子。 
is / She / not / classmate / . / my 
                    
                    

答案：She is not my classmate. 
能力指標：4-2-2 
認知向度：基礎語言知識 
主題：對話與完成句子 
出處：習作 
 
編號：012165  難易度：中 

2.重組句子。 
coach / Ted and Alex’s / is / . / The man 
                    
                    

答案：The man is Ted and Alex’s coach. 
能力指標：4-2-2 
認知向度：基礎語言知識 
主題：對話與完成句子 
出處：習作 
 
編號：012166  難易度：中 

3.重組句子。 
you / Are / ? / a / housewife 
                    
                    

答案：Are you a housew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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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指標：4-2-2 
認知向度：基礎語言知識 
主題：對話與完成句子 
出處：習作 
 
編號：012167  難易度：中 

4.Are you a nurse?（用 No 詳答） 
                    
                    

答案：No, I’m not a nurse. 
能力指標：4-2-2 
認知向度：基礎語言知識 
主題：對話與完成句子 
出處：習作 
 
編號：012168  難易度：中 

5.Is your husband a doctor, too?（用 Yes 詳答） 
                    
                    

答案：Yes, my husband is a doctor, too. 
解析：my husband 的代名詞為 he。 
能力指標：4-2-2 
認知向度：基礎語言知識 
主題：對話與完成句子 
出處：習作 
 
編號：012169  難易度：中 

6.Who is Anna?（用 Leo’s daughter 回答） 
                    
                    

答案：She is Leo’s daughter. 
能力指標：4-2-2 
認知向度：基礎語言知識 
主題：對話與完成句子 
出處：習作 
 
編號：012170  難易度：中 

7.Who are they?（用 Amy 和 Patty 回答） 
                    
                    

答案：They are Amy and Patty. 
能力指標：4-2-2 
認知向度：基礎語言知識 
主題：對話與完成句子 
出處：習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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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國中第一冊一上 

Unit 2_She’s Cute 

一、 看圖回答問題 
編號：012171  難易度：中 

1.根據圖片與提示，在空格中填入適當的形容詞。 

 
(１)  

 
(２)  

 
(３)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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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答案：(１) hungry；(２) young；(３) strong；(４) long；(５) big 
能力指標：3-2-7 
認知向度：基礎語言知識 
主題：形容詞 
出處：習作 
 
二、 文意字彙 
編號：012172  難易度：中 

2.找出句子中的形容詞，並寫一遍。 
Your cat is very cute. 

 
答案：cute 
能力指標：3-2-6 
認知向度：基礎語言知識 
主題：形容詞 
出處：習作 
 
編號：012173  難易度：中 

3.找出句子中的形容詞，並寫一遍。 
I’m very well.  Thank you. 

 
答案：well 
能力指標：3-2-6 
認知向度：基礎語言知識 
主題：形容詞 
出處：習作 
 
編號：012174  難易度：中 

4.找出句子中的形容詞，並寫一遍。 
Mr. Gulliver is strong. 

 
答案：strong 
能力指標：3-2-6 
認知向度：基礎語言知識 
主題：形容詞 
出處：習作 
 
編號：012175  難易度：中 

5.找出句子中的形容詞，並寫一遍。 
He’s a handsome man. 

 
答案：handsome 
能力指標：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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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知向度：基礎語言知識 
主題：形容詞 
出處：習作 
 
編號：012176  難易度：中 

6.找出句子中的形容詞，並寫一遍。 
Your cousin is a pretty girl. 

 
答案：pretty 
能力指標：3-2-6 
認知向度：基礎語言知識 
主題：形容詞 
出處：習作 
 
編號：012177  難易度：中 

7.找出句子中的形容詞，並寫一遍。 
Mrs. Jones is kind. 

 
答案：kind 
能力指標：3-2-6 
認知向度：基礎語言知識 
主題：形容詞 
出處：習作 
 
三、 依提示作答 
編號：012178  難易度：中 

8.重組句子。 
singer / My / Ben Oliver / is / favorite / . 
                    
                    

答案：My favorite singer is Ben Oliver. 
能力指標：4-2-2 
認知向度：基礎語言知識 
主題：對話與完成句子 
出處：習作 
 
編號：012179  難易度：中 

9.重組句子。 
not / is / Annie / full / . 
                    
                    

答案：Annie is not full. 
能力指標：4-2-2 
認知向度：基礎語言知識 
主題：對話與完成句子 
出處：習作 
 
編號：012180  難易度：中 

10.重組句子。 
is / My / black and white / scooter / . 
                    
                    

答案：My scooter is black and white. 
能力指標：4-2-2 
認知向度：基礎語言知識 
主題：對話與完成句子 
出處：習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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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012181  難易度：中 

11.重組句子。 
smart / a / He / boy / is / . 
                    
                    

答案：He is a smart boy. 
能力指標：4-2-2 
認知向度：基礎語言知識 
主題：對話與完成句子 
出處：習作 
 
四、 看圖回答問題 
編號：012182  難易度：中 

12.根據提示的字詞，看圖完成填空。 
your mother / 33 

 
A: How old is your mother? 
B: She’s      years old. 

答案：thirty-three 
能力指標：3-2-7 
認知向度：基礎語言知識 
主題：對話與完成句子 
出處：習作 
 
編號：012183  難易度：中 

13.根據提示的字詞，看圖完成填空。 
Sam and Amy / 19 

 
A:           are Sam and Amy? 
B: They’re nineteen. 

答案：How；old 
能力指標：3-2-7 
認知向度：基礎語言知識 
主題：對話與完成句子 
出處：習作 
 
編號：012184  難易度：中 

14.根據提示的字詞，看圖完成填空。 
Mimi / 1 

 
A:                Mimi? 
B: It’s           old. 

答案：How；old；is；one；year 
能力指標：3-2-7 
認知向度：基礎語言知識 
主題：對話與完成句子 
出處：習作 
 
五、 克漏字測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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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012185  難易度：中 

15.選出適當的答案。 

  Hi.  My name is Alison.  This is  (1)  dog, Fifi.  She is  (2)  old dog.  She is  (3) .  Fifi’s  (4)  
happy, and I’m happy, too. 
（ ）(１)(Ａ) its (Ｂ) my 
（ ）(２)(Ａ) a (Ｂ) an 
（ ）(３)(Ａ) six years (Ｂ) six years old 
（ ）(４)(Ａ) very (Ｂ) not 

答案：(１)(Ｂ)；(２)(Ｂ)；(３)(Ｂ)；(４)(Ａ) 
解析：(２)已知動物的性別時，可用 he / she 來指稱。 

(４) Fifi’s 是 Fifi is 的縮寫。 
能力指標：3-2-6 
認知向度：基礎語言知識 
主題：克漏字—文意題組 
出處：習作 
 
六、 對話與完成句子 
編號：012186  難易度：中 

1.(   )A: How old are you?  B:     (Ａ) Not bad. (Ｂ) And you? (Ｃ) I am twelve. 
答案：(Ｃ) 
能力指標：3-2-6 
認知向度：基礎語言知識 
主題：對話與完成句子 
出處：習作 
 
編號：012187  難易度：中 

2.(   )A: Is your teacher young?  B:     (Ａ) No.  She’s very well. (Ｂ) Yes, she is.  She is weak. (Ｃ) Yes, she’s 
young and beautiful. 

答案：(Ｃ) 
能力指標：3-2-6 
認知向度：基礎語言知識 
主題：對話與完成句子 
出處：習作 
 
編號：012188  難易度：中 

3.(   )A: Are they hungry?  B:     (Ａ) Yes, they are.  They’re ugly. (Ｂ) No, they’re not.  They’re hungry. (Ｃ) 

No, they aren’t.  They’re very full. 
答案：(Ｃ) 
能力指標：3-2-6 
認知向度：基礎語言知識 
主題：對話與完成句子 
出處：習作 
 
編號：012189  難易度：中 

4.(   )A: How is Jack’s new scooter?  B:     (Ａ) I see. (Ｂ) It’s nice! (Ｃ) He’s cool. 
答案：(Ｂ) 
解析：How（如何）在此用來問對 Jack’s new scooter 的感覺、看法。 
能力指標：3-2-6 
認知向度：基礎語言知識 
主題：對話與完成句子 
出處：習作 
 
編號：012190  難易度：中 

5.(   )Patty: Mrs. Lin,    .  Mrs. Lin: Nice to meet you, Tony.  Tony: Nice to meet you, too. (Ａ) he is Tony’s cousin (

Ｂ) this is my brother, Tony (Ｃ) my cousin is very happy 
答案：(Ｂ) 
解析：介紹他人給別人認識，要用 this is...。 
能力指標：3-2-6 
認知向度：基礎語言知識 
主題：對話與完成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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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處：習作 
 
 



 1

通用國中第一冊一上 

Unit 3_What Are These？ 

一、 看圖回答問題 
編號：012202  難易度：中 

1.依照圖片順序填入單字並完成句子。 

 
例：This is a  picture . 
（１） This is a     . 
（２） This is a     . 
（３） This is a     . 
（４） This is a     . 
（５） This is a     . 
（６） This is a     . 

答案：（１） marker；（２） pencil case(或)pencil box；（３） hat；（４） ruler；（５） watch；（６） notebook 
能力指標：3-2-7 
認知向度：基礎語言知識 
主題：名詞 
出處：習作 
 
二、 填充題 
編號：012203  難易度：中 

2.寫出下列單字的複數形。 
cake →      

答案：cakes 
能力指標：3-2-6 
認知向度：基礎語言知識 
主題：名詞 
出處：習作 
 
編號：012204  難易度：中 

3.寫出下列單字的複數形。 
family →      

答案：families 
能力指標：3-2-6 
認知向度：基礎語言知識 
主題：名詞 
出處：習作 
 
編號：012205  難易度：中 

4.寫出下列單字的複數形。 
boy →      

答案：boys 
能力指標：3-2-6 
認知向度：基礎語言知識 
主題：名詞 
出處：習作 
 
編號：012206  難易度：中 

5.寫出下列單字的複數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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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x →      
答案：boxes 
能力指標：3-2-7 
認知向度：基礎語言知識 
主題：名詞 
出處：習作 
 
編號：012207  難易度：中 

6.寫出下列單字的複數形。 
coach →      

答案：coaches 
能力指標：3-2-7 
認知向度：基礎語言知識 
主題：名詞 
出處：習作 
 
編號：012208  難易度：中 

7.寫出下列單字的複數形。 
costume →      

答案：costumes 
能力指標：3-2-7 
認知向度：基礎語言知識 
主題：名詞 
出處：習作 
 
編號：012209  難易度：中 

8.寫出下列單字的複數形。 
housewife →      

答案：housewives 
能力指標：3-2-7 
認知向度：基礎語言知識 
主題：名詞 
出處：習作 
 
編號：012210  難易度：中 

9.寫出下列單字的複數形。 
bus →      

答案：buses 
能力指標：3-2-7 
認知向度：基礎語言知識 
主題：名詞 
出處：習作 
 
編號：012211  難易度：中 

10.寫出下列單字的複數形。 
parent →      

答案：parents 
能力指標：3-2-7 
認知向度：基礎語言知識 
主題：名詞 
出處：習作 
 
編號：012212  難易度：中 

11.寫出下列單字的複數形。 
party →      

答案：parties 
能力指標：3-2-7 
認知向度：基礎語言知識 
主題：名詞 
出處：習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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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012213  難易度：中 

12.寫出下列單字的複數形。 
brush →      

答案：brushes 
能力指標：3-2-7 
認知向度：基礎語言知識 
主題：名詞 
出處：習作 
 
編號：012214  難易度：中 

13.寫出下列單字的複數形。 
pen →      

答案：pens 
能力指標：3-2-7 
認知向度：基礎語言知識 
主題：名詞 
出處：習作 
 
三、 對話與完成句子 
編號：012215  難易度：中 

1.(   )A: Robin, this gift is for you!  B:     (Ａ) Guess! (Ｂ) Happy birthday. (Ｃ) Thank you very much. 
答案：(Ｃ) 
能力指標：3-2-6 
認知向度：基礎語言知識 
主題：對話與完成句子 
出處：習作 
 
編號：012216  難易度：中 

2.(   )A: Look!  This is my new costume.  B: Wow!      (Ａ) It’s cool. (Ｂ) It’s yummy. (Ｃ) No, it’s not. 
答案：(Ａ) 
能力指標：3-2-6 
認知向度：基礎語言知識 
主題：對話與完成句子 
出處：習作 
 
四、 看圖回答問題 
編號：012217  難易度：中 

1.看圖完成填空。 

 
A: Is this a bag? 
B:     , it     .       a          . 

答案：No；isn’t；It’s；pencil；case 
能力指標：3-2-7 
認知向度：基礎語言知識 
主題：對話與完成句子 
出處：習作 
 
編號：012218  難易度：中 

2.看圖完成填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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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Is it a ruler? 
B: No,          .  It’s          . 

答案：it’s(或)it；not(或)isn’t；an；eraser 
能力指標：3-2-7 
認知向度：基礎語言知識 
主題：對話與完成句子 
出處：習作 
 
編號：012219  難易度：中 

3.看圖完成填空。 

 
A: Are they your dogs? 
B: Yes,          .                . 

答案：they；are；They’re；my(或)our；dogs 
能力指標：3-2-7 
認知向度：基礎語言知識 
主題：對話與完成句子 
出處：習作 
 
編號：012220  難易度：中 

4. 

 
A: Are these picture books? 
B:                  

                 
答案：No, they’re not.  They are comic books. 
能力指標：3-2-7 
認知向度：基礎語言知識 
主題：對話與完成句子 
出處：習作 
 
五、 克漏字測驗 
編號：012221  難易度：中 

5. 
 Amy: Emily,  (1)  they your family? 
Emily: No.   (2)  my friends. 
 Amy: And what  (3) ?  Is it a dog? 
Emily:  (4)   He’s Woofy. 
（ ）(１)(Ａ) is (Ｂ) am (Ｃ) 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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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Ａ) That’s (Ｂ) It’s (Ｃ) They’re 
（ ）(３)(Ａ) is it (Ｂ) are those (Ｃ) are you 
（ ）(４)(Ａ) Guess! (Ｂ) That’s right! (Ｃ) It’s OK. 

答案：(１)(Ｃ)；(２)(Ｃ)；(３)(Ａ)；(４)(Ｂ) 
解析：(１)主詞是 they，故選(Ｃ)。 

(２) 後面用 my friends 作回答，故選(Ｃ)。 
(３) 後面問 Is it a dog，故前面也要用單數，選(Ａ)。 
(４)前面問它是不是一隻狗，後面又回答 He’s Woofy，故選(Ｂ)最合適。 

能力指標：3-2-6 
認知向度：基礎語言知識 
主題：克漏字—文意題組 
出處：習作 
 
六、 依提示作答 
編號：012222  難易度：中 

6.依畫線部分造原問句。 
They are birthday candles. 
                    
                    

答案：What are they? 
能力指標：4-2-2 
認知向度：基礎語言知識 
主題：WH-問句 
出處：習作 
 
編號：012223  難易度：中 

7.Is that a mask?（肯定簡答） 
                    
                    

答案：Yes, it is. 
解析：簡答時，主詞和 be 動詞不縮寫。 
能力指標：4-2-2 
認知向度：基礎語言知識 
主題：(Yes / No 答句)問句 
出處：習作 
 
編號：012224  難易度：中 

8.Are they your workbooks?（改為單數句） 
                    
                    

答案：Is it your workbook? 
解析：本句要將名詞（workbooks）、代名詞（they）和 be 動詞（are）都改為單數。 
能力指標：4-2-2 
認知向度：基礎語言知識 
主題：名詞 
出處：習作 
 
編號：012225  難易度：中 

9.Are these gifts for your parents?（否定詳答） 
                    
                    

答案：No, they aren’t.  They aren’t for my parents. 
能力指標：4-2-2 
認知向度：基礎語言知識 
主題：(Yes / No 答句)問句 
出處：習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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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國中第一冊一上 

Unit 4_Where Is Kitty？ 

一、 看圖回答問題 
編號：012226  難易度：中 

1.寫出房間名稱。 

 
     

答案：dining room 
能力指標：3-2-7 
認知向度：基礎語言知識 
主題：名詞 
出處：習作 
 
編號：012227  難易度：中 

2.寫出房間名稱。 

 
     

答案：kitchen 
能力指標：3-2-7 
認知向度：基礎語言知識 
主題：名詞 
出處：習作 
 
編號：012228  難易度：中 

3.寫出房間名稱。 

 
     

答案：bathroom 
能力指標：3-2-7 
認知向度：基礎語言知識 
主題：名詞 
出處：習作 
 
編號：012229  難易度：中 

4.寫出房間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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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living room 
能力指標：3-2-7 
認知向度：基礎語言知識 
主題：名詞 
出處：習作 
 
編號：012230  難易度：中 

5.寫出房間名稱。 

 
     

答案：bedroom 
能力指標：3-2-7 
認知向度：基礎語言知識 
主題：名詞 
出處：習作 
 
編號：012231  難易度：中 

6.寫出家具(Ａ)的名稱。 

 
     

答案：sofa 
能力指標：3-2-7 
認知向度：基礎語言知識 
主題：名詞 
出處：習作 
 
編號：012232  難易度：中 

7.寫出家具(A)的名稱。 

 
     

答案：bed 
能力指標：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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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知向度：基礎語言知識 
主題：名詞 
出處：習作 
 
編號：012233  難易度：中 

8.看圖，填入介系詞完成句子。 

 
The cat is      the box. 

答案：on 
能力指標：3-2-7 
認知向度：基礎語言知識 
主題：介系詞 (片語) 
出處：習作 
 
編號：012234  難易度：中 

9.看圖，填入介系詞完成句子。 

 
The cats are      the box. 

答案：behind 
能力指標：3-2-7 
認知向度：基礎語言知識 
主題：介系詞 (片語) 
出處：習作 
 
編號：012235  難易度：中 

10.看圖，填入介系詞完成句子。 

 
The cat is           the box. 

答案：next；to 
能力指標：3-2-7 
認知向度：基礎語言知識 
主題：介系詞 (片語) 
出處：習作 
 
編號：012236  難易度：中 

11.看圖，填入介系詞完成句子。 

 
The cats are                the box. 

答案：in；front；of 
能力指標：3-2-7 
認知向度：基礎語言知識 
主題：介系詞 (片語) 
出處：習作 
 
編號：012237  難易度：中 

12.看圖完成填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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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at is      the boxes. 

答案：between 
能力指標：3-2-7 
認知向度：基礎語言知識 
主題：介系詞 (片語) 
出處：習作 
 
二、 文法選擇 
編號：012238  難易度：中 

1.(   )The bike is behind the tree.（選出與題目相符的句子） (Ａ) The tree is next to the bike. (Ｂ) The tree is in front of 
the bike. 

答案：(Ｂ) 
能力指標：3-2-6 
認知向度：基礎語言知識 
主題：對話與完成句子 
出處：習作 
 
編號：012239  難易度：中 

2.(   )The red box is under the white box.（選出與題目相符的句子） (Ａ) The white box is on the red box. (Ｂ) The white 
box is behind the red box. 

答案：(Ａ) 
能力指標：3-2-6 
認知向度：基礎語言知識 
主題：對話與完成句子 
出處：習作 
 
三、 看圖回答問題 
編號：012240  難易度：中 

1.Is the cat on the sofa? 

 
                    
                    

答案：Yes, it is.  It is on / in the sofa. 
解析：在沙發上介系詞用 on，但若沙發是軟的，躺在上面有陷進去的感覺，則亦可說 in the sofa。 
能力指標：3-2-7 
認知向度：基礎語言知識 
主題：對話與完成句子 
出處：習作 
 
編號：012241  難易度：中 

2.Is the book under the bed? 

 
                    
                    

答案：No.  It’s on the desk. 
能力指標：3-2-7 
認知向度：基礎語言知識 
主題：對話與完成句子 
出處：習作 



 5

 
編號：012242  難易度：中 

3.Where are they? 

 
                    
                    

答案：They are in the living room. 
能力指標：3-2-7 
認知向度：基礎語言知識 
主題：對話與完成句子 
出處：習作 
 
編號：012243  難易度：中 

4.Are they at home? 

 
                    
                    

答案：No.  They’re in the classroom. / They’re at school. 
能力指標：3-2-7 
認知向度：基礎語言知識 
主題：對話與完成句子 
出處：習作 
 
四、 依提示作答 
編號：012244  難易度：中 

5.依畫線部分造原問句。 
The glasses are on the table. 
                    
                    

答案：Where are the glasses? 
能力指標：4-2-2 
認知向度：基礎語言知識 
主題：WH-問句 
出處：習作 
 
編號：012245  難易度：中 

6.Is Carrie in the bathroom?（肯定詳答） 
                    
                    

答案：Yes, she is.  She is in the bathroom. 
能力指標：4-2-2 
認知向度：基礎語言知識 
主題：(Yes / No 答句)問句 
出處：習作 
 
編號：012246  難易度：中 

7.Where are the women?（以「在門附近」回答） 
                    
                    

答案：They are near the door. 
能力指標：4-2-2 
認知向度：基礎語言知識 
主題：WH-問句 
出處：習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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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閱讀測驗 
編號：012247  難易度：中 

8. 

 
（ ）(１) Is Sara in the living room? (Ａ) She is in the bathroom. (Ｂ) No.  She is in her bedroom. (Ｃ) Yes, she is in 

the living room. 
（ ）(２) Where are Cindy’s pencils? (Ａ) They are in Sara’s bag. (Ｂ) They are in her pencil box. (Ｃ) No, they are not 

in the pencil case. 
（ ）(３) Where are Sara’s workbooks? (Ａ) They are in her school. (Ｂ) They are in her bedroom. (Ｃ) They are in the 

living room. 
答案：(１)(Ｂ)；(２)(Ａ)；(３)(Ａ) 
能力指標：3-2-6 
認知向度：基礎語言知識 
主題：短文題組 
出處：習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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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國中第一冊一上 

Unit 5_Are There Any Koalas Here？ 

一、 看圖回答問題 
編號：012248  難易度：中 

1.寫出在圖片中題號標示的動物名稱。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答案：（１） elephant；（２） lion；（３） hippo；（４） zebra；（５） monkey；（６） koala；（７） horse；（８

） kangaroo；（９） fox；（１０） tiger 
能力指標：3-2-7 
認知向度：基礎語言知識 
主題：名詞 
出處：習作 
 
二、 文法選擇 
編號：012249  難易度：中 

1.(   )There is     slide over there. (Ａ) a (Ｂ) any (Ｃ) some 
答案：(Ａ) 
能力指標：3-2-6 
認知向度：基礎語言知識 
主題：冠詞 
出處：習作 
 
編號：012250  難易度：中 

2.(   )There are     boys in the pool. (Ａ) some (Ｂ) any 
答案：(Ａ) 
能力指標：3-2-6 
認知向度：基礎語言知識 
主題：數量詞 
出處：習作 
 
編號：012251  難易度：中 

3.(   )There aren’t     zebras near the tree. (Ａ) some (Ｂ) any 
答案：(Ｂ) 
能力指標：3-2-6 
認知向度：基礎語言知識 
主題：數量詞 
出處：習作 
 
編號：012252  難易度：中 

4.(   )The Taipei Zoo is a nice place.  There are     cute animals in it. (Ａ) some (Ｂ) any 
答案：(Ａ) 
能力指標：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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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知向度：基礎語言知識 
主題：數量詞 
出處：習作 
 
編號：012253  難易度：中 

5.(   )A: Are there     birds on the elephant’s back?  B: No, there aren’t     birds on the elephant’s back. (Ａ) 

some; some (Ｂ) any; any 
答案：(Ｂ) 
能力指標：3-2-6 
認知向度：基礎語言知識 
主題：數量詞 
出處：習作 
 
三、 看圖回答問題 
編號：012254  難易度：中 

1.看圖用 There is / are... 造句。 

 
                    
                    

答案：There is a hippo. 
能力指標：3-2-7 
認知向度：基礎語言知識 
主題：引介句 
出處：習作 
 
編號：012255  難易度：中 

2.看圖用 There is / are... 造句。 

 
                    
                    

答案：There are four horses. 
能力指標：3-2-7 
認知向度：基礎語言知識 
主題：引介句 
出處：習作 
 
編號：012256  難易度：中 

3.看圖用 There is / are... 造句。 

 
                    
                    

答案：There are two kangaroos and two koalas. 
能力指標：3-2-7 
認知向度：基礎語言知識 
主題：引介句 
出處：習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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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012257  難易度：中 

4.看圖用 There is / are... 造句。 

 
                    
                    

答案：There are three foxes. 
能力指標：3-2-7 
認知向度：基礎語言知識 
主題：引介句 
出處：習作 
 
編號：012258  難易度：中 

5.Are there any koalas? 

 
                    
                    

答案：No, there aren’t any koalas.  There are (two) kangaroos. 
能力指標：3-2-7 
認知向度：基礎語言知識 
主題：引介句 
出處：習作 
 
編號：012259  難易度：中 

6.Are there three markers? 

 
                    
                    

答案：No.  There are ten (markers). 
能力指標：3-2-7 
認知向度：基礎語言知識 
主題：引介句 
出處：習作 
 
編號：012260  難易度：中 

7.Are there any gifts on the sofa? 

 
                    
                    

答案：Yes, there are.  There are two gifts on the sofa. 
能力指標：3-2-7 
認知向度：基礎語言知識 
主題：引介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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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處：習作 
 
四、 閱讀測驗 
編號：012261  難易度：中 

8. 
  There are many animals is Joe’s picture.  There are two monkeys in the tree.  Under the tree, there are two lions and a 
tiger.  There are three rabbits behind the tree.  Next to the rabbits, there is an elephant.  There are a small kangaroo and two 
zebras near the river.  The kangaroo is between the zebras.  It’s cute. 

 river 河流  
（ ）(１) There are     animals in the picture. (Ａ) nine (Ｂ) ten (Ｃ) eleven (Ｄ) twelve 
（ ）(２) There aren’t any     in the picture. (Ａ) lions (Ｂ) tigers (Ｃ) koalas (Ｄ) kangaroos 
（ ）(３) The rabbits are    . (Ａ) in the tree (Ｂ) near the elephant (Ｃ) next to the monkeys (Ｄ) between the 

kangaroos 
（ ）(４) Which（哪一個）is true（真實的）? (Ａ) The zebras are in the river. (Ｂ) The rabbits are behind the tree. (

Ｃ) There is a horse in front of the lions and the tiger. (Ｄ) There are some elephants and monkeys near the river. 
答案：(１)(Ｄ)；(２)(Ｃ)；(３)(Ｂ)；(４)(Ｂ) 
能力指標：3-2-9 
認知向度：閱讀理解能力 
主題：短文題組 
出處：習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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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國中第一冊一上 

Unit 6_Don’t Run in the Museum 

一、 填充題 
編號：012267  難易度：中 

1.填空。 

 
Across → 
○３  A: I’m so hungry.  B: Let’s go to the sn     bar. 
○６  Don’t t     the dog, Meg.  It is dangerous（危險的）. 
○７  Be qu    .  We are in a museum. 
Down↓ 
○１  Please don’t u     your cellphone now. 
○２  Hey, w     for me.  Don’t run so fast（快速地）. 
○４  A: Is your dad a teacher?  B: No.  He is a bus dr    . 
○５  Please don’t sh     at your son. 

答案：ack；ouch；iet；se；ait；iver；out 
 

 
能力指標：3-2-6 
認知向度：基礎語言知識 
主題：對話與完成句子 
出處：習作 
 
二、 看圖回答問題 
編號：012268  難易度：中 

2.依圖示填入正確的動詞。 
(１)  

     quiet, please. 
(２)  

Please      the 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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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Let’s      a song. 
答案：(１) Be；(２) read(或)open；(３) sing 
能力指標：3-2-7 
認知向度：基礎語言知識 
主題：動詞 
出處：習作 
 
編號：012269  難易度：中 

3.將圖片代號填入相對應的句子中。 

  

  
（ ）(１) Don’t shout, please. 
（ ）(２) Please don’t fight. 
（ ）(３) Don’t touch the picture, please. 
（ ）(４) Please don’t run in the museum. 

答案：(１) b；(２) c；(３) a；(４) d 
能力指標：3-2-7 
認知向度：基礎語言知識 
主題：祈使句 
出處：習作 
 
三、 依提示作答 
編號：012270  難易度：中 

4.重組句子。 
play / Let’s / game / the / not / . 
                    
                    

答案：Let’s not play the game. 
能力指標：4-2-2 
認知向度：基礎語言知識 
主題：祈使句 
出處：習作 
 
編號：012271  難易度：中 

5.重組句子。 
Cathy’s birthday party / go to / now / Let’s / . 
                    
                    

答案：Let’s go to Cathy’s birthday party now. 
能力指標：4-2-2 
認知向度：基礎語言知識 
主題：祈使句 
出處：習作 
 
編號：012272  難易度：中 

6.重組句子。 
your classmates / please / Becky / , / be nice to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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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Becky, please be nice to your classmates.(或)Please be nice to your classmates, Becky. 
能力指標：4-2-2 
認知向度：基礎語言知識 
主題：祈使句 
出處：習作 
 
編號：012273  難易度：中 

7.重組句子。 
don’t run or play / , / Denny / in the kitchen / , / please / . 
                    
                    

答案：Denny, don’t run or play in the kitchen, please. 
能力指標：4-2-2 
認知向度：基礎語言知識 
主題：祈使句 
出處：習作 
 
四、 對話與完成句子 
編號：012274  難易度：中 

1.(   )根據上下文及提示，填入句子完成對話。 
(Ａ) Follow me, please. 
(Ｂ) Please come in. 
(Ｃ) Let’s open it and see. 
(Ｄ) Don’t litter. 
(１) A: Hello, Ted.      

B: Thanks.  Wow!  Your house is big and beautiful. 
(２) A: What’s in the box? 

B:     
(３) A: Is there a koala house near here? 

B: Yes.      
答案：(１)(Ｂ)；(２)(Ｃ)；(３)(Ａ) 
能力指標：3-2-6 
認知向度：基礎語言知識 
主題：對話與完成句子 
出處：習作 
 
五、 閱讀測驗 
編號：012275  難易度：中 

1. 
根據短文，選出正確的答案。 

 
  late 遲到的 turn in 交上 

homework 功課 on time 準時 
 

（ ）(１) There are     rules in Class 703. (Ａ) four (Ｂ) five (Ｃ) six (Ｄ) seven 
（ ）(２) Teacher: Don’t    .  Students: OK. (Ａ) be nice (Ｂ) use your cellphone (Ｃ) follow the rules (Ｄ) 

turn in your homework 
（ ）(３) Which（哪一個）is NOT a rule in Class 703? (Ａ) Don’t eat in Class 703. (Ｂ) Don’t be late for school. (Ｃ) 

Don’t talk on a cellphone in class. (Ｄ) Don’t do your homework in class. 
答案：(１)(Ｂ)；(２)(Ｂ)；(３)(Ｄ) 
能力指標：3-2-3 
認知向度：閱讀理解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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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圖表題組 
出處：習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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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國中第一冊一上 

Unit 7_She Is Making a Christmas Card 

一、 看圖回答問題 
編號：012276  難易度：中 

1.寫出圖中箭頭所指的單字。 

 
a      

答案：baby 
能力指標：3-2-7 
認知向度：基礎語言知識 
主題：名詞 
出處：習作 
 
編號：012277  難易度：中 

2.寫出圖中箭頭所指的單字。 

 
a      

答案：bell 
能力指標：3-2-7 
認知向度：基礎語言知識 
主題：名詞 
出處：習作 
 
編號：012278  難易度：中 

3.寫出圖中箭頭所指的單字。 

 
a      

答案：turkey 
能力指標：3-2-7 
認知向度：基礎語言知識 
主題：名詞 
出處：習作 
 
編號：012279  難易度：中 

4.寫出圖中箭頭所指的單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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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答案：stocking 
能力指標：3-2-7 
認知向度：基礎語言知識 
主題：名詞 
出處：習作 
 
二、 填充題 
編號：012280  難易度：中 

5.寫出現在分詞。 
eat →      

答案：eating 
能力指標：3-2-6 
認知向度：基礎語言知識 
主題：分詞 
出處：習作 
 
編號：012281  難易度：中 

6.寫出現在分詞。 
sit →      

答案：sitting 
能力指標：3-2-6 
認知向度：基礎語言知識 
主題：分詞 
出處：習作 
 
編號：012282  難易度：中 

7.寫出現在分詞。 
have →      

答案：having 
能力指標：3-2-6 
認知向度：基礎語言知識 
主題：分詞 
出處：習作 
 
編號：012283  難易度：中 

8.寫出現在分詞。 
hang →      

答案：hanging 
能力指標：3-2-6 
認知向度：基礎語言知識 
主題：分詞 
出處：習作 
 
編號：012284  難易度：中 

9.寫出現在分詞。 
study →      

答案：studying 
能力指標：3-2-6 
認知向度：基礎語言知識 
主題：分詞 
出處：習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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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012285  難易度：中 

10.寫出現在分詞。 
do →      

答案：doing 
能力指標：3-2-6 
認知向度：基礎語言知識 
主題：分詞 
出處：習作 
 
編號：012286  難易度：中 

11.寫出現在分詞。 
make →      

答案：making 
能力指標：3-2-6 
認知向度：基礎語言知識 
主題：分詞 
出處：習作 
 
編號：012287  難易度：中 

12.寫出現在分詞。 
cry →      

答案：crying 
能力指標：3-2-6 
認知向度：基礎語言知識 
主題：分詞 
出處：習作 
 
編號：012288  難易度：中 

13.寫出現在分詞。 
clean →      

答案：cleaning 
能力指標：3-2-6 
認知向度：基礎語言知識 
主題：分詞 
出處：習作 
 
編號：012289  難易度：中 

14.寫出現在分詞。 
put →      

答案：putting 
能力指標：3-2-6 
認知向度：基礎語言知識 
主題：分詞 
出處：習作 
 
編號：012290  難易度：中 

15.寫出現在分詞。 
wrap →      

答案：wrapping 
能力指標：3-2-6 
認知向度：基礎語言知識 
主題：分詞 
出處：習作 
 
編號：012291  難易度：中 

16.根據例句和提示字填空。 
The boys     (play) games at the park now. 

答案：are playing 
能力指標：3-2-6 
認知向度：基礎語言知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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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時式 
出處：習作 
 
編號：012292  難易度：中 

17.根據例句和提示字填空。 
Jimmy     (write) a letter in his bedroom. 

答案：is writing 
能力指標：3-2-6 
認知向度：基礎語言知識 
主題：時式 
出處：習作 
 
編號：012293  難易度：中 

18.根據例句和提示字填空。 
Are you     (roast) a turkey in the kitchen? 

答案：roasting 
能力指標：3-2-6 
認知向度：基礎語言知識 
主題：時式 
出處：習作 
 
編號：012294  難易度：中 

19.根據例句和提示字填空。 
Be quiet!  Mom     (talk) on her cellphone. 

答案：is talking 
能力指標：3-2-6 
認知向度：基礎語言知識 
主題：時式 
出處：習作 
 
編號：012295  難易度：中 

20.根據例句和提示字填空。 
Leo and Debbie     (fight) in the classroom now! 

答案：are fighting 
能力指標：3-2-6 
認知向度：基礎語言知識 
主題：時式 
出處：習作 
 
三、 看圖回答問題 
編號：012296  難易度：中 

21.看圖，填入適當的動詞（須做變化）。 

     

 
read make cook watch draw dance look sleep 
（１） The man is      TV with his daughter. 
（２） The girl is      on her notebook. 
（３） The boy is      a cake. 
（４） Mr. Chen is      in the kitchen. 
（５） Betty is      some comic boo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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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Everyone is      at the party. 
答案：（１） watching；（２） drawing；（３） making；（４） cooking；（５） reading；（６） dancing 
能力指標：3-2-7 
認知向度：基礎語言知識 
主題：時式 
出處：習作 
 
編號：012297  難易度：中 

22.看圖，將與圖片相符的句子寫 T，不符的寫 F。 
(１)  (２)  (３)  

（ ）(１) There is only one girl waiting for the bus. 
（ ）(２) She is playing in the bedroom. 
（ ）(３) They are talking on the telephone. 

答案：(１) F；(２) F；(３) F 
能力指標：3-2-7 
認知向度：基礎語言知識 
主題：對話與完成句子 
出處：習作 
 
四、 對話與完成句子 
編號：012298  難易度：中 

1.(   )Amy: We are finally（終於）here.  John:     (Ａ) Help! (Ｂ) Very well. (Ｃ) We are nervous. (Ｄ) Thank 
goodness. 

答案：(Ｄ) 
能力指標：3-2-6 
認知向度：基礎語言知識 
主題：對話與完成句子 
出處：習作 
 
編號：012299  難易度：中 

2.(   )Meg: Are we going to the zoo now?  Dad: No, we’re not. 
Meg: Are we going to Grandma’s house?  Dad:      We’re going to the museum. (Ａ) We’re busy. (Ｂ) No, I’m not. (

Ｃ) That’s funny. (Ｄ) Wrong again. 
答案：(Ｄ) 
能力指標：3-2-6 
認知向度：基礎語言知識 
主題：對話與完成句子 
出處：習作 
 
五、 閱讀測驗 
編號：012300  難易度：中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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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th 和… feed 餵  

（ ）(１) Who is Harry playing with toys with in the morning? (Ａ) His sister. (Ｂ) His friend. (Ｃ) His parents. (Ｄ) 

His grandparents. 
（ ）(２) Where is Harry riding a horse? (Ａ) In the zoo. (Ｂ) On the farm. (Ｃ) Under a big tree. (Ｄ) Behind their 

house. 
（ ）(３) What is Harry’s father doing on the farm? (Ａ) He is having a party with his family. (Ｂ) He is singing and 

dancing with Mary. (Ｃ) He is feeding the animals with his parents. (Ｄ) He is sitting under a tree and talking to 
a farmer. 

答案：(１)(Ｂ)；(２)(Ｂ)；(３)(Ｄ) 
能力指標：3-2-9 
認知向度：閱讀理解能力 
主題：短文題組 
出處：習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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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國中第一冊一上 

Unit 8_What Day Is It？ 

一、 文意字彙 
編號：012301  難易度：中 

1.      Girls, let’s w   ve our hands and sing together. 
答案：wave 
能力指標：3-2-6 
認知向度：基礎語言知識 
主題：動詞 
出處：習作 
 
編號：012302  難易度：中 

2.      He is playing the gu   r to a girl. 
答案：guitar 
能力指標：3-2-6 
認知向度：基礎語言知識 
主題：名詞 
出處：習作 
 
編號：012303  難易度：中 

3.      Some girls are blowing k   sses to their favorite singer, Daniel. 
答案：kisses 
能力指標：3-2-6 
認知向度：基礎語言知識 
主題：名詞 
出處：習作 
 
編號：012304  難易度：中 

4.      A: Are your basketball games this w   d?  B: No.  Our games are from Monday to Friday. 
答案：weekend 
能力指標：3-2-6 
認知向度：基礎語言知識 
主題：名詞 
出處：習作 
 
編號：012305  難易度：中 

5.      Mom, I’m hungry.  Is dinner（晚餐）r   y? 
答案：ready 
能力指標：3-2-6 
認知向度：基礎語言知識 
主題：形容詞 
出處：習作 
 
編號：012306  難易度：中 

6.      A: Happy birthday, Mom.  This is my gift for you.  B: Wow!  A watch.  It’s really a gr   t gift. 
答案：great 
能力指標：3-2-6 
認知向度：基礎語言知識 
主題：形容詞 
出處：習作 
 
編號：012307  難易度：中 

7.      There are four w   ks in a month（月份）. 
答案：weeks 
能力指標：3-2-6 
認知向度：基礎語言知識 
主題：名詞 
出處：習作 
 
編號：012308  難易度：中 

8.      A: Are you f   ee tonight?  B: No.  I’m bus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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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free 
能力指標：3-2-6 
認知向度：基礎語言知識 
主題：形容詞 
出處：習作 
 
二、 看圖回答問題 
編號：012309  難易度：中 

9.寫出時間或星期。 

 
                    
                    

答案：It’s nine o’clock. 
能力指標：3-2-7 
認知向度：基礎語言知識 
主題：對話與完成句子 
出處：習作 
 
編號：012310  難易度：中 

10.寫出時間或星期。 

 
                    
                    

答案：It’s eight twenty-five. 
能力指標：3-2-7 
認知向度：基礎語言知識 
主題：對話與完成句子 
出處：習作 
 
編號：012311  難易度：中 

11.寫出時間或星期。 

 
                    
                    

答案：It’s ten thirty. 
能力指標：3-2-7 
認知向度：基礎語言知識 
主題：對話與完成句子 
出處：習作 
 
編號：012312  難易度：中 

12.寫出時間或星期。 

 
                    
                    

答案：It’s five fifty-nine. 
能力指標：3-2-7 
認知向度：基礎語言知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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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對話與完成句子 
出處：習作 
 
編號：012313  難易度：中 

13.寫出時間或星期。 

 
                    
                    

答案：It’s Tuesday. 
能力指標：3-2-7 
認知向度：基礎語言知識 
主題：對話與完成句子 
出處：習作 
 
編號：012314  難易度：中 

14.寫出時間或星期。 

 
                    
                    

答案：It’s Wednesday. 
能力指標：3-2-7 
認知向度：基礎語言知識 
主題：對話與完成句子 
出處：習作 
 
編號：012315  難易度：中 

15.寫出時間或星期。 

 
                    
                    

答案：It’s Friday. 
能力指標：3-2-7 
認知向度：基礎語言知識 
主題：對話與完成句子 
出處：習作 
 
三、 閱讀測驗 
編號：012316  難易度：中 

16. 
根據對話，在下方節目表中填入正確的時間及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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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１)    ；(２)    ；(３)     
答案：(１) Monday；(２) 6 p.m.；(３) 8 p.m. 
能力指標：3-2-6 
認知向度：基礎語言知識 
主題：短文題組 
出處：習作 
 
四、 填充題 
編號：012317  難易度：中 

17.填入適當的介系詞。 
The welcome party is      Wednesday. 

答案：on 
能力指標：3-2-6 
認知向度：基礎語言知識 
主題：介系詞 (片語) 
出處：習作 
 
編號：012318  難易度：中 

18.填入適當的介系詞。 
A: What time is Kevin’s party?  B: It’s      7 p.m. 

答案：at 
能力指標：3-2-6 
認知向度：基礎語言知識 
主題：介系詞 (片語) 
出處：習作 
 
編號：012319  難易度：中 

19.填入適當的介系詞。 
A: Is Billy Chen’s concert      Saturday?  B: Yes, it is. 

答案：on 
能力指標：3-2-6 
認知向度：基礎語言知識 
主題：介系詞 (片語) 
出處：習作 
 
編號：012320  難易度：中 

20.填入適當的介系詞。 
A: What time is it?  B: It’s seven thirty      the evening. 

答案：in 
能力指標：3-2-6 
認知向度：基礎語言知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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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介系詞 (片語) 
出處：習作 
 
編號：012321  難易度：中 

21.填入適當的介系詞。 
A: Where are John and Kevin?  B: They are      the concert. 

答案：at 
能力指標：3-2-6 
認知向度：基礎語言知識 
主題：介系詞 (片語) 
出處：習作 
 
編號：012322  難易度：中 

22.填入適當的介系詞。 
A: Let’s have dinner together      Christmas Day.  B: Great! 

答案：on 
能力指標：3-2-6 
認知向度：基礎語言知識 
主題：介系詞 (片語) 
出處：習作 
 
五、 看圖回答問題 
編號：012323  難易度：中 

23.看圖，寫出問句。 

 
A:                   
B: It’s Thursday. 

答案：What day is it / today? 
能力指標：3-2-7 
認知向度：基礎語言知識 
主題：WH-問句 
出處：習作 
 
編號：012324  難易度：中 

24.看圖，寫出問句。 

 
A:                   
B: It’s twelve forty-five. 

答案：What time is it (now)? 
能力指標：3-2-7 
認知向度：基礎語言知識 
主題：WH-問句 
出處：習作 
 
六、 閱讀測驗 
編號：012325  難易度：中 

25.根據 Kevin 的行事曆，回答下面的問題。 
Sun. 12:00－15:00 John’s birthday party 

09:00－10:00 play with Simba 
Mon. 

14:00－16:00 write letters 
09:00－11:00 play the guitar 

Tue. 
13:00－15:00 read books 

Wed. 19:00－22:30 go to Avril’s conce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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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00－12:00 study with John and Amy 
Thu. 

14:00－16:00 play basketball 

Fri. 10:00－12:00 make Christmas cards 

Sat. 11:30－20:40 have a Christmas party with family

(１) It is Thursday morning.  What is Kevin doing? 
                    
                    

(２) It is Wednesday evening.  Where is Kevin? 
                    
                    

(３) Today is Tuesday, and it is 9:30 a.m. now.  What is Kevin doing? 
                    
                    

(４) It is 11 a.m., and Kevin is making Christmas cards.  What day is it? 
                    
                    

答案：(１) He is studying with John and Amy.；(２) He is at Avril’s concert.；(３) He is playing the guitar.；(４) It is Friday. 
能力指標：3-2-3 
認知向度：基礎語言知識 
主題：圖表題組 
出處：習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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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國中第一冊一上 

Review 1 

一、 字彙選擇 
編號：012191  難易度：中 

1.(   )She’s Leo’s mother.  She’s a    . (Ａ) name (Ｂ) housewife (Ｃ) husband 
答案：(Ｂ) 
能力指標：3-2-6 
認知向度：基礎語言知識 
主題：名詞 
出處：習作 
 
編號：012192  難易度：中 

2.(   )    Ted is my father’s brother. (Ａ) Mr. (Ｂ) Man (Ｃ) Uncle 
答案：(Ｃ) 
能力指標：3-2-6 
認知向度：基礎語言知識 
主題：名詞 
出處：習作 
 
編號：012193  難易度：中 

3.(   )A: Are you    ?  B: No.  I’m very full. (Ａ) hungry (Ｂ) handsome (Ｃ) happy 
答案：(Ａ) 
能力指標：3-2-6 
認知向度：基礎語言知識 
主題：形容詞 
出處：習作 
 
編號：012194  難易度：中 

4.(   )A: Is Ella’s scooter black and white?  B: No.  It’s    . (Ａ) yellow (Ｂ) very new (Ｃ) not green 
答案：(Ａ) 
能力指標：3-2-6 
認知向度：基礎語言知識 
主題：形容詞 
出處：習作 
 
編號：012195  難易度：中 

5.(   )A: Is she OK?  B: No.  She’s very    . (Ａ) happy (Ｂ) weak (Ｃ) good 
答案：(Ｂ) 
能力指標：3-2-6 
認知向度：基礎語言知識 
主題：形容詞 
出處：習作 
 
二、 文法選擇 
編號：012196  難易度：中 

6.(   )Miss Chen is Ann’s teacher.  Ann is     student. (Ａ) his (Ｂ) her (Ｃ) our 
答案：(Ｂ) 
解析：由主詞中的 Miss（小姐）可知為女性。 
能力指標：3-2-6 
認知向度：基礎語言知識 
主題：代名詞 
出處：習作 
 
編號：012197  難易度：中 

7.(   )A: How old is your brother?  B: He is one    . (Ａ) year (Ｂ) year old (Ｃ) years old 
答案：(Ｂ) 
解析：若只有一歲，就用單數 year old。 
能力指標：3-2-6 
認知向度：基礎語言知識 
主題：對話與完成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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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處：習作 
 
編號：012198  難易度：中 

8.(   )A: My mom is a singer.  B:     (Ａ) She’s a cute girl. (Ｂ) She’s fine.  Thank you. (Ｃ) My mom is a singer, 
too. 

答案：(Ｃ) 
能力指標：3-2-6 
認知向度：基礎語言知識 
主題：對話與完成句子 
出處：習作 
 
三、 對話與完成句子 
編號：012199  難易度：中 

9.(   )填入適當的句子代號。 
(Ａ) Very well, thank you. 
(Ｂ) How are you? 
(Ｃ) My name is Jenny, J-E-N-N-Y.
(Ｄ) Is he a student? 
(Ｅ) Who’s she? 
(Ｆ) What’s his name? 
(Ｇ) She is a writer. 

 
答案：(Ｃ)；(Ｂ)；(Ａ) 
能力指標：3-2-6 
認知向度：基礎語言知識 
主題：對話與完成句子 
出處：習作 
 
編號：012200  難易度：中 

10.(   )填入適當的句子代號。 
(Ａ) Very well, thank you. 
(Ｂ) How are you? 
(Ｃ) My name is Jenny, J-E-N-N-Y.
(Ｄ) Is he a student? 
(Ｅ) Who’s she? 
(Ｆ) What’s his name? 
(Ｇ) She is a writer. 

 
答案：(Ｆ)；(Ｄ) 
能力指標：3-2-6 
認知向度：基礎語言知識 
主題：對話與完成句子 
出處：習作 
 
編號：012201  難易度：中 

11.(   )填入適當的句子代號。 
(Ａ) Very well, thank you. 
(Ｂ) How are you? 
(Ｃ) My name is Jenny, J-E-N-N-Y.
(Ｄ) Is he a student? 
(Ｅ) Who’s s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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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 What’s his name? 
(Ｇ) She is a writer. 

 
答案：(Ｅ)；(Ｇ) 
能力指標：3-2-6 
認知向度：基礎語言知識 
主題：對話與完成句子 
出處：習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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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國中第一冊一上 

Review 2 

一、 看圖回答問題 
編號：012262  難易度：中 

1.依圖示填入正確的地方介系詞。 

on in under in front of behind next to between 
(１)  

The bag is      a chair and a table. 
(２)  

The dog is      the chair. 
(３)  

The ball is      the box. 
(４)  

A: Is my school bag under the books? 
B: No.  It’s      the books. 

(５)  

A: Where is the bag? 
B: It’s      the chair. 

(６)  

A: Where are my pencils? 
B: They’re      the pencil box. 

(７)  

A: Where is the bird? 
B: It’s      the horse’s back. 

答案：(１) between；(２) on；(３) behind；(４) next to；(５) in front of；(６) in；(７) on 
能力指標：3-2-7 
認知向度：基礎語言知識 
主題：介系詞 (片語) 
出處：習作 
 
二、 文法選擇 
編號：012263  難易度：中 

1.(   )There are     chairs in the kitchen. (Ａ) one (Ｂ) not (Ｃ) some (Ｄ) any 
答案：(Ｃ) 
能力指標：3-2-6 
認知向度：基礎語言知識 
主題：數量詞 
出處：習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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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012264  難易度：中 

2.(   )A:     is Kitty, Mom?  B: She is under the sofa. (Ａ) What (Ｂ) How (Ｃ) Who (Ｄ) Where 
答案：(Ｄ) 
能力指標：3-2-6 
認知向度：基礎語言知識 
主題：WH-問句 
出處：習作 
 
編號：012265  難易度：中 

3.(   )A: Aren’t they brushes?  B: Yes,    . (Ａ) they are (Ｂ) they are rulers (Ｃ) they aren’t brushes (Ｄ) the 
rulers are on the table 

答案：(Ａ) 
能力指標：3-2-6 
認知向度：基礎語言知識 
主題：對話與完成句子 
出處：習作 
 
三、 看圖回答問題 
編號：012266  難易度：中 

1.看圖，將正確的敘述寫 T，不正確的寫 F。 
(１)  

（ ）Those are markers. 
(２)  

（ ）The elephant is in the pool. 
(３)  

（ ）There are some pencil boxes on the desk. 
(４)  

（ ）The boy is at the desk. 
(５)  

（ ）There are two rulers on the workbook. 
答案：(１) T；(２) F；(３) F；(４) T；(５) F 
能力指標：3-2-7 
認知向度：基礎語言知識 
主題：對話與完成句子 
出處：習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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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國中第一冊一上 

Review 3 

一、 文意字彙 
編號：012326  難易度：中 

1.      There are seven days in a w   k. 
答案：week 
能力指標：3-2-6 
認知向度：基礎語言知識 
主題：名詞 
出處：習作 
 
編號：012327  難易度：中 

2.      My brother is playing with his t   y car in his bedroom. 
答案：toy 
能力指標：3-2-6 
認知向度：基礎語言知識 
主題：名詞 
出處：習作 
 
編號：012328  難易度：中 

3.      A: Please w   t for me at the front door.  B: OK. 
答案：wait 
能力指標：3-2-6 
認知向度：基礎語言知識 
主題：動詞 
出處：習作 
 
編號：012329  難易度：中 

4.      Mom is h   nging stockings on the Christmas tree. 
答案：hanging 
能力指標：3-2-6 
認知向度：基礎語言知識 
主題：動詞 
出處：習作 
 
編號：012330  難易度：中 

5.      A: What’s Amy doing?  B: She’s r   ting a turkey in the kitchen. 
答案：roasting 
能力指標：3-2-6 
認知向度：基礎語言知識 
主題：動詞 
出處：習作 
 
編號：012331  難易度：中 

6.      Please don’t l   er on the bus, Ellen. 
答案：litter 
能力指標：3-2-6 
認知向度：基礎語言知識 
主題：動詞 
出處：習作 
 
編號：012332  難易度：中 

7.      Be qu   t, boys.  Grandma is sleeping. 
答案：quiet 
能力指標：3-2-6 
認知向度：基礎語言知識 
主題：形容詞 
出處：習作 
 
編號：012333  難易度：中 

8.      A: Are you r   y for the game?  B: Yes, we 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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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ready 
能力指標：3-2-6 
認知向度：基礎語言知識 
主題：形容詞 
出處：習作 
 
編號：012334  難易度：中 

9.      It’s nine fifty.  It’s t   me for bed. 
答案：time 
能力指標：3-2-6 
認知向度：基礎語言知識 
主題：名詞 
出處：習作 
 
編號：012335  難易度：中 

10.      John is cleaning the living room, Patty is doing her homework, and Kevin is reading books.  Everyone is b   
y. 

答案：busy 
能力指標：3-2-6 
認知向度：基礎語言知識 
主題：形容詞 
出處：習作 
 
二、 文法選擇 
編號：012336  難易度：中 

1.(   )Don’t     the picture, please! (Ａ) write (Ｂ) touch (Ｃ) writing (Ｄ) touching 
答案：(Ｂ) 
能力指標：3-2-6 
認知向度：基礎語言知識 
主題：祈使句 
出處：習作 
 
編號：012337  難易度：中 

2.(   )At the concert, there are many girls     “Billy!  Billy!” (Ａ) talk (Ｂ) talking (Ｃ) shout (Ｄ) shouting 
答案：(Ｄ) 
能力指標：3-2-6 
認知向度：基礎語言知識 
主題：分詞 
出處：習作 
 
編號：012338  難易度：中 

3.(   )A: What time is the Christmas party?  B: It’s     seven. (Ａ) at (Ｂ) on (Ｃ) × (Ｄ) in 
答案：(Ａ) 
能力指標：3-2-6 
認知向度：基礎語言知識 
主題：介系詞 (片語) 
出處：習作 
 
編號：012339  難易度：中 

4.(   )A: Let’s     to the museum!  B: Wait!  I’m     my homework now. (Ａ) go; do (Ｂ) going; do (Ｃ) go; 
doing (Ｄ) going; doing 

答案：(Ｃ) 
能力指標：3-2-6 
認知向度：基礎語言知識 
主題：祈使句,時式 
出處：習作 
 
編號：012340  難易度：中 

5.(   )    is Thursday    . (Ａ) Today; today (Ｂ) Today; it (Ｃ) It; today (Ｄ) It; now 
答案：(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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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指標：3-2-6 
認知向度：基礎語言知識 
主題：對話與完成句子 
出處：習作 
 
編號：012341  難易度：中 

6.(   )A: Eva,     nice to your brothers.  B: OK, Daddy. (Ａ) be (Ｂ) is (Ｃ) are (Ｄ) do 
答案：(Ａ) 
能力指標：3-2-6 
認知向度：基礎語言知識 
主題：祈使句 
出處：習作 
 
編號：012342  難易度：中 

7.(   )   , open the Christmas gifts. (Ａ) Let’s (Ｂ) Don’t (Ｃ) Please (Ｄ) Joe 
答案：(Ｄ) 
能力指標：3-2-6 
認知向度：基礎語言知識 
主題：祈使句 
出處：習作 
 
編號：012343  難易度：中 

8.(   )The game is     4 p.m.     7 p.m. (Ａ) at; at (Ｂ) from; to (Ｃ) from; for (Ｄ) in; to 
答案：(Ｂ) 
能力指標：3-2-6 
認知向度：基礎語言知識 
主題：介系詞 (片語) 
出處：習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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