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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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 My name is willi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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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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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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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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