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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文科
試題

分析

1. 「我寧願去品嘗辛辣的憤怒，憤怒潑辣中仍不失狂放的熱情□我也 缺空處無停頓，需參
閱紙本試卷
寧願去深深咀 嚼苦味，苦味中還有深沉的傷痛與悲哀，可以痛定思
痛，有猛省的作用□唯獨 酸腐，只有餿臭敗壞一途，是生命最無意義
的浪費啊□」文中缺空處，依序填 入下列哪一組標點符號最恰當？
(A) ， ： ――
(B) ， ； ……
(C) ； 。 ！
(D) ； ， ？
3. 「整個寒假，都不見你的□□。古人說：『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
消得人憔 悴』，如今我深深體會了。這段日子來□□見我失魂落魄的
樣子，責罵我 □□□□，但我不管，我相信『精誠所至，金石為開』
……」這是一封未完成 的情書，缺空處填入下列哪一組詞語最恰
當？
(A)倩影／家父／作繭自縛
(B)行蹤／先母／籠中之鳥
(C)龍顏／家慈／困獸猶鬥
(D)花容／先嚴／脫韁野馬

缺空停頓處較長

4. 以下圖表，是某年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針對各國各階
段教育每人 所分得經費的調查結果：

圖表無報讀

根據這張圖表，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甲國小學生所分得的教育經費高於OECD調查平均值
(B)丙國國中生所分得的教育經費高於OECD調查平均值
(C)各國高等教育學生所分得的經費皆多於其他階段學生
(D)相較於其他國家，丁國高中生所分得的教育經費最高
6. 下列詞語「」中的字，哪一組前後讀音相同？
(A)令人「咋」舌／「乍」看之下
(B)含「氟」牙膏／春風「拂」面
(C)「匍」伏前進／灌溉花「圃」

引號內的字不讀出但
有停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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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滿目「瘡」痍／「愴」然涕下
7. _________ 。螢光幕上的偶像，為了迎合「大眾」，用浮濫的口
語自以為雅俗 共賞。以報紙標題為例，形容詞用「爆」，用「不
行」……，某個東西好吃，說法 是「好吃到不行」，還有「好看到
不行」、「好聽到不行」，一個「不行」，囊括 了所有的感覺。當
人們不再用準確的文字描述世界時，有一天，世界的細緻之處會不
會也消失不見？
這段文字開頭畫線處點出段落要旨。據此判斷，應填入下列何者最
恰當？
(A)偶像總能帶動風潮，使青少年趨之若鶩
(B)媒體已注意到生活語言有庸俗化的傾向
(C)文字的奧妙之處，在於能兼顧小眾與大眾的品味
(D)文字的口語化與粗俗化，正壞蝕我所理解的世界

開頭填空處無報讀也
無停頓

11. 「古代文人一旦□□宦海波濤，不但在現實面上要飽受權力紛爭所 缺空停頓處較長
帶來的煎熬， 在□□層面上，也需在仕隱哲學體系中忍受種種考驗與
掙扎。」根據文意脈 絡，缺空處依序填入下列何者最恰當？
(A)沉淪／抽象
(B)浮沉／精神
(C)浸淫／生活
(D)漂泊／知覺
13. 下列文句， 何者用字完全正確？
(A)他倆研究方法不同，卻殊徒同歸，得出相同的結論
(B)經過老師的開導之後，他茅塞頓開，心情豁然開朗
(C)因為嬌矜自滿的態度，他的成績始終無法大幅進步
(D)他的穿著總是一層不變，終年都是一套藏青色西裝

此題為同音異字題，
所有字音均正常報讀
，解題要閱讀紙本試
卷

20. 本詩作者表現出的心態最可能是下列何者？
1.搦管弄翰：執筆為文。搦， 音ㄋㄨㄛˋ
(A)對女性文人不被認同的處境抱屈
(B)對女性應廣泛學習各類才藝有所堅持
(C)對自己把青春年華消耗在寫作上感到不值
(D)對自己能以藝術的手法處理家事感到自豪

圖文框文字直接報讀
小字典唸於題目之後
生字直接唸出，不拼
讀

22. 「今之士俗，無不好詩，甫就小學，必甘心而馳騖焉。於是庸音
雜體，人各為 容。至使膏腴子弟，恥文不逮，終朝點綴，分夜呻
吟。獨觀謂為警策 1，眾睹終 淪平鈍。」作者寫作這段文字的用意
，最可能是下列何者？
1.警策：作品中精彩扼要足以 驚動讀者的部分
(A)歌頌詩風鼎盛，雅俗共賞
(B)憂心以詩取士，難得真才
(C)慨嘆詩風雖盛，但少有佳作
(D)讚嘆各類詩體兼備，蔚為大觀

小字典唸於題目之後

25. 下列文句「」中的字，何者意義前後相同？

引號處無特別停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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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舜「發」於畎畝之中／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
(B)奇山異水，天下獨「絕」／明山秀水，令人讚不「絕」口
(C)心之所「向」，則或千或百，果然鶴也／大軍之至，所「向」披
靡
(D)爺孃聞女來，出郭相扶「將」／欲「將」此意與君論，復道秦關
尚千里
27. 下列選項「」中的注音寫成國字之後，何者兩兩相同？
(A)功虧一「ㄎㄨㄟˋ」／衣食無「ㄎㄨㄟˋ」
(B)衣「ㄍㄨㄢ」禽獸／羽扇「ㄍㄨㄢ」巾
(C)運「ㄔㄡˊ」帷幄／拔得頭「ㄔㄡˊ」
(D)「ㄩㄥ」容華貴／「ㄩㄥ」人自擾

此題為同音異字題，
所有字音均正常報讀
，無拼讀

28. 「去新城之北三十里，山漸深，草木泉石漸幽。初猶騎行石齒間
，旁皆大松， 曲者如蓋，直者如幢，立者如人，臥者如虯。松下草
間有泉，沮洳伏見 1，墮 石井，鏘然而鳴。松間藤數十尺，蜿蜒如
大螈。其上有鳥，黑如鴝鵒，赤冠長 喙，俯而啄，磔然有聲。」關
於這段文字的寫作手法，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1.沮洳伏見：指泉水涓涓滲流在 松下草間。沮洳， 音ㄐㄩˋㄖㄨˋ
(A)文中寫松最為詳盡，有聲有色有形有狀
(B)以譬喻的手法描繪山間林木泉石與鳥鳴
(C)由小景寫至大景，層層推進，井然有序
(D)藉鏘然泉聲、磔然鳥聲反襯山林的幽靜

小字典唸於題目之後

最近仰光進入雨季，我看著路上行人的拖鞋，想到多年前初到緬甸
工作時發 生的事。
緬甸的正式服裝，無論男女，一定是長到腳踝的沙龍配上紅色呢絨
面的牛皮 拖鞋。既然穿拖鞋的時間這麼多，舒適度就很重要。但奇
怪的是，緬甸人在我眼 中好「沒常識」，總喜歡買小一號的拖鞋，
感覺腳跟都露在外面，看了就覺得不 舒服。
直到一個當地朋友解釋給我聽：「緬甸雨季長，要是拖鞋比腳長，
每走一步 就會將雨水濺起來，弄溼沙龍的下擺。」
原來「鞋子要比腳大一點點比較好」這種想法，完全不適用生活在
一年有半年 是雨季地方的人。如果用我們已知的想法看待緬甸人，
自然覺得他們莫名其妙，又 不是說小一點的鞋子用料就可以少一
點、價格便宜一點，何必那麼委屈呢？
實際上，我問了其他東南亞國家的朋友，尤其是印尼人，也覺得鞋
子長度不 能超過腳丫子，是理所當然的「常識」。
從那一刻起，我學會了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我在工作跟生活當中，每次聽到某些人鼻孔哼氣，說「這用腳底想
也知道」， 或是「那根本就是常識啊」，總是會為對方冒一陣冷汗
，一個不知道自己認知的常 識並非放諸四海皆準的人，恐怕才是最
欠缺常識、被人當作笑話談論的那個。
去過世界越多地方，我越覺得自己常識不足。夏天在公眾運輸工具
上，若有 人坐在一個位置上很久剛起身，我們一定嫌熱不會想去
坐。我去埃及唸書，卻發 現即使旁邊還有空位，大家都會去搶別人

填空處延長停頓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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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剛坐過的座位，原來剛坐過的位置最 涼爽，因為人的體溫只有攝
氏37度，但外面的氣溫高達45度。這種埃及人一定都 知道的「常
識」，任何一個來自夏天不會超過37度國家的人，都絕對不會有。
我的眼睛朝著自己的腳望去，只看得到腳背，完全看不到腳下的拖
鞋，「嗯， 這雙大小剛剛好啊！」我在心裡跟自己說，起身走進雨
中的仰光，滿心愉悅！ ――改寫自褚士瑩〈大小剛好的鞋子〉
35. 畫線處為本文主旨所在，根據前後文意脈絡，填入下列何者最恰
當？
(A)不懂的事就應該問人，以免成為別人的笑柄
(B)注重事物的本質，鞋子的實用與否比美觀更加重要
(C)每個人的欣賞觀點不盡相同，那是和各人的性格有關
(D)不要用自己的常識來判斷別人，並且尊重在地的生活智慧
請閱讀以下圖表，並回答36～37題：

依年代報讀事件

39. 秦二世封禪石刻所用的字體，與下列何者最接近？

A 如圖所示
B 如圖所示
C 如圖所示
D 如圖所示

請閱讀以下短文，並回答44～46題：
朱梁時，青州有賈客泛海遇風，飄至一處，遠望有山川城郭。海師
曰： 「往昔遭風，未嘗至此。吾聞鬼國在是，莫非此耶？」頃之，
舟至岸，因登 岸，向城而去。其廬舍田畝，不殊中國。見人皆揖之
，而人皆不見己。至城， 有守門者，揖之，亦不應。入城，屋室人
物甚殷，遂至王宮。正值大宴，群臣 侍宴者數十，其器用絲竹陳設
之類，多類中國。客因升殿，俯逼王座以窺之。 俄而王有疾，左右
扶還，亟召巫者視之。巫至，曰：「有陽地人至此，陽氣逼 人，故

畫雙底線處無特別報
讀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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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病。其人偶來爾，無心為祟，以飲食車馬謝遣之，可矣。」即具
酒 食，設座於別室，巫及其群臣皆來祀祝，客據案而食。俄有僕夫
馭馬而至， 客亦乘馬而歸，至岸登舟，國人竟不見己，復遇便風得
歸。時賀德儉為青州節 度，與魏博節度楊師厚有親，因遣此客使魏
，其為師厚言之。魏人范宣古親聞 其事，為余言。 ――改寫自《太
平廣記．青州客》
44. 故事中雙底線處所省略的主詞，何者不是 青州客？ (A)向城而去
(B)見人皆揖之 (C)亦不應 (D)復遇便風得歸

英文科
試題

分析

1. Look at the picture. The girl is ____ the clothes.

填空處停頓較長時間

(A) making
(B) packing
(C) showing
(D) washing
(16-18)
Robert likes to take a walk in the park after work. One day when he
was walking in the park, he heard a woman calling his name. He
stopped to look around, but didn’t see anything  16 . Shortly after
Robert saw it, it was gone. Though Robert felt a little strange, he
did not think about it too much and sat down for a rest on a bench
in the park. Then he noticed the snake he had just seen  17 .
Robert was too afraid to move away from the bench. Right at this
moment, a woman behind him shouted, “Come here, Robert. You
can’t stay on the bench like that.  18 .” In surprise, Robert turned
around and said to the woman, “Excuse me, but that’s not a very
nice thing to say, and in fact some people say I’m handsome.” “I’m
not talking to you,” said the woman. “I’m telling Robert, my pet
snake, to get down from the bench, not you.”

填空處停頓較長時間
，無報讀題號

Edward's Travel Tips
What kind of place do you usually choose to stay for the night
during a trip? Expensive hotels that may make you feel like you
don’t get what you pay for? Or cheap hostels that put you and five

底線部份無特別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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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ther strangers in the same bedroom? If both choices sound
terrible to you, here’s something new: holiday apartments. In a
holiday apartment, you have more space than what a hotel room
can give you. Everything in the apartment is at your disposal. The
living room, the kitchen, the study, and, of course, the bedrooms
are all for your own use. Some apartments even have a lovely
garden or a game room. You’ll feel at home in the holiday
apartment. The best thing is, a holiday apartment is not expensive.
The price for a holiday apartment is for two people, and the
apartment is often cheaper than a hotel room for two. You only
need to pay a little more for a third or fourth person. If you travel
with friends or your family, a holiday apartment will be your best
choice!
hostel (提供廉價食宿的)旅舍
(25-26)

唸出所有文字，需自
行看圖判讀流程

31. The four pictures below show how fast tigers, cats and mice
can shake. From the reading, which picture is most likely correct?

選項報讀如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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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科
試題

分析

1. 下列選項中的圖形有一個為線對稱圖形，判斷此圖形為何？

A 如圖所示
B 如圖所示
C 如圖所示
D 如圖所示

6. 已知甲、乙兩袋中各裝有若干顆球，其種類與數量 如表 ( 一 ) 所
示。今阿馮打算從甲袋中抽出一顆球，小潘 打算從乙袋中抽出一顆
球，若甲袋中每顆球被抽出的 機會相等，且乙袋中每顆球被抽出的
機會相等，則下列 敘述何者正確？

表格逐列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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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阿馮抽出紅球的機率比小潘抽出紅球的機率大
(B) 阿馮抽出紅球的機率比小潘抽出紅球的機率小
(C) 阿馮抽出黃球的機率比小潘抽出黃球的機率大
(D) 阿馮抽出黃球的機率比小潘抽出黃球的機率小
題目：根號 6 乘以括
號 根號 3 分之 1 減
1

社會科
題目

分析

4. 圖(一)是臺灣1958至2013年某種自然災害發布預警 的各月總計次
數分布圖，根據圖中各月的次數分 布，該種自然災害的成因應為下
列何者？

圖片不報讀

(A)板塊擠壓造成岩層變形或破裂
(B)熱帶洋面上低氣壓增強後侵襲
(C)冷、暖氣團交會形成鋒面滯留
(D)源自蒙古高氣壓區的氣團南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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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世界主要宗教有基督教、佛 教、印度教和伊斯蘭教。表 (一)為
2010年上述各宗教的信 仰者在世界各地分布的百分 比，表中何者為
穆斯林？

表格逐列唸

(A)甲 (B)乙 (C)丙 (D)丁
6. 鈞憶將圖(二)中的五張卡片分 為圖(三)中的三類，其分類的 依據
最可能是下列何者？

圖二唸出所有文化名
稱，圖三也是唸出所
有文化名稱，並無唸
出分類情形

(A)製作器物的技術
(B)文字發展的程度
(C)居住區域的位置
(D)使用貨幣的類型
7. 圖(四)呈現某一時期中外交流概 況，下列何者符合該時期的往來
情形？

圖片不報讀

(A)雙方以紙幣作為交易的媒介
(B)伊斯蘭教隨著商人傳入中國
(C)西方出口玉米、番薯等作物
(D)中國以絲綢為主要輸出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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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圖(五)是呈現某古代文明政治運作特色的示意 圖，此古文明最可
能是下列何者？

依序唸出圖中所有文
字

(A)蘇美 (B)埃及 (C)雅典 (D)波斯
10. 老師在課堂上用表(二)講解某 一主題，根據內容判斷，此主 題
最可能是下列何者？

表格逐列唸

(A)清帝國的版圖拓展
(B)阿拉伯勢力的發展
(C)鄂圖曼土耳其的擴張
(D)蒙古民族的對外征服
13. 圖(六)呈現出某項法律規定 施行前、後，幸福社區公告 內容的
變化，根據圖中訊息 判斷，該法律最可能是下列 何者？

表格逐列唸，○○改
唸「某某」

(A)《民法》
(B)《消費者保護法》
(C)《社會秩序維護法》
(D)《個人資料保護法》
28. 好喫茶飲所屬的臺北店及高雄店，依據市場供需狀況而調整店內

A 如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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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珠奶茶的 價格，其中臺北店調漲，而高雄店調降。若以「○」代表 B 如圖所示
500杯商品數量，則 這兩家店於價格調整前的珍珠奶茶供需情況，
C 如圖所示
最可能為下列何者？
D 如圖所示

41. 阿倫上學途中，路過某候選人的競選總 部，看到了「28歲新人
，開創地方行政 新氣象」的標語；放學回家，又經過另 一位候選人
的競選總部，懸掛著「評鑑 第一名的民意代表，懇請支持連任」的
布條。圖(十二)是阿倫家周邊環境示意 圖，根據圖中內容判斷，下
列何者最可 能是阿倫上學、放學的路線？

圖(十二)部份將右側
所有文字讀出
A 如圖所示
B 如圖所示
C 如圖所示
D 如圖所示

灰框代表男性
圓圈代表女性
線段代表婚姻關係
箭頭代表親子關係

45. 圖(十四)中甲、乙、丙、丁哪兩位同學的發言符合《會議規範》
的規定？

將對話內容列出，對
話前加上講話人物的
名稱。
主席：現在我宣布會
議開始，請各位同學
保持安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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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會議一開始我
們先進行臨時動議，
有沒有同學要提臨時
動議？
甲：我要提權宜問題
，應該進行提案討
論。
乙：我要提權宜問題
，應該處理目前場內
喧嘩情況。

(A)甲、丁 (B)乙、丙 (C)甲、丙 (D)乙、丁
46. 圖(十五)是民國93年至97年，我國水果 類農產品的國際貿易概
況。根據圖中內 容，可觀察出下列何種現象？

圖片不報讀

(A)我國生產水果具絕對利益
(B)我國生產水果具比較利益
(C)水果類貿易呈現入超狀態
(D)水果類貿易呈現出超狀態
47. 圖(十六)是甲、乙、丙三個國家關 於人口的部分資料。圖中內容
顯 示，丙國數值與甲、乙二國的差 距隨時間逐漸擴大，關於丙國的
此種現象，下列何項政策的影響 程度最高？

圖片不報讀

(A)提供幼兒生活補助津貼
(B)修改法規延後退休年齡
(C)推動長期老人安養服務
(D)夫妻協商決定子女姓氏
49. 表(七)列出2010年臺灣的原住民族常住人口，在北、中、南、東
四大區域的前 三大族，根據臺灣原住民分布判斷，表中何者為東部
區域？

表格逐欄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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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甲 (B)乙 (C)丙 (D)丁
50. 圖(十八)呈現的是某地不同時期統治者的 演變情況，此地最可能
是下列何者？

圖片不報讀

(A)琉球 (B)香港 (C)澳門 (D)臺灣
51. 表(八)是臺灣開港通商後，部 分洋行在臺的營運狀況。若考 慮
當時商品產區與出口地，這 些洋行最可能皆設置於圖(十九) 中何
處？

表格逐列唸，圖片不
報讀

(A)甲 (B)乙 (C)丙 (D)丁
56. 十五世紀開始，許多歐洲探險家出海 探尋通往亞洲的新航路。
圖(二十五) 是十五世紀至十八世紀部分歐洲探 險家到達地區的示意
圖，其標示方式 僅依照這些地區的經度位置排列，而 未考慮其緯度
位置。狄亞士在1487至 1488年的探險旅程中到達某洲的最 南端，
若要在圖中呈現，應標示於何 處？

圖片不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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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甲 (B)乙 (C)丙 (D)丁
閱讀下列選文，回答第 62 至63 題：
圖(二十七)是2014年世界各國人口年齡中位數分布圖。「人口年齡
中位數」 是將一個國家的總人口分成人數相等的兩部分，其中一半
人的年齡比中位數要 小，而另一半人的年齡比中位數要大，該數值
可描述一國人口年齡的狀態。

只報讀文字，圖片不
報讀

自然科
1. 小瑩想以量筒量取 30.0 mL 的溶液，圖(一)虛線箭頭所指的位置
為 量筒中目前已量取的溶液體積。小瑩使用下列哪一種器材裝取溶
液 後，再加入量筒內，最能避免體積超出30.0 mL

A 如圖所示
B 如圖所示
C 如圖所示
D 如圖所示
圖片不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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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圖(二)是某日東亞的地面天氣簡圖，數字代表 該等壓線的氣壓值
，單位為百帕。圖中以黑點 標示的甲地，其海拔高度約為 0 m。下
列是甲 地已知的天氣現象敘述，何者無法從此天氣簡 圖中得知？

圖片不報讀

(A)氣溫為 35℃
(B)風向大致為南風
(C)氣壓值高於 1008 百帕
(D)天氣主要受高氣壓影響
3. 某次地震發生後，測站甲、乙、丙、丁測得的震度如表(一) 所
示。已知測站與震央距離的大小關係為丁＞丙＞乙＞甲， 若將此次
地震的震央位置以 表示，甲、乙、丙、丁代表其 測站位置，下列有
關此次地震的震度分布及測站的位置圖， 何者最合理？

表格逐列唸
A 如圖所示
B 如圖所示
C 如圖所示
D 如圖所示

高雄市立楠梓特殊學校 啟明巡迴 黃偉豪 整理

6. 圖(三)為某園區內的標示牌。根據此圖，若管理員想將 此組標示
牌再加上「外溫動物區」及「內溫動物區」， 關於此想法是否適當
及其原因，下列說明何者最合理？

依序唸出圖中所有文
字

(A)適當，左方全為外溫動物，右方全為內溫動物
(B)適當，左方全為內溫動物，右方全為外溫動物
(C)不適當，左方全為外溫動物，但右方不全為內溫動物
(D)不適當，左方全為內溫動物，但右方不全為外溫動物
7. 阿泉分別進行下列四種不同的運動，在哪一種運動過程中，阿泉
由圖中 狀態Ⅰ→狀態Ⅱ，他身體的重力位能變化最大？

只唸出選項文字
A 舉重
B 射箭
C 百米賽跑
D 高台跳水

10. 圖(五)列出四位科學家所提出的學說或發現，並依照年代順序排
列，圖中以代號 甲～丁來表示粒子或結構的名稱：

只報讀人物和學說內
容，無報讀時間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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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甲～丁的正確名稱，依序應為下列何者？
(A)原子核、電子、原子、質子
(B)原子核、質子、電子、原子
(C)原子、質子、原子核、電子
(D)原子、電子、原子核、質子
11. 圖(六)為太陽、地球、月球相對位置示意圖。假 設太陽、地球、
月球在運行過程中皆位於同一 平面上，月球位於圖中何處時，太陽
受到地球 的萬有引力作用方向及月球受到地球的萬有引 力作用方向
相同？

圖片不報讀

(A)甲 (B)乙 (C)丙 (D)丁
12. 圖(七)為一發芽番薯的示意圖，甲為番薯的塊根， 乙、丙為塊根
上不同的新芽。下列關於甲、乙、丙的 敘述，何者最合理？

圖片不報讀

(A)甲與丙的基因型不同
(B)乙與丙的基因型相同
(C)甲為番薯的生殖器官
(D)甲與乙細胞內的染色體數不同
16. 圖(八)是學生整理的宇宙組織關係圖，甲、乙、丙代表三個不同
層級的結構，且 三者在空間中的大小關係為甲＞乙＞丙。下列有關

圖片不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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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者的敘述，何者最合理？

(A)若甲是太陽系，則乙可填入星系
(B)若甲是銀河系，則乙可填入太陽
(C)若乙是行星，則丙可填入恆星
(D)若乙是銀河系，則丙可填入星系
17. 若將兩根相同的條形磁鐵靜止擺放如圖(九) 所示，則圖中虛線區
域中磁力線分布及磁 場方向，下列何者最合理？

圖片不報讀

20. 有一個以密度為 2.5 g/cm3 的材質製成之容器甲，將其置入另一
盛水容器中，容器甲會浮在水面上，如圖(十二)所示。若用手 扶住
容器甲，並在容器甲內倒滿水，釋放之，待靜止平衡後， 容器甲的
浮沉情形最可能為下列何者？

圖片不報讀
2.5 g/cm3 每立方公
分 2.5 公克
A 如圖所示
B 如圖所示
C 如圖所示
D 如圖所示

21. 小花在實驗室中找到一份舊實驗紀錄簿，紀錄簿中有一頁單擺實
驗的紀錄表， 此表因蟲蛀而使部分資料無法判讀，如圖(十三)所
示。若製作此表時的實驗步驟 正確且結果合理，則由可辨識的資料
來判斷，下列何者最可能為組別丙的擺長 長度？

以表格方式逐列報讀
，被蟲蛀的部份僅以
停頓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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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25.0 公分 (B) 50.0 公分 (C) 100.0 公分 (D) 200.0 公分
22. 圖(十四)為小瑞依據物質組成來分類，畫出數種物質的 相互關係
，被包含在大範圍者，亦屬於大範圍的一種 物質，例如：氧化物(被
包含者)亦屬於純物質的一種。 圖中灰色範圍最可能為下列哪一類？

圖片不報讀

(A)元素 (B)化合物 (C)混合物 (D)聚合物
23. 實驗課時，阿文一組四人取分別充滿 1 大氣壓甲、乙、丙氣體的
三支試管，倒 插入盛有 100 mL 水的相同燒杯中，拔開橡皮塞，經
一段時間後觀察試管的情 況，如圖(十五)所示。若不考慮水的蒸發
，則表(二)內四人對於甲、乙、丙三種 氣體在水中溶解度的比較，
與收集氣體方法的判斷，何者正確？

依序唸出圖中所有文
字，表格逐列唸

(A)阿文 (B)阿明 (C)小薰 (D)小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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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孝全在整理家中相簿時發現一張過去拍攝的月亮照片，如圖(十
六)所示；照片背後 有關於拍攝時間地點的紀錄，如圖(十七)所示，
下列何者最有可能是當時月亮所 在的方向？

依序唸出圖中所有文
字

(A)頭頂正上方 (B)南方地平線附近 (C)東方地平線附近 (D)西方地平
線附近
26. 圖(十八)為竹子與其鄰近竹筍的生長示意圖，圖 中箭頭表示物質
X 由竹子到竹筍的運輸方向。 已知物質 X 來自光合作用，則有關物
質 X 及其 由何種構造運輸的敘述，下列何者最合理？

圖片不報讀

(A)物質 X 為醣類，由韌皮部運輸 (B)物質 X 為醣類，由木質部運輸
(C)物質 X 為水分，由韌皮部運輸 (D)物質 X 為水分，由木質部運輸
29. 有一個裝水的玻璃魚缸，內部的水保持靜止，魚缸內有一點 X，
其位置如 圖(二十一)所示。若 X 點所受來自上、下、左、右四個方
向的液體壓力分 別為 P上、P下、P左、P右，則其關係應為下列何
者？

圖片不報讀

(A) P上＝P下＝P左＝P右
(B) P右＞P上＞P下＝P左
(C) P上＞P下＝P左＝P右
(D) P上＜P下＝P左＝P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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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圖(二十二)為小玟進行水溶液混合實驗的步驟示意圖：

依序唸出圖中所有文
字

她在步驟三和步驟四所測得數據，依序應為下列何者才合理？
(A)小於 25℃；大於 10.6 或小於 0.8
(B)小於 25℃；在 0.8～10.6 之間
(C)大於 25℃；大於 10.6 或小於 0.8
(D)大於 25℃；在 0.8～10.6 之間
36. 欣如進行電解水的實驗，其裝置及收集到 X、Y 二種氣體的體積
，如圖(二十五) 所示。若將此直流電源改接到圖(二十六)的電鍍裝置
進行銅片鍍鎳，應如何正確連接 和選用電鍍液？

依序唸出圖中所有文
字

(A)甲極接銅片，乙極接鎳片，電鍍液選用硫酸鎳溶液
(B)甲極接銅片，乙極接鎳片，電鍍液選用硫酸銅溶液
(C)甲極接鎳片，乙極接銅片，電鍍液選用硫酸鎳溶液
(D)甲極接鎳片，乙極接銅片，電鍍液選用硫酸銅溶液
39. 老師在課堂上提到：「銅與稀硝酸反應，會產生無色的一氧化氮
氣體；銅與濃硝 酸反應，會產生紅棕色的二氧化氮氣體。」小勳上
網查詢並在便條紙抄下此二 種化學反應式，再次取出便條紙時，卻
發現紙條右端破損，如圖(二十九)所示。 已知甲、乙二反應式中缺
少的產物各只有一種，關於甲、乙二反應式應補上的 部分，下列敘
述何者正確？

圖片不報讀

(A)甲反應式應補上 2 NO2
(B)甲反應式應補上 4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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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乙反應式應補上 5 NO2
(D)乙反應式應補上 6 NO
43. 圖(三十三)為小芸作凸透鏡成像觀察的實驗 裝置圖，凸透鏡的焦
距為10 cm。她將原本 擺放在甲區的蠟燭，移至丙區的位置，若 她
想觀察移動位置後蠟燭所成的像，則以 下列哪一個方式進行最可能
達成目的？

圖片不報讀

(A)將紙屏移動至丁區，找尋蠟燭所成的像
(B)將紙屏移動至己區，找尋蠟燭所成的像
(C)將紙屏移動至甲區或乙區，找尋蠟燭所成的像
(D)移除紙屏，由丁區、戊區或己區以眼睛透過透鏡觀察蠟燭所成的
像
45. 甲、乙、丙三地位於同一條筆直的道路上，且乙地位於甲、丙之
間，甲、乙二 地的距離為 S1，乙、丙二地的距離為 S2。小明沿著
道路由甲地出發經乙地到達 丙地後再折返回乙地，其路線即甲→乙
→丙→乙，已知此過程小明的平均速度 大小為每小時 3 公里，平均
速率為每小時15公里，則 S1：S2 為下列何者？
(A) 1：1 (B) 1：2 (C) 1：4 (D) 1：5

「→」唸「到」

52. 根據阿勝的計算，更換 300 盞白熾燈後，相當於一個月約減少
排放多少數量的 CO2分子？( C 和 O 的原子量分別為 12 和 16 )

1447000 直接唸數
字，指數唸「10 的
23 次方」

結論
1.
2.
3.
4.
5.
6.
7.
8.
9.

語音報讀不會增加文字說明，無法報讀處需直接看紙本試卷
要填空的地方只會以停頓表示
不會報讀圖形內容
會報讀圖形內的文字
符號(如→)會以替代文字(到)報讀
表格會依列或欄的順序報讀
題目有圖片不會特別提示要看圖
選項為圖片會唸「如圖所示」
數、理符號依口語方式報讀，括號會讀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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