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心理與教育測驗研究發展中心 聲明

  1. 本試題本，純作為練習參考之用。

  2. 為使考生能充分了解國中教育會考之命題精神與試題本格式，同意各界在非
  營利目的之條件下使用此試題本。請勿隨意拼裝資料，導致誤解，採用時請註
  明出處，並書面通知本中心。

  1
  第一部分：選擇題（第 1  ~  25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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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圖（一）是小熙上學期三次段考中，國文、英語、數學三科成績的長條圖。 
  判斷小熙在這三個科目中，成績逐次提升的科目是哪些？
  (A) 國文與英語
  (B) 英語與數學
  (C) 國文與數學
  (D) 國文、英語、數學

  3. 算式 -?5/3#-(-?1/6#) 之值為何？
  (A) -?3/2#
  (B) -?4/3#
  (C) -?11/6#
  (D) -?4/9#

  4. 若二元一次聯立方程式
.,(7x-3y .k #8
.,(3x-y .k #8
  的解為 x .k a ， y .k b ，則 a+b 之值為何？
  (A) #24
  (B) #0
  (C) -#4
  (D) -#8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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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袋：紅球 #2 顆、黃球 #2 顆、綠球 #1 顆，總計 #5 顆。
乙袋：紅球 #4 顆、黃球 #2 顆、綠球 #4 顆，總計 #10 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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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若 >44} .k #2>a} ， >54} .k #3>b} ，則 a+b 之值為何？
  (A) #13
  (B) #17
  (C) #24
  (D) #40

  7. 圖（二）的坐標平面上有原點 ,o 與 ,a、,b、,c、,d 四點。若有一直線 ,l 通過點 (-3, 4) 且與 y 軸垂直，則 ,l 也會通過下列哪一點？
  (A) ,a
  (B) ,b
  (C) ,c
  (D) ,d

  8. 如圖（三），五邊形 ,a,b,c,d,e 中有一正三角形 ,a,c,d 。若 ",a,b<:} .k ",d,e<:} ， ",b,c<:} .k ",a,e<:} ， ${ ,e .k #115~.* ，則 ${ ,b,a,e 的度數為何？
  (A) 115
  (B) 120
  (C) 125
  (D) 130

  9. 一元二次方程式 x~2"-8x .k #48 可表示成 (x-a)~2 .k #48+b 的形式，其中 a 、 b 為整數。求 a+b 之值為何？
  (A) #20
  (B) #12
  (C) -#12
  (D) -#20

  10. 有一名網友分享自己運用「#365 存錢法」的過程。他製作一個有 #365 格的表格，在格子中依序標上 #1 到 #365 後，每天任意挑選一格未被劃記「叉」的格子，存下與格子中數字相同的金額再將此格劃記「叉」，執行 #365 日後結束。小琪希望自己可以存下更多的錢，於是仿效此存錢法，並將每天存下的金額都調整為選到數字的兩倍。求小琪執行 #365 天後總共可存下多少錢？
  (A) #66795 元
  (B) #66987 元
  (C) #133590 元
  (D) #267180 元

  11. 圖（四）的宣傳單為萊克印刷公司設計與印刷卡片計價方式的說明（設計費每款 #1000 元，印刷費每張 #5 元）打算請此印刷公司設計一款母親節卡片並印刷，她再將卡片以每張 #15 元的價格販售。若利潤等於收入扣掉成本，且成本只考慮設計費與印刷費，則她至少需印多少張卡片，才可使得卡片全數售出後的利潤超過成本的  #2 成？
  (A) #112
  (B) #121
  (C) #134
  (D) #143

  12. 圖（五）為一直角柱，其底面是三邊長為 #5 、 #12 、 #13 的直角三角形。若下列選項中的圖形均由三個矩形與兩個直角三角形組合而成，且其中一個為圖（五）的直角柱的展開圖，則根據圖形中標示的邊長與直角記號判斷，此展開圖為何？

  13. 如圖（六）， ,i 點為 ${ ,a,b,c 的內心， ,d 點在 ",b,c<:} 上，且 ",e,d<:} $p ",b,c<:} 。若 ${ ,b .k #44~.* ， ${ ,c .k #56~.* ，則 ${ ,a,i,d 的度數為何？
  (A) #174
  (B) #176
  (C) #178
  (D) #180

  14. 小涵與阿嘉一起去咖啡店購買同款咖啡豆，咖啡豆每公克的價錢固定，購買時自備容器則結帳金額再減 #5 元。若小涵購買咖啡豆 #250 公克且自備容器，需支付 #295 元；阿嘉購買咖啡豆 x 公克但沒有自備容器，需支付 y 元，則 y 與 x 的關係式為下列何者？
  (A) y .k ?295/250#x
  (B) y .k ?300/250#x
  (C) y .k ?295/250#x+5
  (D) y .k ?300/250#x+5

  15. 職業籃球中常根據有效命中率衡量球員投籃表現：
  有效命中率 .k ?,f+0.5`*,p/,a#
  ,f 總進球數（兩分球與三分球）
  ,p 三分球的進球數
  ,a 出手的總次數（兩分球與三分球）
  若阿維、阿勝出手的總次數相同，總進球數也相同，則下列哪種情形中阿勝的有效命中率一定比阿維高？
  (A) 阿勝投進的三分球比阿維多
  (B) 阿勝投進的兩分球比阿維多
  (C) 阿勝的三分球出手次數比阿維多
  (D) 阿勝的兩分球出手次數比阿維多

  16. 若 a、b 為兩質數且相差 #2 ，則 ab+1 之值可能為下列何者？
  (A) #39~2
  (B) #40~2
  (C) #41~2
  (D) #42~2

  17. 顏料調色時可用「洋紅、青、黃」三色為基礎混合出不同的顏色，以下表示利用此三色調出綠、紅、藍色所需的比例。
  #10ml 黃 +10ml 青 .k #20ml 綠
  #10ml 黃 +10ml 洋紅 .k #20ml 紅
  #10ml 青 +10ml 洋紅 .k #20ml 藍
  而這六種顏色再依不同比例混合後，可調出更多種顏色，例如：葡萄紫色可由藍色與洋紅色依 #2 "1 #1 的比例混合而成。若阿凱想將調色盤中的 #40ml 洋紅色顏料都用來調出葡萄紫色，則他應該加入多少青色顏料至調色盤中？
  (A) #20ml
  (B) #40ml
  (C) #60ml
  (D) #80ml

  18. 如圖（七） ${ ,a,b,c 、 ${ ,a,d,e 中， ,c 、 ,e 兩點分別在 ",a,d<:} 、 ",a,b<:} 上，且 ",b,c<:} 與 ",d,e<:} 相交於 ,f 點。若 ${ ,a .k #90~.* ${ ,b .k ${ ,d .k #30~.* ",a,c<:} .k ",a,e<:} .k #1 ，則四邊形 ,a,e,f,c 的周長為何？
  (A) #2>2}
  (B) #2>3}
  (C) #2+>2}
  (D) #2+>3}

  19. 圖（八）的數線上有 ,o 、 ,a 、 ,b 三點，其中 ,o 為原點， ,a 點所表示的數為 #10~6 。根據圖中數線上這三點之間的實際距離進行估計，下列何者最接近 ,b 點所表示的數？
  (A) #2`*10~6
  (B) #4`*10~6
  (C) #2`*10~7
  (D) #4`*10~8

  20. 坐標平面上，某二次函數圖形的頂點為 (2, -1) 此函數圖形與 x軸相交於 ,p 、 ,q 兩點，且 ",p,q<:} .k #6 。若此函數圖形通過 (", a) 、 (3, b) 、 (-1, c) 、 (-3,d) 四點，則 a 、 b 、c 、 d 之值何者為正？
  (A) a
  (B) b
  (C) c
  (D) d

  21. 若正整數 a 和 #420 的最大公因數為 #35 ，則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20 可能是 a 的因數， #25 可能是 a 的因數
  (B) #20 可能是 a 的因數， #25 不可能是 a 的因數
  (C) #20 不可能是 a 的因數， #25 可能是 a 的因數
  (D) #20 不可能是 a 的因數， #25 不可能是 a 的因數

  22. 下列敘述為阿輝、小薰一起到商店分別買了數杯飲料與在家分飲料的經過。
老闆說：這些飲料總共 #2000 元。小薰說：我先付 #1000 元，不夠的部份你幫我出，回家再你錢。小薰說：阿輝，我買的飲料比你多 #6 杯，還你 #120 元。
若每杯飲料的價格均相等，則根據上述的對話，判斷阿輝買了多少杯飲料？
  (A) #22
  (B) #25
  (C) #47
  (D) #50

  23. 圖（十）的矩形 ,a,b,c,d 中， ,e 為 ",a,b<:} 的中點，有一圓過 ,c 、 ,d 、 ,e 三點，且此圓分別與 ",a,d<:} 、 ",b,c<:} 相交於 ,p 、 ,q 兩點。甲、乙兩人想找到此圓的圓心 ,o ，其作法如下：
（甲） 作 ${ ,d,e,c 的角平分線 ,l ，作 ",d,e<:} 的中垂線，交 ,l 於 ,o 點，則 ,o 即為所求
（乙） 連接 ",p,c<:} 、 ",q,d<:} ，兩線段交於一點 ,o ，則 ,o 即為所求
對於甲、乙兩人的作法，下列判斷何者正確？
  (A) 兩人皆正確
  (B) 兩人皆錯誤
  (C) 甲正確，乙錯誤
  (D) 甲錯誤，乙正確

  請閱讀下列敘述後，回答第 24  ~  25 題
  一般使用 C 字形視力表測量視力時，受試者站在表前 #5 公尺，並指出表中 C 字形的缺口方向。表上同一列 C 字形的缺口間距皆相同，而此時受試者能夠看清楚缺口方向的最小 C 字形，其左側對應的數值 V 即為受試者的視力，如圖（十一）所示。
  已知表中 C 字形的缺口間距 Y 毫米與左側的視力 ,v 滿足下列關係式
  ,v`*Y .k #1.5

  24. C 字形視力表中，與 ,v .k #0.6 同一列上的 C 字形，其缺口間距為多少毫米？
  (A) #0.4
  (B) #0.6
  (C) #1.5
  (D) #2.5

  25. 小偉買了一張 C 字形視力表想在家中檢測視力，但受限場地因素，他與視力表的距離僅有 #4 公尺，所能看清楚缺口方向的最小 ,c 字形，其左側對應的數值為 ,v;1 ，而 ,v;1 並非真實的視力。小偉為了換算真實的視力畫出圖（十二），此圖表示距離為 #4 公尺時，他能夠看清楚缺口方向的最小 C 字形缺口間距為 ,Y;1 毫米，相當於距離為 #5 公尺時，他能夠看清楚缺口方向的最小 C 字形缺口間距為 ,Y;2 毫米。 若只根據缺口間距與視力的關係式推論， ,v;1 與真實視力 ,v;2 的關係為下列何者？
  (A) ,v;2 約為 ,v;1 的 #64`0
  (B) ,v;2 約為 ,v;1 的 #80`0
  (C) ,v;2 約為 ,v;1 的 #125`0
  (D) ,v;2 約為 ,v;1 的 #156`0

  第二部分：非選擇題（第 1  ~  2 題）

  1. 下列敘述為某廠牌推出的巧克力口味與原味的罐裝燕麥片產品外包裝營養標示，每罐皆附贈同一種湯匙，每匙恰可盛裝 #5 公克的燕麥片：
巧克力
 每一份量 #30 公克
 本包裝含 #10 份
 每份熱量 #174 大卡
原味
 每份量 #30 公克
 本包裝含 #10 份
 每份熱量 #96 大卡

請回答下列問題：
  (1) 請分別計算巧克力口味、原味的罐裝燕麥片每匙的熱量。
  (2) 承 (1), 菲菲原本早餐都吃 #10 匙巧克力口味的燕麥片，因為吃不飽，打算改吃 #12 匙，並希望不超過原本的熱量，所以決定搭配原味的燕麥片混合著吃。請判斷改變後菲菲每天早餐最多可以吃多少匙巧克力口味的燕麥片？請完整寫出你的解題過程，並求出答案。

  2. 迪威所住大樓的地下停車場架設了限高桿，如圖（十四）所示。圖（十四）該限高桿位於坡道 A點正上方 #1.8 公尺處（即 ",a,a'<:} .k #1.8m ）側面示意圖如圖（十五）所示。迪威家的車高僅 #1.75 公尺，但車進入時卻會撞到限高桿，因此迪威想建議調整限高桿的高度。圖（十五）迪威認為限高桿須由 ,a' 點上升到 ,b 點，才能符合「車輛高度限制 #1.8 公尺」。他以 ,b 點做垂直於坡道的直線並交於 ,c 點，並已知 ${ ,a,b,c `: ${ ,f,d,e ，且坡道垂直高度為 #2 公尺、水平長度為 #6 公尺，如圖（十六）所示。請求出限高桿新位置應位於坡道 ,a 點正上方多少公尺，並完整寫出你的解題過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