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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八九年級常識聽力測驗題目 
 

※班級：____年_____ 班 學生姓名：_____________ 考試成績：    /100 

第一部份:  1-35 題 文化常識選擇題 ( 一題兩分) 

1.  (2) 祖沖之是中國古代的 [1] 書法家 [2] 科學家 [3] 軍事家  

2.  (3)  “哥哥才說不餓，怎麼卻又連吃了三個漢堡”, 下列哪一個成語可以形容哥哥? [1] 朝三暮四 [2] 得寸進尺 [3] 自相矛

盾 

3.  (1) 下面哪一個句子, 在兩人交談中最適當？ [1] 我很高興見到令堂 [2] 我的令堂很高興見到您 [3] 您見到他的令堂了嗎? 

4.  (1) 下列哪一個成語形容人”身體健康, 精神狀態很好” ? [1] 生龍活虎 [2] 手舞足蹈 [3] 腳踏實地 

5.  (2) 我們中文學校所使用的新版華語課本, 大都是什麼樣的字體印刷?  [1] 行書 [2] 楷書 [3] 隸書 

6.  (2) 「文房四寶」除了可以用在書法上，還可以用在哪一方面？ [1] 運動 [2] 繪畫 [3] 音樂 

7.  (3) 如果農曆一月一日的春節是星期一，那麼元宵節是星期幾？ [1] 星期三 [2] 星期二 [3] 星期一 

8.  (1) 中國古代科舉考試, 得到”第三名”的稱為什麼?  [1] 探花 [2] 狀元 [3] 榜眼 

9.  (3) 「四維」、「八德」是中國的固有道德。下面哪一項不在「四維」之中？ [1] 恥 [2] 禮 [3] 仁 

10. (1) 關於「事半功倍」下面哪一項說法最合理？ [1] 即使花一半的力氣，也能有加倍的成果 [2] 如果花一半的力氣，反而

有加倍的成果 [3] 因為花一半的力氣，所以有加倍的成果 

11. (1) 張小千很會畫圖, 是因為張小千的爸爸是位很有名的畫家，所以張小千從小就 [1] 耳濡目染 [2] 出類拔萃 [3] 青出於藍 

12. (1) 中國最早的文字是「甲骨文」, 「甲骨文」這三個字中的「骨」指的是什麼?  [1] 骨頭 [2] 古時候 [3] 稻穀 



13. (2)「論語」是記錄孔子言行的書。有一本八百多年前印製的「論語」，這本書現在應該在什麼地方可以看到？ [1] 學校 

[2] 博物館 [3] 實驗室  

14. (2)「一分耕耘 ，一分收穫 」是指 [1] 如果一分耕耘，反而一分收穫 [2] 因為一分耕耘，所以一分收穫 [3] 不僅一分耕耘，

還有一分收穫 

15. (2) 如果今天晚上的月亮是圓的，那麼今天應該是農曆的 [1] 初一 [2] 十五日 [3] 三十日 

16. (3) 李叔叔很喜歡他的工作，因為他覺得如魚得水。請問「如魚得水」四個字中的哪一個字是比喻李叔叔自己？ [1] 水 

[2] 得 [3] 魚 

17. (2) 「四維」、「八德」是中國的固有道德。下面哪一項不但在「四維」之中，也在「八德」之中？ [1] 廉 [2] 義 [3] 孝 

18. (2) 中國的四大發明不包括下面哪一項? [1]指南針 [2]毛筆 [3] 火藥 

19. (2) 孫小芳是李伯伯的外孫女，那麼孫小芳要叫李伯伯為什麼？ [1] 伯伯 [2] 外公 [3] 舅舅 

20. (1) 我的外公過生日時，外公的孩子們都來祝賀。其中不包括我的 [1] 姑姑 [2] 阿姨 [3] 舅舅 

21. (2) 端午節吃粽子習俗的由來是為了 [1] 屈原喜歡吃粽子 [2] 用粽子餵魚以保全屈原的屍體 [3] 粽葉可以防止屈原的屍體

腐化 

22. (1) 大年夜又叫做什麼?  [1] 除夕 [2] 團圓飯 [3] 守歲 

23. (3) 下面關於我的嬸嬸的敘述, 哪一項不正確？ [1] 嬸嬸是位女性 [2] 嬸嬸的丈夫是我爸爸的弟弟 [3] 嬸嬸是我的表哥的母

親 

24. (3) 中國傳統節日包括上元節、中元節與下元節。如果不算閏月，農曆上元節 與中元節相差幾個月？ [1] 三個月 [2] 四

個月 [3] 六個月 

25. (1) 下面哪一種思想與制度在中國出現的最早？ [1] 禪讓制度 [2] 科舉考試 [3] 儒家思想 

26. (3) 按照十二生肖來算，今年是什麼年?  [1] 羊年 [2] 雞年 [3] 猴年 

27. (3) 台灣在中國大陸的哪一個方向？ [1] 西北方 [2] 東北方 [3] 東南方 

28. (2) 下列哪一條道路或建築物的長度最長？ [1] 雪山隧道 [2] 絲路 [3] 長城 



29. (2) 在台灣，哪一個節日有祭拜祖先的習俗？ [1] 重陽節 [2] 中元節 [3] 端午節 

30. (2) 中文的「一」、「二」、「三」按照說文解字的六書分類, 是屬於哪一種字？ [1] 象形字 [2] 指事字 [3] 會意字 

31. (3) 「一寸光陰，一寸金」是在形容時間的 [1] 長短 [2] 快慢 [3] 價值 

32. (2) 下面哪一件物品是東漢時張衡發明的？ [1] 指南針 [2] 地動儀 [3] 毛筆 

33. (3) 在圖書館裡我們不僅可以看書，還可以做什麼? [1] 喝茶聊天 [2] 健康檢查 [3] 找參考資料 

34. (1) 他喜歡玩 YOYO，甚至上學和放學途中也在玩。下面哪一說法是對的?  [1] 他即使在上學和放學途中也會玩 YOYO  

[2] 他只有在上學與放學途中才玩  YOYO  [3] 他不會在上學與放學途中玩  YOYO 

35. (3) 媽媽說今天下午要去一趟銀行。我想她可能會是要去 [1] 看病 [2] 聽演講 [3] 開戶 

 

第二部份: 短文聽力和會話聽力 

一. 請聽這一段車站的廣播, 然後回答下面的問題: 

各位旅客, 很抱歉! 因為大雨的關係, 十二點五十分開往台北的一一零號火車會晚半個小時到, 要坐一一零號車的旅

客請在月台上耐心等候。謝謝! 

36. (  2  ) 請問這段廣播說一一零號火車怎麼樣?  ①要離開了 ②會晚到 ③不開了。     

37. (  2  ) 這班火車要開往哪裡? ①台中 ②台北 ③台南。 

38. (  1  ) 根據這一段車站的廣播, 一一零號火車會晚到多久？①三十分鐘 ②一小時 ③一刻鐘。  

 

二. 寒假的時候,  王先生和家人到日本玩。因為王先生一家人都不會說日本話, 可是日本人認得漢字, 所以他們常常

用寫字的方式跟日本人談話。在餐廳點菜的時候, 因為不知道日本菜的名字, 他們只好看圖片點菜, 還好都沒弄錯。 

 

 



39. (  1    ) 王先生一家人在日本怎麼點菜? ①看圖片②看漢字③寫漢字。 

40. (  3    ) 王先生一家人在日本不會說日語, 他們怎麼和日本人談話? ①比手劃腳 ②說中文③寫漢字。 

 

三. 請聽這位老師說的話, 然後回答下面的問題: 

同學們, 第七課的課文我們已經上完了, 你們有三個回家作業, 第一是背課文, 第二是記住這一課全部的生字, 第三

是在一張練習紙上寫下五個句子。你們也要復習第七課, 下次一上課, 我們就先考第七課的內容。 

41. ( ２ ) 學生的回家作業是什麼？①寫生字②背課文③錄音。  

42. ( 3 )下一次上課, 老師要先做什麼？①教第八課②預習第七課③考第七課。  

 

四. 下個星期就開始放寒假了, 這個寒假我打算去台北看外公外婆, 爸爸已經買了張到台北的機票給我, 我想在外公

家附近的商店打打工, 賺點零用錢, 爸爸說既然我選擇會計做為專業, 他可以安排我去他朋友開的公司實習。 

43. (   3  ) 文中主角什麼時候開始放寒假？①下個月 ②再兩星期 ③下個星期 

44. (   3  ) 誰幫文中主角買機票回台北？①他的外公 ②他的媽媽 ③他的爸爸 

45. (   1  ) 文中主角主修什麼專業？①會計 ②餐館 ③旅行業  

 

五. 會話聽力測驗 

會話一： 

Ａ： 老闆, 你們店裡的生意真好！ 

Ｂ：謝謝, 託您的福！午餐用得還好嗎？ 

Ａ：太棒了！你們廚師燒得菜真是一流的。 



Ｂ：多謝您的誇獎。 

Ａ：下回我會多邀幾個朋友, 再來光顧。 

 

46. (  3   )  這段會話發生在什麼場所？①飯廳 ②超市 ③餐廳  

47. (  1   )  這段對話發生在什麼時候？①中午 ②早上 ③晚上  

48. (  2   )  這位顧客說下回要帶什麼人來？①他的小孩 ②他的朋友 ③他的爸媽。 

 

會話二： 

Ａ：家裡有什麼吃的？我快餓昏了！ 

Ｂ：冰箱裡有麵包, 可樂, 也有昨天的剩菜剩飯。 

Ａ：還有別的東西嗎？。 

Ｂ：我差點忘了, 烤箱裡正烤著雞翅膀呢！ 

Ａ：是辣味雞翅膀嗎？ 

Ｂ：是的！ 

Ａ：太棒了！那是我最愛吃的東西, 待會兒, 我就可以辣得過癮了！ 

 

49. (  3   )  可以在冰箱找到什麼東西吃？①果汁 ②雞翅膀 ③剩菜剩飯  

50. (  1   )  會話中可知道什麼口味的雞翅膀他最喜歡吃？①辣味 ②甜味 ③酸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