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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星頓中文學校 

常識聽力測驗日期：2/25/2018 

七七七七、、、、八八八八、、、、九年級九年級九年級九年級    聽力測驗參考資料聽力測驗參考資料聽力測驗參考資料聽力測驗參考資料 

聽力測驗分四部份:  

1: 生活場所、基本常識和文化常識 

2: 成語和諺語  3: 單句理解    4: 會話 

1: 生活生活生活生活場所場所場所場所、基本常識基本常識基本常識基本常識和文化常識和文化常識和文化常識和文化常識 

    

一一一一、、、、生活生活生活生活場所和場所和場所和場所和基本常識基本常識基本常識基本常識    

銀行：存錢(款)、取(領)錢、提錢(款)、開戶、繳費(款) 

圖書館：書、報紙、雜誌、聽演講、找參考資料… 

餐廳：吃飯、喝茶聊天、請客、婚宴、慶生… 

百貨公司：逛街、買東西、週年慶、促銷打折… 

超級市場：蔬菜、水果、牛奶、雞蛋、肉類、海鮮… 

醫院：醫生、護士、病人看病、健康檢查、探病、預防

注射、救護車 

電影院：看電影、首映典禮 

交通工具：騎腳踏車、騎摩托車、地鐵(捷運)、公共汽車、

搭火車、飛機、船… 

博物館：陶瓷器皿及雕像、玉石器皿及雕像、字畫、青

銅器… 

動物園：貓熊、企鵝、北極熊、老虎、獅子、大象、猴

子、河馬、豹、長頸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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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小學、中學、高中、老師、學生、教室、考試成

績單、比賽… 

辦公室：上班的地方 

實驗室：做實驗的地方 

 工廠 :生產貨物的地方。大部分工廠皆設有以大型機器

設備構成的生產線 

劇院: 為表演場所，有演員、有燈光音響等設備。放電

影的地方。 

二二二二、、、、文化常識文化常識文化常識文化常識    

分類分類分類分類::::    

A. 傳統美德傳統美德傳統美德傳統美德 

♦ 孔子是中國偉大的思想家及教育家。孔子被尊為至

聖先師, 九月二十八日是孔子的生日, 所以教師節

訂在九月二十八日就是紀念孔子。 

♦ 孔子的學生把他的言行記錄下來, 寫成了「論語」。 

♦ 孔子思想稱為儒家思想, 影響了中國兩千多年。 

♦ 孔子的思想以「仁」為中心。 

♦ 四維八德是中國的固有道德。四維就是禮、義、廉、

恥；八德就是：忠、孝、仁、愛、信、義、和、平。 

 

親屬稱謂:   

爺爺─爸爸的爸爸， 奶奶─爸爸的媽媽，外公─媽媽的爸爸 

外婆─媽媽的媽媽，伯伯─爸爸的哥哥，叔叔─爸爸的弟弟 

姑姑─爸爸的姐妹，舅舅─媽媽的兄弟，阿姨─媽媽的姐妹 

嬸嬸─爸爸的弟弟的太太，伯母─爸爸的哥哥的太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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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哥(表姐): 姑媽、姨媽、舅舅的兒子(女兒)，年紀比自己

大者 

表弟(表妹): 姑媽、姨媽、舅舅的兒子(女兒)，年紀比自己

小者 

堂哥(堂姐)─ 伯伯、叔叔的兒子(女兒)，年紀比自己大者 

堂弟(堂妹)─伯伯、叔叔的兒子(女兒)，年紀比自己小者 

孫子(孫女)-兒子的兒子(女兒), 外孫(外孫女) -女兒的兒子

(女兒) 

*「令尊」是與人交談時，稱呼對方的父親時禮貌的說法。 

「令堂」是與人交談時，稱呼對方的母親時禮貌的說

法。 

 

B、、、、節慶節慶節慶節慶、、、、十二生肖及風俗習慣等十二生肖及風俗習慣等十二生肖及風俗習慣等十二生肖及風俗習慣等    

□□□□中國的三大節日是指 :春節(中國新年), 端午節和中秋

節。 

□□□□春節春節春節春節(中國新年 Chinese New Year) 是農曆一月一日                             

♦ 中國新年的前一天晚上叫除夕，又稱大年夜。 

♦ 除夕這一天, 全家人會在一起吃年夜飯、守歲，所

以年夜飯也叫團圓飯。 

♦ 年夜飯裡, 通常會有象徵吉祥好運的年菜, 例如水

餃和年糕。 

♦ 吃水餃代表吃元寶，意謂新的一年會有許多財寶。 

♦ 吃年糕代表工作運氣好, 在新的一年各方面的表現

都能年年高升(或步步高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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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節時小孩子會給長輩拜年，長輩就會給小孩子紅

包，紅包也叫「壓歲錢」。 

□□□□元宵節元宵節元宵節元宵節((((Lantern Festival) 是農曆一月十五日, 又稱為上

元節, 是春節慶祝的最後一天。 

♦ 元宵節的習俗有猜燈謎、提花燈,吃元宵(中國北方

吃元宵, 南方吃湯圓)。 

♦ 這一天，台灣的民間習俗活動中還有台北平溪放天

燈祈福和台南鹽水放蜂炮驅災避禍。 

 

□□□□清明節清明節清明節清明節 Qingming Festival－ 大約在陽曆四月五日左右 

♦ 清明節的起源，據傳始於古代帝王將相的祭祖掃墓

之活動，歷代沿襲而成為中華民族一種固定的風

俗。 

□□□□端午節端午節端午節端午節（和詩人節同一天）Dragon Boat Festival－農曆五月五

日 

♦ 習俗活動有吃粽子、划龍舟比賽。主要紀念投江自

盡的愛國詩人屈原所以也是詩人節。 

♦ 大門前會掛上艾草或菖蒲，小孩會掛香包, 大人喝

雄黃酒, 都是為了要驅邪避凶。 

□□□□七夕七夕七夕七夕（中國情人節）Chinese Valentine's Day－農曆七月七

日 

♦ 民間傳說中牛郎與織女的淒美愛情故事，因為被天

帝處罰，只能在每年的這一天，藉由喜鵲在銀河 

(The Milky Way) 所搭起的鵲橋來相會。 

♦ 相當於西洋情人節 Valentine's Day 二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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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元節中元節中元節中元節（鬼節）Ghost Festival－農曆七月十五日 

♦ 農曆七月又俗稱鬼月。 

♦ 台灣習俗中人們會在這天準備豐盛的飲食和祭祀

物品，祭拜自己的祖先與一般孤魂野鬼(俗稱好兄

弟)，希望他們能在另一個世界中不虞匱乏。 

♦ 相當於萬聖節 Halloween 十月三十一日 

□□□□中秋節中秋節中秋節中秋節 Moon Festival－農曆八月十五日, 因為這一天月

亮滿圓, 象徵團圓, 又稱為團圓節。 

♦ 這天要吃月餅和柚子以及賞月。 

♦ 「后羿射日」，「嫦娥奔月」是流傳最廣的民間故

事，傳說嫦娥偷吃了長生不老藥以後，飛到月亮上

去。 

□重重重重陽節陽節陽節陽節 (又叫敬老節) – 農曆九月九日                              

♦ 九九代表長久，好像人的生命長壽。 

♦ 在這天民間流傳著配戴茱萸，喝菊花酒，登高爬山等習

俗，傳說這樣可以趨吉避凶。這也是發揚中國人敬老尊

賢的美德。 

□□□□中國人用十二種動物做年的象徵叫做生肖,每一個生

肖代表一年, 每十二年一個循環。 

1鼠、2 牛、3 虎、4兔、5龍、6蛇、 

7 馬、8羊、9 猴、10 雞、11狗、12豬。 

2015 是羊年, 2016 是猴年，2017 是雞年…。 

C. 中國文字和語言中國文字和語言中國文字和語言中國文字和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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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最早的文字是發生在三千五百多年前的商朝甲

骨文。甲骨文是刻在烏龜的甲殼和動物的骨頭上的文

字。 

♦ 漢朝文字學家許慎編了《說文解字》，這是第一本中

文字典。 

♦ 許慎把漢字分成六類，叫「六書」,六書也是漢字造字

的方法。 

♦ 六書是指:象形、指事、形聲、會意、轉注和假借。 

1.象形：就是把東西的樣子用很簡單的筆畫寫出來。如

日、月、山、水等字。 

2.指事： 就是用簡單的符號把一個抽象的意思畫出來, 

如上、下、天…..等字，都是指事字。 

3 .會意：就是把兩個或兩個以上的象形字組合在一起，

表示一個新的意思。像：沙（水＋少），妙（女

+少）。 

4.形聲：就是把一個表達意思的字，和一個表達聲音的

字和在一起, 如:爸(是父和巴合起來的字),泡,抱,

炮等。 

§中國文字裡形聲字最多，佔百分之七十以上。 

 

D. 中國古代建築中國古代建築中國古代建築中國古代建築與工程與工程與工程與工程: 

♦ 絲路:  

� 漢武帝派張騫出使西域,正式開闢了以絲綢貿易

為主的絲綢之路, 稱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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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絲路東起長安, 西到地中海東岸, 轉至羅馬帝國, 

從此許多世紀中西商品的交流, 大多經由絲路

進行。 

♦ 長城:  

� 是世界上最大的建築物，一共一萬兩千多里長。 

� 秦始皇統一天下後，聯結以前各國的防禦城牆而成

為今日的萬里長城。 

 

E. 中國科技與發明中國科技與發明中國科技與發明中國科技與發明 

♦ 相傳五千年前神農氏教人用火燒野草、樹木，開墾

農田, 並發明了許多種田的工具。 

♦ 中國的四大發明是指南針、火藥、造紙和印刷術。 

♦ 相傳秦朝大將蒙恬在鎮守北方時，見匈奴以獸

毛沾顏料繪圖，因此發明了筆。 

♦ 東漢的蔡倫用樹皮、麻葉、破布等植物纖維，改進

了造紙技術，發明了寫字用的紙。 

♦ 祖沖之是南北朝時代的偉大科學家。他推算出圓周

率的值是在 3.1415926和 3.1415927之間。 

♦ 東漢張衡發明了地動儀, 能測定地震的方向, 比西方

國家測定地震早兩千年。 

F. 中國古代的制度中國古代的制度中國古代的制度中國古代的制度 

禪讓制度: 將王位不傳給自己的兒子，而傳給有才德的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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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制度: 科舉考試第一名稱狀元，第二名稱榜眼，第

三名稱探花。 

 

G.G.G.G.    中國書法中國書法中國書法中國書法    

－書法是中國傳統的漢字書寫藝術。  

－常見的書法字體有篆書、隸書、楷書、草書和行書。  

－公元三百年，東晉的書法家王羲之被稱為「書聖」。  

－書法的書寫工具有紙、筆、墨、硯。紙、筆、墨、硯

又叫「文房四寶」。  

－學書法首先要先學會使用毛筆，初學的人應該先從楷

書學起。  

 

HHHH. . . . 其他其他其他其他::::    

♦ 中國的東面和東南面靠太平洋的渤海, 黃海, 東海, 

南海。 

♦ 中國的地勢是西高東低, 中國兩大河流(長江和黃河)

均流入太平洋。 

♦ 台灣之最台灣之最台灣之最台灣之最:    

1.1.1.1. 台灣最高的山是玉山。。。。     

2. 台灣最長的河川是濁水溪。。。。  

3.3.3.3. 台灣最長的隧道是雪山隧道，也是亞洲第二長的

公路隧道。。。。    

4.4.4.4. 台灣最大的天然湖泊: 日月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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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成語和諺語 

 

參考網站: 教育部成語典教育部成語典教育部成語典教育部成語典 http://dict.idioms.moe.edu.tw/sort_pho.htmhttp://dict.idioms.moe.edu.tw/sort_pho.htmhttp://dict.idioms.moe.edu.tw/sort_pho.htmhttp://dict.idioms.moe.edu.tw/sort_pho.htm    

僑教雙週刊主題區成語故事僑教雙週刊主題區成語故事僑教雙週刊主題區成語故事僑教雙週刊主題區成語故事: : : : 

http://edu.ocac.gov.tw/culturehttp://edu.ocac.gov.tw/culturehttp://edu.ocac.gov.tw/culturehttp://edu.ocac.gov.tw/culture/topic/05html/0/topic/05html/0/topic/05html/0/topic/05html/001010101.htm.htm.htm.htm    

兒童華語系列兒童華語系列兒童華語系列兒童華語系列 - 諺語諺語諺語諺語(Chinese Sayings) 

http://edu.ocac.gov.tw/lang/basic/ch_preschoolers/adage/01htm/adage01_01.htmhttp://edu.ocac.gov.tw/lang/basic/ch_preschoolers/adage/01htm/adage01_01.htmhttp://edu.ocac.gov.tw/lang/basic/ch_preschoolers/adage/01htm/adage01_01.htmhttp://edu.ocac.gov.tw/lang/basic/ch_preschoolers/adage/01htm/adage01_01.htm    

成語成語成語成語: 

1. 舉一反三舉一反三舉一反三舉一反三  ：意思是說，學一件東西，可以靈活地思

考，運用到其他相類似的東西上。 

To be able to figure out three things from the one thing that was taught. 

例例例例: 大中的反應相當敏捷，只要老師教過的，他都能

舉一反三舉一反三舉一反三舉一反三。 

2. 事半功倍事半功倍事半功倍事半功倍: 只花一半的力氣就能達到加倍的成果。指

做事的方法對了，花費很少的時間和力氣，就得到很

大的成果。To yield twice the result with half the effort. 

例例例例: 他凡事講求方法, 所以做事常常是事半功倍事半功倍事半功倍事半功倍。。。。 

3. 半途而廢半途而廢半途而廢半途而廢 ：指事情做到一半就停止，沒有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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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give up half way.  例例例例: 你在中文學校已經上到六年級了, 

如果因為美國學校功課太忙而放棄上中文學校, 這樣

半途而廢半途而廢半途而廢半途而廢太可惜了!  

 4. 滿載而歸滿載而歸滿載而歸滿載而歸 ：裝得滿滿地回來。形容收獲很大。come back 

with fruitful results 

   例例例例:我在超市裡買了許多我喜歡的東西，真是滿載而滿載而滿載而滿載而

歸歸歸歸。 

 5. 物盡其用物盡其用物盡其用物盡其用：各種東西凡有可用之處，都要儘量利用。  

指充分利用資源，一點不浪費。Utilize all resources 

例例例例: 為了節約能源，我們應該物盡其用物盡其用物盡其用物盡其用，講究環保之

道，避免任何浪費。 

 6. 飲水思源飲水思源飲水思源飲水思源: 比喻人不忘本。Not to forget one's origins 

. 例例例例: 我今天捐給母校這點小錢，是我飲水思源飲水思源飲水思源飲水思源，感謝母

校當年培育之恩。 

7. 懷才不遇懷才不遇懷才不遇懷才不遇: 有才學而未遇到對的時機, 不得重用。指不   

得志的人。Have talent but no opportunity to use it.   

   例例例例: 世上沒有懷才不遇懷才不遇懷才不遇懷才不遇，只看你是否百分之百去爭

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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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出爾反爾出爾反爾出爾反爾出爾反爾::::    比喻人的言行前後反覆，自相矛盾。To 

contradict oneself  

例例例例: 你才答應，又馬上反悔，如此出爾反爾出爾反爾出爾反爾出爾反爾，我們怎麼

合作？ 

9. 國泰民安國泰民安國泰民安國泰民安: 國家太平，人民安樂，形容太平盛世。 

   The country flourishes and people live in peace. 

例例例例: 人們都想過國泰民安國泰民安國泰民安國泰民安的生活。 

10.喜出望外喜出望外喜出望外喜出望外: 指因意想不到的事感到欣喜。 

   Delighted with unexpectedly good results; 

例例例例: 很久沒有老朋友的消息了，今天在路上竟然不期而  

遇，令我喜出望外喜出望外喜出望外喜出望外。 

11. 雪中送炭雪中送炭雪中送炭雪中送炭: 比喻在人艱困危急之時，給予適時的援助。

To give timely assistance (or help) 例例例例: 感謝您在我們最困難的時候，

雪中送炭雪中送炭雪中送炭雪中送炭，讓我們度過難關。 

12. 腳踏實地腳踏實地腳踏實地腳踏實地: 比喻做事確實穩健。 

to have one's feet firmly planted on the ground; realistic without flights of fancy 

例例例例: 老師告訴我們萬丈高樓平地起，今天的腳踏實地腳踏實地腳踏實地腳踏實地就

是未來事業的基礎。 

13. 手舞足蹈手舞足蹈手舞足蹈手舞足蹈:::: 兩手舞動，兩隻腳也跳了起來。形容高興

到了極點。(華語第五冊, p.54) Dance with joy. 

例例例例: 妹妹知道要去滑雪, 高興得手舞足蹈手舞足蹈手舞足蹈手舞足蹈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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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坐井觀天坐井觀天坐井觀天坐井觀天: : : : 比喻人眼界狹小，見識不廣。  

To view things from one’s limited experience. 

例例例例: 我所以常去旅遊，就是要增廣見聞，避免坐井觀坐井觀坐井觀坐井觀

天天天天。 

15. 名副其實名副其實名副其實名副其實::::  名聲或名義和實際相符。(華語第六冊, p.44)  

The name matches the reality.  

例例例例: 他不但成績好, 而且待人和氣, 樂於助人, 真是

名副其實名副其實名副其實名副其實的模範生。 

16. 一一一一帆風順帆風順帆風順帆風順: 比喻非常順利，毫無阻礙。Plain sail/to go smoothly 

            例例例例: a. 明天你要出國，在此祝你一一一一帆風順帆風順帆風順帆風順。 

         b. 老師在畢業紀念冊上題著：「願你們今後一一一一帆帆帆帆

風順風順風順風順，心想事成。」。 

17.自暴自棄:  暴~ 糟蹋、損害；棄~ 鄙棄。自己瞧不起自

己，甘於落後或墮落。自己放棄自己 

18.耳濡目染耳濡目染耳濡目染耳濡目染: 指經常聽到、看到而深受影響。 

  Easily influenced by surroundings [what one hears and sees]     例例例例: : : : 從小就生長在這樣的環境，耳濡目染耳濡目染耳濡目染耳濡目染的結果，使

他受到頗為深遠的影響。    

19.刮目相看刮目相看刮目相看刮目相看: 形容用新的眼光來看待人。用在「令人驚   

嘆」的表述上。One may have changed for the be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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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例例例: : : : 不太會游泳的她，經過苦練一個暑假之後，游泳

技術讓人刮目相看刮目相看刮目相看刮目相看。 

20. 出類拔萃出類拔萃出類拔萃出類拔萃: 遠超出同類之上，高出同群。形容才能特

出，超越眾人。Outstanding, exceptional      例例例例: : : : 經過多年的努力，她終於成為出類拔萃出類拔萃出類拔萃出類拔萃的服裝設

計師。。。。。 
 

 

諺語諺語諺語諺語    

17.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自己不喜歡別人怎麼對你，你就

不要那樣對人。 Don’t do to others as you would not have them do to you. 

18. 船到橋頭自然直船到橋頭自然直船到橋頭自然直船到橋頭自然直::::    事先不用著急，到時候問題總可以

解決的。You will cross the bridge when you get to it.  In the end, things will 

mend.  (Everything will be alright when the time comes. )   

19. 人在福中人在福中人在福中人在福中不不不不知福知福知福知福: 人對於眼前的好處沒有辦法感受 

Take it for granted. 

例: 媽媽煮飯給你吃, 你還嫌難吃, 真是「「「「人在福中人在福中人在福中人在福中不不不不

知福知福知福知福」」」」。。。。 

20. 一分一分一分一分耕耘耕耘耕耘耕耘，，，，一分收穫一分收穫一分收穫一分收穫::::    用多少力量耕作, 就會有多

少的收成。比喻想要得到多少成果, 就必須付出同

等的努力。The more plowing and weeding, the better the crop.  One 

reaps no more than what he has sown.   No pain no g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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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一一一一寸光陰寸光陰寸光陰寸光陰一一一一寸金寸金寸金寸金: 時間就是金錢, 比喻時間的寶貴。 

  An inch of time on the sundial is worth an inch of gold. Time is money. 

 

3: 單句理解(句型理解):  

範例範例範例範例  題目: 小明除了除了除了除了會彈鋼琴之外之外之外之外, 還還還還會彈吉他。 

       問題: 請問下列哪句話是對的? 

    A. 小明只會彈鋼琴。  

B. 小明只會彈吉他。  

C. 小明會彈鋼琴, 也會彈吉他。 

正確的答案是(C) 

句型句型句型句型: 

1. 在在在在……還還還還….   

例例例例: 在在在在天黑之前, 我還還還還想到球場打一打球。 

2. 一….就就就就….  

例例例例: 天一一一一暗下來, 我們就就就就準備回家。 

3. ….如果如果如果如果….反而反而反而反而  

例例例例: 如果如果如果如果你幫他做功課, 反而反而反而反而害了他。。。。 

4. 因為因為因為因為….所以所以所以所以…  

例例例例: 因為因為因為因為他用心的準備, 所以所以所以所以得到第一名。。。。 

5. 即使即使即使即使…..也也也也….. 

  例例例例: 即使即使即使即使困難重重. 我也也也也要試一試。。。。 

6. …甚至甚至甚至甚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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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例例例: 他抓緊所有練習賽跑的時間, 甚至甚至甚至甚至過年都不肯休

息。。。。 

7. ….至少至少至少至少…. 

  例例例例: 每天至少至少至少至少要喝八杯水。。。。 

8. 不不不不管管管管…. 都都都都…… 

  例例例例: 不不不不管管管管外面刮風或下雨, 我都都都都要去上學。。。。 

9. 只有只有只有只有…..才才才才….. 

  例例例例: 他只有只有只有只有在爸爸生氣的時候, 才才才才會乖乖的掃地。 

10. 不不不不僅僅僅僅…………....還還還還…………    

  例例例例: 漁翁不不不不僅僅僅僅送給孩子一根魚竿, 還還還還教他釣魚的技

術。。。。 

   

4:  會話 

例題如下： 你會聽到： （男）：現在幾點鐘了？  

(女）：不知道，我的錶不走了。  

(男）：這位小姐的錶怎麼了？  

你會聽到： (A) 不對 (B) 太快 (C) 壞了 (D) 丟了。 根據這段對話，「錶不走了」

的意思是「錶壞了」，所以正確的答案是(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