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本一般社団法人華語検定協会 模擬華語能力試験

閱讀測驗

考試注意事項:

1. 閱讀測驗共有 25 題，1 題 1 分，共 25 分。

2. 考試時間為 20 分鐘。

3. 所有答案請寫在答案紙上，作答在題本上將不計分。

4. 每一題都有四個選項，每題正確答案只有一個，多選視為錯誤。

5. 考試開始後不得任意離場與交談，若有任何疑問請舉手告知監考人員。

6. 考試結束後，請將題本與答案卡放在桌上，待監考人員收卷清點完畢後才能離開。



第一部分 請從下列四個選項中，選擇劃底線的詞彙的意思。

1. 好久沒跟你說說話，你近來好嗎？

(1)你最近喜歡什麼？

(2)你離哪裡很近？

(3)你最近做了什麼事？

(4)你最近過得好不好？

2. 這本書很暢銷，大家都愛看。

(1)好看極了。

(2)賣得很好。

(3)畫得不錯。

(4)寫得很有趣。

3. 這家中華餐廳的炒飯我已經吃膩了，我們去別家吃吧！

(1)吃太多，所以吃不下。

(2)吃太多次了，所以不想再吃。

(3)不好吃，所以吃不下。

(4)不好吃，所以不想再吃。

第二部分 請從以下四個選項中，選擇最適當的答案。

4. ( )每天努力念書，才能考上理想的大學。

(1)只有

(2)還好

(3)只是

(4)大多

5. 我( )這個暑假去法國留學。

(1)大概

(2)打算

(3)應該

(4)總是

6. 申請獎學金除了推薦信( )，還需要成績單。

(1)之後

(2)之外

(3)之內

(4)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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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請閱讀文章，再從每題四個選項中，選擇適合空格的答案。

(A) 當蔬菜買回來後，立即用 50℃的水清洗的方式稱為「50℃清洗」。蔬菜做完「50℃清洗」，先靜

置冷卻，待水氣蒸發後，再放入(7)的蔬果室冷藏，這樣(8)可保存 1 週，不使美味流失。因為蔬菜的新

鮮度有所提升，再加上 50℃的熱度殺死了不少腐敗菌，所以才有辦法減少蔬菜腐爛的情形。如此一

來，就算一時忘記食用，蔬菜也不會馬上腐壞。然而，肉類和海鮮是無法(9)的。一旦做了「50℃清

洗」，就得於當天全數烹調好。

7. (1)鞋櫃

(2)紙箱

(3)冰箱

(4)衣櫃

8. (1)大約

(2)一定

(3)約分

(4)確定

9. (1)保護

(2)保存

(3)存在

(4)保持

(B) 近年來，越來越多人開始關注弱勢族群，並在各方面予以諸多協助，此舉亦帶動了學府中的莘莘

學子，他們在求學之餘，也開始積極投入關懷活動，希望為需要幫助的他們出一份微薄的心力。

「老師帶領學生走出校園，不是要上街示威，而是投入社會關懷！」在「2015 年高雄市國際身心

障礙日」中，企業管理系的學生們結合社會大眾的力量，以(10)體驗身心障礙者的不便及處境，實踐課

堂上的「服務與知識」。

這場街頭關懷身心障礙者行動，在高雄市凹子底森林公園展開，學生從設置攤位到活動當天協助

身障團體做宣傳與銷售等，充份發揮所(11)。

「管理學院學生未來可能成為企業家，但只有(12)關懷社會的情懷才是偉大的企業家！」企管系代

表人表示，企管系每年在國際身心障礙日和許多障礙團體合作辦理活動，可讓學生體悟原來每個人都

可以對社會做出貢獻。

10. (1)同情心

(2)同理心

(3)慈悲心

(4)道德心

11. (1)學

(2)得

(3)為

(4)失

12. (1)儲備

(2)完備

(3)具備

(4)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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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現今的台灣大學為了擴展學生的國際視野，都鼓勵學生透過各種交換留學計畫，前往國外留學，

增廣見聞。只要通過國內大學(13)的甄試測驗，取得國外大學的入學許可及簽證後，就可以前往就讀。

不過，交換留學期間須仍應辦理國內大學的註冊手續並繳交學雜費，避免在國外讀書之餘，卻喪失了

國內大學的就讀資格。(14)各大專院校的規定不同，每年多少都會有獎學金來補助學生出國短期進修之

用，以減少學生出國進修的經濟(15)和顧慮。台灣教育部也有許多交換留學相關的獎勵機制，可以上網

自行查詢。

13. (1)舉辦

(2)舉例

(3)協同

(4)初辦

14. (1)依序

(2)依賴

(3)依照

(4)依法

15. (1)背負

(2)負擔

(3)負重

(4)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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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請閱讀文章後，回答以下問題。

(A) 我記得我大學一年級參加運動會時，在競賽的前一天，媽媽突然送我一雙慢跑鞋，祝福我在隔天

的田徑比賽中如虎添翼，取得好的成績。當天，我捨棄平日訓練時穿慣的那雙白色球鞋，穿上柔軟舒

適的慢跑鞋，但心中的自信卻突然溜走了，我覺得腳好像不是自己的了。比賽的槍聲響後，我穿著慢

跑鞋勉強跑完全程。當然沒有跑出好成績。其實慢跑鞋並沒有罪，世上有很多很好的鞋，但要看適不

適合你的腳，你只需關注腳的感受。

16. 與本文内容不相符的是下列哪一項？

(1)鞋不論貴賤，最關鍵的是穿起來要合腳。

(2)新的慢跑鞋比原本的白球鞋舒適柔軟。

(3)那雙慢跑鞋是劣質品，才害得我沒有跑出好成績。

(4)比賽上場時，我覺得腳似乎不容易控制。

(B) 全日本三千多家麥當勞停賣中薯和大薯，現在只販售小薯，起因為美國西岸碼頭勞資糾紛，攪亂

馬鈴薯出貨量，台灣麥當勞則聲明，現在同樣面臨美國馬鈴薯出口量銳減的壓力，但短期間暫時還沒

有薯條供應不足的問題。現在每個人打開套餐裡的薯條，都只有小包份量，因為美國西海岸碼頭工人

大罷工，攪亂北美馬鈴薯出口行程，故日本 12 月份的馬鈴薯到貨量只有平常的一半。為因應原料不足

的窘境，因此全日本 3100 家麥當勞中薯、大薯全面停賣，且緊急空運一千噸馬鈴薯原料，但這波薯條

限賣令，還不知道何時可以恢復正常供應。

17. 日本的麥當勞向哪一個國家買馬鈴薯原料？

(1)日本。

(2)美國。

(3)台灣。

(4)沒有特定的國家。

(C) 本校目前計有學生第一、第二會館，為地下一樓、地上七樓之男女生綜合宿舍。第一宿舍全棟計

有 169 間 4 人雅房，總床位 676 床。第二宿舍全棟計有 241 間 4 人套房，共有床位 964 床，可提供學生

床位總數 1640 床，全棟宿舍使用防火建材、每樓層或寢室均有獨立衛浴。房間內均有分離式冷氣、高

速校園網路以及電話，各樓層也都設有洗衣間及交誼廳，一樓設有管理中心、服務中心，宿舍地下一

樓提供豐富完善的公共休憩空間，內部設有撞球室、桌球室、卡拉 OK 中心、攀岩活動場等，讓學生有

更多元化的娛樂選擇，針對住宿生基本的民生需求，學校也規劃完善、寬廣的學生餐廳、美食街，以

提供優質的住宿生活。

宿舍內聘有專任輔導老師，為住宿生提供 24 小時服務，並成立住宿自治幹部，協助輔導老師實施

各項宿舍管理及服務。透過教官、校安人員、輔導老師及宿舍幹部的管理服務機制，提供學生一個安

全無慮、優質的住宿及讀書環境。

學生住宿期間將由宿舍幹部舉辦各項活動，並定期邀請國內知名表演團體、校內知名社團及舉辦

各項藝文活動與電影欣賞，藉由多元化休閒活動，讓住宿生生活更加豐富。

18. 與本文内容相符的是下列哪一項？

(1)宿舍內聘有兼任輔導老師，並成立住宿自治幹部。

(2)宿舍幹部會舉辦各項活動，不定期邀請國外知名表演團體。

(3)宿舍一樓設有撞球室、桌球室、卡拉 OK 中心、攀岩活動場等。

(4)房間內均有冷氣、網路以及電話，各樓層也都設有洗衣間及交誼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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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明年元旦 4 天連假，高鐵加開南北共 107 班次列車，4 日凌晨零時開賣，民眾可一次預購五張車

票；台鐵阿里山跨年觀日列車，則將在 12 月 10 日起開放團體電話預約，每通電話限額 100 名。高鐵規

畫 12 月 31 日至明年 1 月 5 日元旦假期疏運計畫，6 天共提供 897 班次列車服務旅客，其中 468 班次適

用「早鳥優惠」，佔總班次 5 成 2，並維持自由座、大學生優惠、標準車廂卡友優惠等方案。

阿里山森林鐵路管理處昨公布前往祝山的跨年觀日列車時間與訂票日期，觀日列車將從元旦凌晨 2

時 20 分起開始營運，預計開放去程 16 班次，其中 8 班車提供 20 人以上團體電話預約。

19. 為什麼高鐵要增加列車的班次？

(1)避免假期時因乘客太多太擠。

(2)想讓生意好一點 。

(3)趁假期的時候想多賺一點。

(4)提高列車運轉的次數。

(E) 台灣的大眾運輸很發達，到哪裡都方便，哪裡都好玩，常常有人花一個禮拜到 10 天左右的時間做

環島旅行，這是一個很不錯的做法，不過我要建議的地點，不是台灣本島而是離島的澎湖，從台中或

台北搭飛機大概需要 40~50 分鐘左右，澎湖的海就像軟玻璃一樣非常漂亮，海上活動也非常豐富，像

是香蕉船、水上摩托車、夜釣小卷…等等都非常好玩，也有非常多的古蹟可以做文化的巡禮，特別適

合年紀大的長輩。澎湖好玩的地方說也說不完，建議你自己去看一看，但是別忘了擦防曬油喔！

20. 澎湖的海就像軟玻璃一樣是什麼意思？

(1)形容海裡有很多玻璃類的垃圾。

(2)海是用玻璃做的。

(3)形容海水透明清澈。

(4)玻璃跟海一樣透明。

(F) 眼下台灣正面臨著許多困境，其中人才培育的部分更是十萬火急，各大企業急需跨領域人才，以

因應世界多元產業的潮流。因此台灣的大學開始變革教育體制，不僅給予學生全方位的培養訓練，未

來也能為企業注入活血，提升產業能量。國立中央大學自 105 學年度起實施「第二專長制」，該項新

制鼓勵大學生可依個人學涯規劃自訂跨領域學習計畫，在大學四年間習得主系之外的第二專長領域。

進入中大的學生需選修第二專長系列課程 20 學分，但不需要像雙主修或輔系須在主系規定畢業學

分外，再外加學分才能取得。學生可自行調配選修課，若規劃得宜，大四畢業時既能滿足畢業學分要

求，也能同時取得第二專長證明。該校教務長表示，第二專長制能幫助學生在主系精進之餘，更能對

外伸枝展葉、增加廣度，不論日後持續從事研究或是踏入就業市場，都能有更好的機會與競爭力。

21. 下列關於文章的敘述，何者有誤？

(1)在畢業前必須修畢，否則不予承認。

(2)大專院校給學生一個全方位學習的機會。

(3)若培養第二專長，可增加自己的競爭力。

(4)進入中大的學生都得額外加修第二專長系列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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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一篇最新的教育研究，翻轉了亞洲學生成績好是因為「填鴨式教育」的刻板印象。倫敦大學教育

學院的研究指出，在澳洲，亞裔學生接受與澳洲人民同樣的教育，但他們的 PISA 均分為 605 分，遠高

過澳洲孩子，原因是亞洲文化祟尚勤學，家長更願意栽培孩子，學生也更有上大學的渴望，因此教育

方式並非亞洲勝出的主因，因此「文化因素」才是亞裔學生優於西方國家學生的重點。

對西方人而言，亞洲人難逃「死讀書」的刻板印象。在「國際學生能力評量計劃」（PISA）調查

中，上海、香港、台灣、南韓、日本和新加坡的學生總是名列前茅。然而，很多西方人對亞洲的「填

鴨式教育」嗤之以鼻，認為那扼殺孩子的創意。但是，最近倫敦大學教育學院的研究指出，亞洲人成

績好，教育方式是次要原因，文化才是主因。研究調查超過 1 萬 4 千名參加 2012 年 PISA 考試的澳洲學

生，亞裔移民的平均分數是 605 分，比澳洲土生土長的學生還高出 102 分。在英國亦是如此，亞裔學生

在「英國會考課程」的表現總是名列前茅，遠勝其他族裔。至於在放學後的學習時間，亞裔學生一週

仍花 15 個小時讀書，但澳州孩子卻只有 9 個小時。此外，有 94%的亞裔學生想念大學，但澳洲孩子只

有 58%的人有這種想法。

教育學院教授傑里姆指出，一般認為，「填鴨式教育」是亞洲學生成功的原因，但他們移民到其

他國家後，接受當地非死記硬背的教育，所以亞洲人成績好，教育方式是次要原因。傑里姆說，文化

是亞洲學生優異的主因，亞裔父母在孩子的教育扮演重要角色，比起澳洲家長，他們更願意把孩子送

往更好的學校，更重視學校的品質，與同儕的影響。

22. 請問本篇文章的主題是？

(1)在澳洲，澳洲裔人比亞裔人喜歡念書。

(2)澳洲家長鼓勵小孩念書，考取大學。

(3)亞裔學生跟其他學生用了不一樣的教育方式，所以成績比較好。

(4)由於文化的關係，亞裔學生的成績高於其他學生。

23. 根據文章，下面哪個選項是正確的？

(1)亞裔學生是因為「填鴨式教育」才能獲得好成績。

(2)澳洲家長較亞洲家長注意學生的學習情況與環境。

(3)亞洲的學生在考取大學的意願上高於澳裔學生。

(4)澳洲學生每天花許多時間複習課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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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許多人的家裡應該都有一台機車，在經年累月的使用下，機車椅墊裂縫、破洞，坐起來硬梆梆屁

股疼，或是停放戶外風吹日曬雨淋，容易造成椅墊毀損，或是破洞，許多人會將椅墊整個換新，但是

費用實在不便宜，動輒上千塊元起跳，所以許多機車族會在椅墊上加貼膠帶或是另外購買保護套再繼

續使用，但是其實坐墊磨損不需要整個換新，利用簡易的椅墊再生術，不僅更環保而且價格更實惠。

豹紋加防水止滑皮件，還可以襯跳色的塑膠邊各式造型，椅墊外皮全都能客製化，在修理師傅的

巧手下，只要幾個步驟，原本破破爛爛的椅墊就可以大變身，變得跟新的一樣好用。拆掉破損椅墊外

皮，光溜溜的泡棉墊先做個小手術，切除毀損的泡棉後砂輪機修整凹槽，圓弧造型泡棉，已經是個半

成品了。

內部破損泡棉，黏合補洞，外層還要再加工，加一塊全新海綿，黏合後重新打磨，接著換皮、縫

合，製程只要 5 分鐘，價格 250 塊起跳。靠著椅墊換皮整形，過去曾是汽車椅套製造商的老闆，因為妻

子曾是裁縫師，因此想到把機車椅墊當成衣服一樣做縫補、修改，以及客製化訂做，在加上老闆以往

製作椅套的經驗，打破傳統觀念將事業轉型，夫妻倆胼手胝足一起經營，靠著靠著硬底子真功夫，在

機車椅墊找到事業的第二春，也服務了廣大的機車族們。

24. 根據本文，請問下列選項與本文無關？

(1)機車要停放在陰涼處才不會造成椅墊受損。

(2)椅墊受損不一定要全部更換，可以做部分修理。

(3)椅墊的修理與客製化，讓修理師父再創事業高峰。

(4)椅墊修理不但環保而且價格也很親民。

25. 請問文中的「胼手胝足」與下列哪個選項語意相近？

(1)手腳並用。

(2)摩頂放踵。

(3)辛苦打拼。

(4)同心協力。

*閱讀測驗問題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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