勒星頓中文學校
常識聽力測驗日期：2/23/2014

五、六年級 常識聽力測驗參考資料
聽力測驗分三部份:
(壹) 單位量詞、生活場所、基本常識、民俗節慶和文化常識
(貳) 成語和諺語

(參) 句型理解

(壹) 單位量詞、生活場所、基本常識、民俗節慶和文化常識
一、單位量詞
表示人的量詞：個、位 (「位」是比較正式客氣的用法)
一個

一群

一對夫妻/

一位(個)

一位(個)

人/小孩

人/學生

好朋友

朋友/客人

同學/老師

表示人或動物器官部位的量詞：個、隻、顆、根、張、條
一隻(雙) 隻 一隻(雙)

一隻(一對) 一根(一束) 一根(隻)

手/腳/腿

眼睛

耳朵

頭髮

手指/腳趾

一顆(排)牙齒

一張臉

兩片嘴唇

一條尾巴

一張嘴巴

表示水果的量詞: 個、顆，例外：一粒(串)葡萄、一根香蕉
一個(一顆) 一個(一顆) 一粒(一顆) 一粒/串
蘋果/西瓜

梨子/李子

一根(一串)

草莓

(一顆)葡萄 香蕉

一棵樹

一顆(一粒) 一粒米/麥

一座森林

種子

表示植物的量詞
一朵(一束)
一片葉子
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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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

表示文具和書本的量詞
一枝筆

一本字典/書 一盞電燈

一張(疊)紙 一張郵票

一把剪刀

一把尺

一座獎盃

一份禮物

一台電腦

表示穿戴用品和裝飾品的量詞
一條褲子/

一副/一雙(隻)

一雙(隻)

一件衣服/

一串(一條)

皮帶/圍巾

手套

襪子/皮鞋

洋裝

項鍊

一頂帽子

一副眼鏡

一套西裝

一對(一隻)戒指/手鐲/耳環

表示食物和飲料的量詞
一片(一盒) 一顆(包/盒)
一份點心

一塊牛排
餅乾

糖果

一碗(鍋)
飯/湯

一杯(壺)

一瓶醬油/

一片(一條) 一個麵包/

一道(一桌)

茶/咖啡

酒/果汁

吐司

包子/漢堡

菜

一片(一盒) 一隻(根)

一塊(片)

一根(條)

一根(枝)

披薩

蛋糕

香腸/熱狗

冰棒

雞腿

表示交通工具的量詞：架、輛、列、艘
一架飛機

一輛(部)汽車/腳踏車

一列火車

一艘船

表示文藝作品的量詞：封、首、篇、幅、座
一首(支)
一首詩

一篇文章

一幅字畫

一張照片

一部電影

一面錦旗

一座雕像

一個句子

一場球賽

一所學校

一堂(節)課 一把(支)傘 一條牙膏

一枚硬幣

一顆星星

一輪明月

歌/曲子
一封信
其他：

一堵(面)牆 一陣風/雨

一尊神像

一門學問

一座橋/城市 一道彩虹

一串鞭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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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生活場所
銀行－存錢(款)、取(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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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病、做手術(開刀)、健康檢查、探病、預防注射
電影院－看電影、首映典禮
交通工具－地鐵(捷運)、公共汽車、火車、飛機、船
博物館－陶瓷器皿及雕像、玉石器皿及雕像、字畫、古董
動物園－老虎、獅子、大象、猴子、河馬、豹、長頸鹿
學校－老師、學生、教室、考試、成績單、比賽、校隊
辦公室－上班、同事、開會、出差、加班、遣散(lay off)

三、基本常識
A. 時間和季節
一年有十二個月，分為四季，依序是春、夏、秋、冬。
平年的一年有三百六十五天，閏年的一年有三百六十六
天。閏年是每四年一次，每逢閏年時，二月會多一天，有
二十九天。
一年有五十二個星期(或稱五十二週，週末是指weekend)
一星期有七天，一天有二十四小時，一小時有六十分鐘，
一分鐘有六十秒鐘，一刻鐘等於十五分鐘。中午、上午、
下午。前年、去年、今年、明年、後年；大前天、前天、
昨天、今天、明天、後天、大後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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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方向和數字
前、後、左、右、上、下、中間 (中央)。
東、南、西、北、東南、西南、東北、西北。
太陽從東邊升起，西邊落下。
指南針的針總是指著南北方向。
十Ten 、百Hundred 、千Thousand、(一)萬Ten thousand、
十萬Hundred thousand、一百萬One million、一千萬Ten million、
一億One hundred million、十億(一兆) One billion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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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的姊妹 舅舅─媽媽的兄弟 阿姨─媽媽的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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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民俗節慶
※中國三大傳統節日是春節(中國新年)、端午節和中秋節。
◎春節(中國新年Chinese New Year)－農曆一月一日(農曆一月又稱正月)


中國新年的前一晚叫「除夕」(Chinese New Year’s Eve)，又稱「大
年夜」。



除夕的晚上, 全家人要聚在一起吃年夜飯，所以年夜飯
也叫做團圓飯。吃過年夜飯後，就要守歲至午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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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夜飯都會準備象徵吉祥好運的年菜，例如：魚、水
餃和年糕。



水餃的形狀像元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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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步高升)。



春節 時 小 孩 子 要 給長 輩拜年， 長輩就會給 小孩子紅
包，紅包也叫做「壓歲錢」。

◎元宵節(上元節Lantern Festival)－農曆一月十五日，慶祝春節活動
的最後一天。
 元宵節的習俗有猜燈謎、提花燈和吃元宵(北方吃元
宵，南方吃湯圓)。
 在這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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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掃墓節Tomb Sweeping Day)－約在國曆四月五日左右
 清明節的起源，據傳始於古代帝王將相的祭祖掃墓活
動，歷代沿襲而成為中華民族一種固定的風俗。
◎端午節(詩人節 Dragon Boat Festival)－農曆五月五日
 吃粽子、划龍舟是為了要紀念投江自盡的愛國詩人屈
原 (戰國時代楚國人)。
 端午節在節氣上代表開始進入夏天，蚊蟲及疾病紛紛
出現，所以要打掃及消毒住所環境。習俗活動有大門
前會掛上菖蒲和艾草，小朋友身上佩戴香包、大人喝
雄黃酒，都是為了要驅蟲避病，另外還有正午時「立
蛋」等。民間傳說：白蛇傳。
◎七夕(中國情人節The Seventh Evening of July)－農曆七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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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間傳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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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西對照：Valentine's Day (情人節)－二月十四日
◎中元節(鬼節Ghosts’ Festival)－農曆七月十五日
 農曆七月俗稱鬼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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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間活動則以基隆中元祭的放水燈最為盛大。
 中西對照：Halloween (萬聖節前夕)－十月三十一日
◎中秋節(團圓節Moon Festival)－農曆八月十五日
 慶祝方式有吃月餅和柚子(取「佑子」諧音)，以及賞月。
 「后羿射日」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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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就飛到月亮上了。
◎教師節(孔子誕辰紀念日Teacher's Day)－國曆九月二十八日
為了紀念至聖先師孔子，並表現「尊師重道」的傳統美
德，藉由這一天來感謝所有的老師。
◎重陽節(重九節Double Ninth Festival/敬老節Senior Citizen’s Day)－農曆九月九日
 九九代表長久，好像人的生命長壽，所以也象徵「老
人」。這也是發揚中國人「敬老尊賢」的美德。
 在這天民間流傳著佩戴茱萸、喝菊花酒、登高爬山等
習俗，傳說這樣可以趨吉避凶。
◎冬至(Winter Solstice)－國曆十二月二十二日或二十三日
 冬至可說是二十四節氣中，十分重要的一個節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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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天北半球正是夜最長日最短，過了這天，就是夜
漸短日漸長，而南半球則剛好相反。
 這天又稱「過小年」，要吃湯圓、祭祀祖先。吃了湯
圓就多長了一歲。

五、文化常識
◎十二生肖－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部分，源於自然界的十
一種動物和一個民族圖騰，即鼠、牛、虎、兔、龍、蛇、
馬、羊、猴、雞、狗、豬。
中國古代利用十二地支對應十二生肖方便於記年，其順序
排列為：子鼠、 丑牛、 寅虎、卯兔、 辰龍、 巳蛇、
午馬、 未羊、 申猴、 酉雞、 戌狗、 亥豬。
去年(2013)是蛇年，今年(2014)是馬年，明年(2015)是羊年。
◎六書－是指象形、指事、會意、形聲、轉注、假借六種中
國古代造字的方法。六書中以象形字出現最早，形
聲字數量最多。
◆象形、指事是不能再加以分析的獨立體稱為「文」。
◆會意、形聲是可以分析的合併體稱為「字」。
以上四種是文字構造的基本法則；轉注和假借則是文字構
造的補充法則。
1.象形－把「具體的物」用簡單的筆劃依樣畫出來。
如：日、月、山、水，就是象形文。
2.指事－將「抽象的事」用簡單的符號來表示。
如：上、下、天，都是指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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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會意－把兩個或兩個以上的象形文組合在一起，造出一
個新的字來表示一個新的意思。如：信 (人+言)，武 (戈+止)。
4.形聲－把一個表達意思的符號和一個表達聲音的符號組
合而成一個新的字。如：爸 (父+巴)、江、河。
 中國的兩大水系：北方黃河，南方長江。
 長江又叫揚子江(Yangtze River)，因為長而得名，是亞洲和中
國的第一大河，也是世界第三大河。
 從歷史發展來看，黃河流域是中國文化發源的地方。
 「長城」(The Great Wall)是世界上最大的建築物，建造始於兩
千五百多年以前，東起中國渤海邊，西至中國西北的
沙漠裡，總共一萬兩千多里長。秦始皇統一天下後，
連結以前各國的防禦城牆而成為今日的萬里長城。
 「絲路」(The Silk Route)從中國的西北到亞洲的最西邊，這條
路經過沙漠和高山，也經過許多不同的國家，在兩千
多年前中國漢朝時，東西方的人經過這條路互相來
往，交朋友、做買賣，也互相學習不同的文化。
 台灣最高的山是玉山；最長的河是濁水溪。
 在地理上，台灣以中央山脈分東西；以濁水溪分南北。
 一般來說, 中國菜可分為北方與南方兩大類。北方地區
大致以「麵」食為主，南方地區則多以「米」食為主。
 文房四寶是中國獨有的文具，即毛筆、紙、墨、硯台。
 中國古代四大發明：火藥、指南針、造紙術、活字印
刷術。
 黃帝時代倉頡造字、秦朝蒙恬製筆、漢朝蔡倫造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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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成語和諺語
參考網站：教育部成語典 http://dict.idioms.moe.edu.tw/sort_pho.htm
僑教雙週刊主題區成語故事 http://edu.ocac.gov.tw/culture/topic/05html/001.htm
兒童華語系列－諺語(Chinese Say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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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成語
1. 一舉兩得(一箭雙鵰)－比喻做一件事，卻得到兩種好處。
to kill two birds with one stone
例：暑假我們回台灣探親，順便旅遊，真是一舉兩得。
2. 班門弄斧(不自量力)－在專家的面前誇示自己的本領。
teach one’s grandmother how to suck eggs
例：你想教她滑雪無異是班門弄斧，難道你不知道她曾經
是滑雪選手嗎？
3. 七上八下(忐忑不安)－比喻心情緊張，無法平靜。
have butterflies in one’s stomach
例：一想到今天老師要發成績單，我心裡就七上八下。
4. 自作自受 (自食其果)－自己做錯的事，自己承擔後果。
You have to take your medicine. If you did wrong you must pay.
Similar as “stew in one’s own juices”; “eat the fruit of one’s own doings”.
例：因為吹牛貝平常總是胡說八道，所以大家都不再相信
他，吹牛貝真是自作自受。
5. 馬馬虎虎(隨隨便便)－形容一個人做事隨便，不認真努力。
to palter with something; careless, just passable; not so bad, not so good; just so-so
例：小明不管做事或讀書總是馬馬虎虎，讓媽媽很煩心。
例：小明：「大華，你最近過得好嗎？」
大華：「還不是老樣子，馬馬虎虎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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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愛不釋手－喜歡某物到極點, 捨不得從手中放下。
to love something too much to part with it; to fondle admiringly
例：這本故事書真是太好看了，不但讓我廢寢忘食，更讓
我愛不釋手。
7. 得心應手－心裡怎麼想，就能怎麼做。比喻做事非常順
利，完全沒有困難。
What the heart wishes, the hand accomplishes; going smoothly and easily.
例：今天運氣真好，不管做什麼事情都很得心應手。
8. 熟能生巧－事情做到很熟練後，就能做得更好更巧妙了。
Practice makes perfect; with familiarity you learn the trick.
例：力力扯鈴的花招真多而且又好看，因為他每天都花上
兩個小時練習，當然熟能生巧。
9. 胸有成竹－比喻在事前已經準備好或心中早已拿定主意。
Have a plan up one’s sleeves.
例：下節課就要考試了，你看她一點兒都不緊張，一副胸
有成竹的樣子。

二、諺語
1. 種瓜得瓜，種豆得豆(要怎麼收穫，先那麼栽)－
比喻做了什麼事，就會得到什麼樣的結果。
As a man sows, so he shall reap; Reap as one has sown.
例：讀書就像「種瓜得瓜，種豆得豆」。你別以為成天
玩，就能得到好成績。
2. 吉人自有天相(好人有好報)－
指好人或有福氣的人自然會得到上天的保佑。
God blesses the good 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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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昨天張叔叔發生車禍，還好他吉人自有天相。只是
小擦撞，人沒受傷就好。
3. 百聞不如一見(眼見為憑)－
聽別人說一百遍，還不如親自去看一眼的真實與正確。
Seeing is believing.
例：這次到埃及旅行，終於親眼看見金字塔的雄偉壯
觀，真是「百聞不如一見」。
4.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不親身經歷危險，就不能獲得成功。
Nothing venture, nothing gain.
例：她抱著「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精神，終於登上
了世界最高峰－聖母峰。
5. 不經一事，不長一智(前事不忘後事之師)－
要經過事故，才能學到經驗，增長智慧。
Experience is the best teacher.
例：安安跑得太快，從樓梯上跌下來，摔斷了腿。現在
她知道上下樓梯都要小心慢慢走，真是「不經一
事，不長一智」。

(參) 句型理解
【範例】題目：小明除了會彈鋼琴之外，還會彈吉他。
問題：請問下列哪句話是正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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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小明只會彈鋼琴。
B. 小明只會彈吉他。
C. 小明不但會彈鋼琴，也會彈吉他。
正確答案是（C）
1. 雖然…，但是…。
例：他雖然長得矮小，但是力氣卻很大。
2. 先…，再…。
例：放學後，媽媽要我們先寫功課，再看電視。
3. 不管…，都…。
例：不管外面的天氣如何，爸爸都要去上班。
4. 在…，還…。
例：在天黑以前，我們還可以再打一場球。
5. 一…，就…。
例：每次一下大雨，這條路就淹水了。
6. 即使…，也…。
例：即使媽媽不叫我做事，我也會自動幫忙。
7. 由於…，因此…。
例：由於暴風雪的關係，因此許多道路都封閉了。
8. 不但…，而且…。
例：哥哥不但很會讀書，而且也很會游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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