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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初階英語  一律橫式作答    共 2頁 

壹、 觀念題。請依據你在本課程所學到的，選擇最適當的答案。40 分。1-10 題為是
非題，11-20 為選擇題，每題 2 分。 

1. (  ) 現在式的動詞是表示現在在做的動作。 

2. (  ) 現在分詞的功能是表達一個動作，而其功能是當形容詞用。 

3. (  ) 英文單字的詞性和意思是固定的。 

4. (  ) 英文一個句子的長度是有限的。 

5. (  ) 能否辨認子句的關鍵是知不知道「關係代名詞」和「關係副詞」。 

6. (  ) 副詞片語和副詞子句的功能是修飾動詞、形容詞或副詞。 

7. (  ) 「介係詞」表達的是一個意思。 

8. (  ) 英文的逗號如和修飾語一起使用，是表示「附帶、補充說明」。 

9. (  ) 組合英文句子的材料有三種: 單字、片語和子句。 

10. (  ) 形容詞最困擾我們學生的有二項：形容詞子句和分詞。 

11. (  ) 一個句子的動詞所需要的配備要完整，這是為了 

(1) 配套完整 (2) 意思完整 (3) 句子完整 (4) 結構完整 

12. (  ) 英文可以表達動作的方式有 

(1) 一種 (2) 二種 (3) 三種 (4) 四種    

13. (  ) 片語和子句的區別是： 

(1) 片語有明確的文法結構 (2) 子句有明確的文法結構 (3) 長度不同 (4) 意思不同   

14. (  ) 要能掌握對等連接詞的關鍵是： 

(1) 瞭解意思 (2) 認得它 (3) 上下的意思能連貫 (4) 能辨認出所連接的東西     

15. (  ) 英文「介係詞」這個詞的本意是： 

(1) 放在甚麼中間 (2) 放在甚麼後面 (3) 放在甚麼前面 (4) 隨意放在甚麼地方    

下面五題是不論對錯的問卷，是想瞭解本課程對你學習英文是否有幫助，請據實回答。 

16. (  ) 這門課程的課文我有仔細讀、認真看。  

(1) 全部內容 (2) 七到八成 (3) 一半 (4) 二到三成 (5) 不到一成  

17. (  ) 這門課程的補充教學節目（網頁）我有仔細讀、認真看。  

(1) 全部內容 (2) 七到八成 (3) 一半 (4) 二到三成 (5) 不到一成 

18. (  ) 這門課程符合我的需求。  

(1) 完全同意 (2) 同意 (3) 沒意見 (4) 不同意 (5) 完全不同意  

19. (  ) 這門課程幫我重新建立學習英語的信心。  



(1) 完全同意 (2) 同意 (3) 沒意見 (4) 不同意 (5) 完全不同意 

20. (  ) 我願意向親朋好友推薦這門課程。  

(1) 完全同意 (2) 同意 (3) 沒意見 (4) 不同意 (5) 完全不同意 

貳、 運用題。請依據你在本課程所學到的，回答下列的題目。60 分，共十個小題，
每小題 6 分。這大題和第二次作業的第二題是同樣性質，分段所要注意的特徵和生
字無關。 

Near the end of a conversation with Roger Federer earlier this month, in a small dining 

room that had been set aside for us off the lobby of the Mount Stephen Hotel in 

Montreal, I asked if he happened to catch the final poignant seconds of Usain Bolt’s 

remarkable career as a solo runner in the 100 meters two days earlier at the World Track 

and Field Championships. Bolt finished a disappointing third, behind his longtime rival 

Justin Gatlin and another American sprinter, Christian Coleman
1
. 

1.  第一個句子的第一段話中有幾個介係詞片語? 

 (1) 1 (2) 2 (3) 3 (4) 4 (5) 5 

2. that 引導的子句(畫底線的)是甚麼子句 (甚麼功能)? 

 (1) 形容詞子句 (2) 名詞子句 (3) 副詞子句  

3. 這個子句一直延伸到哪裡? 

 (1) for us (2) off the lobby (3) of… Hotel (4) in Montreal 

4. if 引導的子句(畫底線的)是甚麼子句 (甚麼功能)? 

  (1) 形容詞子句 (2) 名詞子句 (3) 副詞子句 

5. 這個子句一直延伸到哪裡? 

 (1) seconds (2) career (3) 100 meters (4) earlier (5) Championships  

6. 第一個句子被 2 個逗點分成 3 段，它的主要結構 (主詞 + 動詞)是在第幾段話? 

 (1) 第一 (2) 第二 (3) 第三  

7. 請寫下這個句子的主詞和動詞，總共只有 2 個字 

8. 第二個句子被 2 個逗點分成 3 段，它的主要結構 (主詞 + 動詞)是在第幾段話? 

 (1) 第一 (2) 第二 (3) 第三 

9. 第二個句子中的 and (黑體字)是連接幾個人? 

 (1) 1 (2) 2 (3) 3 (4) 4 (5) 5 

10. 請寫下第二個句子的主詞和動詞，也是總共只有 2 個字 

 

壹、 觀念題。40 分。 

1. X 2. O 3. X 4. X 5. X 6. X 7. X 8. O 9. O  10. O 

11. 1 12. 4 13. 2 14. 4 15. 3 

貳、 運用題。 

1.  2 2. 1 3. 4 4. 2 5. 5 6. 3 

7. I asked 8. 1 9. 2 10. Bolt finished 

                                                 
1
 摘自紐約時報: de Jonge, Peter (2017). How Roger Federer Upgraded His Game?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Aug. 24, 20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