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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立自強國民中學 106學年度七年級英語科補考 題庫卷 

                                            班級：       座號：      姓名： 

請讀完下文才開始作答： 

1. 本學科試題共 1張 2面，請將答案劃記在答案卡上，交卷只須交答案卡。 

2. 選擇題皆有三個選項 A、B、C，其中只有一個選項是正確的，請將最適當的答案選出。 

3. 本測驗試題總共 50題，每題 2分，共 100分。 

一、單字中翻英，每題 2分，共 50分。 

1. 商人  (A) club     (B) week    (C) businessman 

2. 其他  (A) start     (B) else     (C) speak 

3. 說；講  (A) speak    (B) fix   (C) party 

4. 點頭   (A) daughter     (B) nod    (C) many 

5. 故事   (A) story     (B) uncle    (C) away 

6. 接住   (A) say     (B) then    (C) catch 

7. 工程師  (A) fair     (B) enjoy    (C) engineer 

8. 修理   (A) fix     (B) celebrate    (C) diet 

9. 棒球   (A) baseball     (B) basketball    (C) soccer 

10. 妻子   (A) husband     (B) wife    (C) milk 

11. 不同的   (A) different     (B) only    (C) same 

12. 舉例來說  (A) too bad     (B) in town    (C) for example 

13. 可怕的；嚇人的  (A) terrible     (B) nice    (C) music 

14. 網球   (A) tennis     (B) grade    (C) other 

15. 加入；參加  (A) join     (B) learn    (C) enjoy 

16. 每一   (A) every     (B) help    (C) ask 

17. 自然科學  (A) history     (B) science    (C) art 

18. 學習   (A) learn     (B) love    (C) loud 

19. 學科   (A) were     (B) subject    (C) street 

20. 兔子   (A) then     (B) rabbit    (C) tiger 

21. 烏龜   (A) clean     (B) chicken    (C) turtle 

22. 數；計算   (A) count     (B) math    (C) body 

23. 考試   (A) piece     (B) pork    (C) test 

24. 練習   (A) practice     (B) enjoy    (C) own 

25. 西洋棋   (A) either     (B) chess    (C) play 

 

二、單字英翻中，每題 2分，共 50分。 

26. meeting   (A) 會議     (B) 了解    (C) 星期 

27. maybe    (A) 樂團     (B) 也許    (C) 幫忙 

28. hour      (A) 小時     (B) 選擇    (C) 慶祝 

29. guitar    (A) 吉他      (B) 派對     (C) 八月 

30. again    (A) 再一次    (B) 為什麼   (C) 第一個 

31. first     (A) 第三     (B) 第二    (C) 第一 

32. celebrate   (A) 想念     (B) 慶祝    (C) 九月 

33. January   (A) 十二月     (B) 七月    (C) 一月 

34. wish    (A) 想念     (B) 祝福    (C) 日期 

35. twice   (A) 兩次     (B) 一次    (C) 三次 

36. problem   (A) 問題     (B) 享受    (C) 然後 

37. often    (A) 常常     (B) 總是    (C) 很少 

38. never   (A) 從不     (B) 很少    (C) 總是 

39. say     (A) 說     (B) 玩    (C) 划 

40. then    (A) 那時     (B) 使用    (C) 以前 

41. meal    (A) 生活     (B) 一餐    (C) 健康 

42. care about  (A) 關心     (B) 擔心    (C) 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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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at least   (A) 至多     (B) 至少    (C) 剛好 

44. meat    (A) 水果     (B) 蔬菜    (C) 肉類 

45. should   (A) 應該     (B) 能夠    (C) 將會 

46. kilogram  (A) 公克   (B) 公斤    (C) 磅 

47. chubby   (A) 圓胖的   (B) 可愛的    (C) 健康的 

48. both     (A) 其他     (B) 只有    (C) 兩者 

49. mix     (A) 混和     (B) 放置    (C) 添加 

50. remember    (A) 記得     (B) 居住    (C) 忘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