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年級第一學期英文科補考題庫
一.選出正確中文意思, 共 20 題
1.

(

) vacation spot (A) 加拿大 (B) 渡假勝地 (C) 武陵農場 (D) 日月潭

2.

(

) restaurant

3.

(

) dining room

4.

(

) in front of (A) 在…旁邊 (B) 在…之間 (C) 在…前面 (D) 在…後面

5.

(

) roller-skate

(A) 溜冰 (B) 溜冰鞋

(C) 輪子 (D) 飛盤

6.

(

) birthday

(A) 聖誕節 (B) 生日

(C) 教師節 (D) 假日

7.

(

) over here

(A) 在這邊 (B) 在那邊

8.

(

) by the way

(A) 沒錯。 (B) 沒關係。 (C) 對不起。 (D) 順便一提。

9.

(

) No wonder. (A) 沒錯。 (B) 難怪。 (C) 對不起。 (D) 順便一提。

(A) 旅館

(B) 火車站

(C) 餐廳

(D) 客廳

(B) 廚房

(C) 臥室

(D) 飯廳

(A) 浴室

(C) 附近 (D) 在周圍

10. (

) maple leaves (A) 櫻花樹 (B) 櫻花 (C) 楓葉 (D) 楓樹

11. (

) polar bear

(A) 加拿大 (B) 北極熊 (C) 雙胞胎 (D) 游泳者

12. (

) cellphone

(A) 電話 (B) 錄音機

13. (

) beautiful

(A) 漂亮的 (B) 難看的

14. (

) How come? (A) 真的嗎？(B) 從哪裡來？ (C) 為什麼？ (D) 〜多大？

15. (

) housewife (A)農夫 (B) 家庭主婦

16. (

) classmate (A) 警察 (B) 醫生

17. (

) puppy

(A) 小狗 (B) 寵物

18. (

) actress

(A)男演員 (B) 女演員

19. (

) salesman (A) 警察

20. (

) smart

(C) 手機 (D) 錄影機
(C) 特別的 (D) 受歡迎的

(C) 醫生 (D) 警察

(C) 家庭主婦 (D) 同學
(C) 護士 (D) 廚師

(B) 銷售員

(C) 男服務生 (D) 女服務生
(C) 家庭主婦 (D) 同學

(A) 聰明的 (B) 飢餓的 (C) 難看的 (D) 遲到的

二.選出正確英文單字, 共 30 題
19. (

) 起司 (A) classmate (B) Canda

20. (

) 家庭 (A) favorite (B) family

21. (

) 照片 (A) people (B) puppy

22. (

) 最喜愛的 (A) family (B) fun

23. (

) 電腦 (A) cellphone

24. (

) 照相機 (A) camera (B) cellphone

(C) chocolate

(D) cheese

(C) fall down (D) famous
(C) picture (D) place
(C) factory (D) favorite

(B) camera

(C) computer (D) cable car
(C) cable car (D) computer

25. (

) 游泳者 (A) swim (B) swimming

26. (

) 著名的 (A) favorite (B) famous

27. (

) 作詞者 (A) song singer (B) son writer (C) song writer (D) star writer

28. (

) 特別的 (A) shout (B) special

29. (

) 巧克力 (A) chocolate (B) cheese

30. (

) 工廠

31. (

) 飢餓的 (A) hamburger (B) heavy

(C) hurry (D) hungry

32. (

) 早餐

(A) brother (B) breakfast

(C) busy (D) birthday

33. (

) 準備

(A) popular (B) picnic (C) prepare (D) please

34. (

) 建築物 (A) build (B) between

35. (

) 尋找

(A) find out (B) wake up

36. (

) 野餐

(A) picnic (B) popular

37. (

) 山

(A) money (B) movie theater (C) mountain (D) mother

38. (

) 在…旁邊 (A) between (B) beside

(C) besides (D) bedroom

39. (

) 浴室 (A) bathroom (B) bethroom

(C) bedroom (D) badroom

40. (

) 記者 (A) restaurant (B) reporter

(C) report

41. (

) 受歡迎的 (A) picnic (B) please

42. (

) 上車 (A) get on (B) stand in line

43. (

) 查明

(A) look for (B) find out (C) wake up (D) come back

44. (

) 飛盤

(A) flower (B) favorite

45. (

) 籠子

(A) cook

46. (

) 喊叫

(A) seat (B) shout

47. (

) 房子

(A) hold (B) heavy (C) honey (D) house

48. (

) 澆水 (A) worry (B) waiter

49. (

) 掉落 (A) factory (B) farmer

50. (

) 規則 (A) restaurant (B) rule

(C) swimmer (D) sorry
(C) flower (D) family

(C) smart

(C) cook (D) cherry

(A) follow (B) favorite

(B) cheese

(D) seat

(C) fruit tree (D) factory

(C) building (D) bedroom
(C) hurry up (D) look for
(C) pocket (D) prepare

(C) popular

(D) robot
(D) place

(C) stand up (D) turn off

(C) farmer (D) frisbee
(C) cage (D) cellphone

(C) same (D) shop

(C) water (D) writer
(C) fall

(D) favorite

(C) report

(D) robo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