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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立自強國民中學 107 學年度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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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天  (A) row     (B) weak    (C) summer 

2. 有用的  (A) setting     (B) else     (C) useful 

3. 造訪；參觀  (A) fan    (B) fix   (C) visit 

4. 運動   (A) subway     (B) nod    (C) exercise 

5. 籌（錢）   (A) story     (B) ship    (C) raise 

6. 圖畫   (A) square     (B) then    (C) picture 

7. 因為  (A) tomorrow     (B) enjoy    (C) because 

8. 發燒   (A) fix     (B) far    (C) fever 

9. 醫院   (A) museum     (B) basketball    (C) hospital 

10. 一定   (A) husband     (B) wet    (C) must 

11. 頭痛   (A) weather     (B) only    (C) headache 

12. 氣味；味道  (A) east     (B) typhoon    (C) smell 

13. 感人的  (A) terrible     (B) cyclone    (C) touching 

14. 推   (A) ski     (B) grade    (C) push 

15. 想法；點子  (A) grape     (B) learn    (C) idea 

16. 感覺   (A) every     (B) even    (C) feel 

17. 改變  (A) spring     (B) science    (C) change 

18. 在……期間   (A) end     (B) when    (C) during 

19. 奇怪的；陌生的   (A) warm     (B) subject    (C) strange 

20. 進入   (A) city     (B) rabbit    (C) enter 

21. 邀請   (A) clean     (B) hall    (C) invite 

22. 士兵；軍人   (A) model     (B) math    (C) soldier 

23. 網際網路   (A) clerk     (B) pork    (C) Internet 

24. 體貼的；親切的   (A) straight     (B) enjoy    (C) kind 

25. 節省；儲存   (A) just     (B) chess    (C) save 

 

二、單字英翻中，每題 2 分，共 50 分。 

26. visit   (A) 會議     (B) 剛才    (C) 到訪 

27. easy    (A) 樂團     (B) 地圖    (C) 容易的 

28. finish      (A) 開始     (B) 魚    (C) 完成 

29. try    (A) 疲累的      (B) 派對     (C) 嘗試 

30. wave    (A) 祝福    (B) 為什麼   (C) 揮舞 

31. chopstick     (A) 湯匙     (B) 碗    (C) 筷子 

32. boil   (A) 男孩     (B) 慶祝    (C) 烹煮 

33. common   (A) 獨特的     (B) 跨越    (C) 普遍的 

34. share    (A) 想念     (B) 查詢    (C) 共用 

35. manners   (A) 刀子     (B) 一次    (C) 禮儀 

36. secretary   (A) 問題     (B) 牛排    (C) 祕書 

37. anyway    (A) 常常     (B) 總是    (C) 無論如何 

38. past      (A) 空氣     (B) 很少    (C) 經過 

39. bridge     (A) 河     (B) 草    (C) 橋 

40. clear    (A) 乾淨的     (B) 骯髒的    (C) 清楚的 

41. arrive    (A) 生活     (B) 出發    (C) 抵達 

42. middle  (A) 室內     (B) 外面    (C) 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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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winter   (A) 秋天     (B) 夏天    (C) 冬天 

44. sunny    (A) 多雲的     (B) 風大的    (C) 晴朗的 

45. pick   (A) 跑     (B) 走    (C) 摘 

46. rainy  (A) 晴朗的   (B) 多雲的    (C) 下雨的 

47. inside   (A) 在室外   (B) 可愛的    (C) 在室內 

48. balcony     (A) 屋頂     (B) 只有    (C) 陽臺 

49. future     (A) 過去     (B) 現在    (C) 未來 

50. drive    (A) 騎乘     (B) 搭乘    (C) 駕駛（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