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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live in a colorful world. But do you know colors have different meanings for people 
from different countries? 

Red is the color of good luck and happiness in China. People love to wear red clothes 
during Chinese New Year. And red envelopes with money are given as gifts on holidays and 
weddings. However, in some parts of Africa, red is the color of mourning because it means 
death.  

White is usually the color of funerals in the East, but in the West it is the color of 
weddings. Purple means royalty in many countries, but it is the color for widows in Thailand. 
If you don´t understand the different meanings of colors, you may make big mistakes.

 meaning 意義  happiness 幸福  wedding 婚禮  Africa 非洲 mourn 哀悼  death 死亡  
funeral 喪禮  royalty 皇室  widow 寡婦  Thailand 泰國

問題 1：
閱讀學習目標：能夠掌握文章重點

題型：選擇題

試題難易度：1

1.What does this reading talk about?
(A) How to bring good luck to yourself.

(B) Different kinds of weddings in Africa.

(C) When to give red and white envelopes.

(D) Different meanings of colors.

換你來試試看吧 !
Color Meanings
顏色的意義 初階

七上下、八上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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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2：

閱讀學習目標：能夠掌握文章重點

題型：選擇題

試題難易度：3

2.What color is usually used in a Chinese wedding?
(A) Red.   (B) Black.

(C) Purple.  (D) Blue.

問題 3：

閱讀學習目標：能夠掌握文章重點

題型：選擇題

試題難易度：3

3. What color does a woman in Thailand wear when her husband dies?
(A) Red.   (B) Purple.

(C) White.  (D) Yellow.

Pumpkin Pie Recipe
食譜 – 怎樣做南瓜派 ?

初階
七上下、八上程度

How to Make a Pumpkin Pie
You need:

1 pumpkin
1 pie shell 
1 tablespoon butter
3/4 cup brown sugar
1/2 teaspoon salt
1 cup milk
1 small can evaporated milk
3 eggs
some spices

Steps:
1.Brush the pie shell with melted butter and put it in the refrigerator.

2.Cut the pumpkin in half and scoop out the pumpkin seeds.

3.Steam the pumpkin until soft and then scoop out the cooked pumpk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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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Cook the pumpkin with brown sugar, salt and spices in a saucepan until thick, about 5 
minutes.

5.Put in eggs and the two kinds of milk and cook for another 5 minutes.

6.Pour in the pie shell and bake in the oven for 60 minutes.

問題 4：
閱讀學習目標：能夠掌握文章重點

題型：選擇題

試題難易度：2

4.What don´t you need to make a pumpkin pie? 
(A) Sugar. (B) Salt. (C) Coffee.  (D) Pumpkin.

問題 5：
閱讀學習目標：能夠連結文章的重點資訊

題型：選擇題

試題難易度：5

5.Which step is wrong?
(A) Brush the pie shell with butter before put it in the refrigerator.

(B) Steam the pumpkin and then cut it in half.

(C) Scoop out the pumpkin after it is steamed and soft.

(D) Put in eggs and milk after the pumpkin is cooked with sugar, salt and spices.

問題 6：
閱讀學習目標：能夠掌握文章重點

題型：選擇題

試題難易度：3

6.How much time is the pumpkin pie baked in the oven?
(A) 5 minutes.  (B) 10 minutes. 

(C) 30 minutes.  (D) 1 h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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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ve you ever dreamed of traveling abroad for a whole year? Now this is not a 
dream if you have a working holiday visa. You can stay in Australia, New Zealand, Japan or 
Canada up to twelve months and make money for your travel at the same time!

A working holiday visa allows young people to experience living in a foreign country 
and work legally during their stay. Jobs like fruit picking or waiting tables are easy to find. 
However, there is an age limit. For Australia, New Zealand and Japan, working holiday visas 
are given to people between 18 and 30 years old; for Canada, the age limit is 18 to 35. 

The one year stay abroad without being a full-time student is known as a “gap year＂. 
It means to take one year out of studying to do something else. You may travel to different 
places, play a lot of sports, learn a new language or even do volunteer work. But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to take a break and get ready for your next step. If you plan well before 
you go, a “gap year＂ can be filled with valuable experiences.

travel 旅行  abroad 在海外  whole 完整的  visa 簽證  Australia 澳洲  

New Zealand 紐西蘭  Japan 日本  Canada 加拿大  allow 允許  legally 合法

limit 限制  gap year 空白年  volunteer work 義務工作  valuable 有價值的

問題 7：
閱讀學習目標：能夠連結文章的重點資訊

題型：選擇題

試題難易度：4

7.Which country gives working holiday visas to people over 30 years old?
(A) Australia.  (B) New Zealand.

(C) Canada.  (D) Japan.

問題 8：
閱讀學習目標：能夠掌握文章重點

題型：選擇題

試題難易度：3
8.What kind of job is easy to find for someone who has a working holiday visa?

初階
八下 - 九下程度

Working Holidays
旅遊發燒熱 – 打工度假簽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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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Doctor. (B) Reporter.

(C) Waiter. (D) Farm keeper.

問題 9：
閱讀學習目標：能夠連結文章的重點資訊

題型：選擇題

試題難易度：6

9.What is NOT true about taking a “gap year＂? 
(A) You can travel for a whole year.

(B) You have to be a full-time student.

(C) You can take a break from your studies.

(D) You may do volunteer work.

閱讀技巧帶著走，會考達陣 so easy
十二年國教正式上路，教育部將辦理「國中教育會考」，作為我國國中畢業生學力檢定

之機制。針對教育會考英語科部份，分為「聽力」以及「閱讀」兩大題型，共 60 題。會考考
試時間為 80 分鐘，其中「閱讀」題型部分為 40 題，佔總題數高達三分之二。所以，瞭解如
何在短時間裡，在閱讀部分提高答對題率也是成績達高分的重要方向之一。

而下列將會提到的主要「閱讀七大技巧」，為學生在平常擁有充足的閱讀量後，提供他
們閱讀的方法與策略，讓備好所有上場武器的孩子們，發揮他們所有的戰力，在教育會考達陣
百分百 !  會考高答對題率將不再是難事。

閱讀 7大技巧
Step 1 閱讀前 Pre-reading
七大技巧 1 閱讀前提問，激發先備 （Pre-reading Questions）

每個人對這個世界都有不同的認知，許多閱讀研究指出，將生活經驗與既有的知識融入
閱讀過程，可對文章有較好的理解力。學生起初在閱讀時，通常不太有能力將自己的知識、認
知、價值觀與文章的內容做結合，因此老師的角色便是「引導連結」的那座橋樑喔！

範例 - 教師提問相關先備 (stimulate prior knowledge) Have you ever seen any special 
kind of butterfly?

 ■ What kind of food does butterfly eat?

 ■ How far can a butterfly tra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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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大技巧 2 略讀（Skimming）
在閱讀文章之前，先對文章產生一個概略的印象。就好像要到一個陌生的地方之前，先

看看地圖，對當地有概略的了解。此技巧幫助學生短時間內抓住作者的想法，獲得最多有關該
篇文章的重要訊息。

略讀 - 重要訊息在哪裡 ?

1.文章標題 /每一個標題下的第一個句子

2.第一段 :文章一開始通常是解釋主題或大略說明本篇章要表達的 內容方向 (關於 ...)

3.框起來的一段文字或不一樣的字型 (斜體、黑體 )

4.所附的圖表、圖片及圖解

5.文章最後一段 :通常是結論或摘要

七大技巧 3 掃讀（Scanning）
請同學快速瀏覽文章，尋找某一特定的單字、單詞或訊息。本技巧有助在短時間內找到

所需訊息，培養抓取文章重點的能力。本技巧在訓練時高度涉及教師的提問引導，老師指定某
個單字或「項目」，給予最快找出該單字或訊息的學生適當獎勵。如，在一篇書信中讓孩子比
賽看誰最快找出寫信人住在哪個城市。

Step 2閱讀中 Guided Reading
七大技巧 4 依上下文猜字意﹙ Guessing﹚

閱讀中常常會有學生不認識的字彙，學生在閱讀時若遇到生詞，通常會想要馬上查字典
將字義查出，老師應鼓勵學生根據上下文來對新字彙做合理的揣測。

七大技巧 5調整速度 /做記號 /重讀 /猜句意 
在閱讀過程中，須有隨時檢視自己調整閱讀策略的能力，當遇到不懂時，可採取些必要

的動作。如，減慢閱讀速度或將不懂的字、詞、句重讀一次。另可要求學生養成一個習慣，在
閱讀中將不懂得句子打「X」，並將該句重讀一次，若仍不懂就利用上下文猜測字義或句意，
再不懂則可查字典，此策略可養成孩子查字典前先猜測思考字義 / 句意的能力。

Step 3閱讀後 Post-reading
七大技巧 6文章大意掌握的技巧

指的是在閱讀後，抓到文章大意再用自己的方式重新敘述一次。可引導學生去找、辨別
出文章中最重要的人 (who)、事 (what)、時 (when)、地 (where)，讓他們用自己的方式敘述這
些訊息，鼓勵他們用「最少」的訊息表達出「最多」的意思。

七大技巧 7 文章架構辨別與分析技巧（Story Grammar）
作者在寫作時，會採用一個最適當編排他要呈現資訊的「架構」，首先來看看所謂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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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架構」是指什麼。文章的內容編排架構有以下六種：

文章架構種類 說明

01 依時間前後順序鋪排
(Chronilogy Sequence)

以世界的發生前後順序來鋪排，不管是由前至後 (順
敘 )或是由後至前 (倒敘 )，「時間」是一個用以串起
全篇文章的中心線索。通常會有點出時間的用字，包
括 :first,then,next,finally。

02 依因果關係鋪排
(Cause/Effect)

提出一個事件發生的因與果，可以是先點出一個已經
發生的現象 (果 )再去回溯該現象發生的原因；也可以
是先點出一個既有現象 (因 )後，再去推倒出這樣的現
象會導致的後果。

03 依問題解答鋪排
(Problem/ Solution) 先提出一個問題，再提供解決該問題的方式。

04 依比較對照方式鋪排
(Compare/contrast) 作者會用比較對照的方式來幫助讀者理解一個概念。

05 依敘述方式鋪排
(Description) 作者會用「知覺 (或感受 )」來敘述較抽象的事物。

06 依給予的指引方式鋪排
(Direction)

用來指引讀者如何完成一項作品，這樣的文章通常包
含了一連串的指示說明步驟。

在閱讀後，請同學說說看該文章，屬於哪一類的文章架構，並討論「在比較什麼？在解
決什麼？事件發生順序如何？因果關係是怎麼樣？引證什麼故事或事件作為說明的例子？」
等，長期下來，孩子將自然形成基本而良好的閱讀習慣，這也是培養閱讀素養的小秘方喔！

問題 1 計分
滿分：(D)  不同顏色代表不同意義。由第一段第二句 But do you know colors have 

different meanings for people from different countries. 運用略讀 (skimming)
策略可以得知主要文章大意為 different meanings of colors.

問題 2 計分
滿分：(A)  紅色。在閱讀中找到第二段…Chinese New Year.And red envelopes with 

money are given as gifts on holidays and weddings. 運用掃讀 (scannin) 策
略尋找跟題目提到相同字彙「Chinese wedding」，由句子中看到 red，則可
判讀出此提答案為「紅色」。

問題 3 計分
滿分：(B) 由 第 三 段 中 間 Purple means royalty in many countries, but it is the color 

for widows in Thailand. 運用掃讀 (scannin) 策略尋找跟題目提到相同字彙
「Thailand」，在同一句往前找到第一個顏色字彙 purple。高成就的學生可

解答：閱讀七大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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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直接從單字表中找到 widows 語意和 “her husband dies＂相同，則立刻找
到答案為紫色。

問題 4  計分
滿分：(C)  由題目看出 you need 二字，學生找出與題目相同字彙「You need:」冒號

後方的食譜找答案，利用略讀 (skimming) 策略快速看過與選項不符合的單
字，即可看出 Coffee 沒有出現在列表中。

問題 5  計分
滿分：(B)  由 steps: 下方從第一點開始用掃讀 (scanning) 策略找出與題目相同的字

彙，並且留意先後順序。看到選項 (A) 的 before，學生可推斷出 Brush…是在
put it in the refrigerator 之前，對應 step 1: Brush......refrigerator 順序相同，
故 (A) 選項為正確。再看到 (B) 選項的 and then 可以看出 cut it in half 是接
在 steam the pumpkin 之後所做的事，對應到 step 2 和 step 3，呼應到 2. 
Cut… 3. Steam…可知，先 cut 再 steam，故選項 (B) 為錯誤的步驟。

問題 6  計分
滿分：(D)  由題目中的關鍵字 oven，運用掃讀 (scanning) 策略，找到文章中相同字

彙 6.Pour in the pie shell and bake in the oven for 60 minutes. 判斷前後文
可推敲出 60 minutes。而選項中沒有剛好 60 minutes 的選項，故選擇 (D) 1 
hour.。而高成就的學生則可運用同義字 60 minutes ＝ 1 hour 的方式快速作
答。

問題 7  計分
滿分：(C)  由題目中看到關鍵數字 over 30。運用掃讀 (scanning) 策略找到第二段後面

的數字 30，over 字義為「超過」。呼應到第二段最後一句

問題 8  計分
滿分：(C)  由題目找到關鍵字 job, easy。運用掃讀 (scanning) 策略找到第二段第二句

相同字彙，Jobs like fruit picking or waiting tables are easy to find. 看到題目
(A)(B)(C)(D) 中有和 (C)Waiter 相符合的字詞 waiting。因此答案為 (C)。而高成
就的學生則可運用同義字 waiting tables ＝ waiter。

問題 9  計分
滿分：(B)  由題目中找到關鍵字 a “gap year＂。運用掃讀 (scanning) 策略尋找到第

三段第一句 The one year stay abroad without being a full-time student is 
known as a “gap year＂. 快速掃過 (A)(B)(C)(D) 中含有和此句子相同字彙
full-time 的只有 (B) 選項，而文中 without 為否定字，(B)You have to be a full-
time students. 為肯定句，故 (B) 選項為正確答案。此題困難之處：學生必須
知道 without 為否定之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