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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分：１～３０題每題３分，３１～３５每題２分 

 

1.(   )下列句子「 」中的注音寫成國字後，何組字形前後相同？  

(Ａ)觀賞「ㄩˊ」樂性節目可以讓人放鬆，心情「ㄩˊ」快 (Ｂ)小明熟讀「ㄌㄨㄣˊ」語等書籍，可

稱得上是滿腹經「ㄌㄨㄣˊ」 (Ｃ)天空中突如「ㄑㄧˊ」來的出現不計「ㄑㄧˊ」數的候鳥  

(Ｄ)他不僅個性頑「ㄍㄨˋ」，還「ㄍㄨˋ」步自封，不肯接受改變。 

 

2. (   )下列「 」中的字，何組用字完全正確？  

(Ａ)「厲」志小品／再接再「勵」 (Ｂ)陶「治」性情／齊家「治」國 (Ｃ)開「拓」視野／開墾「拓」

荒 (Ｄ)作家「倍」出／加「陪」奉還。 

 

3.(   )下列成語何者是「正確的學習方式」？ 

 (Ａ)囫圇吞棗 (Ｂ)食古不化 (Ｃ)人一己百 (Ｄ)邯鄲學步。 

 

4.(   )下列各文句「 」中的詞語，何者運用恰當？  

(Ａ)他以「數典忘祖」的方式學習，難怪讀不好 (Ｂ)為學最忌「未成一簣」，因為一開始學的時候

就喊累，永遠不會成功 (Ｃ)慢跑的時候，多半是因為心理因素作祟，時常興起「半途而廢」的念頭 

(Ｄ)他是個功成不居的人，時常「前功盡棄」，而歸功於合作的伙伴。 

 

5.(   )有關量詞的使用，以下有哪些選項使用正確？(甲)一輪新月(乙)一股怨氣(丙)一道枷鎖(丁) 

一把雨傘(戊)一件國旗  

(Ａ)甲乙丙丁戊 (Ｂ)甲乙丙丁 (Ｃ)乙丙丁 (Ｄ)丙戊。 

 

6.(   )下列哪一句子讀起來最通順，用詞最為簡潔？  

(Ａ)確實遵守法律的規範，是每一個國民應具備的民主素養 (Ｂ)最近天氣變化劇烈，你最好必須要

多穿件衣服保暖 (Ｃ)沒有人可以告訴引導你這個問題的解決方法 (Ｄ)若我們盡量能夠從對方的

觀點來考慮事情時，所得的結果會較為圓滿。 

 

7.(   )「網際網路的便利性，深入家庭□爸爸利用它買賣貨物，哥哥利用它增廣見聞□家中有電腦，

真是沒煩惱□」文中缺空的標點符號依序為何？  

(Ａ)，  ！ (Ｂ)：。！ (Ｃ)—；。 (Ｄ)。—。 

 

8.(   )小慈使用部首編排的辭典查閱「酒鱉」一詞，她所採取的步驟如下，請問何者「錯誤」？ (Ａ)

步驟一：把「酒」字拆成「水」、「酉」兩個部分 (Ｂ)步驟二：在「水」部查無「酒」字，故可確定

部首應是「酉」部 (Ｃ)步驟三：「酒」字共十畫，故在酉部十畫可找到「酒」字 (Ｄ)步驟四：在

「酒」字收錄的詞目中，尋找「酒鱉」的詞義。 

 

9.(   ) (   )下列詞語「 」中的數字，何者是指實際的數量？  

(Ａ)「百」工斯為備  (Ｂ)女大「十八」變 (Ｃ)「千」里送鵝毛 (Ｄ)「五」育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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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下列選項「 」中的字，何者指的是真正的顏色？  

(Ａ)他搭不上火車，只能心「灰」意冷，無奈嘆氣 (Ｂ)「黑」心商品橫行，購買東西要認明產地與

原料 (Ｃ)見人遭搶，他立即挺身，「赤」手空拳制服歹徒 (Ｄ)她自小明眸「皓」齒、聰明伶俐，

深得長輩疼愛。 

 

11.(   )孟郊 遊子吟：「慈母手中線，遊子身上衣。臨行密密縫，意恐遲遲歸。誰言寸草心，報得三

春暉？」本詩主要是在歌頌什麼？  

(Ａ)遊子的離鄉背井 (Ｂ)旅行的辛苦 (Ｃ)慈母之愛 (Ｄ)子女的孝心。 

 

12.(   )「愛肝，愛肝，一罐 20 元，保護肝臟消除疲勞。增強體力精神好，你愛我愛他也愛，消除疲

勞用愛肝，保護肝臟用愛肝，愛肝口服液。」這是一首大家都耳熟能詳的藥品廣告歌曲，請由廣告歌

詞的內容判斷，它「並未」透露下列何種訊息？  

(Ａ)產品的名稱 (Ｂ)產品的功用 (Ｃ)產品的成分 (Ｄ)產品的價錢。 

 

13.(   )下列哪一句歌詞「沒有」運用譬喻修辭？ 

 (Ａ)這軍隊蜿蜒如龍、殺氣如風、血色如酒紅（周杰倫 黃金甲） (Ｂ)灰色的天空落下了悲傷，

偽裝了兵荒馬亂遍地傷（張棟樑 王子） (Ｃ)從前我們走過的地方，像是一幅幅美麗的畫（櫻桃幫 你

愛我嗎） (Ｄ)回憶是抓不到的月光，握緊就變黑暗（陳奕迅 愛情轉移）。 

 

14.(   )「穿：表示牙在穴中。鼠以牙齧穴，所以齧物使通為穿。」所以「穿」可以解釋為「鑿通、

貫通、穿通」。由造字原則判斷，「穿」為六書中的哪一類？ 

 (Ａ)象形 (Ｂ)指事 (Ｃ)會意 (Ｄ)形聲。 

 

15.(   )「讓你的乾枯柔柔的／在我裡面展開、舒散／讓我的浸潤／舒展你的容顏／我必須熱，甚至

沸／彼此才能相溶」詩句中的「你」指的是下列何者？  

(Ａ)咖啡 (Ｂ)奶粉 (Ｃ)巧克力 (Ｄ)茶葉。 

 

16.(   )(甲)來□去脈(乙)亡□補牢(丙)對□彈琴(丁)狐群□黨(戊)老□識途。以十二生肖「由後至

前」的順序將以上成語重新排列，下列何者正確？  

(Ａ)丁戊乙甲丙 (Ｂ)丁乙戊甲丙 (Ｃ)丙甲戊乙丁 (Ｄ)丙戊甲乙丁。 

 

17.(   )「當一個人內涵程度越高，身段放得越低；如同稻穗越豐實，稻子便垂得越低。」這句話的

涵義，與下列哪一張圖表表達的意旨最相近？  

(Ａ)  (Ｂ)   

(Ｃ)  (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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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臺灣諺語有許多生動的智慧，下列有關閩南語的應用，何者「不正確」？  

(Ａ)做人要懂得「食果子，拜樹頭」的道理，心存感恩 (Ｂ)平常看他沉默寡言，沒想到居然是辯論

比賽的主將，真是「黑矸仔裝醬油」呀 (Ｃ)許多孩子小時了了，長大後卻沒有什麼特別表現，正是

「大隻雞慢啼」 (Ｄ)凡事應循序漸進，千萬不要急於一時，以免「呷緊弄破碗」。 

 

19. (   )太宇寫了一封情書，但是信裡面「 」中的詞語只有一個使用正確，請問是下列哪一個？ 

 

親愛的真心： 

 我「心儀」妳很久了，只是不知道

要如何才能對妳「回心轉意」，這次若

不是妳「洗心革面」地勸誡我，我還不

知道要「鋃鐺入獄」到什麼時候？謝謝

妳，我愛妳！ 

太宇

 

(Ａ)心儀 (Ｂ)回心轉意 (Ｃ)洗心革面 (Ｄ)鋃鐺入獄。 

 

20.(   )「左思的三都賦，留下□□紙貴的佳話。」缺空的詞語應填入下列何者？  

(Ａ)巴峽 (Ｂ)巫峽 (Ｃ)洛陽 (Ｄ)襄陽。 

 

21.(   )「□□陶淵明讀書不求甚解，□□當他對書中內容有所會意時，便欣然忘食。□□家中環堵

蕭然，簞瓢屢空，他□□安然自得，已經到達富貴於我如浮雲的境界。」以上缺空處最適宜填入的連

詞依序為何？ 

(Ａ)雖然、但是、不過、只要 (Ｂ)雖然、但是、即使、仍然 (Ｃ)因為、所以、與其、不如 (Ｄ)

不但、而且、即使、可是。 

 

22.(   )炭治郎翻閱報紙時看到一則新聞的標題：「宜蘭五穀廟元宵鞭春牛 象徵新年結束」，這則新聞

最有可能出現在下列哪一版？ (Ａ)國際新聞 (Ｂ)教育話題 (Ｃ)城鄉采風 (Ｄ)財經焦點。 

 

23.(   )下列有關「然」字的詞語，何者使用「錯誤」？ 

(Ａ)看著電視劇中母子分離的畫面，她不禁「潸然」淚下 (Ｂ)詩婷只回頭「嫣然」一笑，不知傾倒

多少在場的男士 (Ｃ)無論文學或藝術，他都一副興味「索然」的樣子 (Ｄ)聽完他悲慘的遭遇後，

令人不禁「悻然」而嘆。 

 

24.(   )「參差」是屬於聲母相同的「雙聲複詞」，下列何者也是？  

(Ａ)聆聽 (Ｂ)雅量 (Ｃ)窈窕 (Ｄ)惆悵。 

 

25.(   )「忍耐一下，誹謗不會活得很久，因為真理是時間之子，它將出現替你辨明。」這段話的意

思與下列何者最相近？  

(Ａ)路遙知馬力，日久見人心 (Ｂ)心寬平則光明，狹險則幽暗 (Ｃ)量大福也大，機深禍亦深 (Ｄ)

身安不如心安，心安強如屋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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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將生活過得灑脫些，將人生看得灑脫些，忠忠實實過一天，把二十四小時填得滿滿的，便

有資格享受到一分踏實的快樂。」上述文句最適合下列哪一標題？ (Ａ)灑脫 (Ｂ)享受 (Ｃ)忠實 

(Ｄ)快樂。 

 

27.(   )「人生是一連串從不間斷的學習歷程，最重要的是□□□□，才不會一開始就誤入歧途。同

時要能做到□□□□，不斷的從舊經驗中獲取新知。最後，還要能夠□□□□，開闊自己的胸襟，虛

心向學。這樣才是真正的學習。」缺空中依序應填入下列哪一些詞語？ (Ａ)學思並重／巧言令色／

不恥下問 (Ｂ)學貴慎始／溫故知新／不恥下問 (Ｃ)不恥下問／學思並重／學貴慎始 (Ｄ)溫故

知新／不恥下問／巧言令色。 

 

28.(   )大雄在網路上訂購衣服後，收到了訂單明細表。關於這張訂單明細表，下列哪一個選項敘述

正確？ 

 

 

(Ａ)大雄已經付清費用 (Ｂ)大雄訂的所有商品在 10 月 25 日前就能收到 (Ｃ)大雄一共訂了 3 件

商品 (Ｄ)大雄享有免運費的優惠。 

 

29.(   )孔子說：「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

矣。」根據上文的敘述，哪一種朋友「不是」孔子定義中的「益者」？ (Ａ)善於迎合別人的朋友 (Ｂ)

正直的朋友 (Ｃ)見多識廣的朋友 (Ｄ)有誠信的朋友。 

 

30.(   ) 

＊頭屋鄉：夢幻桐花步道 

 位在苗栗 頭屋鄉 鳳鳴村 明德水庫附近的夢幻桐花步道，沿苗 22 線走就會看到指標。沿著石

塊搭造而成的步道拾級而上，坡度平緩好走，適合全家遊玩。 

＊汐止、石碇、木柵：賞桐步道 

 連接汐止與石碇的汐碇公路，編號為北 33，在石碇鄉連接 106 縣道，可與平溪鄉的賞桐景

點串連。路徑上的桐花大多呈點狀分布，成為萬綠叢中一點白，格外讓人驚豔。 

以上這段文字敘述，應是說明下列哪一項主題？  

(Ａ)油桐花入菜好康餐廳 (Ｂ)油桐花祭活動訊息版 (Ｃ)油桐花最新開花情報 (Ｄ)油桐花步道

推荐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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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   )下列這首小詩所描述的季節為夏季，可以由哪一詩句推斷出來？ 

 

 高瞻遠矚的 

 季節 

 一隻羽毛豐滿的鳥 

 在枝頭 

 顧盼自雄 

 該綠的都綠了 

（非馬 樹．四季）

 

(Ａ)高瞻遠矚的／季節 (Ｂ)一隻羽毛豐滿的鳥 (Ｃ)顧盼自雄 (Ｄ)該綠的都綠了。 

 

32.(   )海倫．凱勒說：「我曾與目光炯炯有神的人同行，但是他對海天、市街、書籍，似乎毫無所見。

因此我覺得，與其是個能見而不能思考的人，倒不如只用心智在黑夜中摸索前進的人。世上唯一的黑

暗，乃是無知和無覺。」關於這段文句，下列何者會是海倫．凱勒認為「處在黑暗中的人」？ (Ａ)

缺乏觀察力且不用心思的浩然 (Ｂ)只想到自己卻不關心他人的楚玉 (Ｃ)失去視力，只能靠摸索才

能前行的子成 (Ｄ)關在房間不願面對人群的道光。 

 

選詞測驗 請閱讀下文，回答 33~35 題 

 媽媽把洗好的衣服 

 （(33)）在繩子上 

 蜻蜓來看看就走了 

 蝴蝶來看看就走了 

 白雲來看看就走了 

 

 只有（(34)）最好奇了 

 悄悄的試穿著— 

 爸爸的上衣跟褲子 

 媽媽的洋裝跟裙子 

 弟弟的制服跟鞋子 

 

 他們互相看著彼此的怪模樣 

 （(35)）的笑得喘不過氣來 

（節錄自謝武彰 風） 

33.（ ）(Ａ)攤 (Ｂ)晾 (Ｃ)綁 (Ｄ)串。 

34.（ ）(Ａ)雨 (Ｂ)雷 (Ｃ)霧 (Ｄ)風。 

35.（ ）(Ａ)呱呱 (Ｂ)呼呼 (Ｃ)瀟瀟 (Ｄ)隱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