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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語 

(D)1.  □世奇昌，□面楚歌，□仙過海，□畜興旺。依序應填（A）五、六、四、八 （B）四、五、六、八（C）八、四、五、

六（D）五、四、八、六。 

(A)2.  勞□的人，整日辛苦，連聽□音機都沒空，何來福□呢？依序應填（A）碌錄祿 （B）碌祿錄（C）祿碌錄（D）錄祿碌。 

(D)3.  田徑選手接受校長表揚的優良事□，是在運動會中各單項□分賽中，以總成□第一名勇奪全縣冠軍。以上□的字應填（A）

績積蹟（B）績蹟積（C）蹟績積（D）蹟積績。 

(B)4.  「哥哥的食量像無底洞，怎麼吃都填不飽。」是一種對食量大的誇張描述，稱為「誇飾法」，下列哪一個句子是用了「誇

飾」的修辭法？（A）將軍沉靜威武，手按著長劍，顯得威風凜凜。 （B）今天的陽光熱得連鐵塊都可以熔化似的。（C）

妹妹怕水，是一隻標準的旱鴨子。 （D）他像一塊海綿，竭力的吸取實驗方面的寶貴經驗。 

(C)5.  只要放下屠刀，就能成為聖賢。「放下屠刀」可換成（A）得過且過（B）斬草除根（C）洗心革面（D）重操舊業。 

(A)6.  「朋友真像一本一本的好書。」句中用了「譬喻」的修辭法，下列哪項也運用了「譬喻」的修辭法？（A）記憶就像關不

上的門，每日每夜進出很多人 （B）舊書不厭百回讀，古硯微凹聚墨多（C）兩個黃鸝鳴翠柳，一行白鷺上青天（D）我

輕悄悄地來，也輕悄悄地走。 

(C)7.  雨點打在蓮葉上，發出嗶嗶剝剝的聲音，「有時大、有時小、有時緩、有時急」，……「 」中使用何種修辭？（A）誇

飾（B）擬人（C）排比（D）譬喻。 

(D)8.  下列哪一個成語和「海市蜃樓」的意思最相似？（A）滄海桑田（B）物換星移（C）月明風清（D）鏡花水月。 

(B)9.  稱人兄弟可用哪個用詞？（A）賢喬梓（B）賢昆仲（C）賢伉儷（D）賢內助。 

(B)10.  好友吳先生當上法官，即將上任，你打算送一塊匾額給他，下列何者適合？（A）杏壇之光（B）明鏡高懸（C）春風化

雨（D）仁心仁術。 

(D)11.  「終有一天雷峰會倒，終有一天尖聳的塔會化成飛散的泥塵，長存的是你對人間那一點執拗的癡！」此段文字與哪一本

民間故事有關？（A）西遊記（B）水滸傳（C）三國演義（D）白蛇傳。 

(A)12.  下列「」中詞語的語氣，何者與其他三者不同？（A）天空烏雲密布，等一下「應該」會下雨。（B）吃東西前，「應該」

把雙手洗乾淨。 （C）上課時「應該」要安靜聽講。（D）「應該」要多吃蔬果才會健康。 

(C)13.  他是一個鐵「ㄓㄥ ㄓㄥ」的漢子（A）爭（B）箏（C）錚（D）睜。 

(B)14.  「事在人為」的「為」字字義，與下列何者相同？（A）轉敗「為」勝（B）「為」善最樂 （C）以攻「為」守（D）不

「為」所動。 

(A)15.  下列詩句「 」中的字，何者不是動詞？（A）夜來風雨「聲」，花落知多少（B）白日依山盡，黃河入海「流」 （C）

春眠不覺曉，處處「聞」啼鳥（D）松下問童子，「言」師採藥去。 

(C)16.  「 曝」與「晒」都是「晒」的意思，「曝晒」一詞就稱為「同義複詞」。下列詞語中，何者不是同義複詞？（A）和諧

（B）遭遇（C）窗戶（D）聆聽。 

(B)17.  下列何者不適合形容自由的感覺？（A）無拘無束（B）含飴弄孫（C）海闊天空（D）自在。 

(C)18.  下列成語的運用，何者恰當？（A）他是班上的模範生，優點之多，真是「罄竹難書」。（B）算命師說他近來好運當頭，

果然「一語成讖」，中了樂透頭彩。 （C）只要有比賽，就必定會有「遺珠之憾」，畢竟優秀的作品太多了。（D）這

個男人一生坎坷，真是「紅顏薄命」。 

(D)19.  下列「」中的詞語使用，何者正確？（A）一「投」霧水（B）「食」指大動（C）「辛辛」學子（D）「攝」影大師。 

(C)20.  下列「」中量詞的使用何者不正確？（A）一「枚」金幣（B）一「顆」珍珠（C）一「艘」飛機（D）一「道」彩虹。 

(C)21.  「開花結果」是由「動詞＋名詞＋動詞＋名詞」組成的語句，下列何者也是應用這種方式組成？（A）不厭其煩（B）四

平八穩（C）開門見山（D）井然有序 

(A)22.  下列哪一個語詞是用來形容心中的感受？（A）暢快（B）雄健（C）威武（D）瀟灑。 

(C)23.  不登上青山，就領略不到山的什麼？（A）活潑（B）美妙（C）雄偉（D）清澈。 

(C)24.  蛛絲馬跡：（A）蜘蛛吐絲，馬兒奔跑（B）群龍無首（C）有線索跡象可以推求（D）捉摸不定〉。 

(D)25.  他的病情越來越嚴重，已經開始（A）一語驚人（B）語多保留（C）鳥語花香（D）語無倫次   了。 

(D)26.  「鬼斧神工」是指：(A)行為不光明、不正派(B)神鬼的傳說(C)很可怕的樣子(D)形容建築、雕刻、塑像等藝術技巧高超。 

(C)27.  「石頭本來一進入水裡就會下沉，為什麼卻能貼著水面繼續向前彈跳呢？」這句話運用了何種修辭？（A）譬喻（B）排

比（C）設問（D）引用   法。 

(B)28.  「融合」的意思是：（A）溶化分解（B）融化匯合（C）適合調理（D）消化分解。 

(A)29.  「風是逍遙客，自由自在，到處去旅行」此段文字用了哪種修辭技巧？（A）擬人（B）設問（C）擬物（D）排比。 

(B)30.  為了孩子的將來，父母□□□□的付出。（A）意猶未盡（B）無怨無悔（C）無憂無慮（D）自由自在。 



(D)31.  為了研究資料，他特地□□拜訪那位有名的教授。（A）登陸（B）登機（C）登臺（D）登門。 

(B)32.  今天是萬里晴空的好天氣，天空一片「ㄓㄢˋ」藍。（A）暫（B）湛（C）顫（D）戰。 

(D)33.  暴君「ㄑㄧㄤˊ」害了許多忠臣，讓歷史學家感嘆不已。（A）強（B）牆（C）蔷（D）戕。 

(B)34.  日月潭是一個風光「ㄑ一ˇ」麗的地方，吸引很多觀光客。「」中應該填（A）奇（B）綺（C）旖（D）倚。 

(C)35.  這個人為了貪圖「ㄅㄠˋㄌ一ˋ」（A）暴力（B）暴戾（C）暴利（D）爆利  而大炒股票。 

(A)36.  請選出和其他三個不同部首的字（A）鳥（B）烏（C）焦（D）熱。 

(D)37.  他□□□□的氣話，深深傷了父母的心。（A）語重心長（B）天花亂墜（C）深謀遠慮（D）脫口而出。 

(C)38.  「行行出狀元」，和下列哪個「行」字讀音相同？（A）「行」道樹   （B）品「行」良好   （C）隔「行」如隔山  （D）

橫「行」霸道。 

(B)39.  下列哪一個語詞適用於餐廳廣告？（A）逐臭之夫（B）聞香下馬（C）杏林之光  （D）神機妙算。 

(D)40.  「羅馬不是一天造成的」含義和下列哪一句俗諺相近？（A）三個臭皮匠勝過一個諸葛亮。（B）龍生龍鳳生鳳，老鼠生

的兒子會打洞。（C）種瓜得瓜，種豆得豆。（D）萬丈高樓平地起。 

(D)41.  選出不適當的類疊成語用法（A）蝴蝶在花叢裡「翩翩起舞」。（B）弟弟考第一名，內心「沾沾自喜」。（C）自然生

態與人類生活「息息相關」。（D）這件衣服穿在他身上真是「欣欣向榮」。 

(B)42.  下列哪一個句子的句尾，應該放入刪節號「……」（A）精誠所至，金石為開（B）看著表姊的信，回憶我們共處的時光

（C）喜歡讀書的人，才知道讀書的樂趣（D）牛頓發現地心引力。 

(C)43.  哪一語詞的意義和另外三個不同？（A）易如反掌（B）輕而易舉（C）難如登天（D）唾手可得。 

閱讀測驗     

有一年，秋雨使所有的河流暴漲，百川都匯進了黃河，黃河變得更加洶湧而寬闊，兩岸與河中沙洲之間連牛馬都分辨

不清。於是黃河河神洋洋自得，認為自己就是天下最大的了。他順流而下，一直來到北海。他向東望去，卻看不到北海的

邊際。於是河神收起了得意洋洋的表情，望著汪洋大海對北海海神感嘆道：「原先我自高自大，以為誰都比不上自己，今

天我看到你這樣廣大，無邊無際，今天我要不來這裏，我永遠都不會知道自己的無知。」  
北海海神說：「我在天地間也只是大山裏的一個小石頭，四海在天地間也就是糧倉中的一粒米，我又有什麼廣大的呢？」

（出自《莊子﹒秋水》） 

(C)44.  這個故事主要是要勉勵人？（A）誠實（B）有恆（C）謙虛（D）勤勉 

(B)45.  黃河之神到了大海中明白什麼道理？（A）自己與眾不同（B）人外有人，天外有天（C）天下無難事，只怕有心人（D）

有志者事竟成 

(B)46.  根據這個故事，後人用「望洋興嘆」來比喻（A）每個人都有優點和缺點（B）在面對事情時感到自己力量太小而感到無

可奈何（C）只要努力一定能成功（D）人定勝天 

位於埔里的牛耳石雕公園為何取名為「牛耳」呢？據說一方面公園所在之地名為「牛耳觸」，又是昔日埔里人的牧牛

場，加上台灣三位名雕刻家林淵、楊英風、朱銘的生肖都屬牛，所以這座石雕公園成立之時，便以牛耳為名，一方面與地

名相契合，一方面也象徵著這裡執台灣雕刻藝術界之牛耳。 

(C)47.  依據本文，下列哪一個選項是牛耳石雕公園命名的來源？ 

(Ａ)當地為古代埔里人宰殺牛隻的場所           (Ｂ)園中所陳列皆為雕刻家在牛年創作的作品 

(Ｃ)公園所在地的古地名                       (Ｄ)暗指雕刻家踏實勤勉的「台灣牛」形象 

(D)48.  「執台灣雕刻藝術界之牛耳」句中的「執牛耳」應該是什麼意思？ 

(Ａ)形容作風鋪張浮誇、不踏實                 (Ｂ)比喻待人處事圓融、得體 

(Ｃ)象徵長壽                                 (Ｄ)在某方面居於領導地位  

提起布袋戲，我們一定會想到國寶級的大師黃海岱。轟動武林，驚動萬教的史豔文，就是他創造出來的一個角色。黃

大師是雲林縣人，因為有他，使得雲林縣有布袋戲的故鄉之稱。當年他豪氣的為戲班取名為「五州園」，就是要讓他演的

布袋戲遍及台灣的每一個角落。即使年逾百歲，只要一拿起木偶，就神采奕奕，像個年輕人一般的中氣十足，木偶在他手

上像被注入了生命一般。而他的兒子黃俊雄也繼承父業，為布袋戲走出一條新的出路，讓傳統技藝能繼續傳承下去。 

(A)49.  下列哪一副行業對聯適合用於布袋戲？ 

(Ａ)袖裡乾坤大，掌中天地寬                   (Ｂ)藏古今學術，聚天地精英 

(Ｃ)生意興隆通四海，財源茂盛達三江           (Ｄ)雖云毫末技藝，卻是頂上功夫 

(A)50.  文章中「他的兒子黃俊雄也繼承父業，為布袋戲走出一條新的出路，讓傳統技藝能繼續傳承下去。」請問，下列哪一個

成語不能傳達出這一句話的精神？ 

(Ａ)如法炮製         (Ｂ)繼志述事      (Ｃ) 薪火相傳      (Ｄ)克紹箕裘    



英語 

 

(A)51.  

(A) nineteen   (B) ninteen   (C) ninety   (D) ninty 

  

  

  

(B)52. 

A: What’s this?    B: It’s ___________. 

(A) an apple    (B) an orange   (C) a banana   (D) an egg 

  

(D)53. 

  

A: What are they?  B: They are ___________. 

(A) erasers and pencils   (B) rulers and books   (C) robots and dolls   (D) erasers and rulers 

  

(C)54. 

  

A: Good evening.  B: ___________ 

(A)How are you?  (B) Nice to meet you. (C) Good evening. (D) How do you do? 

  

  

(D)55. 

  

A: What do you do?   B: I am a __________. 

(A) friend     (B) nurse   (C) teacher   (D) student  

  



(D)56. 

  

The girl is _______________. 

(A) lazy    (B) bad   (C) shy   (D) smart 

  

  

  

(D)57. 

  

A: Where does Mom buy some food?   B: ___________. 

(A) Park    (B) Zoo   (C) School    (D) Supermarket 

  

  

(B)58. 

  

A: What day is it today?   B: It’s ___________. 

(A) Sunday    (B) Tuesday   (C) Thursday   (D) Friday  

  

(C)59. 

  

A: How is the weather today?  B: It’s _________. 

(A) rainy   (B) sunny    (C) snowy   (D) windy 

  

  

(A)60. 

A: What is Mom doing in the living room?   B: She’s ________. 

(A) dancing     (B) cooking     (C) running    (D) sleeping 

  



(C)61. 

  

A: What time is the party?   B: _______________. 

(A)It’s in the house.  (B) Yes, there is a party.  (C) It’s at three o’clock. (D) It’s a clock.  

  

(B)62. 

  

A: What does he like to do?  B: He likes to _____________. 

(A) read     (B) swim    (C) sing    (D) jump  

  

(B)63. 

  

Here is Jimmy. He is very ______________. 

(A) fat    (B) thin    (C) shy   (D) long 

  

  

  

(C)64. 

  

  

A: How much are a hamburger and a hot dog?  B: ____________. 

(A) Fifty dollars    (B) Twenty dollars    (C) Seventy dollars    (D) Sixty dollars 

  

(C)65. 

  

  

Where are the lions? They are _____________. 

(A) in the tree.   (B) on the tree.   (C) under the tree.    (D) in the house. 



  

(C)66. 

  

A: What do you eat for lunch?  B: _________________. 

(A)I eat bread and beef for lunch. 

(B)I eat fish and hot dog for lunch.  

(C)I eat chicken and rice for lunch. 

(D)I eat orange and rice for lunch. 

(B)67. 

  
  

Boy: I’m __________.  Mother: It’s __________. 

(A) happy; here   (B) sorry; OK    (C) great; good    (D) sorry; bad 

  

  

  

  

  

(請依下圖回答 68~70 的問題) 

 
  

(B)68.  How old is Tom’s sister? 

(A) Thirty-four    (B) Forty    (C) Seventy-two   (D) Thirty 

(B)69.  Who are Adam and Betty? 

(A) Husband and wife    (B) Father and daughter    

(C) Brother and sister     (D) Son and mother 

(D)70.  Who is Mia and Liz’s aunt? 

(A) Sue    (B) Grace   (C) Betty   (D) Meg 

  

  



 

(請依下圖回答 71~73 的問題) 

 

(A)71.  A: Where is Sara?  B: ______________. 

(A) She is in the bedroom.       (B) She is in the bathroom.    

(C) She is in the kitchen.        (D) She is in the living room.  

  

(B)72.  A: Is Vicki reading in the living room?    B: ___________________. 

(A)No, she is taking a shower in the bathroom.  

(B)No, she is using the computer in the bedroom.  

(C)No, she is cooking in kitchen.  

(D)Yes, she is reading in the living room.  

(D)73.  A: Who is not at home?   B: ___________. 

(A) Vicki     (B) Allen   (C) Leo     (D) Mike 

  

  

(請依下圖回答 74~75 的問題)  

 

  

  

(C)74.  A: What does David eat in the morning?    B: __________. 

(A) A hamburger    (B) Milk    (C) Rice    (D) Noodles  

(D)75.  Choose the right answer. (選出對的選項) 

(A)David watches TV in the afternoon.         (B)Jill goes jogging in the afternoon.  

(C)Amanda uses the computer in the morning.   (D)Jill reads books in the afterno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