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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私立陸興高級中學 99 年「認識陸興」學藝競賽語文科試題 

編號:___________ 姓名:_________________ 

一、選出適當的答案： 

(  )1. 坐飛機由臺北□□高雄，不必花費太多時間。(A)過往  (B)往返  (C)離開  (D)飛離  

(  )2. 臺北故宮博物院是收藏文物的□□。(A)寶典  (B)寶庫  (C)寶貝  (D)寶石  

(  )3. 廟會上人潮聚集，敲鑼打鼓聲響徹□□。(A)雲層  (B)雲霄  (C)雲朵  (D)雲梯  

(  )4. 這棟建築物是他精心設計的□□。(A)作文  (B)傑出  (C)傑作  (D)豪傑  

(  )5. 他把話說得太□□了，以致沒有人相信他。(A)離譜  (B)遙遠  (C)遠離  (D)難過  

(  )6. 這部電影有許多令人□□□□的爆破場面。(A)驚濤駭浪  (B)驚心動魄  (C)驚慌失措  (D)受寵若驚  

(  )7. □□□□成功時，千萬別忘記感謝曾經給予幫助的人。(A)朝思暮想  (B)朝夕相處  (C)有朝一日  (D)一朝一夕  

(  )8. 她由於□□在外求學的孩子，常常夜不成眠。(A)懸掛  (B)牽手  (C)牽掛  (D)牽連  

(  )9. 這部電影的結尾由另一位導演接手完成，□□□□，果然不行。(A)狗尾續貂  (B)始料未及  (C)食指漸繁  (D)廣為流傳 

(  )10. 在作者的□□□□下，這本書的故事情節曲折生動，變化多端。 

(A)生生不息  (B)生花妙筆  (C)花枝招展  (D)老生常談 

(  )11. 患難時的互相扶持，使他們堅信兩人之間的友誼將是□□的。(A)恆心  (B)永別  (C)永恆  (D)恆星  

(  )12. 他心臟病□□，現正在急診室急救。(A)突發  (B)突然  (C)突出  (D)突兀  

(  )13. 他所畫的禽鳥花卉，無不□□逼真。(A)新鮮  (B)鮮美  (C)鮮少  (D)鮮活  

(  )14. 「濃郁」的「郁」，正確的讀音及解釋是  

(A)又：文采豐盛  (B)有：和暖  (C)與：草木茂盛  (D)育：濃烈、豐盛的樣子。 

(  )15. 下列哪一個詞語為「同韻詞」？ (A)滑嫩  (B)鳳梨  (C)青椒  (D)晶瑩。 

(  )16. 「哥哥不喜歡吃青□，他都會偷偷從便當裡挑出來。」□裡適合填入哪個字？ (A)蕉  (B)椒  (C)淑  (D)菽。 

(  )17. 「晚餐時□媽媽做了一道她的拿手好菜□糖醋里肌。」上述□所代表的標點符號依序是  

(A)，；  (B)，。  (C)；：  (D)，— 

(  )18. 選出錯誤的敘述：  

(A)「山嵐」是指山中的霧氣  (B)「摹」的部首是「艸」部  (C)「瀉」的注音是「謝」  (D)「廬山」是名詞。 

(  )19. 「祝妳這趟旅行一□風順，能留下美好的回憶。」□裡適合填入哪個字？ (A)汎  (B)帆  (C)杋  (D)船。 

(  )20. 「弟弟拿□想幫爸爸盛飯。」□裡適合填入哪個字？ (A)蜿  (B)宛  (C)婉  (D)碗。 

(  )21. 阿里山的美景真令人「陶醉」。句中的「陶醉」和下面哪一個詞語的意思相似？ (A)沉醉  (B)昏迷  (C)逃避  (D)興奮。 

(  )22.  我十分「嚮往」農村的悠閒生活。句中的「嚮往」和下面哪一個詞語的意思相似？  

(A)影響  (B)前進  (C)傾心  (D)想念。 

(  )23.  □□在臺大的椰林大道，不時有陣陣微風吹來。 (A)信心  (B)信仰  (C)大步  (D)信步 

(  )24. 下列「 」中的詞語，哪一個用法不適當？  

(A)等了很久，約定的人還沒來，讓人心情「起伏不安」 

(B)每到「黃梅時節」，滿山遍野的楓紅令人陶醉   

(C)這位大師的作品描繪「細緻入微」，令人讚嘆   

(D)寫作時多運用修辭技巧，可以讓文章內容更「生動有趣」。 

(  )25. 下列「 」中的詞語，哪一個用法不適當？  

(A)哥哥「黝黑」的皮膚，看起來很健康                  (B)她才華「洋溢」，獲得大家的讚賞   

(C)這個笑話讓人很「撼動」，大家都大笑不已             (D)姐姐喜歡「烹調」，所以買了很多食譜。 

(  )26. 瀑布從高處□□□□，在湖面激起大片水花。 (A)付諸流水  (B)直瀉而下  (C)上吐下瀉  (D)同流合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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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下列「 」中的詞語，哪一個用法不適當？  

(A)經過老師的指導，我「紓解」了所有的數學問題        (B)氣象報告「預測」明天將會是晴天 

(C)背起「行囊」，我們奔向大自然的懷抱                 (D)這裡到處都有便利「商店」，購物十分方便。 

(  )28.  小強說話總是□□□□，從不拐彎抹角。 (A)吞吞吐吐  (B)單刀直入  (C)七嘴八舌  (D)三心二意 

(  )29. 下列「 」中的詞語，哪一個用法不適當？  

(A)我覺得有些科目很難，「譬如」數學科          (B)他準備了兩年還是沒考上理想的大學，所以心情很「愉快」 

(C)父母的「責難」，讓我感到很難過              (D)妹妹今天「情緒」不佳，臉色十分難看。 

(  )30. 下列「 」中的詞語，哪一個用法不適當？  

(A)經過幾次的「變遷」，這裡已經和以前不一樣了        (B)妹妹把水「灌溉」進水壺中 

(C)在地震發生的「瞬間」，這棟房子倒塌了              (D)經過大家細心的「規畫」，這項活動進行得相當順利。 

(  )31. 操場上，□□可見在玩球的學生。 (A)無法  (B)無用  (C)處處  (D)無處 

(  )32. 他因為受到媽媽的□□而傷心的哭了。 (A)責難  (B)負責  (C)重責  (D)盡責 

(  )33. 便利商店賣很多東西，□□零食、飲料、日用品等。 (A)譬喻  (B)如果  (C)譬如  (D)如此 

(  )34. 你還是趕快起床吧！□□上學就遲到了。 (A)否定  (B)否決  (C)原則  (D)否則 

(  )35. 小杰喜歡玩飛行傘，□□飛翔的樂趣。 (A)體操  (B)體驗  (C)體育  (D)實驗 

(  )36. 下列「 」中的詞語，哪一個用法不適當？  

(A)這位店員的態度「誠懇」，所以顧客都很不滿   (B)雖然畢業了，但是我們的「友誼」長存 

(C)他因為「驕傲」輕敵，才會被對手打得一敗塗地  (D)小布上課一直在講話，老師已經注意他很久，他卻「渾然不覺」。 

(  )37. 「珠寶商店公休」猜三字經一句 (A)玉不琢  (B)人之初  (C)子不學  (D)父之過。 

(  )38. 中國古代的母親花是    (A)水仙花  (B)康乃馨  (C)椿樹  (D)萱草。 

(  )39. 再接再「  」    (A)利  (B)勵  (C)厲  (D)俐。 

(  )40. 好吃懶做的人必將    (A)一事無成  (B)名留青史  (C)扶搖直上  (D)平步青雲。 

(  )41. 他是這個樂團的靈魂人物，所謂的「靈魂人物」指的是  (A)幽靈  (B)看不到的人  (C)不重要的人  (D)重要的角色。 

(  )42. 「唐伯虎店秋香的故事，可說是□□□□。」缺控的成語不可以填   

(A)人盡皆知  (B)家喻戶曉  (C)流芳百世  (D)婦孺皆知。 

(  )43. 「彈指之間」的意思是    (A)一點就通  (B)輕而易舉的樣子  (C)形容時間段暫  (D)形容距離很近。 

二、閱讀測驗 

 (一) 

  一到農曆七月，關於鬼怪的傳說，總是繪聲繪影的層出不窮，令人不禁懷疑這世界上真的有鬼神的存在嗎？當家中有人一

直高燒不退，而到醫院求診時，醫生卻說沒有生病，我們就可能會去猜想，是否是好兄弟在做怪呢？因此，轉而尋求宗教來替

我們解決問題。 

  但是，信仰宗教絕對不可以太過火，要不然終究會變成什麼事都要求助於宗教，認為鬼神可以幫助自己處理一切的事務，

過分的依賴可就等同於迷信，最後也許會變成一點事實觀念的判斷能力都沒有，這樣可就不是正確的宗教信仰觀念囉！ 

(  )44. 這篇文章中所說的好兄弟指的是 (A)好朋友  (B)黑社會  (C)鬼  (D)親兄弟。 

(  )45. 俗稱的鬼月是指農曆幾月？ (A)六月  (B)七月  (C)八月  (D)九月。 

(  )46. 對鬼神最好是抱持著哪一種態度？ (A)打死都不相信  (B)迷信  (C)尊重但不迷信  (D)我就是神。 

(二) 

上書救父——緹縈 

西漢有位名醫——淳于意，他原為太倉令，但是覺得為官不如行醫可以救治更多人，因此辭官，四處行醫。淳于意的性情

剛強正直，因此不小心得罪了有權勢的人，對方誣告淳于意犯罪，淳于意因而被押解到京城治罪。 

淳于意的小女兒緹縈，一心想要替父親申冤，所以不辭辛勞的跟隨著父親的囚車到達了京城。後來，淳于意被判處割掉手

腳的肉刑，緹縈在想不出其他解決的辦法時，決定冒死上書給漢文帝：「我的父親做官時，百姓都稱讚他廉潔愛民，沒想到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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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卻要受殘酷的肉刑懲治。我悲痛的感到：一個人受到肉刑的懲治後，被斬掉的手腳，就再也不能接上，想改過自新也無濟於

事了。我願意成為奴婢，來贖我父親的罪，好讓他有改過自新的機會。」 

漢文帝深受感動，下令查明案子真相，還給淳于意清白，並且廢除了肉刑。 

(  )47. 淳于意為什麼要辭官？  

(A)他得罪了許多有權勢的人  (B)當官要救治許多人  (C)當官不如行醫可以救治更多人  (D)因為犯罪而被迫辭官。 

(  )48. 下列關於淳于意的描述，哪一個錯誤？  

(A)是個害怕得罪有權勢者的人  (B)曾經是廉潔愛民的好官  (C)是個性情剛強正直的人  (D)是熱衷於行醫救人的人。 

(  )49. 緹縈想要以哪一種方式來贖父親的罪？  

(A)冒死上書給漢文帝  (B)不辭辛勞的跟著父親到京城  (C)成為奴婢  (D)接受殘酷的肉刑。 

(  )50. 下列敘述哪一個錯誤？ 

(A)對於緹縈的孝心，漢文帝十分感動        (B)淳于意受到誣告，被判死刑   

(C)漢文帝查明真相，還淳于意清白          (D)漢文帝廢除了肉刑。 

(  )51.  

 

 

 

(A) Forty  (B) Fifty  (C) Five  (D) Fivety 

 

(  )52.  

 

 

                             What＇s this? _____________.   

                             (A) An apple  (B) A pear  (C) A sandwich  (D) A ruler 

 

(  )53.  

 

 

                              What time is it? It＇s ____________. 

                              (A) six twenty  (B) seven four   (C) six fourty  (D) six o four 

 

(  )54.  

 

 

                             Tom: Does Lucy like the dog?  Ted: ______________ 

                             (A) Yes, she does.  (B) No, she does.  (C) Yes, she doesn＇t.  (D) Sure. She doesn＇t like it. 

 

 

(  )55.                               

 

 

                            Brad: What＇s Tony doing? Linda: He＇s __________ his teeth. 

(A) washing  (B) cleaning  (C) brushing  (D) using 

 

(  )56.  

 

 

                               Jane: ＿＿＿＿＿ is Daddy?  Rose: He＇s in the living room. 

(A) What  (B) Where  (C) When  (D) How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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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Jack: What＇s Annie doing? Joe: She＇s doing her __________. 

(A) homework  (B) housework  (C) math  (D) English 

 

(  )58.  

 

 

                            Max: _________ is David doing now?  Ken: He＇s taking a __________ now. 

                            (A) Where; shower  (B) What; wash  (C) What; shower  (D) Where; wash 

 

(  )59.  

                                The cat is      the boxes. 

                                (A) In  (B) on  (C) between  (D) under 

 

(  )60.  

 

 

                                  Who is the birthday card from? 

                                  (A) Amy  (B) David  (C) We don＇t know.  (D) You 

 

(  )61. Linda : Good morning.  David: ____________. 

(A) How are you?  (B) Good night  (C) Fine, thank you.  (D) Good morning. 

(  )62. Jessie: What time is the movie?  Ken: It＇s     8:30 p.m. 

(Ａ)╳ (Ｂ) at (Ｃ) on (Ｄ) in 

(  )63. She＇s so young, and her husband is_________, too. 

(Ａ) ugly (Ｂ) beautiful (Ｃ) young (Ｄ) handsome 

(  )64. Tom: What day is it today?  Lucy: It＇s _________. 

(Ａ) time (Ｂ) week (Ｃ) day (Ｄ) Saturday 

(  )65. Amy: What＇s this?  Tom:     egg. 

(Ａ) It＇s a (Ｂ) An (Ｃ) This is (Ｄ) That＇s not an 

(66-70) 看家族關係圖回答問題 

 

 

 

 

 

 

 

 

 

 

 

(  )66. Who is Joe＇s cousin? 

(Ａ) Jack. (Ｂ) Linda. (Ｃ) Lucy. (Ｄ) Brad. 

(  )67. Who are brother and sister? 

(Ａ) Jessie and David. (Ｂ) Rose and Tom. (Ｃ) Ken and Ruth. (Ｄ) Max and Lin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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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 Who has two daughters? 

(Ａ) Ruth. (Ｂ) Jane. (Ｃ) Rose. (Ｄ) Jessie. 

(  )69. Max and Linda have     cousins. 

(Ａ) f ive (Ｂ) two (Ｃ) three (Ｄ) four 

(  )70. Which（哪一個）is NOT true（真實的）? 

(Ａ) Jane is Ken and Ruth＇s daughter.   (Ｂ) Rose is Lucy＇s aunt.  

(Ｃ) David is Linda＇s uncle.          (Ｄ) Tom and Jessie are brother and sister. 

(71-75) 根據以下內容回答問題 

   

   

 age 年齡 parents 雙親 job 職業              

(  )71. What does Jack＇s grandpa do? 

(Ａ) A teacher. (Ｂ) A nurse. (Ｃ) A farmer. (Ｄ) A doctor. 

(  )72. Who is Robert＇s wife? 

(Ａ) Linda. (Ｂ) Beth. (Ｃ) Sue. (Ｄ) Jessie. 

(  )73. Who are NOT husband and wife? 

(Ａ) Leo and Jessie. (Ｂ) Ken and Meg. (Ｃ) Bob and Irene. (Ｄ) Jack and Beth. 

(  )74. Her husband is a doctor.  Her son is a doctor, too.  Who is she? 

(Ａ) Beth. (Ｂ) Linda. (Ｃ) Sue. (Ｄ) Meg. 

(  )75. Where do Beth and Jack＇s parents work（工作）? 

(Ａ) In the zoo. (Ｂ) In the hospital（醫院）. (Ｃ) At school. (Ｄ) On the fa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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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文科答案 

1. B 2. B 3. B 4. C 5. A 

6. B 7. C 8. C 9. A 10. B 

11. C 12. A 13. D 14. D 15. D 

16. B 17. D 18. B 19. B 20. D 

21. A 22. C 23. D 24. B 25. C 

26. B 27. A 28. B 29. B 30. B 

31. C 32. A 33. C 34. D 35. B 

36. A 37. A 38. D 39. C 40. A 

41. D 42. C 43. C 44. C 45. B 

46. C 47. C 48. A 49. C 50. B 

51. B 52. C 53. A 54. A 55. C 

56. B 57. A 58. C 59. C 60. B 

61. D 62. B 63. C 64. D 65. B 

66. B 67. D 68. A 69. D 70. D 

71. D 72. A 73. D 74. C 75. 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