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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 1 年 認 識 陸 興 國 小 學 藝 競 賽

競 賽 科 目 國語科 競 賽 日 期 101.04.14 考試時間 09：10~09：50

注 意 事 項 

1. 請確實核對答案卡及准考證號碼是否正確。 
2. 請將答案畫至答案卡。 
3. 考試時間為 40 分鐘，滿分 100 分。 
4. 本次考試各節均不得提早交卷。 
5. 考試期間若有任何問題，請舉手向監考老師反映。 
6. 單科成績優秀排名，如遇同分時依照各科所訂定比序進行比較。

 
 
一、選擇題：20%(一題 2 分) 
1.( D )0下列哪一個選項「 」中的字音一樣？ (A)「乾」坤、「乾」淨(B)「供

」應、「供」品(C)「結」凍、「結」巴(D)「晃」動、搖「晃」。 
2.( D )0下列哪一個詞語為「同韻詞」？ (A)滑嫩(B)鳳梨(C)青椒(D)晶瑩。 
3.( A )0選出與「摹」同部首的字： (A)拜(B)花(C)旦(D)幕。 
4.( C )0選出與「獲」同部首的字： (A)草(B)穫(C)狀(D)集。 
5.( A )0下面哪一組「 」中的字音是相同的？ (A)他到西「藏」找寶「藏」。

(B)媽媽「炸」蝦子時，突然聽到爆「炸」聲。(C)他「為」人很好，因

「為」肯幫助別人。(D)窗外好像有人影「晃」動，卻一「晃」就不見

了。 
6.( C )0下列選項「 」中的字，哪一組的讀音相同？ (A)邊「緣」／「綠」

色(B)土角「厝」／「昔」日(C)「彈」珠／「但」是(D)農「舍」／「

捨」棄。 
7.( A )0選出與「囊」同部首的字： (A)命(B)表(C)共(D)冠。 
8.( B )0下列哪一個選項沒有錯字？ (A)濃姷的香氣(B)亮晃晃的多好看(C)客

廳茶兀上有一盆新插的花(D)爸爸笑嬉嬉的回應。 
9.( A )0下列選項「 」中的字，哪一組的讀音相同？ (A)不「甘」示弱／「柑

」橘(B)花「蕾」／打「雷」(C)「緯」度／「違」反(D)「綺」麗／「

奇」幻。 
10.( A )0 下列選項「 」中的字，哪一組的讀音相同？ (A)「趁」機／「襯」

衫(B)高「亢」／「坑」洞(C)「溝」通／演「講」(D)「劫」難／膽「怯」。 
 
二、選出適當的詞語：20%(一題 1 分) 

11.( D )0每逢春節，異鄉遊子紛紛從外地歸來，使得原本□□的鄉下農村頓時熱

鬧了起來。 (A)鎮靜(B)靜態(C)冷靜(D)寂寥 

12.( C )0看到路旁的美景，我們□□自主的停下腳步。 (A)不停(B)不想(C)不由

(D)不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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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C )0下列「 」中的詞語，哪一個用法不適當？ (A)她的裙子上「點綴」

著許多蕾絲，看起來很可愛(B)弟弟看卡通看得「入迷」，叫他好多聲都

沒回應(C)還沒進入公廁就已經聞到「濃郁」的味道，令人不敢領教(D)
這是他精心的「傑作」，請你一定要好好保存。 

14.( D )0年輕人應該保持朝氣□□的活力來面對所有挑戰。 (A)蓬鬆(B)興起(C)
振興(D)蓬勃 

15.( B )0這杯冰水透出□□涼意。 (A)一片(B)一股(C)一處(D)一杯 
16.( A )0下列「 」中的詞語，哪一個用法不適當？ (A)我上課會專心「接聽」

老師講課的內容(B)掌握滑雪的「技巧」，才不會一直跌倒(C)哥哥要準

備考試，你不要「打擾」他(D)「麻煩」你幫我一下好嗎。 

17.( D )0好強的姐姐，不會輕易向人□□心事。 (A)吞吐(B)談吐(C)遺露(D)吐露 
18.( D )0下列「 」中的詞語，哪一個用法不適當？  (A)我「依偎」在媽媽的

懷裡，感覺很幸福(B)我們用「抽籤」來決定出場先後順序(C)「洶湧」

的海浪一直拍打著岸邊(D)妹妹「依據」媽媽的寵愛，現在變得無法無

天。 
19.( D )0下列「 」中的詞語，哪一個用法不適當？ (A)三個小時後，我們終

於「抵達」目的地(B)遊樂園裡這些刺激有趣的遊樂器材，令我「流連

忘返」(C)過年時，我們會到親戚家「拜訪」(D)他一身灰黑色的穿著，

顯得十分「奪目」而不起眼。 
20.( D )0下列「 」中的詞語，哪一個用法不適當？ (A)這座瞭望臺是由幾塊

大石頭「堆疊」而成的(B)竹節向上「開展」的造型，象徵節節高升(C)
百貨公司周年慶期間，每天都「吸引」了大批的購物人潮(D)小青和小

布昨天已經約好時間，今天便「不約而同」的來到這間餐廳。 
21.( B )0下列「 」中的詞語，哪一個用法不適當？ (A)這條「蜿蜒」的小溪

一直向前流入大海(B)我們「繚繞」在巷子裡，所以迷路了(C)原住民舉

辦豐年祭，「祈禱」來年能有好收成(D)秋天是「豐收」的季節。 
22.( B )0下列「 」中的詞語，哪一個用法不適當？ (A)哥哥喜歡「拍攝」小

動物活動的情形(B)適當的休閒活動，可以「陶醉」我們緊張的情緒(C)
媽媽連日加班，顯得十分「疲憊」(D)爸爸每天的行程都很「忙碌」。 

23.( D )0這首詩所描寫的情感十分□□，不直接點出。 (A)淺顯(B)迴轉(C)蜿蜒

(D)婉轉。 
24.( A )0下列「 」中的詞語，哪一個用法不適當？ (A)這道菜是「油炸」的，

十分清爽又不油膩(B)聞到「四溢」的香味，就知道快要開飯了(C)這間

餐廳的布置「賞心悅目」，連食物也十分美味(D)妹妹很「挑食」，只吃

自己喜歡吃的菜。 
25.( B )0下列「 」中的詞語，哪一個用法不適當？ (A)看到汽車的「標幟」，

弟弟馬上知道是哪一家廠牌的車子(B)請你把桌上的番茄醬「傳承」給

我(C)這個地區物產豐富，方便原住民「獲取」生活的資源(D)老師為大

家「介紹」鍬形蟲的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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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B )0 國君接受臣子的建議，大舉招攬天下有才德的□□。 (A)閒人(B)賢人

(C)良人(D)門人 

27.( A )0小布做事一向快速俐落，從不會□□□□。 (A)拖泥帶水(B)一步登天(C)
滴水穿石(D)落花流水 

28.( B )0這棵樹上有著我和哥哥童年時因頑皮而留下的□□。 (A)印象(B)印記

(C)印章(D)印刷 

29.( B )0巫師拿出一顆亮□□的水晶球，口中喃喃的念著咒語。 (A)恍恍(B)晃
晃(C)徨徨(D)洸洸 

30.( B )0下列「 」中的詞語，哪一個用法不適當？ (A)這座鄉鎮受到水災「

重創」，損失不計其數(B)因為他沉默寡言、獨來獨往，大家經常「矚目

」他的存在，因此在班上沒什麼朋友(C)參加國際性的比賽，可以「提

升」國際形象(D)過年吃發糕，「象徵」發財的意思。 
 
三、字詞義測驗：20%(一題2分) 
31.( B )0「花蕾」： (A)盛開的花(B)含苞未開的花(C)枯萎的花(D)初生的嫩芽。 
32.( A )0「傳承」： (A)傳接繼承(B)公開傳播宣揚，使眾人知曉(C)教導傳授(D)

表達、表現。 
33.( B )0「下不了臺」： (A)沒有力氣走下舞臺(B)難為情，沒有面子的意思(C)

做事小心謹慎(D)害怕上臺說話。 
34.( D )0下列哪一組詞語替換後，句子的意思不變？ (A)「麻煩」你把東西拿

給我煩惱(B)你應該以有禮貌的言語「展現」氣度展開(C)對待別人

要避免用「頤指氣使」的態度和藹可親(D)受到長輩的「責難」，讓我

感到難過責備。 
35.( C )0「勾勒」： (A)被鉤狀的外物勾纏住(B)專注在圖像細節的描繪(C)描畫

輪廓，或簡單的描寫(D)以抽象的筆法作畫。 
36.( D )0「冉冉」： (A)時間漸漸過去(B)快速往上衝的樣子(C)完全靜止不動(D)

緩慢的移動。 
37.( D )0「摹寫」的「摹」，與下列哪一個選項的「摹」意思相同？ (A)臨「摹

」(B)「摹」帖(C)「摹」畫(D)「摹」述。 
38.( A )0山「巔」： (A)山頂(B)山腰(C)山下(D)低處。 
39.( B )0下列「塗」字的意思，哪一個錯誤？ (A)「塗」鴉：隨意的畫、寫(B)

「塗」抹：鋪設(C)「塗」改：畫去、抹去(D)泥「塗」：泥濘。 
40.( B )0「乍」暖： (A)立刻(B)初、剛剛 ○３不見(D)正好。 
 
四、修辭練習（選擇題）：10%(一題2分) 
41.( C )0下列哪一個選項「 」內詞語的詞性不同？ (A)「仔細的」整理裝備

／「緩緩的」登上山頂(B)忽左忽右的「滑行擺動」／只見他們「一躍

而下」(C)處處「花開似錦」／火紅的鬱金香也「不甘示弱」(D)細細的

「感受」／靜靜的「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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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C )0「瀑布已經說話」、「山壁上的蕨草輕柔的笑著」，這兩句話都運用了哪

種修辭法？ (A)設問(B)譬喻(C)擬人(D)誇飾。 
43.( D )0「山壁上的蕨草看見了，輕柔的笑著」這句話運用了擬人法，請找出句

子中表現擬人法的詞語： (A)山壁、蕨草 ○２蕨草、看見(C)山壁、看見

(D)看見、笑著。 
44.( B )0「你可以再說一遍嗎？」運用了哪一種修辭法？ (A)呼告(B)設問(C)

層遞(D)排比。 
45.( C )0 下列哪一個選項「 」內的詞語不是量詞？ (A)水面上鋪滿「一片片」

粉紅的花瓣(B)燈光打在「一簇簇」的櫻花上(C)每年的「三月」開始(D)
我們彷彿成了「一個個」花仙子。 

 
五.成語釋義：10%(一題 1 分) 
46.( B ) 多愁善感 (A)指善良的人，容易心生感動  (B)形容感情豐富而敏感  (C)

指容易憂愁的人，大多是易於被感動的人。 
47.( C ) 如數家珍 (A)如此多的奇珍異寶  (B)誇耀自己家世背景  (C)敘述某事

極為詳細。 
48.( B ) 言不由衷 (A)不得不吐露真言  (B)說的並不是真心話  (C)過度悲傷而

說不出話來。 
49.( C ) 吳下阿蒙 (A)奇才良將  (B)仗勢欺人  (C)譏人沒有學問。 
50.( C ) 念茲在茲 (A)嘮叨不休  (B)再三叮囑  (C)念念不忘。 
51.( B ) 洛陽紙貴 (A)喻面臨能源危險 (B)稱譽著作的風行 (C)指物以稀為貴。 
52.( C ) 食指浩繁 (A)指工作量很大  (B)美味可口的食物很多  (C)喻家口眾

多，費用浩大。 
53.( B ) 雪泥鴻爪 (A)冬日景物蕭瑟 (B)喻人生之聚散無常 (C)喻青春之易逝。 
54.( B ) 雀屏中選 (A)於選舉之中獲得勝利 (B)獲選為婿 (C)榜上有名。 
55.( C ) 屢試不爽 (A)多次試驗均感不快 (B)一試再試都不靈驗 (C)每試不差。 
 
六、選詞測驗：10%(一題 1 分) 
1. 
  人和人之間經常有著一些長短不同的距離，有些距離之長幾至不可（56
）。有時是因為我們一時的疏忽，而刺傷別人的心，為自己（57）下可怕的

暗礁，也許我們有時自我中心的思想太濃，否定了別人的一切活動能力。如

果我們想讓心與心之間，發生（58）的作用，縮短人與人之間的距離，那麼

我們（59）真誠地付出些（60）其分的讚美！ 

（C）56.(Ａ)攀登 (Ｂ)飛度 (Ｃ)踰越 (Ｄ)溝通。 
（A）57.(Ａ)埋伏 (Ｂ)預備 (Ｃ)整理 (Ｄ)布置。 
（D）58.(Ａ)砥礪 (Ｂ)琢磨 (Ｃ)代謝 (Ｄ)交流。 
（B）59.(Ａ)不必 (Ｂ)不妨 (Ｃ)不然 (Ｄ)不如。 
（C）60.(Ａ)正如 (Ｂ)誠如 (Ｃ)恰如 (Ｄ)宛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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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春光在萬山環抱裡，正是洩漏得遲。那裡的桃花還開著，漫遊的雲從這

峰飛過那峰，有時稍停一會兒，為的是擋住（61），教地面的花草在它的蔭

下避光燄的（62）。 
  巖下底蔭處和山谿旁，長滿了薇蕨和其他鳳尾草。紅黃藍紫的小草花，

點綴在綠茵上頭。 
  天上的雲雀，林中的金鶯，都鼓起牠們的（63）。輕風把牠們的聲音擠

成一片，分送給山中各樣有耳無耳的生物。桃花聽得入神，禁不住落了幾點

（64），一片片凝在地上。小草花聽得大醉，也和著聲音的（65），一會倒，

一會起，沒有鎮定的時候。 

（C）61.(Ａ)月亮 (Ｂ)星星 (Ｃ)太陽 (Ｄ)路燈。 
（A）62.(Ａ)威嚇 (Ｂ)糾察 (Ｃ)審查 (Ｄ)寬恕。 
（C）63.(Ａ)翅膀 (Ｂ)雙手 (Ｃ)舌簧 (Ｄ)脖子。 
（B）64.(Ａ)碧血 (Ｂ)粉淚 (Ｃ)寒冰 (Ｄ)妙語。 
（D）65.(Ａ)時節 (Ｂ)拍打 (Ｃ)細節 (Ｄ)節拍。 

 
七、閱讀測驗：10%(一題 2 分) 
1. 
  心理學家說，一個人的成功最早塑造於他的童年時代，沒有父母，就沒

你的存在，沒有父母提供的成長環境，則不可能成就今日的你。所以，不論

你有多崇高的地位，多輝煌的事業，都不要忘記凸顯老爹老娘…… 
  因此，人前人後（特別是當著父母的面前），不妨多多誇大自己小時候

如何如何之頑劣，父母又如何如何苦心孤詣，耐心教導，方始有了今日之成

就，以凸顯父母之勞苦功高，「揚名聲，顯父母」也！ 
（節錄自杏林子 感謝玫瑰有刺） 

（C）66.本文認為一個人的成功，應該歸功於誰？ 
(Ａ)自己 (Ｂ)幼年的自己 (Ｃ)父母 (Ｄ)長輩。 

（D）67.作者以為人前人後，不妨多誇大自己幼年的頑劣，以及今日的成就，

請問這是種什麼樣的心態？ 
(Ａ)刻意誇耀自己低賤的出身，以博取旁人的讚美 (Ｂ)故意凸顯自

己的轉變，讓人感覺到醜小鴨變天鵝的驚嘆 (Ｃ)將所有成就都歸給

父母的原因，是因為自己並無真材實料 (Ｄ)懂得飲水思源，時時心

存感恩。 
2. 
  太陽魚教養子女的方法十分有趣引人。任何人，只要看過牠們時時對卵

或幼魚輕撫一道輕流，或小心地帶著幼魚試水，都會永難忘懷。而當幼兒能

游泳之後，魚爸爸或魚媽媽晚上安置牠們上床的景象，更是可愛。通常幼魚

在沒有滿月之前，只要天一黑，就要回到牠們孵化的洞裡睡覺。這時做媽媽

的會站在巢的上方，擺動魚鰭，讓暗紅脊鰭上的青色斑點，像寶石般的閃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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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光。幼魚見到了這種信號，立刻會聚集到母親的身邊，聽話的回到巢裡睡

覺。這時，魚爸爸也會到處尋找走失的孩子。 
  一旦找著，牠總是直截了當地把孩子吸進嘴裡，帶回家，再把牠們一起

吐在洞裡。這時，小魚們馬上就會重重地沉到洞底，並且一直停留到第二天

早晨。原來這是一種奇妙的反射作用；幼魚的氣囊一到入睡的時候，就會自

動地、緊緊地收縮起來，牠們的身體會變得比水重，然後像小石子般直沉到

底。這和牠們嬰兒時，氣囊的氣還沒裝滿的情形一樣。而當魚爸爸把幼魚含

在嘴裡時，這種變重的反應也會發生。 
  有一次，當魚爸爸一邊把孩子趕回巢睡覺，一邊偷空吞下一段蚯蚓尾巴

時，忽然看見一條幼魚正在水裡游來游去，牠立刻追上那條幼魚，並且一口

氣吞進早已塞滿蚯蚓肉的嘴裡，這一下子可就精彩了，現在牠的嘴裡有兩樣

東西：一樣要進胃，一樣要進巢，牠會怎麼辦？牠頓在那裡一動也不動，滿

嘴的肉也顧不得吃了。就在這一刻，我總算看到魚怎樣想心事、動腦筋了。

魚爸爸就這樣呆了好幾秒，然後把嘴裡所有的東西都吐出來，等到蚯蚓及幼

魚自然沉到水底後，再不慌不忙的把蚯蚓吃掉，並且監視著躺在水底的小孩

。等牠吃完後，立刻又把小孩吸進嘴裡，帶回家。 
（改寫自勞倫茲 可憐的魚） 

（C）68.根據本文，幼魚怎麼知道何時該回家睡覺了？ 
(Ａ)月光會像發亮的寶石，親切召喚幼魚回家 (Ｂ)魚爸爸直截了當

的把幼魚吸進嘴裡，帶回家 (Ｃ)魚媽媽會擺動脊鰭，發出信號，召

喚幼魚 (Ｄ)天一黑，幼魚就會自動回到洞裡睡覺。 
（B）69.魚爸爸吐出嘴裡的東西後，為什麼幼魚會和蚯蚓一起沉到水底？ 

(Ａ)幼魚睡覺時，氣囊會自動張開，充滿空氣 (Ｂ)當魚爸爸把幼魚

含進嘴裡後，幼魚會有變重的反應 (Ｃ)幼魚回到巢裡，氣囊會自動

收縮，直沉到底 (Ｄ)嬰兒期的太陽魚，氣囊的氣還沒裝滿，所以身

體像小石子一樣。 
（D）70.下列哪一個動作可以看出魚爸爸正在動腦筋，做決定？ 

(Ａ)先把嘴裡所有的東西都吐出來 (Ｂ)不慌不忙的吃掉蚯蚓，並監

視幼魚 (Ｃ)安排進胃或進巢的先後次序 (Ｄ)將一切的行動都暫

時停頓下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