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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題卷 
共    頁 

小六學生  
  考試科目： 國語科 適用 

班級 
 

試卷

份數
 

考試日期節次： 

 3   月   16  日 
         第         節 

 

班級：          座號：         姓名：                  命題教師：           老師 
一、選出適當的詞語：20%(一題1分) 

01.(   )0由於小華總是仗著師長的疼愛而□□□□，所以班上同學都不喜歡和他做朋友。 

(A)羊入虎口(B)狐假虎威(C)虎虎生風(D)虎頭蛇尾。 

02.(   )0海浪聲像是一首動人的曲子，由大海徐徐的□□而出。 (A)吹熄(B)鼓吹(C)吹奏(D)

吹牛。 

03.(   )0我今天若沒完成這份作業就□□睡覺了。 (A)休息(B)想像(C)休想(D)妄想。 

4.(   )0「身為家中獨子，從小備受父母疼愛，使得他□□□□。」□□□□中應填入哪個

詞語？ (A)譁眾取寵(B)恃寵而驕(C)寵辱不驚(D)受寵若驚。 

5.(   )0我國柔道選手即將□□國外，參加國際比賽。 (A)征服(B)遠征(C)征討(D)征途。 

6.(   )0下列「 」中的詞語，哪一個用法不適當？ (A)山光水色相互「輝映」，景色優美

，讓人捨不得離開(B)在旅途中，他一直開心的吹著「口哨」(C)哥哥得知失敗後，

精神更加「抖擻」，害怕得不敢前進(D)我們不一定要做大事，但是也要「確實」做

好每件事情。 

7.(   )0□□外面正下著豪雨，爸爸還是準時出門上班。 (A)縱使(B)反而(C)因為(D)既然 

8.(   )0他在外國文化的□□下，思想和舉止都變得比較開放。 (A)禮遇(B)洗禮(C)行禮(D)

刷洗 

9.(   )0他工作了一整天後，拖著□□的身子回家，倒頭就睡。 (A)輕盈(B)疲憊(C)用心(D)

放棄 

10.(   )0這次就讓大華試試，請你不要插手□□了他嘗試的機會。 (A)阻礙(B)凝聚(C)險阻

(D)障礙 

11.(   )0這位音樂小神童從兩歲起就看得懂樂譜裡的□□。 (A)符合(B)桃符(C)拼音(D)音符 

12.(   )0下列「 」中的詞語，哪一個用法不適當？ (A)依照「慣例」，校慶運動會時一定

會舉辦班級大隊接力(B)他願意「犧牲」個人的權益，來達成團隊的目標(C)聽完這

個感人的故事，我的鼻子「為之一酸」，眼淚就掉了下來(D)他家經濟富裕，想買什

麼就買什麼，生活過得非常「拮据」。 

13.(   )0他們的善行□□□□，因此今年有更多的人響應這次的冬令救濟。 (A)名列前茅(B)

名不副實(C)舉世聞名(D)沒沒無聞 

14.(   )0下列「 」中的詞語，哪一個用法不適當？ (A)多年不見，我們今天能再「重逢」

，得要好好的把握這個難得的機會(B)在紅燈轉為綠燈的「剎那」，機車騎士就往前

衝了出去(C)他開著跑車在省道上「奔馳」，看起來真危險(D)弟弟只要看到長相凶惡

的人，就容易「動容」。 

15.(   )0即將畢業了，大家準備□□另一個里程碑。 (A)領航(B)航向(C)航空(D)航站 

16.(   )0我這只是舉手之勞、□□□□，你不必謝我。 (A)微乎其微(B)無微不至(C)頭頭是

道(D)微不足道 

17.(   )0喝完的飲料□□要丟到資源回收桶。 (A)開罐(B)拔罐(C)空罐(D)藥罐 



18.(   )0爸爸買了幾瓶金門最負盛名的□□酒，想要當作送給朋友的伴手禮。 (A)高梁(B)

高粱(C)黃粱(D)葡萄 

19.(   )0這本□□已久的相簿是爺爺和奶奶年輕時的回憶。 (A)封底(B)封口(C)風塵(D)塵封 

20.(   )0妹妹遺失她的洋娃娃，十分難過，不禁□□了起來。 (A)噎住(B)哽咽(C)咽喉(D)

愉快 

 

二、字詞義測驗：20%(一題1分) 

21.(   )0哽咽： (A)被食物噎住了(B)形容悲痛不已、泣不成聲(C)大聲哭泣(D)大聲唱歌。 

22.(   )0咆哮： (A)野獸怒吼(B)小聲說話(C)狗不斷的吠叫(D)興奮的大喊。 

23.(   )0蓓蕾： (A)含苞未開的花(B)已經開放的花(C)枯萎的花(D)種類多且顏色鮮豔的花。 

24.(   )0「驍勇」善戰： (A)勇猛(B)傲慢(C)勇壯的馬(D)驅趕馬車。 

25.(   )0「你不用太拘泥傳統習俗，一切隨喜就好。」句中「拘泥」一詞的詞義是什麼？ (A)

規畫、籌備(B)固執，不知變通(C)行動自由而不受約束(D)模仿、效法。 

26.(   )0「卑微渺小得不值得一提」是指 (A)光說不練(B)微不足道(C)胡說八道(D)微乎其微

。 

27.(   )0內斂： (A)搜刮、聚斂錢財(B)指人的性情沉穩自律(C)裡面的部分(D)內部的規定。 

28.(   )0下列哪一個詞語和「緘默」意思相近？ (A)默許(B)幽默(C)默認(D)沉默。 

29.(   )0淚眼「婆娑」： (A)女兒嫁人時母親留下的淚(B)對老婆婆的尊稱(C)淚光閃動的樣子

(D)指三姑六婆聚在一起聊天的情景。 

30.(   )0心中「澎湃」不已： (A)勢力的升高或擴充(B)體積擴大或增長(C)擔心、著急(D)

有聲勢浩大，氣勢壯闊之意。 

31.(   )0下列「遲」字的意思，哪一個錯誤？ (A)事不宜「遲」：緩、慢(B)「遲」疑不決：

猶豫、延緩(C)動作「遲」鈍：不靈活、不敏捷(D)上學「遲」到：慢、不快。 

32.(   )0輝映： (A)光彩、光芒(B)取得榮耀(C)耀眼、燦爛(D)相互照映。 

33.(   )0眸子： (A)眼睫毛(B)眼睛裡的瞳仁(C)眼鏡(D)雙眼皮。 

34.(   )0有「色相」差異： (A)原來的特色、風貌(B)色彩所呈現的形態(C)有福氣的相貌(D)

相同類別的聚集在一起。 

35.(   )0瞭若指掌： (A)比喻非常清楚了解(B)一種看面相、掌紋的算命方法(C)用手指算數

(D)比喻只看到表面，不深入探究。 

36.(   )0浮雕： (A)浮在半空的雕像(B)表面凸出的半立體雕像(C)雕像浮在水上(D)假的雕像

。 

37.(   )0靦腆： (A)大膽的樣子(B)害羞的樣子(C)面無表情的樣子(D)生氣的樣子。 

38.(   )0斑駁： (A)據理辯正駁斥(B)色彩相雜不純(C)整齊排列的樣子(D)形容黑白相間的顏

色。 

39.(   )0「我們從飛機上鳥瞰廣闊的大洋。」句中「鳥瞰」一詞的詞義是什麼？ (A)指視野

很小(B)從低處向上看(C)從高處俯視低處(D)指視覺十分模糊。 

40.(   )0「微薄」薪水： (A)很多(B)形容紙鈔很薄(C)奈米的十分之一單位(D)少量、單薄。 

 

三、修辭練習：20%(一題2分) 

41.(   )0「我還年輕，還會成長，我的心飛得比飛機還高。」這個句子運用了哪一種修辭？ 

(A)譬喻(B)擬人(C)誇飾(D)設問。 

42.(   )0「一位將軍把壓境的敵兵驅逐出去；一位科學家經過千百次實驗發現了新元素；一



位木匠用巧手製成美觀耐用的桌子；一位清道夫清除了髒亂的垃圾。」這句話使用

了哪一種修辭？ (A)聽覺摹寫(B)層遞(C)感嘆(D)排比。 

43.(   )0「六月的風，吹紅了一樹的鳳凰花，卻吹不走濃濃的離愁。」這句話使用了哪一種

修辭？ (A)映襯(B)譬喻(C)排比(D)感嘆。 

44.(   )0「微風吹來，發出叮叮噹噹的響聲，就好像風鈴一樣，似乎在催促著我們離別的腳

步。」這句話使用了哪兩種修辭？ (A)類疊、頂真(B)映襯、譬喻(C)排比、轉化(D)

譬喻、擬人。 

45.(   )0下列「 」中的詞語，哪一個詞性和其他三個不同？ (A)雙手摸著牛的「下巴」(B)

研究水牛的「生態」(C)「流露」出他對家鄉的思念(D)利用重疊的「方式」加以處

理。 

46.(   )0下列「 」中的詞語，哪一個詞性和其他三個不同？ (A)「充分」體會(B)「猛然

」省悟(C)「辛苦的」抵達目的地(D)「捕捉」畫面。 

47.(   )0下列哪一組選項「 」內詞語的詞性相同？ (A)「反射」光影／「登上」直升機(B)

「歷經」了多年的研究／全新的「視野」(C)「短短的」紅燭／海岸「冰山」(D)「

充分」體會／「現代的」科技。 

48.(   )0「連連得獎」的「連連」在這個詞語中的詞性是 (A)動詞(B)形容詞(C)副詞(D)名詞

。 

49.(   )0下列哪一組選項「 」內詞語的詞性不相同？ (A)發揮好客有禮的「精神」／你今

天看起來「精神」很好(B)國際筆友教學「計畫」／他熬夜擬成了這項「計畫」(C)

村民代表開會「決定」／這是我做的「決定」(D)去「關心」更多的人／大家十分「

關心」他的傷勢。 

50.(   )0下列哪一個選項的詞性結構不是「形容詞＋名詞」？ (A)不同的風格(B)美妙的樂

音(C)滑溜的樂音(D)定居美國。 

 

四、文意測驗：20%(一題2分) 

51.(   ) 「一個今天值兩個明天。」是勉人：  (A)把握當下 (B)見機行事 (C)洞燭機先 (D)

撫今追昔。 

52.(   ) 「同樣羽毛的鳥兒總是聚在一起。」意近於：  (A)愛屋及烏 (B)眾志成城 (C)物以

類聚 (D)愛惜羽毛。 

53.(   ) 「被同一塊石頭絆倒兩次是一種恥辱。」是勉人：  (A)不遷怒 (B)不貳心 (C)不貳

過 (D)不自伐。 

54.(   ) 「凡是想要爬梯子的人必須從底層開始。」是勉人：  (A)腳踏實地 (B)追根究底 (C)

更上層樓 (D)飲水思源。 

55.(   ) 「不要把所有的雞蛋都放在同一隻籃子裡。」是勸人：  (A)因時制宜 (B)分散風險 (C)

難得糊塗 (D)以一當十。 

56.(   ) 「跌七次，第八次就會站起來。」意近於：  (A)不以成敗論英雄 (B)初生之犢不畏

虎 (C)勿以善小而不為 (D)失敗為成功之母。 

57.(   ) 海倫‧凱勒：「面對陽光，陰影永遠在我們身後。」這句話是何種表現？  (A)掩耳

盜鈴 (B)強顏歡笑 (C)豁達積極 (D)犧牲小我。 

58.(   ) 藍布果治：「兩個人同時向窗外看：一個人看到污泥，一個人看到星星。」強調的是：  

(A)境由心生的道理 (B)視力保健的重要 (C)人外有人的道理 (D)環境保護的重要。 

59.(   ) 「皇天不負苦心人。」這句話我們可以說成：  (A)如釋重負 (B)功成不居 (C)如願



以償 (D)飲水思源。 

60.(   ) 「玉不琢，不成器；人不學，不知義。」是在強調何者的重要？  (A)環境 (B)資質 (C)

學習 (D)財富。 

 

五、閱讀測驗：20%(一題2分) 

1. 
  有位朋友回憶道，她小時候一直都是班上第一名，就算失手，也不會超過第二名，

在長輩眼中乖巧懂事又可愛。然而上了高一之後，課業對她來說卻不再輕鬆，有好多科

都像在和她作對似的難以理解。自此她開始脫離優等生的行列，成績一落千丈，意志也

因之消沉。大學聯考考了三次沒考上，求職時很不順遂，幾次談戀愛不是被人家橫刀奪

愛，就是慘遭對方「無言的告別」。每次失敗都讓她感到無法原諒自己，關起門來大吼

大叫：「為什麼我會淪落如此？」對自己愈來愈沒信心，甚至想以自殺結束失敗的一生

。 
  有一天，她聽了一場演講，演講者的一句話：「接受你的失敗，但記得在失敗中學

經驗。」才使她改變對自己的態度。她開始不再為了失敗而苛責自己，也學會對自己做

下的蠢事坦然的一笑而過，認定「只要學到一點新經驗就不叫失敗」；從此生命中才出

現陽光，不再覺得自己這種人活在世界上只是個恥辱。 
（吳淡如 不要叫我第一名） 

（ ）(61)由文中所得之啟示，何謂「真正的成功」？ 
(Ａ)擊垮所有之對手，證明自己之實力 (Ｂ)永保「第一名」的寶座，不容失

敗 (Ｃ)在失敗中反覆淘洗，不斷吸取新經驗 (Ｄ)設定高標，不達目的，絕

不罷手。 
（ ）(62)「接受你的失敗，但記得在失敗中學經驗。」意思為何？ 

(Ａ)絕不在相同的地方，被同樣的石頭絆倒二次 (Ｂ)昨日種種，譬如昨日死；

以後種種，譬如今日生 (Ｃ)逝者已矣，來者可追，忘記傷痛，勇往直前 (Ｄ)

不經長途，不知馬力；不經困難，不顯英雄。 

 
2. 

  母親曾說一個故事給我聽：「從前有個年輕人要上前線打仗，他憂愁地對他母親說：

『媽，我的刀比別人的短一截。』他母親說：『那麼，孩子，你就比別人更向前一步吧！

』」 
  那時我常為許多事煩惱，為了自己的容貌不如人，為了自己的口齒不夠伶俐，為了

自己的腦筋太笨拙。我悲哀地預想將來漫長的一生一定是黯淡無光。 
  可是十多年來，我發現一個女孩子長得既不漂亮也不聰明，生活並不見得就沒有光

彩沒有意義。不夠漂亮嗎？那麼用笑容和愛心來彌補吧！不夠聰明嗎？那麼用勤勉和毅

力來彌補吧！不善交際嗎？那麼用真誠和友善來彌補吧！ 
  就如李白說：「天生我材必有用。」每一個人都擁有一分天賦的寶藏，而每個人的寶

藏都不盡相同。有的人也許是美貌，有的人也許是智慧和財富，有的人擁有的也許會比

這些都還珍貴，譬如仁慈、樂觀、耐心等等。有些人的寶藏是外露的，有些人卻是深藏

的，需要不斷地去挖掘。而後者往往是越挖越豐富。 
  你的寶藏是什麼呢？你的寶藏在哪兒？這就靠你自己去發現去利用了。 

（ ）(63)這篇文章的主旨是在勉勵人如何？ 
(Ａ)接受母親的教導 (Ｂ)欣賞別人的長處 (Ｃ)放棄已經擁有的寶藏 (Ｄ)

發掘自己的才能。 
（ ）(64)由文章的內容可以得知，要想生活得有意義，就必須要如何？ 

(Ａ)不計手段 (Ｂ)才華洋溢 (Ｃ)肯定自我 (Ｄ)虛懷若谷。 



（ ）(65)下列哪一句話可以作為全文的主旨？ 
(Ａ)天生我材必有用 (Ｂ)每個人的才能都不會相同 (Ｃ)你就比別人更向前

一步吧 (Ｄ)我常為許多事情而煩惱。 

 
3. 

  親愛的孩子，我願意做個媽媽鐘，你要我幾點、幾分、幾秒準時喚醒你都可以；但

是現在，你酣睡如五月的嬰兒，埋首在鵝黃色的枕頭上。你幼年時，爸特別為你設計這

張木床，看起來已經超載了（別讓他年輕的心靈超載才好）。你爸說：「我們為他訂製一

張加長尺寸的床，讓他睡到比我高！」（但願你樣樣比爸爸高） 
  要考大學了，多麼快？十七年的成長，你已經比我們預想的更高。寬大的肩膀，修

長的四肢，方形臉中托出正直的鼻子，濃眉大眼蘊含著對人生赤誠的熱愛與信賴，堅定

的嘴正增長著信心。我酣睡如五月嬰兒的大孩子，你是安樂中長大的孩子，那講話大舌

頭的孩子不見了。當我聽見你慷慨激昂述說超年齡的見解時，我警覺到：做一個「媽媽

鐘」多麼不易。 
  像往常一樣，你背著沉重的書包回家，匆匆吃過晚飯，疲憊投身在木床上：「媽媽：

拜託，千萬過二十分叫醒我！」然後不顧一切的睡去。望著你香甜如五月嬰兒的睡態，「

媽媽鐘」停擺吧！「我該死！睡了這麼久。」當我習慣怨詞，不自主的在你耳畔輕輕呼

喚，用力搖撼你的身體，冰涼的面巾替你擦臉，你依然酣睡不醒。無奈何抓抓你的腳心

！好不容易你才驚醒：「晚了！今天熬通宵也看不了多少書，媽媽，都是你！」 
（小民 媽媽鐘） 

（ ）(66)文中提到「你幼年時，爸特別為你設計這張木床，看起來已經超載了。」這句

話的涵義是指什麼？ 
(Ａ)木床過於簡陋而不堪使用 (Ｂ)床上放置太多東西而缺乏空間 (Ｃ)孩子

漸漸成長茁壯 (Ｄ)孩子的體重增加迅速。 
（ ）(67)「你爸說：『我們為他訂製一張加長尺寸的床，讓他睡到比我高！』（但願你樣

樣比爸爸高）」文句中充滿怎樣的語氣？ 
(Ａ)期望的語氣 (Ｂ)無奈的語氣 (Ｃ)害怕的語氣 (Ｄ)擔心的語氣。 

（ ）(68)文章中的媽媽表現出何種精神？ 

(Ａ)嚴厲督促孩子，恨鐵不成鋼 (Ｂ)為子女無怨無尤的付出 (Ｃ)放縱溺

愛，任孩子自行發展 (Ｄ)忙於工作，無力管教孩子。 

 
4. 

  看山要看大山。 
  看書要看大書。 
  為什麼要看大山？因為一座大山像華山或者廬山，等於是幾十座幾百座小山合成的

，凡是那些小山值得一看的地方，大山裡面都有。大山集合了許多山的精華和特徵，大

山是山中之山。 
  大書也是一樣。一本大書比得上幾十本、幾百本小書。所謂大書是指學派的開山祖

或者集大成的學者寫成的經典之作，這種書問世以後，世界上就有許多書一再重複他說

過的話。書店裡的書雖然很多，把它們的內容歸納一番，每一類都跳不出幾本大書的範

圍。 
  有人說全世界只有兩本書，這話也許過分，如果說每一門學問不過是幾本大書而已

，倒也還說得通。 
  大書像一張大鈔，有了大鈔可以換成許多零錢。 
  大書像一個製造貨物的工廠，他把貨物批發給大盤的商人，再由大盤批中盤，中盤

批給零售商。會讀書的人不跟「零售商」打交道，也不去撿地方的零錢。 
（節錄自王鼎鈞 以大為貴 五嶽看山不辭遠） 



（ ）(69)作者用「看山要看大山；看書要看大書」的比喻，請問這說明了什麼？ 
(Ａ)看書如果沒有看山，那就不能稱做是看書 (Ｂ)書和山的數量相比，書較

多，所以看書要看大書 (Ｃ)看書不在多，而在於精，要看那些經典之作 (Ｄ)

看書與看山其實都是一樣的原理原則，只是我們常常指看山不看書。 
（ ）(70)下列哪一個選項的敘述「不符合」本文的中心思想？ 

(Ａ)多看經典之作 (Ｂ)讀書要切中真理 (Ｃ)數大就是美 (Ｄ)內容是讀書

的首要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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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D B B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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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D A D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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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62. 63. 64.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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