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壹、 選擇題。 

一、字音字形測驗。 

    1、(  C )下列哪一個詞語用字完全正確？(A)別出心栽(B)厭軸好戲(C)豁然開朗(D)傾杞倒塌 

2、(  C )下列哪一個「」內注音符號表示的國字字形和其他三個不同？ 

         (A)缺「ㄏㄢˋ」 (B)遺「ㄏㄢˋ」 (C)「ㄏㄢˋ」動  (D)「ㄏㄢˋ」事 

3、(  B ) 下列哪一組「」內的讀音是相同的？ (A) 「露」白/「露」珠 (B)強「橫」/蠻「橫」 

          (C)「屏」風/「屏」息以待 (D)血「脈」/含情「脈脈」 

4、(  D  )下列哪一個四字詞語中「」內的國字是正確的？ 

          (A)意興闌「姍」(B)脫「疆」野馬 (C)喜上眉「稍」(D)好事多「磨」 

5、(  A ) 下列哪一個「」內注音符號表示的國字是正確的？ (A) 實「ㄐㄧㄢˋ」-踐 (B)水花 

          四「ㄐㄧㄢˋ」-淺 (C)蜜「ㄐㄧㄢˋ」-濺 (D)「ㄐㄧㄢˋ」踏-餞 

6、(  C ) 下列哪一組「」內的讀音是不同的？ (A)「縱」貫鐵路/錯「縱」複雜 (B)不「假」 

          思索/虛情「假」意 (C)坐北「朝」南/「朝」思暮想 (D)「刻」骨銘心/無時無「刻」 

7、( C  ) 下列哪一個四字詞語有錯字？ (A)獲益匪淺 (B)蠶食鯨吞 (C)搖不可及 (D)繩之以法 

8、(  A )「焢」窯的「焢」，和下列哪一個選項內的讀音相同？ 

          (A) 鬧「烘烘」 (B)操「控」(C)「空」洞  (D)「哄」騙 

    9、(  C ) 這兩個字比較接近哪一種書體？ (A)楷書 (B)草書 (C)篆書 (D)行書 

10、(  D  ) 下列哪一組「」內的讀音是正確的？ 

           (A) 「謬」誤—ㄇㄡˊ  (B)未雨綢「繆」--ㄇㄧㄡˋ  (C)「謬」論—ㄇㄧㄠˋ 

           (D)失之毫釐，「謬」以千里—ㄇㄧㄡˋ） 

二、成語測驗。 

    11、(  B  ) 下列哪一組詞語關係與「熙熙攘攘/人來人往」相同？ (A)小心翼翼/粗心大意   

(B)屏氣凝神/專心一意  (C)蜂擁而至/乏人問津  (D)拱手讓人/勢在必得 

    12、(  D  ) 下列哪一組詞語關係與「當機立斷/舉棋不定」相同？(A)畫蛇添足/多此一舉 

 (B)禮尚往來/投桃報李 (C)燃眉之急/迫在眉睫 (D)萬無一失/百密一疏 

13、(  B ) 「□牛□毛、□頭□臂、□零□落、□分□裂」，以上四個成語中，□裡的字沒有出 

           現哪一個數字？ (A)九 (B)二 (C)三 (D)五 

14、( D  ) 「順手牽□、守株待□、驚弓之□、□視眈眈」，以上五個成語中，□裡的字沒有出 

           現哪一種動物？ (A)鳥 (B)兔 (C)羊 (D)蛇 

15、(  B  ) 下列哪一個四字詞語的詞性安排是「形容詞+名詞+形容詞+名詞」？ 

           (A)沽名釣譽 (B)奇裝異服 (C)奉公守法 (D)否極泰來 

16、(  C  ) 下列哪一個成語的詞性安排和「耳濡目染」一致？ 

           (A)揚眉吐氣 (B)斷章取義 (C)龍吟虎嘯 (D)藏汙納垢 

    17、(  A )下咧哪一個四字詞語的解釋或用法和其他三個不相似？ 

           (A)義正辭嚴 (B)火冒三丈 (C)怒氣沖天 (D)七竅生煙 

 



18、（ A   ）下列哪一個成語沒有強調「環境對人的成長或學習的重要」含意？ 

            (A)石沉大海 (B)孟母三遷 (C)橘化為枳 (D)麻中蓬直 

19、（ D   ）下列哪一個成語沒有凸顯「謠言可畏」的含意？ 

(A)曾參殺人 (B)以訛傳訛 (C)三人成虎 (D)口舌之快 

20、(  A  ) 「破釜沉舟」這一句成語，是用來形容勇往直前、義無反顧的精神。下列哪一個選 

項成語的意義和「破釜沉舟」相同呢？ 

(A)孤注一擲 (B)心猿意馬 (C)釜底抽薪 (D)見風轉舵 

三、、綜合測驗。 

21、(  C ) 有一些慣用的中文語詞其實是源自英文本身的音譯而來的，比如：pudding-布丁。 

           請問下列哪一個語詞，不是源自英文的「音譯」呢？ 

           (A)cartoon-卡通 (B)cola-可樂 (C)facebook-臉書 (D)lotto-樂透 

22、（ B  ）「鼠、魚、馬、龍、虎、龜、鳥、鹿」以上共有幾個國字，本身就是部首字？ 

           (A)8 個 (B)7 個 (C)6 個 (D)5 個 

23、（ B  ）下列哪一個不是「雙聲」語詞？ (A)慷慨 (B)徜徉 (C)梗概 (D)瀰漫 

    24、(  B  ) 下列哪一句未採「譬喻」手法？  

               (A)燕子有如一架架戰鬥機，自由自在的在峽谷中飛行。 

               (B)被陰影遮住的地方，深邃的黑，好像有人肆意潑灑的黑色。 

               (C)這霧像潮水般，從四周的山壁鼓著浪前來。 

               (D)偶爾飄過一陣薄薄的雲霧，好像小仙子掉落的輕紗。 

25、(  C  )「今日復今日，今日何其少!」使用了哪一種修辭手法？ 

           (A)排比 (B)對偶 (C)頂真(D)映襯 

26、(  D  )下列哪一個四字詞語不適合用來祝福即將結婚的阿姨呢？ 

(A)宜室宜家 (B)佳偶天成 (C)百年好合 (D)桃李滿門 

27、（  C  ）下咧哪一個語詞在六書中，是屬於「形聲」字的組合？ 

           (A)香水 (B)日月 (C)城堡 (D)扇貝 

    28、(  B  ) 以下哪一個字義和其他三者不同？ 

               (A)「打」秋天開始，大地便開始為東北角編織毛衣。 

               (B)農夫們正在稻田中央「打」著稻稈兒。 

               (C)除非太陽「打」從西邊升起，要不，爸爸是不可能報名參加跳舞比賽的。 

               (D)東北季風「打」鼻頭角那頭狠狠吹過來。 

    29、（  A  ）哪一個詩句凸顯了植物堅韌的生命力？ 

               (A)咬定青山不放鬆，立根原在破岩中。(B)夜來風雨聲，花落知多少。 

               (C)來日綺窗前，寒梅著花未。 (D)遙知兄弟登高處，遍插茱萸少一人。 

30、（ B   ） 下列哪一選項，前後兩句中「」內的詞語意思相近？ 

           (A)我們決定前往那個山洞裡一探「究竟」。/這件事「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B)我「十分」相信每個人都是獨一無二的。/意外收到大家的祝福，她的內心「十 

            分」感動。 

           (C)哥哥「一口」認定他的手表是弟弟摔壞的。/一聞到剛出爐的蛋糕香，我就忍不 

            住的偷吃「一口」。 

           (D)最近，大家都「高度」關切極地渦旋所帶來的氣候影響。/臺北 101 大樓的建築 

           「高度」有五百多公尺。 



    31、（  C  ）下列哪個圈起來的詞語，在替換之後，原本句子的意思改變了？ 

               (A)我們○誠○懇的邀請他前來學校演講。--「懇切」 

               (B)一得知奶奶往生的消息，全家人○不○由○自○主的流下淚來。--「情不自禁」 

               (C)妹妹面對眾人對她的鼓舞時，露出○靦○腆的表情--「厭惡」 

               (D)為了揭開那座古城的神秘面紗，這個小組決定前去駐紮○探○查。--「探勘」 

32、（  D  ）下列哪一個諺語有「團結力量大」的意思？ 

           (A)種瓜得瓜，種豆得豆。(B)條條道路通羅馬。(C)皇天不負苦心人。 

           (D)兄弟齊心，其利斷金。 

    33、（  B ）「空山不見人，但聞人語響。返影入深林，復照青苔上。」關於這首詩，下列哪一個 

               選項正確？ 

               (A)這是一首五言律詩。 (B)這首詩押ㄤ韻。 (C)第一二句使用對偶修辭。 

               (D)這首詩強調山裡人聲鼎沸。 

    34、（ C  ）「柴、米、油、鹽是我們生活上不可或缺的□□品」、「弟弟□□把功課寫完才能出 

               去打球。」，空格中應先後填入下列哪組詞彙？ 

               (A)必須、必需  (B)必需、必需  (C)必需、必須  (D)必須、必須 

35、(  A  )具有懷疑精神的哥哥，對於不了解的問題，總是「打破砂鍋問到底」，才肯罷休。 

          「」內的詞語替換成哪一個詞語後，意思仍然不變？ 

           (A)追根究柢 (B)妄下斷言 (C)支吾其詞 (D)堅持己見 

四、閱讀測驗。 

(一) 

孩子你不要覺得我冷酷，因為你已經到了應該自己對自己負責的年齡。你的書不是我的書，

我無法為你取捨；你的紙箱也不是我的紙箱，我自己都分身乏術。最重要的是：你不是我，更不

是我的影子，我不能為你作主一輩子！ 

（劉墉 你自己決定吧） 

36、(  C  ) 從文字的描述看來，作者應該是怎麼樣的父親呢？ 

          (Ａ) 多愁善感(Ｂ)缺乏耐性 (Ｃ)理智客觀 (Ｄ)冷酷無情 

37、(  B  )下列敘述，與本文的論點不符合的是何者？  

          (Ａ) 每個人都是獨立的個體，不該依賴他人為我們作主 。(Ｂ) 要獲得一個人的信 

          任並不容易，所以要說話算話。 (Ｃ) 自己的事情應該要自己負責完成。 (Ｄ)人無 

          法為他人負全責，所以父母應該讓孩子學會自己下決定。 

(二)、 

謝謝你！我十五歲，我不吸煙！同時為了你的健康，請你趕快戒菸！雖然班上很多同學都吸

煙，但我並不覺得我也必須跟著吸！老師不是告訴我們？—尼采說：「強者決定自己的價值，

不依賴別人的認可。」 

我不想做一個無法決定自己行為的弱者！ 

（摘自陳幸蕙 青少年的四個大夢） 

38、( B  )「雖然班上很多同學都吸煙，但我並不覺得我也必須跟著吸！」這段話的涵義如同下 

           列何者？(Ａ) 青出於藍勝於藍  (Ｂ)勇敢做自己的主人 (Ｃ)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Ｄ)逞匹夫之勇。 

39、(  A  )本文敘述方式主要是以第幾人稱進行？ 

          (Ａ)第一人稱 (Ｂ) 第二人稱(Ｃ) 第三人稱(Ｄ)以上皆非。 



(三)、 

喇叭花早就知道夏天從哪兒來， 

他塗得滿臉都是脂粉， 

歡喜的爬出籬笆等著迎接它。 

小荷花看著小魚兒高興的捉迷藏， 

她躲在河邊只是靜靜的笑。 

小草有月亮媽媽給他披上露珠的被， 

就是再熱的晚上， 

他也能安靜的睡。 

青蛙們最怕熱， 

一天到晚鼓起肚皮大聲的罵。 

（楊喚 毛毛是個好孩子） 

40、(  B  ) 「喇叭花塗得滿臉都是脂粉」是在形容喇叭花的哪一個情景？  

(Ａ) 化妝技巧差 (Ｂ) 嬌豔盛開 (Ｃ)被太陽曬紅了臉(Ｄ)喝醉了酒。 

41、(  A  ) 事實上，「小青蛙鼓起肚皮大聲的罵」是在描述青蛙的何種情景？ 

           (Ａ)青蛙呱呱呱，叫個不停(Ｂ)青蛙跳水發出的噗通聲(Ｃ)青蛙害怕炎熱所發出的 

           哀嚎聲音(Ｄ)青蛙睡覺所發出的打呼聲。 

42、(  C  ) 「喇叭花塗得滿臉都是脂粉」、「小魚兒高興的捉迷藏」、「小荷花躲在河邊只是靜靜 

            的笑」，從以上這些詩句，可以看出本詩充分運用哪一種寫作手法？ 

(Ａ)譬喻 (Ｂ)雙關 (Ｃ)轉化 (Ｄ)頂真。 

(四)、 

孤懸於太平洋上的龜山島，不但被宜蘭人作為地標，還被作為召喚旅居外地鄉親思鄉夢魂

的圖繪。 

蘭陽平原長達一百多公里的海岸線，自然地形成一個漂亮的弧形海灣，站在任何一處海岸

去欣賞龜山島，都可以看到因角度變化而呈現不同面貌的龜山島，這就是「活龜掉頭」的由來。 

  另外，時辰的早晚、天氣的陰暗，也都會把海中的龜山島披上不同式樣的神祕面紗，當龜山

島頭上頂著大片雲朵時，那就是「神龜戴帽」，平原裡很快就要下起大雨的徵兆。 

大多數的宜蘭人不曾到過龜山島，在心目中所描繪的龜山島圖像各自不同，除了聽來的傳

說之外，有些人還會為它編織屬於自己的夢境。 

學者還指出，龜山島是全臺灣低海拔地區碩果僅存的原生林生長地，植物資源豐富，保存

良好，具有優越的條件可以成為「生態保護區」。 

（節錄自吳敏顯 龜山島—大自然的教室） 

 

43、(  D  ) 文中的「神龜戴帽」是指龜山島上的什麼現象？ 

          (Ａ)傾盆大雨(Ｂ)火山灰聚集(Ｃ)空氣汙染嚴重(Ｄ)雲層密布。 

    44、(  C  ) 「活龜掉頭」是形容龜山島的何種特色？ 

              (Ａ)島上地層會不時移動 (Ｂ)擁有漂亮的弧形海灣(Ｃ) 欣賞角度不同，會看到不同 

              的面貌(Ｄ) 每個人看到它，都會編織自己的夢想國度。 

45、 (  B  ) 許多地方或城市都會有他具醒目的代表性地標或市標，如「龜山島」之於「宜

蘭」。 

       依此敘述，下列配對何者正確？ 

      (Ａ)自由女神—德國(Ｂ) 玉山—臺灣 (Ｃ) 富士山—韓國(Ｄ)艾菲爾鐵塔—英國。 



 

貳、非選擇題-短文寫作測驗。 

    請運用以下三~四個詞語，組織一篇 150~200 字的短文並自訂題目、至少分三段)。文中運用

的詞語請用（ ）標示出來。每個詞語使用正確得 1 分，短文流暢度３分，寫錯字、注音或標點

符號有誤者，一字扣 0.5 分，３分扣完為止。10% 

     
勝券在握、全力以赴、與眾不同、不苟言笑、孜孜不倦、浩浩蕩蕩、津津樂道、不屈不撓
大開眼界、一頭霧水、小心翼翼、映入眼簾、青山綠水、與之媲美、獨樹一幟、美輪美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