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選擇題：50 %(一題2分) 

1.( B )0「看他說得天花亂□，好像真的有那麼一回事般」。□裡適合填入哪個字？ (A)墮(B)

墜(C)墬(D)墯。 

2.( A )0下列哪一個選項「 」中的字音不同？ (A)語氣和「緩」、陽光溫「暖」 (B)拜「訪

」朋友、模「仿」別人 (C)根深「柢」固、中流「砥」柱 (D)「瑕」不掩瑜、目不

「暇」給 

3.( D )0下面哪一個「 」中的詞語，跟「味覺」有關係？ (A)金黃色的瘦肉 (B)紅色番茄醬 

(C)鮮綠的青椒 (D)酸酸甜甜的滋味 

4. ( A )0「這家店的飲料可以無限量□杯。」□裡適合填入哪個字？ (A)續(B)蓄(C)序(D)賣。 

5. ( D )0下列哪一個選項用字正確？ (A)我無法辦識這張鈔票是否為偽鈔。 (B)請不要再替

自己辨解了！ (C)這個瓣法值得試一試。 (D)她今天綁的辮子很可愛。 

6. ( A )0下列選項「 」中的字，哪一組的讀音相同？ (A)打「仗」／枴「杖」(B)「勝」利

／「勝」任(C)投「降」／「降」落(D)「將」軍／「將」領。 

7. ( C )0下列哪一個選項用字正確？ (A)糾吩 (B)鬆跨 (C)喘氣 (D)灌慨 

8. ( B )0「很多廟裡拜的神，是從前的賢人，像關公、孔子、文天祥、媽祖□。」上述□所代

表的標點符號是什麼？ (A)、(B)……(C)：(D)—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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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C )0「你是不是也很想體驗這賞櫻的雅趣呢□請在櫻花綻放的季節□和櫻花來個相見歡吧

□」句中的□依序應該使用什麼標點符號？ (A)！、？(B)？、！(C)？，！(D)！，

？ 

11.( A )0下列選項「 」中的字，哪一組的讀音相同？ (A)輕「盈」／「迎」接(B)高「聳」

／「從」前(C)「狩」獵／「守」護(D)偷「竊」／而「且」。 

12.( D )0「深夜裡的街道顯得十分寂□。」□裡適合填入哪個字？ (A)聊(B)膠(C)廖(D)寥。 

13.( D )0下列哪一個選項沒有錯字？ (A)運用模寫的技巧(B)冄冄升起的白色雲霧(C)太陽的

印照(D)形成片片的紫色雲霞。 

14.( B )0「悶烤出來的食物一點也不油逆，大家暫不決口。」請問下列對這段文字的修改，哪

一個不正確？ (A)悶�燜(B)逆�溺(C)暫�讚(D)決�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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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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考試試題一律回收。 

5. 考試期間若有任何問題，請舉手向監考老師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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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A )0下列哪一個選項「 」中的讀音與其他不同？ (A)「佛」教 (B)彷「彿」 (C)「拂

」去 (D)無遠「弗」屆 

16.( B )0下列選項「 」中的字，哪一組的讀音相同？ (A)「砂」地／多「少」(B)「灌」溉

／鐵「罐」(C)惡「劣」／「力」量(D)和「諧」／臺「階」。 

17.( B )0選出與「嚮」同部首的字： (A)鄉(B)唐○３朗(D)那。 

18.( C )0「不要用哼□嗯□喂的語氣來使喚人。」上述□所代表的標點符號依序是 (A)、，(B)

，。(C)、、(D)，， 

19.( C )0這首詩「洋溢」著一股懷舊思古的氣息。句中的「洋溢」和下面哪一個詞語的意思相

似？ (A)滿足(B)填充(C)流露(D)透明。 

20.( D )0「哥哥正在臺上表演他最□長的武術。」□裡適合填入哪個字？ (A)顫(B)壇(C)儃(D)

擅。 

21.( D )0下列選項「 」中的字，哪一組的讀音相同？ (A)「愉」快／比「喻」(B)傳「遞」

／「號」碼(C)「吼」叫／「孔」子(D)重「複」／恢「復」。 

22.( D )0下列哪一個詞語為「同韻詞」？ (A)融化(B)擺動(C)風貌(D)綺麗。 

23.( C )0「一○一大樓□□在臺灣或是國際間，□受到矚目。」請問□□、□中要填入哪一個

句型？ (A)雖然……但…… (B)由於……就…… (C)不論……都…… (D)只有…

…才…… 

24.( A )0下列哪一個選項用字正確？ (A)甲：「我的家人都愛我，讓我覺得好幸福。」 (B)

乙：「希望以後我能和大家和揩相處。」 (C)丙：「我的老家在苗粟。」 (D)丁：「

我不喜歡和脾氣暴燥的人做朋友。」 

25.( C )0「這道菜只剩最後□芡手續，便完成了。」□裡適合填入哪個字？ (A)句(B)芶(C)勾

(D)鈎。 

 

二、詞語測驗：10 %(一題1分) 

26.( B  )0妹妹身上的衣服太大，感覺很□□。 (A)鬆夸(B)鬆垮(C)垮下(D)松垮 

27.( A  )0導遊詳細的□□阿美族的文化特色。 (A)介紹(B)介意(C)界紹(D)介昭 

28.( A  )0下列「 」中的詞語，哪一個用法不適當？ (A)妹妹非常內向，平日「口若懸河」

的樣子，很難得聽她說一句話(B)到底發生了什麼事？你別再「吞吞吐吐」的，急死

人了(C)由於路人的「見義勇為」，才幫她追回被搶走的皮包(D)他終日無所事事、「

不學無術」。 

29.( C  )0下列「 」中的詞語，哪一個用法不適當？ (A)我不敢一個人搭公車，拉著妹妹陪

我「壯膽」(B)他因為太緊張，所以身體不停的「抖動」(C)我們「獨自」開車來到深

山裡，一起享受大自然的寧靜(D)農夫「扛著」鋤頭到田裡耕作。 

30.( B  )0這杯冰水透出□□涼意。 (A)一片(B)一股(C)一處(D)一杯 

31.( C  )0他的行事態度十分□□，一定會將這件事做好的。 (A)粗心(B)隨便(C)謹慎(D)草率 

32.( C  )0這間餐廳除了有餐飲服務，還提供雜誌漫畫租借，是採□□式的營業方式。 (A)

復合(B)複製(C)複合(D)複雜 

33.( A  )0這是一趟很棒的旅行！我玩得很□□！ (A)愉快(B)失望(C)平淡(D)喜歡 

34.( D  )0「地球是平的」，這個說法早就被□□了。 (A)推擠(B)推斷(C)推移(D)推翻 

35.( B  )0他的額頭上有跌倒受傷的□□。 (A)遺跡(B)痕跡(C)光榮(D)回憶 

 

 



三、修辭測驗：10%(一題1分) 

36.( C  )0「這一座受到世界矚目的建築物，到底有哪些特色呢？」運用了哪一種修辭法？ (A)

感嘆(B)譬喻(C)設問(D)引用。 

37.( D  )0「我們眺望高聳的峰頂，呼吸著沁涼的空氣」句中哪些詞語是名詞？ (A)高聳的、

沁涼的(B)眺望、呼吸(C)我們、沁涼的(D)峰頂、空氣。 

38.( B  )0「從天然資源中獲取食物」，「獲取」的詞性是 (A)名詞(B)動詞(C)形容詞(D)副詞。 

39.( B  )0「雖然北半球的臺灣已進入嚴寒的冬季，但遠在南半球的紐西蘭，卻是豔陽高照，

一點寒意也沒有。」這句話運用了映襯修辭法，請找出句子中表現映襯修辭的詞語

： (A)雖然、但(B)北半球、南半球；嚴寒的冬季、豔陽高照(C)進入、遠在(D)冬季

、寒意。 

40.( B  )0「蝴蝶蘭在溫暖潮溼的環境中，爭妍比美、芳香迷人。」此句與下列哪一個選項使

用相同的修辭技巧？ (A)我不斷的把乾樹枝丟進烈焰中。 (B)當月亮下班後，接著

就該太陽上班了。 (C)這段文字讓讀者流下了眼淚。 (D)愛情像泥沼，總在不知不

覺間，令人越陷越深。 

41.( A  )0「我轉過身來，淚水像打開的水龍頭」、「我清楚的聽見自己的心跳，像擂著大鼓，

咚咚咚咚的重重搥著」，以上兩個句子都是運用了哪一種修辭法？ (A)譬喻(B)類疊

(C)排比(D)對偶。 

42.( B  )0下列哪一個選項「 」內的詞語不是形容詞？ (A)態度「誠懇」(B)處處為對方「

設想」(C)獲得「最後的」勝利(D)「傷人的」利劍。 

43.( B  )0「誇張的手法」的詞性結構是 (A)副詞＋動詞(B)形容詞＋名詞(C)名詞＋名詞(D)名

詞＋形容詞。 

44.( D  )0「山＼總比我們想像的＼還要高大 還要強壯」此句使用「類疊」修辭，下列哪一

個選項也使用相同的修辭技巧？ (A)小雨滴在樹葉上輕聲的唱著歌。 (B)山邊白雲

湧起，像千堆雪。 (C)他戴著青色的斗笠。 (D)我希望你能自我反省，我希望你能

改過自新。 

45.( B  )0「說話時能將心比心，多顧及對方的感受，你的言語必定像春風送暖，帶給周遭的

人溫暖。」此句是運用下列哪一個修辭法？ (A)排比 (B)譬喻 (C)引用 (D)映襯 

 

 

四、成語測驗：20%(一題 2 分) 

46. ( C  )弄璋之喜  (A)賀人結婚之語 (B)賀人嫁女之語 (C)賀人生男之語。 

47. ( C  )生懷六甲  (A)武功高強 (B)學術淵博 (C)女人懷孕。 

48. ( A  )東窗事發  (A)陰謀敗露 (B)旭日東升，即刻出發 (C)東邊戰爭突發，來不及調 

動兵力。 

49. ( C  )青梅竹馬  (A)指海誓山盟的戀情 (B)指郎才女貌 (C)小兒女相悅慕的情狀。 

50. ( C  )前倨後恭  (A)指人的態度前後一致，始終如一 (B)指戒慎恐懼，小心應對 (C) 

指人的立場轉變極快。 

51. ( C  )捉襟見肘  (A)挽起衣袖，準備工作 (B)衣衫不整 (C)顧此失彼，窮於應付。 

52. ( C  )落英繽紛  (A)形容女子婀娜多姿 (B)指落葉掉滿地 (C)落花紛紛掉下，繁盛好 

看的樣子。 

53. ( A  )道聽塗說  (A)指沒有根據的傳聞 (B)指傳播事業發達 (C)據實報告所聽到的消 

息，毫無保留。 



54. ( B  )舊雨新知  (A)新、舊曆過年期間，常下連綿細雨 (B)相交已久和新交的朋友 (C) 

雨水洗滌陳舊汙物，使之煥然一新。 

55. ( A  )鎩羽而歸  (A)失敗歸來 (B)有所斬獲，凱旋歸來 (C)喻人手段毒辣，必將對方殺 

死，才肯罷休。 

 

五、閱讀測驗：10 %(一題 2 分) 
 1.     破廟之爭   劉 墉 

  三個和尚在破廟相遇。「這廟為什麼荒廢了？」不知是誰提出問題。 

  「必是和尚不虔，所以菩薩不靈。」甲和尚說。 

  「必是和尚不勤，所以廟產不修。」乙和尚說。 

  「必是和尚不敬，所以香客不多。」丙和尚說。 

  三人爭執不下，最後決定何不留下來各盡所能，看看誰最成功。 

  於是甲和尚禮佛念經，乙和尚髹沐重建，丙和尚化緣講經。果然香火漸盛， 

     訪客不絕，恢復了舊觀。 

  「都因我禮佛虔心，恢舊了舊觀。」甲和尚說。 

  「都因我勤加管理，所以香客眾多。」乙和尚說。 

  「都因我勸世奔走，所以香客眾多。」丙和尚說。 

  三人日夜爭執不休，廟裡的盛況又逐漸消失了。 

（  C  ）56.這座廟的荒廢與後來盛況消失之因何在？ (Ａ)神明離去 (Ｂ)和尚不敬     

(Ｃ)和尚不睦 (Ｄ)和尚不變 

（  D  ）57.三個和尚第二次起爭執時，每位和尚表露何種心態？ (Ａ)功成不居 (Ｂ)

肯定自己，尊重他人 (Ｃ)事不關己 (Ｄ)認為自己的功勞最大 

 2.   以前有個人，痴傻而缺乏智慧，有一天感到相當口渴，需要喝水，看到遠處野地因

為氣候燥熱蒸騰的水氣，猜想該處應該有水源，因此就一路追著過去，一直走到印度河

邊。想不到他好不容易已經來到河邊，卻傻傻看著河水，動也不動。旁人看了覺得奇怪，

問他：「你不是口渴要水喝嗎？如今已經來到水邊，為什麼反而不喝了？」這個愚人回答：

「倘若這河裡的水喝得完，我就會喝；可這河裡的水太多了，我無法全部喝下，所以乾

脆不喝了。」眾人聽他說這樣的話，全都大聲笑了開來。 

（  D  ）58.下列哪一項最貼近愚人所體悟的道理？ (Ａ)人為財死，鳥為食亡 (Ｂ)未

經努力得來的東西，一介不取 (Ｃ)好不容易得到的東西要懂得珍惜 (Ｄ)擁有的東西不

在多寡，而在於滿足與否 

（  B  ）59.以一般人的眼光來看，文中「愚人」可笑之處為何？ (Ａ)不懂珍惜生命 (Ｂ)

妄想喝下所有的水 (Ｃ)根本不渴，卻到處找水 (Ｄ)辛苦找到水源竟不知取用 

 3.    小獅子問媽媽：「幸福在哪裡？」獅子媽媽回答：「幸福在你的尾巴上。」聽了媽媽

的回答後，小獅子努力的追逐自己的尾巴，想抓住幸福，可怎麼也抓不到，媽媽說：「傻

孩子，幸福不需要你去抓住，只要你一直往前走，幸福就會一直跟著你。」 

（  B  ）60.下列哪個選項是這篇寓言的最佳詮釋？ (Ａ)幸福在小獅子的尾巴上，沒有

尾巴的人類無法獲得 (Ｂ)好好的過每一天，幸福就會跟隨著我們的腳步 (Ｃ)只要用力

的抓緊幸福，幸福就會長伴我們左右 (Ｄ)幸福是一個抽象的名詞，誰都無法真正擁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