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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挑戰學習力」：認識陸興學藝競賽國文科試題 

競賽科目 國語科 競賽日期 106.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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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 

6.單科成績優秀排名，如遇同分以各科加考題 (自由選擇是否作答) 進行比序。 

一、形音測驗(佔 20分，共 10題，每題 2分) 

1下列各組「 」中的字音，何者前後相同？(A)「慷」慨／「康」莊(B)「苛」政／「渴」望(C)「絡」

繹／「烙」餅(D)「悵」然／「帳」單。 

2下列各組「 」中的字音，何者前後相同？(A)「狡」詐／跌「跤」 (B)請「帖」／一「帖」藥  (C)

「劃」火柴／「劃」撥 (D)考「量」／「量」力而為。 

3試問下列各詞引號中的字讀音正確者是：(A)濃「稠」：ㄔㄡˇ  (B)「惆」悵：ㄔㄡ  (C)「倜」

儻：ㄊㄧˋ  (D)「凋」落：ㄉㄧㄠˋ。 

4下列語詞中，哪一組讀音完全相同？(A)「傳」記╱名不虛「傳」ˉ(B)恐「嚇」╱「嚇」阻ˉ(C)

「處」理╱四「處」ˉ(D)單槍「匹」馬╱無可「匹」敵。 

5「 」中的詞語，哪一個運用不恰當？(A)這個臨海的國家，正全力「開發」海洋資源  (B)老闆仔

細的「測量」前來面試的人後，才開口說話  (C)這件事對他來說是「易如反掌」，一定可以馬到

成功  (D)你說出的答案滿足了大家的「好奇」心。 

6下面哪一組「 」中的字，注音相同？(A)「莽」撞／蒼「茫」 (B)「倫」敦／「論」點 (C)省

「略」／脈「絡」 (D)「潺潺」流水／「孱」弱。 

7「金璧輝煌、歷盡滄桑、膾灸人口、迫不急待」以上出現錯別字的詞語有幾個？(A)一  (B)二  (C)  

  三  (D)四個。 

8下列各組「 」中的字音，何者前後不同？(A)阡「陌」／沉「默」  (B)老虎出「柙」／艋「舺」     

  (C)「泫」然／「炫」耀  (D)熟「諳」／馬「鞍」。 

9「這幾家公司因為惡性兢爭，甚至對簿公堂，結下了一劍之仇。」句中出現幾個錯別字？(A)一  (B)

二  (C)三  (D)四個。 

10「妹妹仔細端□櫥窗裡的□娃娃，即使店家快打□，仍不肯離開。」上句□中應該依序填入何字？

(A)詳∖洋∖烊  (B)詳∖徉∖烊  (C)祥∖洋∖烊  (D)詳∖洋∖佯。 

 

二、綜合測驗(佔 60分，共 30題，每題 2分) 

11「身處在亂世當中，他還能保有□□□□的精神，真令人敬佩。」其中空格應填入：(A)天賜遐 

  齡  (B)忐忑不安  (C)眾星拱月  (D)松柏後凋。 

12哪一個選項的指事字造字類別與其他三個「不同」？(A)刃 (B)甘 (C)本 (D)下。 

13下列何者的部首和「相」相同？(A)叫  (B)眺  (C)罪  (D)柏。 

14這裡戰火「連綿」，彷彿永無寧日：(A)柔和周密 (B)如線索糾結纏繞，無法擺脫或割捨 (C)連

續不斷 (D)軟弱無力。 

15「近年來食安問題層出不窮，引發各界人士嚴厲的□判。」空格中應填入下列何者？(A)批ˉ(B)

紕ˉ(C)枇ˉ(D)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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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甸」的部首是什麼？ˉ(A)田ˉ(B)口ˉ(C)勹ˉ(D)丿。 

17「否認」的「否」與下列哪一個「否」的意思相同？(A)「否」則 (B)是「否」 (C)「否」決 (D)

「否」極泰來。 

18「日月潭的風光秀麗，讓無數遊客□□□□，讚嘆不已。」空格中不適合填入哪一個詞語？(A) 

流連忘返  (B)樂不思蜀  (C)樂而忘返  (D)得意忘形。 

19「譬喻修辭」指兩種不同的事物，只要有相同的地方，就可以拿來互相比方。下列文句，何者使

用了這樣的寫作技巧？(A)屬於恆溫動物的海豚，因為皮膚下方厚厚的脂肪層，所以一直待在冰冷

的海水也不會失溫  (B)臺灣常見的鯨豚種類約在三十二種左右，其中有二十四種是齒鯨  (C)海

豚屬於「齒鯨」，牠們常出現在臺灣東部海域  (D)海豚擁有流線型的身軀，像是魚雷一樣，可以

減少水中阻力。 

20下列哪個語詞的意思是「過去人類活動的地方，留下東西經發掘後，可供考古學家研究之地」？     

  (A)遺址 (B)遺骸 (C)遺蹤 (D)遺物。 

21下列何者與「筋疲力盡」四字語詞結構一樣？(A)風平浪靜  (B)招兵買馬  (C)扶老攜幼  (D)變

幻莫測。 

22下列「」的語詞中，何者使用正確？(A)累積多年的經驗，他的技術已到了「甕中抓鱉」的境地  (B)

他學任何東西總是「一曝十寒」，難怪什麼也學不會  (C)他們倆為了這件事爭得「珠圓玉潤」，誰

也不讓誰  (D)公司有您的加入，簡直是「引以自傲」，相信今後公司一定大有可為。 

23關於絕句和律詩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A)都是盛行於唐代的詩歌形式  (B)都是偶數句押韻  

(C)絕句每首有四句，律詩則為八句  (D)均講求要對仗的原則。 

24「遺腹子」一詞的意思是指：(A)父母雙亡的子女 (B)婦人懷孕後，丈夫亡故，所生的子女 (C)  

  只有爸爸，沒有媽媽的孩子 (D)走失的孩子。 

25「月光如流水一般，靜靜的瀉在這一片葉子和花上。薄薄的青霧浮起在荷塘裡。葉子和花彷彿在  

  牛乳中洗過一樣；又像籠著輕紗的夢。」這句話使用了哪種修辭法？(A)譬喻  (B)映襯  (C)感 

  嘆  (D)設問。 

26「雨前初見花間蕊，雨後全無葉底花。」這句詩使用哪一種修辭法？(A)映襯  (B)設問  (C)譬 

  喻  (D)頂真。 

27這本書內容精彩，而且隱含豐富哲理，讀起來很有「味道」。「 」中語詞的意思是什麼？(A)趣

味、意味 (B)對事物具有高度的品鑑能力 (C)舌頭嘗東西所得到的感覺  (D)鼻子聞東西所得到

的感覺。 

28「類疊修辭」是指同一個詞彙、語句，接連反覆的使用，以加強表達的效果。下列何者不是使用

了這樣的寫作技巧？(A)不斷的嘗試，不斷的開發  (B)兩片小小的綠色葉片，連在彎彎細細的莖

上頭  (C)我小心翼翼的觀察蝴蝶採蜜的情形  (D)鬱金香的花形就像酒杯。 

29下面「 」中的語詞，哪一個詞性和其他三個不同？(A)柔順信賴的「神情」  (B)想得到真正的  

  「安寧」  (C)月亮「漸漸地」升高了  (D)用草色與柳葉拓展了「視野」。 

30「流動的溪泉，喧鬧的瀑布，跳躍的溪鳥，使我感覺到溪谷間隱藏著迷人的魔力。」這個句子運

用了「排比修辭」。下列文句，何者不是使用這樣的寫作技巧？(A)蝴蝶和蜜蜂在草叢飛逐嬉戲，

陽光停在牠們的翅膀上微微顫動著  (B)他們在社會每一個角落，有的在田裡翻土耕種，有的在

路口指揮交通，有的頂著烈日修橋鋪路  (C)燕子去了，有再來的時候；楊柳枯了，有再青的時

候；桃花謝了，有再開的時候 (D)激盪的空氣，永遠新鮮；長流的水，永遠晶瑩；力行的人生，

永遠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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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請問下面哪一個句子的意思前後矛盾不合理？(A)步道的盡頭是一座碼頭，停泊著好幾艘船 (B)

經過長程的飛行之後，終於即將抵達目的地 (C)一艘小船沉澱在蕩漾的水面上 (D)社會上有

一群人無條件的奉獻無私的愛。 

32「煮好的麵條拌上肉燥，不油不膩，帶著淡淡的鹹味，特別下飯。」這句話運用了哪一種修辭法？

(A)視覺摹寫 (B)觸覺摹寫 (C)味覺摹寫 (D)嗅覺摹寫。 

33下面「 」中的語詞，哪一個詞性和其他三個不同？(A)「點綴」色彩鮮麗的房子 (B)準確而穩

妥的「降落」 (C)「揉碎」在浮藻間 (D)「澄碧」的海水。 

34「甲、正如我悄悄的來  乙、我揮一揮衣袖   丙、悄悄的我走了   丁、不帶走一片雲彩」根據

再別康橋課文，上面的文句應如何排列？(A)乙丁丙甲 (B)丁甲乙丙 (C)乙甲丙丁 (D)丙甲乙

丁。 

35「人有□□□□，月有□□□□」缺空處依序應填入(A)旦夕禍福、陰晴圓缺  (B)悲歡離合、陰  

   晴圓缺  (C)喜怒哀樂、初一十五  (D)七情六慾、陰錯陽差。 

36下列哪一個佳句和「服務」有關係？(A)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  (B)吃果子，拜樹頭；吃米飯， 

   拜田頭  (C)我為人人，人人為我  (D)貧者因書而富，富者因書而貴。 

37俗語說：「勿以善小而不為」的「為」是什麼意思？(A)變成  (B)行、做  (C)是這樣  (D)表示 

   程度或範圍的廣大，加強語氣。 

38下列選項，哪一組是相似詞？(A)抱殘守缺╱推陳出新  (B)全力以赴╱敷衍塞責  (C)同舟共濟

╱各行其是  (D)不費吹灰之力╱易如反掌。 

39「形聲」是指由「聲符」和「形符」組合而成的合體字。下列哪個字不符合此造字原則？(A)美  (B)  

   銅  (C)圍  (D)箏。 

40古人觀察事物後，依據物體形狀描繪，所創造出的。例如：「琴」是？(A)象形  (B)指事  (C)會

意  (D)形聲字。 

 

三、閱讀測驗(佔 20分，共 10題，每題 2分) 

   我們常很容易的說出些殘忍刻薄的言語，來責備他人。也許，自以為是的聰明比起仁慈要容易得多

了。 

    若是別人犯錯，儘管是芝麻小事，也要大肆發作；相反的，自己犯錯，則往往有太多的體諒和理由。

我們自己常把注意力放在別人犯錯的事上，而不像自己犯錯時那樣的去了解原因。自己犯錯時，無論別

人如何的批評，終究自己得面對自己，更得容忍自己，於是便自然的寬恕。可是換了別人，可能就不會

這麼有耐心的去了解原因始末了；我們可能會毫不留情的批評別人。 

    但是，殘忍的言詞一旦說出口，便很難再收回。所以奉勸朋友們，在批評、責備別人以前，

先「設身處地」的為他人著想吧！如果「易地而處」，你是否應該更能夠了解寬容的真諦呢？ 

41 在批評、責備別人以前，我們應該怎麼做？(A)幸災樂禍  (B)建立信心  (C)設身處地的為他人

著想  (D)冷眼看待。 

      42別人犯錯就大肆責備，自己犯錯則予以體諒，這種行為是：(A)嚴以待己，寬以待人ˉ(B)嚴以待   

        人，寬以待己ˉ(C)待人、待己都很嚴苛ˉ(D)待人、待己都很寬厚。 

43寬恕別人的無心之過，是哪一種德行的表現？ˉ(A)忠ˉ(B)義ˉ(C)仁ˉ(D)智。 

 

美國鋼鐵大王卡內基談自己的成功祕訣：「我以為我最大的優點，是能夠鼓起人們的熱誠。要叫員

工能夠盡心竭力，最好的辦法是賞識他，讚美他。上司的指責，是最容易消滅部屬的信心的，我還沒看

見一個人，在被吹毛求疵時，能比在被讚賞時把事情辦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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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卡內基認為要讓員工竭盡心力的做事，最好的辦法是什麼？ (A)鼓勵員工 (B)嚴格規定執行方 

式 (C)投下大筆金錢 (D)先指責員工。 

45依據卡內基的看法，下列哪一種人最適合當他的員工？ (A)工作經驗豐富的人 (B)對生命有所  

不滿的人 (C)學歷很高的人 (D)對工作充滿熱誠的人。 

 

ˉ在我們身旁不乏這樣的朋友，做事精明能幹，說話口齒清晰，辯證能力強。這樣的人一旦得理不饒

人時，被罵的人肯定吃不消。原本是得理的一方突然變得無理起來，出錯的一方就變得可憐。於是，

旁人反而同情出錯的一方，而不支持得理的人。在新聞上也會看到這樣的情節，同情弱者是人性，見

好就收、得理且饒人，或留條路給人走，都是厚道的一面。 

46「旁人反而同情出錯的一方，而不支持得理的人。」根據文意，旁人不支持得理的人原因為何？    

(A)因為得理的人有時得理不饒人  (B)因為得理的人做事精明幹練  (C)因為出錯的一方過於   

咄咄逼人  (D)因為出錯的一方常常見好就收。 

47本文的含義與下列何者相同？(A)一粥一飯，當思來處不易  (B)宜未雨而綢繆，毋臨渴而掘井(C)  

凡事當留餘地，得意不宜再往  (D)人有禍患，不可生喜幸心。 

 

「火星文」這個特殊的名詞並不是一種新的「造字」，而是網友在網路上聊天時，為了打字方

便快速而形成的文字。 

ˉˉ由於「火星文」廣泛使用一些由符號、數字、字母等混合而成，在網路上和朋友聊天，打字速

度加快，使用上十分便捷，所以很快的流行起來。在「火星文」裡，數字「８８６」就是「再見」

的意思，注音符號的「ㄣ」表示「嗯」。雖然加快了打字速度，但如果不是常使用網路的人很難了

解。 

ˉˉ其實，「火星文」除了是網路上流行的通用溝通文字外，還有另一個含義，就是一般大眾看不

懂的文字、文章都稱為「火星文」，具有嘲諷的意思或貶抑意味。如果你的文章被人說是「火星文」，

那你就必須多加油了。 

48「火星文」是如何形成的？(A)文章中未說明ˉ(B)火星人的文化ˉ(C)為了方便在網路上快速打  

  字  (D)以語文霸凌他人而形成。 

49如果自己的文章被別人批評是「火星文」，這表示什麼意思？(A)文章不通順，讓人看不懂  (B) 

  字體像火星人寫的字  (C)火星人喜歡閱讀的文章  (D)內容充滿暴力。 

 

    有一位種植蘋果的果農，他的高原蘋果色澤紅潤，味美可口，年年供不應求。今年，一場突如

其來的冰雹在即將採收的蘋果上留下了痕跡。眼看著蘋果無法銷出，不僅如此，如果不按期交貨還

要依合約賠款。然而，樂觀的果農卻打出了這樣的一則廣告：「親愛的顧客，您注意到了嗎？在我

們的臉上有一道道的傷疤，這是上帝送給我們高原蘋果的吻痕。高原常有冰雹，只有高原蘋果才有

美麗的吻痕。味美香甜是我們獨特的風味，請記得我們的正宗標記——傷疤。」 

  「讓蘋果說話」，因為這則妙不可言的廣告，使果農的蘋果再一次供不應求。 

50蘋果上的痕跡是什麼原因造成的？(A)被蟲叮的 (B)人為所造成的 (C)噴灑農藥的關係 (D) 

 冰雹的影響。 



國語科參考答案 

1A 2B 3C 4B 5B 

6D   7C 8B 9B 10A 

11D 12B 13B 14C 15A 

16A 17C 18D 19D 20A 

21A 22B 23D 24B 25A 

26A 27A 28D 29C 30A 

31C 32C 33D 34D 35B 

36C 37B 38D 39A 40A 

41C 42B 43C 44A 45D 

46A 47C 48C 49A 50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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