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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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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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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題(一題 2分，共 80分) 

（  ）1.下列何者與「辱」的部首相同？ (A) 寺 (B)封 (C)射 (D)農。 

（  ）2.下列國字的部首何者錯誤？  

(A)邀：辵部 (B)陌：白部 (C)銷：金部 (D)講：言部。 

（  ）3.下列哪一個字的注音和「榮」相同？ˉ(A)勞ˉ(B)容ˉ(C)隆ˉ(D)農。 

（  ）4.下列各組「 」中的字音，何者前後相同？  

(A)水「溝」／「講」話 (B)「邀」請／「激」情  

(C)枯「槁」／草「稿」 (D)「陌」生／壹「佰」元。 

（  ）5.下列選項，何者沒有錯字？  

(A)摽新立異 (B)銷售一空 (C)不遣餘力 (D)忍入負重。 

（  ）6.「大家先吃飯，再繼犢尋找移失的稿件吧！」句中有幾個錯別字？ 

(A)一個 (B)二個 (C)三個 (D)四個。 

（  ）7.下列文句，何者用字完全正確？ (A)他力求表現以服合家人的期待。  

(B)視力不佳的人，看東西常常是模糊不清。 (C)他覺得無法出國深造是人

生一大撼事。 (D)我以工整的字體鉛下自己的大名。 

（  ）8.「他年紀雖然小，但說起話來卻顯得老氣□秋。」空格中應填入下列何者？ 

(A)衡 (B)恆 (C)磺 (D)橫。 

（  ）9.下列何者的部首和「夥」相同？ (A)果 (B)餐 (C)顆 (D)多。 

（  ）10.下列何者的部首和其他三者不同？ (A)窄 (B)空 (C)作 (D)窒。 

（  ）11.下列何者的意思和「高談闊論」相似？  

(A)低頭不語 (B)侃侃而談 (C)海闊天空 (D)昂首闊步。 

（  ）12.「這一帶的小火車站，它們距離城市並不遠，但卻又因地形的天然屏障，與

世隔絕似的，總是靜靜的沉睡在山谷間。」此句運用了哪一種修辭法？ˉ(A)

摹寫ˉ(B)譬喻ˉ(C)誇飾ˉ(D)擬人。 

（  ）13.用餐的時間已過，講師仍口沫橫飛的講課，臺下的同學已經開始「不耐煩」

起來。「 」中的詞語替換成下列何者後，意思不變？  

(A)急躁 (B)忍耐 (C)耐用 (D)急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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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遇到這麼緊急的狀況，柯南依舊從容不迫，按部就班的處理事情。」下列

何者適合用來形容柯南的表現？  

(A)一諾千金 (B)亂七八糟 (C)神態自若 (D)一塌糊塗。 

（  ）15.「靈機一動」的意思是什麼？  

(A)筋骨靈活 (B)聰明伶俐 (C)心裡忽然領悟 (D)活靈活現的樣子。 

（  ）16.「大禍臨頭」的意思是什麼？ (A)頭部受傷 (B)大災難即將降臨  

(C)災難後的重建工作 (D)大災難即將結束。 

（  ）17.下列何者和「默默」的意思相反？ (A)沉靜 (B)吵鬧 (C)默然 (D)安靜。 

（  ）18.「不僅」的意思是什麼？ˉ 

(A)不少ˉ(B)不止、不單ˉ(C)必然、免不了ˉ(D)不乏。 

（  ）19.下列詞語之間的關係，何者與「天壤之別／大同小異」不同？ˉ 

(A)名落孫山／榜上無名ˉ(B)樂此不疲／深以為苦ˉ 

(C)孜孜不倦／一暴十寒ˉ(D)絕無僅有／不可勝數。 

（  ）20.「他瘦小的□□在這群壯漢中顯得特別突兀。」空格中應填入下列何者？ (A)

軀殼 (B)軀幹 (C)身軀 (D)捐軀。 

（  ）21.「在馬路旁玩耍的小孩差點兒被汽車撞到，令人為他□一把冷汗。」空格中

應填入下列哪一個字？ˉ(A)掐ˉ(B)陷ˉ(C)捏ˉ(D)餡。 

（  ）22.「他們倆爭□了半天，最後還是沒有結論。」空格中應填入下列哪一個字？

ˉ(A)辨ˉ(B)辦ˉ(C)辯ˉ(D)瓣。 

（  ）23.下列何者與「腹」的部首不同？ˉ(A)肩ˉ(B)期ˉ(C)能ˉ(D)腐。 

（  ）24.下列各組詞語的意思，何者前後相近？ˉ 

(A)締造／開創ˉ(B)購買／銷售ˉ(C)祥和／暴戾ˉ(D)嚴肅／隨和。 

（  ）25.「他的運動□□充滿傳奇色彩，一直為人津津樂道。」空格中宜填入下列哪

一個詞語？ˉ(A)生態ˉ(B)生涯ˉ(C)本性ˉ(D)天涯。 

（  ）26.「他是個□□圖報的人，不會忘記你曾經給予的幫助。」空格中宜填入下列

哪一個詞語？ˉ(A)感嘆ˉ(B)感動ˉ(C)感化ˉ(D)感恩。 

（  ）27.瞬間」是什麼意思？ˉ(A)表示極長的時間ˉ(B)表示極短的時間ˉ(C)表示時

間不多ˉ(D)表示時間很充足。 

（  ）28.「相信□□大家一條心，我們一定可以打敗六年五班。」空格中應填入下列

哪一個詞語？ˉ(A)只是ˉ(B)非要ˉ(C)只要ˉ(D)卻是。 

（  ）29.「他不求上進，使父母□□□□。」空格中應填入下列哪一個詞語？ˉ(A)

勝券在握ˉ(B)茅塞頓開ˉ(C)憂心忡忡ˉ(D)並駕齊驅。 

（  ）30.「你切莫忘記這件事情。」句中的「切莫」是什麼意思？ˉ(A)一定可以ˉ(B)

非常重要ˉ(C)千萬不要ˉ(D)切記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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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下列文句，何者用字遣詞最為精簡？ˉ(A)前幾天集訓時，老師突然宣布要政

彬和名揚調換棒次。ˉ(B)政彬對於失去自己擅長的第四棒，感到非常十分委

屈。ˉ(C)他認為老師偏心偏頗，才會要他把勝利抵達終點的榮耀讓給名揚。

(D)他無法克制控制不滿的情緒，不但大聲拒絕，甚至露出相當不高興的表情。 

（  ）32.「詩裡描繪滿山遍野的芒花搖曳生姿和蓬勃生長的景象，不但為基隆山妝點

姿色，也溫暖了蕭瑟的山容。」句中「蕭瑟」的詞性是什麼？ˉ(A)形容詞ˉ

(B)名詞ˉ(C)動詞ˉ(D)副詞。 

（  ）33.「我一朵一朵撫摸過它們，也聞到了花香，□□濃郁，□□散發出淡淡的清

香。」空格中應填入哪一組關聯詞？ (A)雖然，但是 (B)有的，有的 (C)

即使，總是 (D)只要，也就。 

（  ）34.由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分句並列組合而成，分句之間的關係是帄行或相對的，

這樣的句子叫作「並列複句」。下列文句，何者使用這樣的句型？ (A)要是

我沒有到學校上課，就是生病了。 (B)如果我們沿著觀景步道前進，就可以

看到色彩繽紛的花鐘。 (C)北方各國畏懼的不是昭奚恤，而是對楚宣王的強

大武力有所忌憚。 (D)我先寫完功課，再陪弟弟下棋。 

（  ）35.下列文句，何者用字遣詞最為精簡？ (A)他孩童時代就熱衷大自然的體察體

會。 (B)那名護理人員試著輕撫安撫病童對打針的恐懼。 (C)他們兩人因

一點小事而爭執不休，需要有人出陎停止調停。 (D)老婆婆棲身在橋下的鐵

皮屋中，過著貧苦的生活。 

（  ）36.在一組句子中，後陎的句子接續前陎的句子時，語意做了轉折，意思形成相

反或相對，這樣的句子叫作「轉折複句」。下列文句，何者不是使用這樣的

句型？ˉ(A)儘管父親指指點點的告訴我，這是凌霄花，這是……可是我除了

記些名稱外，最喜歡的還是桂花。ˉ(B)也許幸福就在你身邊，但是你未曾發

現。ˉ(C)他不是不想來打球，而是功課沒寫完而無法出門。 (D)這篇故事

雖然篇幅很短，意義卻非常深遠。 

（  ）37.下列「ˉ」中的詞語，何者用法錯誤？ˉ(A)他的工作態度向來「一絲不苟」，

資料整理得有條有理。ˉ(B)他捨己救人的義行，令人「肅然起敬」。ˉ(C)陳

先生夫婦結婚三十年來「相敬如賓」，令人十分羨慕。ˉ(D)這個新社區因欠

缺周詳的計畫，房屋蓋得橫七豎八，顯得「循序漸進」。 

（  ）38.「修車經驗豐富的叔叔，修理起這臺腳踏車自然□□□□，十分順利。」空

格中應填入下列哪一個詞語？ˉ 

(A)並駕齊驅ˉ(B)駕輕就熟ˉ(C)御駕親征ˉ(D)騰雲駕霧。 

（  ）39.下列詞語，何者用字完全正確？  

(A)言不由哀 (B)神魂顛倒 (C)水曳不通 (D)人言可偎。 

（  ）40.下列哪一個詞語的意思是指「完全順隨自己的心意去做事」？ˉ 

(A)隨心所欲 (B)心想事成 (C)小心翼翼 (D)隨遇而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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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閱讀測驗(一題 2分，共 20分) 

(一)     快樂的敵人                    林 良 

  發脾氣是很不好的事情，大人都不隨便發脾氣，因為發脾氣的時候心情過分激動，

對自己的身體有害；又使別人不快樂，容易留給別人惡劣的印象，使大家都不敢跟他接

近，不放心跟他交往。常發脾氣的人，身邊的朋友越來越少，辦什麼事情都不容易辦好。

所以大人都能注意克制自己的脾氣。 

  美國第十六屆總統林肯，最會克制自己的脾氣。在南北戰爭的時候，有一個將軍處

理事情錯誤，竟使戰敗的南軍能夠保全實力，安全撤退，造成戰爭的延長，造成美國人

更多的死傷。林肯憤怒得不得了，馬上寫了一封很嚴苛的信，很厲害的責備那個將軍一

頓。不過，他始終沒把那封信寄出去，這就是他克制脾氣的方法。 

  要發脾氣的時候，最好先冷靜的想一想：「難道我沒有別的辦法來處理這件事嗎？」

能夠這樣想，你就會發現辦法多極了，幾乎沒有一樣不比「發脾氣」好。 

（  ）41.下列所述何者錯誤？ (Ａ)發脾氣是很不好的事情 (Ｂ)發脾氣留給別人 

        惡劣印象 (Ｃ)發脾氣有害身體健康 (Ｄ)發脾氣是宣洩情緒的好方法 

（  ）42.林肯克制脾氣的方法是？  

        (Ａ)從不寄信 (Ｂ)經常寫信 (Ｃ)冷靜思考 (Ｄ)到處宣揚 

（  ）43.從本文中可知快樂的敵人就是？  

        (Ａ)發脾氣 (Ｂ)身體不適 (Ｃ)情緒激動 (Ｄ)意志消沉 

（  ）44.林肯責備將軍的那一封嚴苛的信最後如何？  

        (Ａ)沒有寄出 (Ｂ)限時寄出 (Ｃ)很遲才寄出 (Ｄ)派人送達 

（  ）45.作者告訴我們要發脾氣時要如何？  

        (Ａ)盡情的發洩 (Ｂ)先冷靜地想一想 (Ｃ)去作快樂的事情 (Ｄ)先擱下 

        ，以後再說 

    (二)     椰子樹                      粟耘 

  有一條道路，兩旁種了很多椰子樹。 

  看那粗大合抱的樹幹，株株頂天立地，雄渾挺拔，不免令人油然生敬！看到一簇一

簇的巨葉，好似飛蓬亂髮，灑脫不羈，有如舞者長臂，令人神往！一遇野風吹來，凌空

婆娑，真是曼妙多姿！ 

  路旁多果園，樹外盡藍天。每次走在這條路上，便閒情自生，逸致頓現。任心中多

少煩惱，皆拋諸腦後！ 

（  ）46.文中的椰子樹，是生長在什麼地方？  

        (Ａ)海灘邊 (Ｂ)果園內 (Ｃ)植物園 (Ｄ)道路旁 

（  ）47.椰子樹為什麼令人油然生敬？  

        (Ａ)頂天立地，雄渾挺拔 (Ｂ)樹葉碧綠，賞心悅目  

        (Ｃ)臨風搖曳，曼妙多姿 (Ｄ)果實纍纍，碩大無比 

（  ）48.文中「凌空婆娑」，是形容什麼？  

        (Ａ)天空白雲 (Ｂ)飛翔鷺鷥 (Ｃ)椰子樹葉 (Ｄ)園中果樹 

（  ）49.作者看了什麼，以致「閒情自生，逸致頓現」？  

        (Ａ)茫茫碧野 (Ｂ)綠樹藍天 (Ｃ)整潔道路 (Ｄ)茂密草坪 

（  ）50.文中「拋諸腦後」一詞，意思與下列哪一詞語相近？  

        (Ａ)推得一乾二淨(Ｂ)拋到九霄雲外(Ｃ)不費吹灰之力(Ｄ)化腐朽為神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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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認識陸興國文科答案 

1.D 2.B 3.B 4.C 5.B 6.B 7.B 8.D 9.D 10.C 

11.B 12.D 13.A 14.C 15.C 16.B 17.B 18.B 19.A 20.C 

21.C 22.C 23.B 24.A 25.B 26.D 27.B 28.C 29.C 30.C 

31.A 32.A 33.B 34.C 35.D 36.C 37.D 38.B 39.B 40.A 

41.D 42.C 43.A 44.A 45.B 46.D 47.A 48.C 49.B 50.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