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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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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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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題 2.5 分 

（ ）1.  (甲)妄自「菲」薄／明星「緋」聞   (乙) 奶「酪」／賄「賂」  (丙)「塑」膠/「溯」溪       

         (丁)作文「稿」紙 /形容枯「槁」。（戊）「培」育人才／烘「焙」課程（己）心「曠」 神怡  

         ／粗「獷」外表    上述「 」中文字的讀音，兩兩相同有幾項？      

        （A）一項 （B）二項 （C）三項 （D）五項 

（ ）2.  下列哪一組同音字的字形前後不同？（A）按「ㄅㄨˋ」就班／故「ㄅㄨˋ」自封（B）  

        「ㄘㄨㄛ」跎光陰／切「ㄘㄨㄛ」琢磨（C） 成「ㄐ一」優異／業「ㄐ一」創新（D）大快  

         朵「一ˊ」／/ 「一ˊ」指氣使  

（ ）3.  下列「 」中的疊詞，何者運用不恰當？ (Ａ)他吃著「香噴噴」的麵包 (Ｂ)他喝著「熱  

         騰騰」的雞湯 (Ｃ)這個女星有著「嬌滴滴」的聲音 (Ｄ) 我妹妹有著「水汪汪」的臉頰 。 

（ ）4. 試問下列選項中，何者用字完全正確？ 

(A) 在一翻激戰之後，戰士的彈藥已消耗殆盡  (B)一張名信片，捎來了遠方友人的問候 

(B) 有誤會應當面溝通，別用暗劍傷人的方式來中傷和詆毀別人  (D) 若對任何事情都漠不  

關心，不就和麻木不仁沒有兩樣了嗎？ 

（ ）5. 「喜悅」是兩個意義相同的複詞，稱為「同義複詞」。下列何者不屬於同義複詞？ (A)與其 

        「詛咒」黑暗，何不點燃一根蠟燭  (B)人類在大自然面前是如此的「渺小」，所以要學會謙 

         卑  (C)李先生「看見」長照商機，正計畫成立一間安養機構  (D)潘教授在學術界名聞「遐  

         邇」。 

（ ）6. 「如果你因為錯過了陽光而流淚，那你也將錯過了群星。」（泰戈爾漂鳥集）這詩句的涵義， 

         近似於下列何者？（A）逝者已矣，但來者猶可追。與其感嘆過去，不如把握現在（B）事 

         在人為，羅馬不是一天造成的（C）痛苦會過去，美會留下 （D）滄海桑田，世事多變， 

         唯有活在當下，才能領略生命的美 

（ ）7. 下列選項「 」中的字，何者是實際的顏色？（Ａ）留蚊於「素」帳中，徐噴以煙（Ｂ） 

         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Ｃ）這件事情終於真相大「白」（Ｄ）他「白」 

         瞪著眼，望著遠去的火車。 

（ ）8. 「金枝玉葉」一詞是由「形容詞＋名詞＋形容詞＋名詞」所組成。下列詞語，何者也是這 

         種結構方式？（Ａ）花好月圓 （Ｂ）蠶食鯨吞 （Ｃ）理直氣壯 （Ｄ）狂風暴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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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下列文句「  」中的成語，何者使用正確？ 

         (A)文筆不好的他，為了繳交作文作業，經常「越俎代庖」   (B)學校各樓層都備有滅火器， 

         就是要在火災未發生前「防患未然」   (C)若空談理想而不去實踐，不過是「畫龍點睛」 

         罷了 (D) 那位射手技術超群，能夠「箭在弦上」，真厲害 

（ ）10. 「媽媽看到小明非常專心的在書桌前準備功課，連外面遊行隊伍的敲鑼打鼓也干擾不了他。」 

        「 」中小明的表現可用下面哪一個成語來形容？ 

         (A) 心無旁騖 (B) 花遮柳隱 (C) 難言之隱 (D) 寸步不離 

（ ）11.下列各句修辭說明，何者有誤？ 

        （Ａ）讀書不忘休閒，休閒不忘讀書：層遞    （Ｂ）吃出健康，鹽之有理：諧音雙關 

        （Ｃ）我的臉好油，油到可以煎蛋了：誇飾    （Ｄ）鄉愁是ㄧ棵沒有年齡的樹：譬喻 

（ ）12. 卡內基：「成功者與失敗者之間的區別，常在於成功者能由錯誤中獲益，並以不同的方式 

          再嘗試。」下列敘述，何者最能呼應卡內基所說的成功者？ 

         （Ａ）多做一些好事            （Ｂ）踩著失敗者的足跡 

         （Ｃ）讓絆腳石變成墊腳石     （Ｄ）犯錯後懂得誠心悔改。 

（ ）13. 下列詞語，何者用字完全正確？ 

         （Ａ）大名頂頂     （Ｂ）暴殄天物     （Ｃ）七凌八落    （Ｄ）狼狽不勘。 

（ ）14. 下列 文句「」中用來形容友情的成語，何者使用錯誤 ？ 

         （A）李先生跟我不過是「點頭之交」，談不上是知己  

         （B）他們兩人雖然年紀相差懸殊，但友誼深厚可說是「忘年之交」 

         （C）「莫逆之交」間的約定還不都是為了自己益 

         （D）她可是我無話不談的「手帕之交」，有什麼心事都一清二楚 

（ ）15.  下列哪一個詞語不是雙聲詞？  

          (Ａ)躊躇     (Ｂ)崎嶇     (Ｃ)尷尬     (Ｄ)徘徊。 

（ ）16.  孔子：「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下列哪一個人說的話最適合作為這句話的注腳？ 

         （Ａ）友誼能增進快樂，減少痛苦（愛迪生）（Ｂ）生命不在乎長短，乃在乎內容（林肯）    

         （Ｃ）人與人之間，應該有彼此容忍和尊重對方的看法與觀點的雅量（宋晶宜）（Ｄ）人的  

          一生，就是上天與社會的賜予（藍蔭鼎） 

（ ）17.  小天寫作文時，想要運用一個與「學習」有關的成語，下列成語，何者最不適合使用？ 

         （Ａ）溫故知新     （Ｂ）刻舟求劍     （Ｃ）囊螢映雪     （Ｄ）韋編三絕。 

（ ）18.  小花出生在半夜 2：30 分，請問小花出生在哪個時段？  

           (A)一更天      (B)二更天      (C)三更天      (D)四更天。 

（ ）19. 下列各句，何者文字使用最精簡？ (Ａ) 凡事腳踏實地，不可眼高手低 (Ｂ)別洩氣，我們 

          大家永遠支持你 (Ｃ) 成功絕對必非偶然，別想一步登天(Ｄ)她孤伶伶單獨一個人守著空 

          房。 

（ ）20. 「政府宣傳節約用電，鄉長決定 □□□□，帶動全鄉鄉民 一起響應活動。」空格中宜填 

          入下列哪一個詞語？ 

         （Ａ） 奮不顧身 （Ｂ） 粉身碎骨 （Ｃ） 身體力行 （Ｄ） 特立獨行。 

（ ）21. 下列何者推論有誤？ （A）沒有什麼事情是不能解決的→所有的事情都能解決 （B）誰都 

          看過這本書→這本書不可能有人沒看過（C）中華隊大敗日本隊→中華隊打贏日本隊（D）  

          他可能不來參加比賽→他不可能不來參加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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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甲)甲骨文(乙)金文(丙)楷書(丁)隸書(戊)篆書。根據漢字演變的過程，以上書體出現的先 

           後次序最早為何？ (Ａ)甲   (Ｂ)戊   (Ｃ)乙   (Ｄ)丁 

（ ）23. 「老師頻頻叮嚀我們，這次的實驗具有危險性，要我們□□□□地操作儀器，絕對不能大 

          意。」缺空處不宜填入何詞？  

          (Ａ)泰然自若    (Ｂ)謹小慎微    (Ｃ)如履薄冰    (Ｄ)小心翼翼 

（ ）24.  下列「 」中的量詞，何者使用不當？ (Ａ)昨晚巷子裡發生「一起」駭人聽聞的兇殺案     

          (Ｂ) 下過雨後，天空現出「一道」彩虹 (Ｃ)今年尾牙抽獎活動，爸爸抽中「一架」國產 

          房車 (Ｄ)小時候，鄉愁是「一枚」小小的郵票，我在這頭，母親在那頭 

（ ）25. 下列詞語，何者不代表發怒？  

         (Ａ)咬牙切齒     (Ｂ)暴跳如雷     (Ｃ)心花怒放     (Ｄ)七竅生煙 

（ ）26. 「泥土是人類所賴以生存的好東西，可是當它出 現在馬路時，就惹人厭了」，這句話意思 

          近於下列何者？ (Ａ)水能載舟，亦能覆舟 (Ｂ)物有本末，事有始終 (Ｃ)比上不足，比 

          下有餘 (Ｄ)不經一事，不長一智 

（ ）27.  乾隆為參加「千叟宴」年紀最大的老先生做了一副對聯，對聯如下：「花甲重開，外加三  

          七歲月；古稀雙慶，內多一個春秋。」，請問這位老先生年紀幾歲？ 

         （Ａ）67 歲     （Ｂ）71 歲     （Ｃ）141 歲     （Ｄ）127 歲。 

（ ）28. 「如此九死□生的險境，就算有□頭六臂也難以脫身。幸好我身懷□錘百鍊的工夫，才 

          能在千鈞□髮之際，逃出生天。」缺空處的數字，加總後共是多少？ 

         (Ａ) 1016     (Ｂ) 1005     (Ｃ) 224    (Ｄ) 106 

（ ）29.  阿信想要送卡片給老師，可用下列哪個成語來表達她的心意？  

          (Ａ)杏林春暖     (Ｂ)春風化雨      (Ｃ)寸草春暉     (Ｄ)妙手回春 

（ ）30.  下列括號內的字去掉部首後，前後讀音不同的選項？  

          (Ａ) 顢「頇」無能/ 酒「酣」耳熱     (Ｂ)見義「勇」為/游「泳」健將      

          (Ｃ)「雞」飛狗跳/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Ｄ)委屈受「辱」/清「晨」時光 

 

二、閱讀測驗：每題 2.5 分 

 

  (甲) 有個年輕人離別母親來到深山，想去拜菩薩，修得正果。在路上向一位老和尚問路，寒暄之

餘，年輕人說明動機，希望獲得協助，但是，老和尚卻表示：「與其去找菩薩，還不如去找佛！」 

  年輕人大感興趣，忙道：「哪裡有佛？」 

  老和尚說：「你回家的時候，看到有個人披著衣服，反穿鞋來接你的，記住，那就是佛！」 

  年輕人依照吩咐趕緊返鄉，到家已是深夜。 

  他母親已經睡著了，一聽見兒子敲門，來不及穿好衣服，倉促抓個毯子披身禦寒，拖鞋也倒穿，

慌慌忙忙的出來開門。 

  年輕人一見到母親的狼狽相，熱淚滿眶，立刻大悟。 

 （年輕人找佛） 

 

（ ）31.   從上文中可知，這位老和尚是一個怎樣的人？ 

          (Ａ)愚昧無知     (Ｂ)真知灼見     (Ｃ)迷信宗教     (Ｄ)笑裡藏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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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從文中母親急忙拿衣穿鞋的情景看來，她對於孩子回家是抱持怎樣的心情？  

           (Ａ) 迫於無奈    (Ｂ)視若無睹     (Ｃ)處之泰然    (Ｄ)喜不自勝 

 

 「旅行，是生活洗牌、時空解放，在旅途中，限期完成的工作拋諸腦後，醞釀多時的購物欲找到充

足的理由釋放，每天用孩童的眼睛迎接數不完的新鮮劇情，我們超越了凡庸的生命，獲得一段夢想的

生活。」作家孫瑋芒說。 

  根據統計，九○年代臺灣，每年有五百萬人次的出國旅行人潮，平均每四個國人中，就有一位出

過國。「像是一種集體的度假儀式，一種感染力最強的『全民運動』。」中國時報 副刊主任楊澤形容。

旅行者在天空飛來飛去，帶去了亞洲四小龍知名的「臺灣文化」，帶回了費心蒐羅的照片等紀念物，

但大多的旅人還意猶未盡。 

  「還想說話，想與人分享旅行的感覺。」遊罷歸來，不少人的經驗大抵如是，但旅行的經驗如此

私密……怎麼辦呢？不論中外，多少以「遊」為主題的文字因而產生，此即「旅遊文學」的濫觴。 

 （節錄陳淑美 隨我走天涯──旅遊文學正發燒） 

 

（ ）33. 根據本文第一段，對作家孫瑋芒來說，下列何者不是旅遊中可以得到的收穫？ (Ａ)接 

          觸新鮮有趣的事物 (Ｂ)掌握自己真正的人生 (Ｃ)脫離常規工作的束縛 (Ｄ)滿足自己   

          的購物欲 

（ ）34. 關於旅行，哪段話最可能獲得孫瑋芒的認同？ (Ａ)人之所以愛旅行，不是為了抵達目 

          的地，而是為了享受旅途中的種種樂趣 (Ｂ)一個沒有知識的旅行者等於一隻沒翅膀的鳥 

          兒 (Ｃ)對青年人來說，旅行是教育的一部分；對老年人來說，旅行是閱歷的一部分 (Ｄ) 

          在海外旅行中度過自己的全部生涯的人，儘管與很多人相識，卻沒有一個朋友 

（ ）35. 根據本文，「旅遊文學」的起源可用下列哪個詞語說明？ (Ａ)儀式 (Ｂ)旅行 (Ｃ)分 

          享 (Ｄ)私密 

 

 

    牆頭草對風信標說：「人們常常指責我們風吹兩邊倒，其實風來的時候，你比誰都轉得快，可人

們對你卻不加非議；這未免太不公平了。」 

  「不。」風信標回答說，「辨明風向，是我的職責。只要略有風聲，立即準確地指明風向，讓人

們有所警覺，採取措施，是有好處的。可你們呢？當微風初起，你們搖搖晃晃，模模糊糊地靜觀局勢，

到真正風來的時候即望風而靡。這和指明風向，怎麼能夠混為一談呢？」  

（黃瑞雲 牆頭草與風信標） 

 

（ ）36. 下列何者可用來形容風信標的行為？  

          (Ａ)一意孤行 (Ｂ)未卜先知 (Ｃ)未雨綢繆 (Ｄ)盡忠職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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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個月「尋鯨計畫」，一共見到五次弗氏海豚。牠們總是以數百隻組成的大群體出現，個體間集

結緊密、挨蹭依偎，像一群無助、迷失方向的羔羊；牠們行色驚惶，常常四下衝刺、鼠竄、躍水，彷

彿要拔起所有的海水，老遠就能看到牠們打起的大片水花。 

  弗氏海豚很年輕，大約一百年前的一八九五年，才在馬來西亞的海濱首次被發現頭骨遺骸，經專

家認定為新種海豚。二十五年前，直到一九七一年才有牠們擱淺及被捕的紀錄。之後，到今天他們在

海上被目擊的紀錄僅僅百餘次，生態資料極為貧乏。我們何其幸運，短短兩個月計畫中就遇見了牠們

五次，像是為了譜寫新紀錄，牠們在臺灣東部海域頻繁出現。（廖鴻基 迷途羔羊—弗氏海豚） 

 

（ ）37.    從內容判斷，本文最不可能屬於下列哪一種性質的文章？（Ａ）研究觀察紀錄（Ｂ） 

          海上賞鯨遊記（Ｃ）學術專題報告（Ｄ）保育工作報導。 

（ ）38.    讀完本文，下列各項推理，何者結論最不恰當？（Ａ）兩個月「尋鯨計畫」，一共見到 

          五次弗氏海豚，所以弗氏海豚很年輕 （Ｂ）短短兩個月計畫中就遇見了弗氏海豚五次， 

          所以很幸運（Ｃ）弗氏海豚總是以數百隻組成的大群體出現，個體間集結緊密，所以牠們 

          像一群迷途羔羊 （Ｄ）弗氏海豚常常四下衝刺、躍水，所以老遠就能看到牠們。  

 

   生態旅遊是一種特殊的旅遊類型，強調以自然為取向，同時用以促進地區的環境、經濟、社會和

文化的永續發展。聯合國 環境計畫署和世界旅遊組織在 2002 國際生態旅遊年的說帖中，歸納出五項

特徵，相當值得參考： 

1.生態旅遊是一種自然取向的旅遊形態，遊客的主要動機在於觀察和欣賞大自然和該自然地區內的傳

統文化。 

2.生態旅遊應從事環境教育和解說。 

3.生態旅遊通常（雖非絕對）由地方性、小規模的旅遊業者所經營，遊客團數通常不多。 

4.生態旅遊應將旅遊活動對自然和社會、文化環境的負面影響降到最低。 

5.生態旅遊透過下列三種方式來支持自然地區的保護： 

(1)為當地社區、保育組織和主管機關創造經濟利益。 

(2)提供當地新的工作機會和收入。 

(3)增進居民和遊客對當地自然和文化資產的保育觀念。 

 （節錄自李光中 臺灣的自然保護區） 

 

（ ）39.  根據上述內容，「生態旅遊」的目的應該是什麼？ (Ａ)享受大自然 (Ｂ)了解歷史演變  

(Ｃ)增加政府稅收 (Ｄ)促進文化交流 

（ ）40.  下列何者不符合生態旅遊的特徵？ (Ａ)參與旅行團的旅客通常不會太多 (Ｂ)將對文化 

環境的負面影響降到最低 (Ｃ)旅客以採購當地名產為目的 (Ｄ)透過生態旅遊增加當地 

人民的工作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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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答 

1~10 BADDD AADBA 

11~20 ACBCD CBDAC 

21~30 DAACC ACBBD 

31~40 BDBAC DBAA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