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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喝咖啡的習慣，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也在臺灣「 」為風氣。」空格中最適合填入何文字？ 

蔚 味 謂 位 

【2】2.「賈寶玉」和「林黛玉」是下列哪一部小說的主要人物？ 

神鵰俠侶 紅樓夢 水滸傳 三國演義 

【4】3.「令嬡既多才多藝，又落落大方，應有不少男士競相追求吧！」此句中「令嬡」指的是何人？ 

學生 明星 妻子 對方的女兒 

【4】4.「朋友們走在一起，常常會彼此禮讓；但陌生人走在一起，卻總是爭先恐後，憤不顧身。」這一段
文句的用字，如何修正才正確？ 

禮讓→理讓  陌生→漠生 

爭先→征先  憤不顧身→奮不顧身 

【1】5.「這家小館以獨特的醃漬小菜遠近聞名，食客絡繹不絕。」其中「漬」的讀音為何？ 

ㄗˋ ㄗㄜˊ ㄐㄧ ㄑㄧˋ 

【4】6.下列詞語，何者具有「很短暫時間」的意思？ 

屆時 當時 無時 霎時 

【2】7.「難得天團來臺開演唱會，「 」名而來的粉絲，立刻秒殺入場「 」。」以上文句中的兩個空格，
依序應填入的正確國字是： 

幕／卷 慕／券 幕／券 慕／卷 

【3】8.下列各「 」內的詞語，何者是用來形容聲音的？ 

「離離」原上草  「飄飄」何所似 

「啞啞」吐哀音  「曖曖」內含光 

【2】9.下列各組詞語「 」中的字，何者讀音前後兩兩相同？ 

千里「迢」迢／湖「沼」地帶 

遭逢「勁」敵／羊腸小「徑」 

百折不「撓」／「僥」倖通過 

溫柔「婉」約／手「腕」高明 

【4】10.「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
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下列何者可說明這段文句帶給人們最重要的啟示？ 

追根究柢 感恩圖報 背水一戰 百鍊成鋼 

【1】11.「墾丁國家公園位於臺灣本島最南端的恆春半島，三面環海，東面太平洋，西鄰臺灣海峽，南瀕巴
士海峽。」本段文句是在談論何種性質的內容？ 

地理 文化 環保 歷史 

【4】12.臺灣昔日的許多地名，會帶著地方的文化特色或直接採用原住民語發音，例如「噶瑪蘭」即為「宜
蘭」。下列地名的今昔配對，何者正確？ 

竹塹／桃園  水沙連／基隆 

府城／臺北  打狗／高雄 

【1】13.「肉包子打狗──有去無回」是以歇後語方式來解釋成語的意思。下列成語解釋何者正確？ 

啄木鳥啄樹──入木三分 老太婆吃黃連──食不下咽 

晴天帶雨傘──無法無天 稻草人救火──深藏不露 

【2】14.下列各詞語「 」內的讀音寫成國字後，何者正確？ 

隨「ㄕˋ」在側／逝  無「ㄩㄥ」置疑／庸 

「ㄅㄧㄥˇ」氣凝神／柄 神乎「ㄑㄧˊ」技／奇 

【2】15.一「座」山，一「條」河，「座」與「條」稱為量詞。下列各量詞的使用，何者正確？ 

三「疊」喜宴  十「節」車廂 

一「片」月亮  一「叢」工廠 

【4】16.「直銷公司每年都要發高額奬金給業績『名列前茅』的業務員。」下列何者與『名列前茅』含義最
接近？ 

秀外慧中  惺惺相惜 

孤注一擲  獨占鼇頭 

【1】17.下列文句「 」內的成語，何者使用正確？ 

甲君開車，雖選擇較遠的路線，卻比別人提前到達目的地，真是「棋高一著」呀 

乙君在教師會上致詞：「學生的優秀並不是教師的功勞，而是家長的充分愛心栽培出來的。」這席話令
全場「夾道歡呼」 

新媽媽在尿布和奶瓶之間疲於奔命，再加上嬰兒的哭聲，更慌亂了手腳，只想「緣木求魚」 

耶誕節前夕，教會內信徒人手一支蠟燭，伴隨虔誠的祈禱語，充滿「飛蛾撲火」的氣氛 

【3】18.下列各組詞語「 」中的注音寫成國字後，何者字形前後相同？ 

「ㄨㄤˇ」路紅人／冤「ㄨㄤˇ」好人 

「ㄓㄥ」開束縳／力「ㄓㄥ」上游 

極地「ㄨㄟˇ」度／經「ㄨㄟˇ」國政 

燈火「ㄌㄢˊ」珊／處處阻「ㄌㄢˊ」 

【2】19.「臍帶的剪斷，甚至乾落，並沒有使我與母親完全分離，因為隨著年歲增加，我越長越像母親。造
化的美妙運作之一，是把父母的形貌氣質移植在子女身上，使得生命的泉脈永流不竭。」有關本段文句，

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臍」的讀音為ㄐㄧ  

本文流露對母親的孝思 

作者靠臍帶回憶兒時光景 

「造化」是指美容設計師 

【4】20.下列各成語，何者使用了與「距離」有關的詞語？ 

守身如玉 獨具慧眼 開卷有益 咫尺天涯 

【1】21.「後期印象畫派大師高更在史東的梵谷傳裡，曾經調侃過塞尚說：『塞尚，你的畫面總是冷冰冰的。
幾哩路長的畫布上，簡直找不到一兩感情。』」下列敘述何者最符合本段文句的主旨？ 

塞尚作畫不喜歡用熱情的色調 

塞尚常常在旅行時也帶著畫布 

塞尚很討厭高更 

塞尚出生在冰天雪地中 

【3】22.下列成語，何者可用來形容人「虛有其表」的意思？ 

一諾千金 力挽狂瀾 沐猴而冠 饞涎欲滴 

【3】23.下列各文句的修辭形式，何者與「開車不喝酒，喝酒不開車」最相似？ 

捐血一袋，救人一命  好漢做事好漢當 

人人為我，我為人人  百花齊放，百鳥爭鳴 

【1】24.小奇看書的時候，覺得有些字寫錯了，他把正確的字寫在旁邊。但其實很多字在某些情形下是可以
通用的，不過下面哪一選項不行？ 

椅「背」：揹 神「彩」：采 「賸」下：剩 大「伙」兒：夥 

【1】25.「甲經理輕生已經過了一個多月，原因卻仍是個謎，無法『 』清」。下列各字，何者最適合填入

空格中？ 

釐 離 付 撇 



【1】26.下列各組成語，何者意義前後相近？ 

心悅誠服／五體投地  恫瘝在抱／魚肉鄉民 

鳳毛麟角／恆河沙數  日薄西山／方興未艾 

【1】27.下列各詞語「 」中的國字及其讀音，何者完全正確？ 

屋「脊」：ㄐㄧˇ  「曙」光：ㄕㄨˇ 

「幾」乎：ㄐㄧˇ  「儘」管：ㄐㄧㄣˋ 

【1】28.下列各詞語「 」中的字，何者讀音與「歸」讀音相同？ 

「皈」依 「粿」條 「聒」噪 金「箍」棒 

【3】29.下列各句，何者用字完全正確？ 

農夫耕種梨田，過著非常辛苦的生活 就職典禮發行金弊，造成搶購風潮 

陳冰冰主持節目妙語如珠，臺風穩健 為了飾演小提琴家，張杰倫揣磨了很久 

【1】30.下列各詞語，何者用字完全正確？ 

弦歌不輟 權骨外露 鑾生兄弟 動哲得咎 

【4】31.「甲公司的董事長和乙公司的司機兩人契若金蘭」，針對「契若金蘭」的意思，下列解釋，何者正
確？ 

貪生怕死 酒肉朋友 貌合神離 友誼深厚 

【2】32.下列各字的讀音，何者與其他三者讀音不同？ 

姝 贖 樞 書 

【3】33.下列對訃聞的各種用語及解釋，何者正確？ 

「顯考」用於母親逝世  「享壽」用於三十歲以下去世 

「稽首」是指一種俯首至地的最敬禮 「哀子」是指兒子過世 

【3】34.下列各選項中的形、音、義說明，何者完全正確？ 

老「媼」：ㄨㄣ，老婦  「讖」悔：ㄔㄢˋ，悔悟 

劍「鞘」：ㄑㄧㄠˋ，劍套 「迥」異：ㄐㄩㄥˇ，光明的 

【2】35.下列何者最適合成為「日精月華」對偶的上句？ 

安居樂業 天真地秀 起死回生 兵來將擋 

【1】36.下列文句的缺空處，何者可填入「躊躇」？ 

小鳳□□再三，終於決定赴約了 

這件事有點□□，他怎麼不告而別了 

他腳步□□，沒走幾步，就昏倒在地 

看他走得□□，顯然腿傷還沒完全痊癒 

【2】37.下列詞語何者前後詞性相同？ 

他老喜歡「批評」別人，卻不願接受別人的「批評」 

我們陶醉在「拉丁」情人費南多的情歌中，這個夜晚可真是很「拉丁」的 

朋友罹患肝癌後，他總算明白「菸、酒」的害處，從此真的不「菸」不「酒」了 

百貨公司週年慶，擠進許多「婆婆媽媽」，我才買了這麼點東西，你就別再「婆婆媽媽」了 

【2】38.所謂「狀聲詞」，是指描述聲音的詞。下列文句：「人才濟濟、含情脈脈、流水潺潺、飢腸轆轆、

小心翼翼、歷歷在目、呱呱墜地」請判斷有幾個「狀聲詞」？ 

 2個  3個  4個  5個 

【2】39.下列「 」中的詞語替換後，何者意思不變？ 

我「心虛」地垂下頭→虛心 

媽媽決定賣掉這只戒指來「貼補」家用→補貼 

爸爸「完全沒有」責怪媽媽的意思→沒有完全 

爺爺躺在搖椅上，面對著滿天雲彩的「黃昏」→昏黃 

【3】40.下列成語何者解釋錯誤？ 

刻舟求劍：比喻固執不知變通 

一擲千金：形容不惜金錢的豪舉 

鳥盡弓藏：比喻因驚擾引來的混亂 

揮汗成雨：比喻人數眾多 

【1】41.作文題目是〈撿海星的少年〉，小花已完成以下四句，請問何句沒有贅字？ 

脫離海水的海星，彷彿失去母親的嬰兒 

後來有一個有愛心的好心人，將牠拾起，幫助牠回到大海裡 

海星告訴自己，生命是有意義的，在往後未來日子裡，牠要更珍惜生命 

和其他在海灘上丟了身體的性命的生物比起來，海星覺得自己是非常幸運的 

【4】42.旅美詩人非馬有詩句如下：「不聲不響／把個遙遠的仲夏夜夢／一下子點亮了起來／沒有霓虹的迷
幻／也不廣告什麼」，請判斷這首詩所描寫的是什麼？  

蜻蜓 青蛙 蚊子 螢火蟲 

【1】43.從以下內容推論，這是什麼性質的卡片？ 

 

 

 

 

 

生日卡 慰問卡 謝卡 敬師卡 

【4】44.老師在課堂上講授四個成語，請同學練習造句，下列四則造句何者最恰當？ 

小時了了的人，將來一定「大器晚成」 

他長居在「鐘鼎山林」，沒有從政念頭 

這次段考，他國文慘遭滑鐵盧，氣得母親「新亭對泣」 

一向謹言慎行的他，雖略有一點小過失，也不過是「大醇小疵」 

【2】45.「千年前為秋風所破的茅屋／剩日下的竹影搖曳，我小立在那座新築新修的草堂／遙想當年你如何
扶杖嘆息，忍聽／兒童抱茅的嬉鬧，下一刻／隨手將一襲蕭然的長衫／掛進唐詩富麗的書櫥裡。」（陳
義芝〈草堂沉思〉）此詩係詠何人？ 

詩仙李白 詩聖杜甫 詩佛王維 詩鬼李賀 

【2】46.中國文字同音異詞甚多，使用時須小心分辨，才不致誤用。下列同音異詞何者使用正確？ 

他深明人情「事故」，不料卻遭逢「世故」，留下妻小，令人欷噓 

老師「精心」設計的活動，竟有同學漫不「經心」，只求敷衍了事 

經濟不景氣，除了購買生活「必須」品外，「必需」養成節儉習慣 

只要市民有任何問題，都可上網站「反映」，相關單位會立即做出適當「反應」以回覆 

【2】47.下列各選項的對話中，關於「 」中的用詞，何者完全正確？ 

週日，請到「敝府」來奉茶／抱歉！我們「賢伉儷」明天要出國旅遊了 

「令堂」的手藝真好，令人齒頰留香／感謝您對「家慈」的稱讚，下回再來 

聽說「尊師」近日將在中正紀念堂演講／「舍師」的確有場講演，請多捧場 

「令郎」高中榜首，恭喜！恭喜！／承蒙大家對「舍弟」的關照，謝謝！謝謝！ 

【4】48.身邊的三位朋友分別在今天飯店開幕、喬遷以及結婚，你應該依序致贈怎樣的題辭最恰當？ 

賓至如歸、先富後教、金石同堅 妙手回春、里仁為美、金石同堅 

妙手回春、美輪美奐、佳偶天成 賓至如歸、里仁為美、佳偶天成 

【2】49.同學會時，A、B兩人互用成語回憶當年同學的國文程度，從下列對話來看，誰的程度最好？ 

A：「阿銘這個人『腹笥甚儉』。」 

B：「美月簡直是人稱的『有腳書櫥』！」 

A：「顥顥的國文大概是『略識之無』的程度！」 

B：「小群雖然『目不識丁』，卻非常用功呢！」 

阿銘 美月 顥顥 小群 

【4】50.大家正在看新聞，爸爸說：「這男人的一生真是坎坷！」兒子說：「可憐啊，紅顏薄命！」全家哄
堂大笑。此處「紅顏」代指男人乃是錯誤用法，下列「借代」修辭之說明，何者亦為錯誤用法？ 

化「干戈」為玉帛──代指戰爭 

「布衣」可致卿相──代指平民 

無「絲竹」之亂耳──代指音樂 

鳥中之「曾參」──代指有學問的人 

三百六十五天，有你的日子就是開心 

把我最誠摯的祝福，在這特別的一天送給今天最特別的你 

MY DEAR FRIEND，親愛的朋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