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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下列各句中文字完全正確沒有錯字的是哪一項？ 

穿流不息的人潮也帶來錢潮 

麥加自古便吸引朝聖者絡驛於途 

他資質秀異，就算在人才擠擠的大學中也能拔得頭籌 

一鼓作氣騎過這段陡坡，就能享受風馳電掣的下坡路段了 

【3】2.下列各組「」中的詞，何者與「杯葛」的「葛」注音相同？ 

「恪」守成式 求才若「渴」 「格」物致知 「葛」天八闋 

【4】3.下列各句成語，何者運用最恰當？ 

隔壁兩兄弟「青梅竹馬」感情非常好 

只要你們團結一致「三人成虎」，一定可以完成任務 

使用我們公司最新生產的油漆，保證讓您的房子「蓬蓽生輝」 

今年的表現「差強人意」，展望明年希望能交出更好的成績單 

【3】4.下列各組字音完全相同的是哪一選項？ 

劬／煦／侷 劇／璩／噱 距／鉅／炬 据／倨／居 

【4】5.譬喻修辭自古即有，詩經柏舟詩人用兩句話來表達自己的意志堅定：「我心匪 A。不可轉也。我心匪 B。不可

卷也。」請問 A、B處依序應為下列何者？ 

 A：日、B：雲  A：江、B：柳  A：山、B：蕨  A：石、B：席 

【3】6.小美參加高中好友的婚禮，她準備了禮金祝賀好友，請問下列哪一項賀詞適合寫在禮金封套上？ 

蘭階添喜 弄璋之喜 鳳凰于飛 蓬萊春滿 

【4】7.「否」、「莫」、「匪」、「非」是古代常用的否定詞，下列「」中表達否定的副詞是哪一項？ 

干將「莫」邪是兩把名劍   

文過飾「非」的人內心常常很空虛 

「否」去泰來，你今年一定一帆風順了  

夙夜「匪」懈就是不眠不休一刻都不敢鬆懈 

【2】8.「青史上你留下一片潔白，朝朝暮暮你行吟在楚澤。江魚吞食了二千多年，吞不下你的一根傲骨！」請問這首

詩描寫的主人翁與下列哪一首詩所描述者相同？ 

「白也詩無敵，飄然思不群。」 

「空餘楚辭在，猶與日爭光。」 

「三顧頻煩天下計，兩朝開濟老臣心。」 

「彎弓征戰作男兒，夢裡曾經與畫眉。」 

【1】9.下列各選項括號中的詞義與詞性，何者兩兩相同？ 

「惡」勞而好逸／深「惡」痛絕 

巧言「令」色鮮矣仁／「令」出必行 

「安」能辨我是雌雄／心「安」理得 

吾長「見」笑於大方之家／看「見」台灣 

【1】10.下列「」中的「子」字與「孩子」意義相同的是哪一項？ 

愛其「子」，擇師而教之  「子」非魚，安知魚之樂 

「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 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蘇「子」與客泛舟遊於赤壁之下 

【4】11.「騏驥一躍，不能十步。駑馬十駕，功在不舍。鍥而舍之，朽木不折；鍥而不舍，金石可鏤。」在這段話中，

作者以為學習能否成功最重要的關鍵在於下列何者？ 

名師的指點 同學的鼓勵 天生的資質 持之以恆的學習 

【4】12.詠物詩是詩歌中常見的一種類型。請問下列哪一段詩句描寫的對象是風箏？ 

「只有翅翼而無身軀的鳥 \ 在哭與笑之間 \ 不斷飛翔」 

「打著風吹不熄 \ 雨淋不濕的燈籠 \ 乘清風舞蹈 \ 伴小溪歌唱」 

「不需要燃料 \ 也不會汙染大地 \ 起飛降落 \ 稱心如意 \ 雖是創造發明 \ 卻不申請專利」 

「扶搖直上，小小的希望懸得多高呢 \ 長長一生莫非這樣一場遊戲吧 \ 細細一線，卻想與整座天空拔河」 

【3】13.前人言「讀李密陳情表不墮淚者不孝」可見〈陳情表〉一文以孝貫串，請問下列哪一段文句出自〈陳情表〉？ 

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 

承先人後者，在孫惟汝，在子惟吾，兩世一身，形單影隻 

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祖母無臣，無以終餘年。母孫二人，更相為命 

臣聞求木之長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遠者，必浚其泉源；思國之安者，必積其德義 

【1】14.下列各組讀音何者前後相同？ 

寶「婺」／服「務」  白「蒿」／「鎬」京  

罰「鍰」／名「媛」  屈「撓」／「堯」舜 

【2】15.下列題辭的使用場合何者正確？ 

「熊夢徵祥」：賀生女兒  「宜室宜家」：賀嫁女  

「坤儀足式」：祝女壽  「椿庭日永」：哀男喪 

【3】16.下列用字完全正確的是哪個選項？ 

他親自到埔里酒廠參觀後，對於紹興酒的釀造過程才壑然開朗 

這次辯論比賽，經過大家集思廣義，採取因地置宜策略，果然獲得最後的勝利 

他國中畢業後就到餐廳學藝，從而養成刻苦耐勞，謙沖自牧的性格 

水利處為了配合台中市訊期，決定先疏峻筏子溪東海橋下游河道 

【2】17.下列各組成語，何者前後意思相反？ 

明日黃花／時過境遷 望其項背／瞠乎其後 日昃旰食／廢寢忘餐 膠柱鼓瑟／刻舟求劍 

【3】18.陶淵明〈責子一首〉：「天運苟如此，且進杯中物」，「杯中物」所指的與下列何者相同？ 

本同江海人，俱為「軒冕」誤 遮莫姻親連帝城，不如當身自「簪纓」 

何以解憂？惟有「杜康」  入室取用，則滿室「阿堵物」 

【4】19.下列歇後語的解釋，何者正確？ 

蔣幹盜書－自有妙方  諸葛亮給周瑜吊孝－情深義重 

八股文的格式－五花八門  諸葛亮七擒孟獲－要他心服 

【4】20.下列四位，何者年齡最小？ 

王喜年屆不惑  張傳去年已是耳順之年 

傅如明年就是知命之年  鄭珊將屆破瓜之年 

【4】21.「獨有成蹊處，穠華髮井傍。山風凝笑臉，朝露泫啼妝。隱士顏應改，仙人路漸長。還欣上林苑，千歲奉君王。」

請根據詩意判斷李嶠所歌詠的植物為何？ 

梅花 牡丹 桂花 桃花 

【2】22.「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以下哪一個選項最符合本句的意思？ 

要學會獨立自主  在獨處中能謹慎不苟 

做學問能在文章隱微處找出獨特的見解 要珍惜個人的獨特性 

【2】23.下列詩句，依春夏秋冬順序排列，何者正確？ 甲、六出飛花入戶時，坐看青竹變瓊枝 乙、東風吹雨過青山，

卻望千門草色閑 丙、數枝石榴發，一丈荷花開 丁、曉晴寒未起，霜葉滿階紅 

甲丁丙乙 乙丙丁甲 乙丁甲丙 甲丙丁乙 

 

 



【2】24.以下選項皆出自章回小說的目錄，請問何者出處正確？ 

「梁山泊分金大買市 宋公明全夥受招安」－《儒林外史》 

「定三分隆中決策  戰長江孫氏報雔」－《三國演義》 

「大聖慇勤拜南海  觀音慈善縛紅孩」－《紅樓夢》 

「范學道視學報師恩 王員外立朝敦友誼」－《水滸傳》 

【1】25.「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此心屬孟子「四端」的哪一種？ 

仁之端也 義之端也 禮之端也 智之端也 

【2】26.下列句子中，「成語」使用最為恰當的是哪一個選項？ 

故宮的梵谷畫展，一群藝術愛好者馬上「攀龍附驥」，前往觀賞 

張經理的辭職案公司都已批准了，「木已成舟」，難有轉寰餘地 

天氣雖冷，但這位小弟弟仍然「精神矍鑠」地站在門口，並面露微笑來迎接今天到訪的客人 

當強颱來襲時，民眾都守在家中，街道上幾乎呈現「萬人空巷」的情景 

【3】27.張三到街上挑選春聯，他先選了「梅迎春意添新色」的聯語作為上聯，請問下列何者作為下聯才正確？ 

戶納春風吉慶多 景運喜隨春色來 鳥代風光報好音 爆竹聲中除舊歲 

【1】28.下列□內均應填入數目字。按照數目字由小至大的次序排列，下列哪個選項正確？ 甲、□步成詩 乙、□人

同心，其利斷金 丙、□里洋場 丁、折腰□斗 戊、身懷□甲 

乙丁戊甲丙 甲丙丁乙戊 乙丁甲丙戊 丁戊甲乙丙 

【2】29.下列選項中，何者前後兩句有「因果關係」？ 

酒債尋常行處有，人生七十古來稀 不畏浮雲遮望眼，自緣身在最高層 

月明全見蘆花白，風起遙聞杜若香 人生到處知何似，應似飛鴻踏雪泥 

【4】30.總經理說：「我的女兒昨日戌時出生，母女都很平安，謝謝各位同仁的關心」，請問「戌時」相當於什麼時間？ 

凌晨一點到凌晨三點  凌晨三點到五點 

晚上九點到晚上十一點  晚上七點到晚上九點 

【1】31.「右手畫圓，左手畫方，不能兩成」，這段話告訴我們什麼道理？ 

專心致志學有成  行百里者半於九十 

一傅眾咻習無益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2】32.《孫子兵法．作戰》：「故兵聞拙速，未覩巧之久也。夫兵久而國利者，未之有也。」這段話強調什麼道理？ 

用兵需靠長久作戰才能取勝 用兵當把握速戰速決的策略 

用兵之道，要能避實擊虛，才能克敵制勝 將領智慧的拙巧，將影響兵力的運用及戰法 

【3】33.下列何者未使用「以具體來代替抽象情思」的技巧？ 

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 孤獨是一匹衰老的獸，潛伏在我亂石磊磊的心裡 

白髮蒼顏重到此，問君還是昔人非 白髮三千丈，緣愁似箇長 

【23】34.下列各組「」內字形完全相同的選項為何？ 

不「ㄧˋ」而飛／不「ㄧˋ」樂乎 「ㄌㄧˋ」盡滄桑／「ㄌㄧˋ」久彌新 

「ㄌㄧㄡˊ」言蜚語／「ㄌㄧㄡˊ」芳千古 「ㄆㄛˋ」不及待／「ㄆㄛˋ」釜沉舟 

【4】35.「潘岳妙有姿容，好神情。少時挾彈出洛陽道，婦人遇者，莫不連手共縈之。左太沖絕醜，亦復效岳遊遨，於

是群嫗齊共亂唾之，委頓而返。」左太沖最後「委頓而返」，請問他犯了什麼毛病？ 

蠅隨驥尾 椎牛發冢 畫地而趨 效顰學步 

【2】36.「婦曰：『親卿愛卿，是以卿卿；我不卿卿，誰當卿卿？』遂恆聽之。」請問此段中「卿」字作「動詞」用的

一共有幾個？ 

二個 三個 四個 五個 

【2】37.許常德〈公寓〉：「當海洋瘦成河流／而站在日漸近密的風波中／當我們的船只能彼此相覷／而望不見天的遼

闊時／這河也無異於一口憂深的井了。」這一首詩透過船隻「彼此相覷」主要是傳達什麼概念？ 

現在公寓雖緊密，但鄰居卻彼此不相識 現在公寓居住的環境越來越狹窄 

感嘆都市人情冷漠，住戶間也不會守望相助 感嘆公寓建築缺乏美感，外觀看起來都一樣 

【1】38.下列成語用字完全正確的是哪一個選項？ 

披肝瀝膽 冬溫夏清 慧跡韜光 壺範長存 

【4】39.甲、「縞」素。乙、「彤」管。丙、「緇」衣。丁、「玄」牡。以上「」中的字，何者顏色相同？ 

甲、乙 乙、丙 甲、丙 丙、丁 

【2】40.偏義複詞是指拆開來的二個字皆具有意義，但當二個字組合在一起，卻只取其中一個字的意思，下列何者為偏

義複詞？ 

陟罰「臧否」，不宜異同  

而歌呼嗚嗚快「耳目」者，真秦之聲也 

固知一「死生」為虛誕，齊彭殤為妄作  

蘇利乘我軍未成列，以萬餘人搏戰，我軍「左右」夾擊，賊潰遁 

【3】41.蘇東坡〈食□□〉：「北客初未諳，勸食俗難阻。中虛畏泄氣，始嚼或半吐。吸津得微甘，著齒隨亦苦。面目

太嚴冷，滋味絕媚嫵。」根據此段描述，□□最有可能是什麼食品？ 

椰子 薯芋 檳榔 荔枝 

【1】42.以下新詩所描述的對象，何者正確？ 

鳥翅初撲／幅幅相連／以蝙蝠弧形的雙翼／連成一個無懈可擊的圓：傘 

感謝你們／對於我／小小的存在／還報予／生命最熱烈的掌聲：蟬 

遠遠的／靜悄悄的／閒置在地平線最陰暗的一角／一把張開的黑雨傘：蝙蝠 

西風吹來／她玲瓏的身子降下／霜做的衣衫。然後／她用一隻詩歌的手／挾住東籬／悠然／一片南山：梅花 

【3】43.「桑枝高敞楙茂，葉的氣味總令人想到肥飽的白蠶進食間所發出的沙沙聲響；樹汁另有一種馨香，來自米黃色

的木心，只有雪花晶體的無色之色差可比擬。」請問此段未使用何種感官摹寫？ 

視覺 聽覺 觸覺 嗅覺 

【4】44.關於以下的結婚喜帖說明，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謹詹於中華民國 105年 國暦 12月 17 日         

                     農曆 11月 19日（星期六）  

為 次男建志   舉行結婚典禮敬備喜筵 恭請    
   長女依婷 
   
                                             劉思翰 

                                                 王鈺筠 
闔第光臨                                         謹訂 
                                             張明暉 

                                                 唐惠瑩 

----------------------------------------------------------------------------------- 
恕邀  席設：兄弟飯店(台北市南京東路三段 255號) 

      時間：上午 11點 30分觀禮，12點 30分入席 

TEL：（02）27123456     FAX：（02）27173334 

新婚人分別是張建志與劉依婷 「闔第光臨」在次行頂格書寫，稱為「挪抬」 

好友王家明若要觀禮，最晚得在「未時」到達現場 「謹詹於」即選定吉日之意 

【1】45.下列選項，何者全部是外來語音翻譯的詞彙？ 

紅不讓／宅急便／榻榻米  呼拉圈／癩蝦蟆／維他命 

三溫暖／燒仙草／打火機  冰淇淋／麥克風／金鼎獎 

【4】46.下列選項「」中的字，何者讀音相同？ 

黃老師退休後就一直「避」居在這個偏「僻」的地方 

隨著季節遞「嬗」，花「壇」也百花齊放了 

喜歡「蹦蹦」跳跳的小玉，不小心跌傷手臂，今天裹著「繃」帶到校 

經過「勘」察後發現，這塊地的土壤已經嚴重液化，不「堪」再蓋房子了 

【2】47.「好銳利的喜悅刺上我的心頭」，這個句子的修辭法為何？ 

譬喻 轉化 誇飾 感嘆 

【3】48.「行動是思想的最佳譯述。」這句話可以用哪一句成語詮釋？ 

文過飾非 知易行難 劍及履及 裹足不前 

【4】49.下列各組「」中的字，何者字音相同？ 

「蓬」勃發展／「縫」製衣服 不「拘」禮數／「苟」且隨便 

物質「匱」乏／翻箱倒「櫃」 群「鷗」相伴／不可鬥「毆」 

【3】50.請找出用字完全正確的選項： 

忱邊細語 自已為是 近代歷史 近情享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