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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下列「」中的字形正確選項為下列何者？ 

親「匿」 等「侯」 「渺」茫 「歉」卑 

【1】2.下列「」中的字音正確選項為下列何者？ 

平「仄」對仗：ㄗㄜˋ  「撒」手人寰：ㄙㄚˇ 

向下俯「瞰」：ㄍㄢˇ  山「巒」景致：ㄌㄢˊ 

【3】3.下列「」中的字義闡釋，何者錯誤？ 

鬱鬱「寡」歡：少  情不自「禁」：忍受 

衡「量」輕重：重量  「毋庸」置疑：不必 

【1】4.「白瞪著眼」的「白」字，不代表顏色，意思為徒然。下列「」中的字，用法相同選項是： 

「赤」手空拳 青紅「皂」白 「白」頭到老 「玄」端章甫 

【3】5.「陣陣的花香□□而來，令人陶醉」，上述句子裡的□□宜填入詞語為下列何者？ 

正面 照面 撲面 前面 

【3】6.下列成語用字完全正確的選項為： 

若既若離 珠途同歸 捕風捉影 或不單行 

【1】7.五月初到苗栗山區賞花後，她完成一首詩：「行走小徑，站立白花地毯，一仰頭／滿眼滿臉又迎接
了／被春風再次催降的花朵／飄旋著斜斜飛下，淋了整身整衫的白花雨」。符合詩中描述的花為下列何
者？ 

桐花 櫻花 梅花 雞蛋花 

【3】8.下列「」中的詞語，有關借代對象，下列何者錯誤？ 

化「干戈」為玉帛 —— 借代「戰爭」 何以解憂？唯有「杜康」——  借代「酒」 

留取丹心照「汗青」——  借代「作品完成」 「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 —— 借代「富貴人家」 

【4】9.寫作時對於時間不一定要直接使用早上、中午、晚上等詞語，也可藉由特定景物描寫來呈現，有關
描述「晚上」的選項，下列何者最適當？ 

一只便當／一個我／灼灼的陽光／在窗外伴奏 

柔鬚伸出去／一行青碧的詩句／攀上籬笆／那牽牛花／日／出 

雙翅一翻／把斜陽掉在江上／頭白的蘆葦／也妝成一瞬的紅顏了 

剩下了牛女二星／在情淚積成的天河／划起輕妙的小艇／唱著哀婉的情歌 

【1】10.所謂擬人法是把無情之物用有情的人來比喻，讓呆板無趣變成生動感人。下列文句中不具備擬人修
辭技巧的選項為何者？ 

在群眾呼喝聲中，那惡霸夾著尾巴逃跑了 

小蟋蟀是去參加一個音樂會，要過河去唱歌 

春天穿過了每一條熱鬧的大街，也走進了每一條骯髒的小巷 

桃樹、杏樹、梨樹，你不讓我，我不讓你，都開滿了花趕趟兒 

 

【4】11.「衣錦還鄉」的「衣」，為名詞轉動詞的用法，下列「」中的詞語與此用法相同的選項為何者？ 

台北的街頭很「希臘」  遠遠傳來一聲「嘆息」 

這消息「溫暖」了我一個冬季 我依然「寶貝」著年少的回憶 

【2】12.詩人泰戈爾曾說：「過分忙於做好的人，反倒無時間做好」，根據這句話推知，詩人認為人們經常

無法將交辦的事情做好乃基於下列何者？ 

時間倉促 求好心切 忙裡偷閒 好高騖遠 

【4】13.下列選項「」中的字音，前後相同的選項為何者？ 

得償「宿」願／借住一「宿」 「強」弩之末／「強」人所難 

「縱」虎歸山／「縱」橫交錯 小事「差」池／「差」強人意 

【1】14.「一位成功的企業家必定具備了許多過人之處□如□堅毅奮發的精神□周密詳備的思慮□超人一等
的企業眼光等□」小明不擅輸入標點符號，因此他空下五個標點，請你依序幫他填入： 

，：、、。 ：，、、。 ，：。、。 ，，、、…… 

【4】15.有關數字成語的運用，下列何者最適當？ 

我費了「九牛一毛」的功夫，才把樂高城堡完成 

爸爸叫姐姐倒垃圾，她卻「七嘴八舌」說不願意去 

即使是短暫的分離，也讓我有「一日九遷」的感受 

對於這場競賽，他準備已久，早有「十拿九穩」的勝算 

【1】16.下列詩句何者符合描寫春季的景象？ 

沾衣欲濕杏花雨，吹面不寒楊柳風  

天階夜色涼如水，臥看牽牛織女星 

青女素娥具耐冷，月中霜裡鬥嬋娟  

馬嘶斜日朔風急，雁過寒雲邊思長 

【4】17.請閱讀下列詩作：「如果我來拜訪你／請不要過於熱烈相迎／黑衫的夜旅是我選擇的行路／踽踽的
輕悄是我深知的美學／只要饋我一口溫熱的施捨／我自會默默地離去」。推測詩中的「我」最合理的選
項為下列何者？ 

飛蛾 蝸牛 蜘蛛 蚊子 

【4】18.「(甲)彈指，(乙)逐日，(丙)轉瞬，(丁)須臾，(戊)終日，(己)霎時間」，上述語詞可用以形容時間短
暫的選項為下列何者？  

甲乙丙己 乙丙戊己 丙丁戊己 甲丙丁己 

【3】19.下列「」中的注音寫成國字後，前後相同的選項為何者？ 

「ㄎㄢ」察地形／情何以「ㄎㄢ」 匆匆一「ㄆㄧㄝ」／「ㄆㄧㄝ」下不管 
行不由「ㄐㄧㄥˋ」／終南捷「ㄐㄧㄥˋ」 長袍馬「ㄍㄨㄚˋ」／牛角「ㄍㄨㄚˋ」書 

【1】20.有關名詩佳句的引用，下列何者正確？ 

「夕陽無限好」，美好的事物總是消逝得特別快 

做事要掌握關鍵，直逼核心，正所謂「淡妝濃抹總相宜」 

他被無預警裁員，她則是家中慘遭小偷光顧，兩人真是「天涯若比鄰」 

你何必因一次挫敗就一蹶不振？「山雨欲來風滿樓」，別沮喪，勇敢面對未來 

【1】21.甲老闆創業收到朋友賀聯，內容是「一幕能生中外事，萬部訴盡古今情」。據此推測，下列何者最
有可能是甲老闆投入的行業？  

電影院 美容院 旅行業 建築業 

【1】22.有關表達歲數的詞語，下列何者正確？  

弱冠：20歲 花甲：70歲 不惑之年：30歲 二八年華：18歲 

【3】23.「歹徒看到富商兒子獨自走在路上，認為他是□□可居，立刻上前綁架勒索。」下列各詞語，何者
最適合填入空格處？ 

期貨 祈貨 奇貨 其貨 

【3】24.「譬如為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的含義與下列何成語的含義最相近？  

適可而止 持之以恆 前功盡棄 順其自然 

【4】25.甲先生的好朋友剛生了一個兒子，他正準備紅包要去祝賀。下列賀辭，何者最適合寫在紅包袋上？  

登科之喜 弄瓦之喜 明珠入掌  天賜石麟 



【4】26.「把人生的『吃苦』當作『吃補』，也算是對人生際遇的□□□□！」下列何者最適合填入空格處？  

喜出望外 濫竽充數 掩耳盜鈴 妙語解頤 

【2】27.甲校長在教育界任職四十多年，全校教師在退休歡送會上，特別致贈一塊扁額，扁額上的題辭，下
列何者最為適合？ 

杏林春暖 作育英才 群賢畢集 為民喉舌 

【3】28.下列各成語的寫法，何者完全正確？  

江郎財盡 披星載月 實事求是 指桑駡懷 

【1】29.俗語說：「曹操都有知心友，關公也有對頭人」，下列何者最接近此語的含意？  

不管什麼人都會有他的朋友和敵人  

畫虎畫皮難畫骨，知人知面不知心 

明月有情還顧我，清風無意不留人  

路遙知馬力，日久見人心 

【1】30.與人交談或書信往來時，對於「自稱」之詞與「稱人」之詞須正確使用。下列何者屬於「稱人」之
詞？ 

足下 受業 拙作 舍弟 

【3】31.「『年獸』是古代神話中的凶猛怪物，在動物園裡當然看不到，牠只存在於文化中。年獸怕聲音與
怕火光的弱點，融入了傳統年節放鞭炮的習俗中，豐富了過年熱鬧的氣氛。」下列各敘述，何者符合這
段文句的含意？  

年獸是在新年誕生的怪物 動物園不開放年獸給民眾參觀 

相傳放鞭炮可避免年獸靠近 科學家正全力研究年獸生態的發展 

【3】32.「從莊子的枕上飛出／從香扇邊緣逃亡／偶然想起我乃蛹之子／跨過生與死的門檻，我孕育美麗的
日子」以上詩句，下列何者為最適切的詩題？  

蜻蜓 蟬 蝴蝶 老鷹 

【4】33.下列各詞語「」內的字，何者字形、字音、字義皆正確？  

信手「拈」來：ㄓㄢ，用手指拿東西 鶴「唳」雲端：ㄌㄧˋ，扭轉 

不「塑」既往：ㄙㄨˋ，往前推求 簽「署」同意：ㄕㄨˋ，簽寫 

【3】34.下列各文句的用字，何者完全正確？ 

馬路上遍地泥濘，清潔人員正不厭其繁地清理 

童年生活中的細碎事物，速乎即逝；偶而回想，有如浮光略影 

大明星忙著到處拍戲賺錢，卻常被自己家人因欠債而受牽累，真是池魚之殃，無可奈何呀 

年輕人如果有高鹽、高油的飲食習慣，遲早會病入高荒，難以治療 

【1】35.下列詩句何者內容與端午節有關？  

屈子冤魂終古在，楚鄉遺俗至今留 半盞屠蘇猶未舉，燈前小草寫桃符 

今夜月明人盡望，不知秋思落誰家 遙知兄弟登高處，遍插茱萸少一人 

【2】36.「生於憂患，死於安樂」是源自戰國時代儒家學者所說的道理。下列人物，何者為此說法的提倡者？  

莊子 孟子 韓非子 鄒衍 

【2】37.下列各組詞語及解釋，何者完全正確？  

日薄西山：喻人情味太淡 南橘北枳：喻事物會因環境不同而產生變異 

無出其右：喻一時之間沒辦法解決 西河之痛：喻觸景生情 

【4】38.下列何者為清代的長篇小說？ 

水滸傳 三國演義 聊齋誌異 紅樓夢 

【2】39.下列各詩句的□內為數字詞，何者為其中最大的數字？  

故人西辭黃鶴樓，煙花□月下揚州 飛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銀河落□天 

欲窮千里目，更上□層樓 三山半落青天外，□水中分白鷺洲 

【1】40.下列各組「」內的詞語，何者含義前後相同？ 

楚楚「可憐」／「可憐」飛燕倚新妝  

「顏色」憔悴／給他點「顏色」看看 

格殺「無論」／不知有漢，「無論」魏晉  

結髮為「妻子」／仰以事父母，俯以畜「妻子」 

◎請閱讀下段文字，回答第 41-45題： 

李紳〈憫農詩〉「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誰知盤中飧，粒粒皆辛苦？」 

 

【4】41.「誰知盤中飧」的「誰知」兩字含有感嘆，也另外含有下列何種意味？ 

猜測 失望 欣喜 責備 

【2】42.詩中「禾」指的是為下列何者？ 

雜草 稻子 荷花 荷葉 

【2】43.有關本詩格律闡述，將依據「唐詩格律說明／本詩格律判斷」前後分述，其邏輯配對正確的敘述為
下列何者？ 

四句為絕句，八句為律詩／本詩為律詩 

第一句第二個字判斷為平起或仄起式／禾，平起式 

每一句的末字以判斷押韻與否／午、土、飧、苦，都押韻 

絕句不須對仗／「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對仗，故不合格律 

【2】44.有關本詩詩意之闡述，下列何者錯誤？ 

由「鋤禾日當午」可知敘述正當中午  

由詩中可窺見農民生活之辛勤與憂鬱 

由「汗滴禾下土」可知田家工作辛苦  

本詩擷取生動的鏡頭使農忙歷歷如繪 

【3】45.已知李紳是中唐人，他的朋友圈應為下列何者？ 

李白、曾鞏  韓愈、歐陽修  

白居易、劉禹錫  蘇東坡、王安石 

 

 

◎請閱讀下段文字，回答第 46-50題： 

 韓信始為布衣時，家貧。數從其南昌亭長寄食，數月，亭長妻患之，不為具食。信知其意，怒，竟
絕去。一日，信釣於城下，諸母漂於溪旁，有一母見信飢，乃飯信，竟漂數十日。信喜，謂漂母曰：「吾
必有以重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後信官拜大將軍，繼封齊
王，進而為楚王，召所從食漂母，賜千金。（改寫自《史記》淮陰侯列傳） 

 

【4】46.下列各敘述何者並非韓信在本文中曾發生的事？ 

身為平民  身為大將軍  

堅決離開南昌亭長  同情漂洗衣物的老婦 

【3】47.有關「不為具食」的含義，下列各敘述何者正確？  

不做具體的食物  不吃施捨的食物  

不準備食物  不會烹煮食物 

【2】48.下列成語，何者最接近此文的意旨？  

暴起暴落 一飯千金 謹言慎行 莫忘初衷 

【3】49.漂母對韓信大怒的原因，下列各敘述何者正確？  

韓信釣於城下  韓信十分飢餓  

韓信說要報答漂母  韓信衣衫不整 

【3】50.下列文句「」中的字，何者詞性不是動詞？  

乃「飯」信  吾「哀」王孫  

「數」從南昌亭長寄食  諸母「漂」於溪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