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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下列各詞「」內的字，讀音標示正確的選項是：
「躉」當：ㄉㄨㄣˇ
「紕」漏：ㄆㄧˇ
轉「捩」點：ㄌㄟˋ
「痙」攣：ㄐㄧㄥ
【4】2.下各詞「」內的字，何者讀音與另三字的讀音不同？
「扳」倒
「斑」鬢
「瘢」駁
【2】3.下列對聯，何者最適合貼在書房門口？
蒼松翠竹看顏色，秋水春山見性情
自古庖廚君子遠，從來中饋淑人宜

「皈」依

雪案聯吟詩有味，冬窗伴讀墨生香
草草杯盤供笑語，昏昏燈火話平生

【3】4.「平心而論，抨擊傳統文化只是一昧地墨守成規，就像推斷全盤西化才是唯一出路，二者同樣犯了蹣頇
眛理的錯誤。」針對這段文句，請挑出錯字並加以改正。下列選項何者正確？
「平」心→「憑」心
「抨」擊→「砰」擊
一「昧」→一「味」
「蹣」頇→「瞞」頇

【2】11.「伸展臺上時裝模特兒們，除了擁有□□□□的美貌，也要經得起嚴格的儀態訓練和體重控制，真是不
容易啊!」□□□□內最適合填入的成語選項是：
平沙落雁
沉魚落雁
雁行折翼
鴻雁傳書
【3】12.「偉忠賢棣如握：近日交通事故……」從此封書信的開頭用語，可判斷寫信人與收信人（偉忠）的關係
應該是：
父子
祖孫
師生
配偶
【3】13.「易水蕭蕭西風冷，滿座衣冠似雪。正壯士，悲歌未徹。」（摘自辛棄疾〈賀新郎別茂嘉十二弟〉）從
這闋詞的用語中，請判斷最有可能是發生在什麼季節的情境？
春季
夏季
秋季
冬季
【4】14.閱讀新詩：「匠人造了你／原是為燒的／既已燒著／又何苦／傷心流淚」最適合做為本詩詩題的選項是：
窰
鐵工廠
火柴
蠟燭
【3】15.古代詩人常在節慶之時寫作詩文，閱讀以下詩句並判斷其描寫的節慶背景：「旅館寒燈獨不眠，客心何
事轉淒然？故鄉今夜思千里，霜鬢明朝又一年。」
重陽節
清明節
除夕夜
元宵節
【1】16.古代稱人的詞語，往往會與方位詞連用，例如「東道／主人」。以下嵌有方位詞的稱人詞語，含意正確
的選項是
北堂／母親
南冠／君王
東山／女婿
西席／客人
【2】17.下列詞語用於指稱「死亡」的選項是：
稽首
蟬蛻

耄耋

不佞

【1】18.「多年來，科學家認為腦子辨認氣味的部分和處理語言的部分無關，兩者之間缺乏『線路』。而另一個
普遍的看法認為：因為嗅皮質與邊緣系統的緊鄰性，所以比起其他知覺，氣味便對情緒具有較大的影響力。」
依照上文的理論，則可以解釋下列何種情境？
香濃的蛋糕安定了下午煩躁的心情
這餐廳總播放著費玉清的歌曲
發黃的照片勾起無限的回憶
清脆的鳥鳴引來遊客駐足

【2】19.下列各詩，最有可能是歌頌「花木蘭」的選項是：
華清恩幸古無倫，猶恐娥眉不勝人。未免被他褒女笑，只教天子暫蒙塵
蒿目時艱：憂慮世局而內心難安
歸來對鏡貼花黃，驚見兒郎絕代妝。大忠大孝俱第一，雌雄莫辨又何傷
米珠薪貴：喻物價上漲
長揖雄談態自殊，美人巨眼識窮途。屍居餘氣楊公幕，豈得羈縻女丈夫
【4】6「故人西辭黃鶴樓，煙花三月下掦州，孤帆遠影碧山盡，唯見長江天際流」。（李白〈送孟浩然之廣陵〉）
一代傾城逐浪花，吳宮空自憶兒家。效顰莫笑東村女，頭白溪邊尚浣紗
有關本詩情境的敘述，最正確的選項是：
【3】20.下列時間用語，所指時間為「一年」的選項是：
對亡者表達悼念
對歌女表達愛慕
八「秩」晉一
漫踰「紀」以迄今
乘坐帆船時引發漂泊之感
送別老友時離情依依
居喪未及「期年」
倏忽已過一「甲子」
【4】7.古人以十二地支紀時或紀年。紀年時，搭配十二種年獸而有「十二生肖」或「十二相屬」的習俗產生。
【2】5.下列各成語寫法及含意都正確的選項是：
甑沈釜魚：形容生活困苦
鞭苔天下：鞭策驅使天下百姓

以下各地支名與年獸名搭配正確的選項是：
戌／豬
子／牛

辰／蛇

申／猴

【3】8.「大學之法，禁於未發之謂豫，當其可之謂時，不陵節而施之謂孫，相觀而善之謂摩。此四者，教之所
由興也。」（《禮記‧學記》）依此段文意，下列敘述正確的選項是：
「豫」是指猶豫不決
「時」是指時常如此
「孫」是指順序漸進
「摩」是指紛爭摩擦
【4】9.文句中的數字用法，可明確列出實指何事何物者，稱為「實數」用法，例如「三綱五常」的三與五。反
之，只代表一種概念，非具有一一對應數目者，稱為「虛數」用法，例如「百折不撓」的百。下列含有數字的
詞語，屬於「虛數」用法的選項是：
文房四寶
四代同堂
駢四儷六
挑三揀四
【2】10.「乃」字在古文虛字用法中，具有不只一種的含意。下列各文句中的「乃」字，具有「你、你的」含意
的選項是：
是月也，日夜分，雷「乃」發聲
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無忘告「乃」翁
呂公女「乃」呂后也，生孝惠帝
問今是何世，
「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

【2】21.「只說武松自與宋江分別之後，當晚投客店歇了。次日早起來，打火吃了飯，還了房錢，拴束包裹，提
了梢棒，便走上路。」依內容推論，文句最有可能摘自哪部作品？
三國演義
水滸傳
紅樓夢
天龍八部
【4】22.下列各組文句「」內的詞語含意，前後相同的選項是：
十觴亦不醉，感子「故意」長／一看到有老人上車，他「故意」把眼睛閉起來
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恩重如山，難以「形容」
男子二十而冠，冠而列「丈夫」／觀李郎儀形器宇，真「丈夫」也
遙知「兄弟」登高處／「兄弟」鬩牆
【3】23.為慶祝王先生創業，好友致贈對聯：「隨地可安身莫訝乾坤為逆旅 當前堪適意且邀風月作良朋」。相
應其內容，最恰當的橫批題辭是：
時雨春風
椿萱並茂
近悅遠來
珠聯璧合
【2】24.「春秋」是以季節名而組合成的詞。下列在文句中所出現的「春秋」，何者即具有春季及秋季的季節含意：
知我者其惟「春秋」乎
「春秋」多佳日，登高賦新詩
令尊「春秋」鼎盛，德高望重
皮裡「春秋」
，高深莫測
【請接續背面】

【1】25.人類與各種動物接觸的經驗，往往也會成為語文表達時的素材。下列使用動物名稱而組合的成語，具有
正面含意的選項是：
鶴立雞群
鳩占鵲巢
國事蜩螗
巴蛇吞象
【3】26.有關孟子的說明如下：（甲）孔子得意門生之一 （乙）畢生奔走列國，勸導諸侯實施霸政 （丙）《孟
子》一書記載其言論行事 （丁）主張人性本善。以上敘述正確的有哪些？
甲乙
乙丁
丙丁
甲丙
【3】27.有關柬帖的用語，下列說明何者錯誤？
「喬遷」祝賀搬家
「千古」是祝壽之語，祝賀千秋萬歲

「洗塵」是設宴歡迎遠來或歸來的人
「奠儀」是弔喪時送給喪家的財物或金錢

【3】28.（甲）倦、（乙）砌、（丙）獷、（丁）擬、（戊）舴，以上各字去掉部首後與原字字音相同的為：
乙戊
丙丁
甲丙
丙戊
【3】29.有些詞語已成慣用語，但語意卻不是字面上的原義，如「陽關道」本指古代經由陽關通往西域的道路，
後來泛指寬廣平坦的道路。請問下列「 」中的詞語，何者不屬於此類慣用語？
他竟然給我「放鴿子」
，真是太可惡了
他經常「開夜車」，所以早上精神不繼
他揮金如土，許多店家都把他當成「財神爺」
景氣不好，許多人因為被「炒魷魚」而使家計陷入困境
【4】30.下列文句「 」中的成語，何者運用不恰當？
這個城市「居高臨下」
，易守難攻，自古以來即為軍事要塞
他的才能廣受各方肯定，幾年之內地位「扶搖直上」，連任要職
他旅居海外多年後，返鄉探親，然而已是「滄海桑田」，人事全非
他「言簡意賅」的說了這一堆長篇大論，聽眾還是不知道重點在哪裡

【2】37.下列文句中何者沒有繁冗多餘的語詞？
節儉真是現代人都必須應該培養的美德
時時反省改進，才能使我們有更美好的明天
現代人經常能夠感受到生活中許多無窮的壓力 有養成閱讀的習慣，等於就猶如擁有一筆珍貴的資產
【3】38.以下詞語：風範、聆聽、朦朧、倜儻、惺忪、獎券、斡旋，共有幾個雙聲複詞？
四個
三個
二個
一個
【2】39.（甲）「塑」造、「溯」溪 （乙）分「娩」、「勉」強 （丙）「搏」鬥、束「縛」 （丁）河「堤」、
「鯷」魚 （戊）單「調」、「調」酒，以上何組詞語讀音相同？
甲乙丙
甲乙丁
丙丁戊
乙丙丁
【4】40.辭典中「了」字有「明白」、「完結」、「完全」等義；「了如指掌」的「了」字，是「明白」的意思。
下列各項的「了」字，何者也是「明白」的意思？
敷衍「了」事
「了」斷恩怨
「了」無新意
一目「了」然
【1】41.「啞啞吐哀音」句中「啞啞」是形容烏鴉的叫聲，稱為「狀聲詞」。下列選項何者「」內的詞語，前後
都屬狀聲詞？
「窸窣」啜泣／「格格」價飛
興會「淋漓」╱飢腸「轆轆」
「醍醐」灌頂╱流水「淙淙」
鶯燕語「間關」╱田水冷「霜霜」
【4】42.下列各選項對話敘述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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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說「尊師」近日將在國父紀念館演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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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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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歌詞「天空不要為我掉眼淚」，天空原只是「下雨」卻被說成「掉淚」，是因人們把自己傷心的情緒投
射於天空。透過這種「移情作用」，使原本並無情緒事物，跟著作者情緒有了變化。下列哪一詩句也具有「移
情作用」？
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
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
月落烏啼霜滿天，江楓漁火對愁眠
獨在異鄉為異客，每逢佳節倍思親
【3】32.輔導室門口貼了一則標語：「當你把所有的錯誤都關在門外時，真理也要被關在門外了」。同學們一頭
霧水、解讀差異頗大，請問誰的理解較正確？
小明：孰能無錯？知錯能改，善莫大焉
小名：真理和錯誤在一線之間，人應避免犯錯
小鳴：錯誤是最好的老師，人應時時虛心反省 小銘：人要積極追求真理，才能減少犯錯機會
【4】33.請依文意順序選出空格的選項：「對□□友，如讀異書；對□□友，如讀名人詩文；對□□友，如讀聖
賢經傳；對□□友，如閱傳奇小說。」
淵博、謹飭、風雅、滑稽
風雅、淵博、滑稽、謹飭
謹飭、風雅、滑稽、淵博
淵博、風雅、謹飭、滑稽
【2】34.請找出下列錯字最多的選項：
在諾大的教室，成績一向名列前矛的小明正在埋首苦讀，沒想到教室走廊竟傳來吵雜音樂聲
小明覺得其有此理，便急言厲色向那些人抗議。沒想到聽音樂的都是高年級學長姊，他們依老賣老，跟本不
理會小明
小明只有找同學幫忙，大家集思廣義後，決定如法泡製，而且播得更大聲。只是其他班的同學卻因此遭受池
魚之秧
最後，老師出面制止了小明與學長們的行為，要他們循規蹈距。經過這件事後，小明覺得報復並不能解決問
題，也算是受益菲淺
【1】35.（甲）綠樹蔭濃夏日長 （乙）滿架薔薇一院香 （丙）樓臺倒影入池塘
依格律重新排列，順序應為：
（甲）
（丙）
（丁）（乙）
（乙）（丁）（丙）（甲）
（甲）
（乙）
（丁）（丙）
（乙）（甲）（丙）（丁）

【3】36.請將空格中填入適當的鳥類名稱：「飛□傳書、愛屋及□、梅妻□子、□屏中選」：
燕、烏、鶴、鵲
雁、鳥、鳳、雞
鴿、烏、鶴、雀
鴿、烏、燕、鵲

（丁）水晶簾動微風起。請

【3】43.下列何者與「心不齋，百跪百拜何益；意既誠，一杯一炷亦香」這副對聯的含義最接近？
臨陣磨槍，不亮也光
未雨綢繆勝過臨渴掘井
真摯虔敬是君子處世的基石
靠山山倒，靠人人跑，靠自己最好
【3】44.「冰為仙骨水為肌，意淡香幽只自知。青女素娥非耐冷，一生耐冷是橫枝」。此詩所描寫的植物為何？
松
菊
梅
竹
【2】45.下列「 」中的詞語經替換後，何者意思不變？
「野放」風箏十分有趣：放生
直升機在空中「巡弋」
：巡邏
牠的覓食像是狂野的「詠嘆調」：交響曲
別把時間浪費在漫不經意的「瀏覽」：遊覽
【3】46.詞可分為實詞和虛詞兩類，本身能表示出實際的概念的詞是「實詞」。下列「」中的字，何者是實詞？
「老」師剛才來找你
過街「老」鼠，人人喊打
那是一家百年的「老」店
他把擋道的石「頭」移到路旁
【4】47.下列「 」中的注音寫成國字後，哪一組兩兩相同？
心不在「ㄧㄢ」／「ㄧㄢ」然一笑
虎視「ㄉㄢ ㄉㄢ」／「ㄉㄢ」心竭慮
笑容可「ㄐㄩˊ」／「ㄐㄩˊ」躬盡瘁
「ㄏㄞˋ」人聽聞／驚濤「ㄏㄞˋ」浪
【3】48.下列語詞的詞性構成方式，何者和「乘風破浪」相同？
燈紅酒綠
並駕齊驅
去蕪存菁
【4】49.（甲）不要「左右」他的想法 （乙）六歲「左右」的小孩
「左右」都是友善之輩。以上語詞共有幾種解釋？
一種
二種
三種
【2】50.（甲）三更半夜
正確的是：
丁乙甲丙

（乙）日薄西山
丁丙乙甲

（丙）烈日當空

混吃混玩
（丙）曹操屏退「左右」

（丁）在我們

四種

（丁）破曉時分。以上語詞依序由早到晚排列，

甲丁丙乙

甲丙乙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