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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 102 年職業學校畢業程度自學進修學力鑑定考試 

國  文  科  試  題  本 

 

考試開始鈴(鐘)響前，不可以翻閱試題本! 

請先確認你的答案卡、准考證與座位號碼是否一致無誤!

 

【注意事項】 
 

一、本試題共 50 題，每題 2分，共 100 分。本試卷選擇題均為單一選擇題，每題都有 (A)、

(B)、(C)、(D) 四個選項，請選出一個最適當答案，在答案卡同一題號對應方格內，用 2B 

鉛筆塗滿方格，但不超出格外。答對者得題分，答錯者不倒扣，未答者以零分計。 

二、如果需要修改答案，請使用橡皮擦擦拭乾淨，切勿使用修正液（帶）。未依規定畫記答案

卡，致機器掃描無法辨識答案者，其後果由考生自行承擔。 

三、應考人不得竄改答案卡上之准考證號碼，違者該科不予計分。 

四、請在試題本首頁准考證號碼之方格內，填上自己的准考證號碼，考完後將「答案卡」及

「試題」一併繳回。 

 
 

 

 

 

 

 

 

 

 

 

准考證號碼：□□□□□□ 

考試開始鈴(鐘)響時，請先填寫准考證號碼，再翻閱試題本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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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下列各選項「  」內的字，何者讀音兩兩相同？ 

(A)吸「吮」／「允」許         (B)邂「逅」／汙「垢」 

(C)石「碇」／「綻」放           (D)手「腕」／「惋」惜 

 

2.下列各組「 」內的注音寫成國字後，何者兩兩相同？ 

            (A)「ㄌㄤˊ」狽不堪╱江「ㄌㄤˊ」才盡    

   (B)「ㄐㄧㄣ」疲力竭╱「ㄐㄧㄣ」非昔比 

            (C) 安步「ㄉㄤ」車╱「ㄉㄤ」機立斷           

     (D)不「ㄕㄥ」枚舉╱「ㄕㄥ」意盎然 

 

3.下列文句，何者用字完全正確？  

(A)大熱天吃麻辣鍋，吃得全身汗流夾背  

(B)他說話做事總是鋒芒必露，完全不懂得謙虛 

(C)媽媽真是賢妻良母，把家裡的事都打點得井然有序 

(D)數字週刊報導某女星劈腿，女星使口否認  

 

4.下列「 」內的詞語解釋，何者正確？ 

(A)俄而：不久   (B)黔首：元首   (C)匍匐：伸懶腰    (D)垂髫：老人 

 

5.下列「 」內的成語，何者使用恰當？ 

(A)從三樓摔下，小明痛得「刻骨銘心」，眼淚直流     

(B)王經理平日雖然不茍言笑，但對於提攜後進「不遺餘力」 

(C)母親的恩惠「鞭長莫及」，一輩子都報答不完              

(D)我 討厭那些「不拘於時」，沒有時間觀念的人 

 

6.如果要玩「找顏色」的遊戲，我們可以於下列何項找到與「素車白馬」一詞中「素」字相

同的顏色？  

        (A)紅包袋        (B)黃色小鴨       (C)黑炭團        (D)白玫瑰 

 

7.閱讀下文，並為□□依序選出 適當的連接詞。「近年來，□□環保意識已逐漸抬頭， 

□□根據科學家的研究成果得知，自然環境的改變程度早已超出我們的預料；□□人類 

繼續忽視溫室效應、氣候異常、海水酸化等問題，總有一天會步向滅亡。」 

 (A)就是╱因為╱所以                (B)雖然╱但是╱假如   

 (C)雖然╱由於╱至少                (D)因此╱可是╱假使 

 

8.蘇軾〈赤壁賦〉：「寄蜉蝣於天地，渺滄海之一粟。」意喻： 

        (A)觸景傷情，不堪回首              (B)人生短暫，個人渺小    

        (C)悲歡離合，聚散無常              (D)事過境遷，不必追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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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若要在網路上查詢屈原的資料，請問可輸入哪幾個關鍵字？(甲)戰國時代 (乙)清明節 

 (丙)楚辭 (丁)左傳 (戊)離騷  

(A)乙丁戊       (B)甲丁            (C)甲丙戊        (D)乙戊 

 

10.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孔子這句話表現出何種精神境界？ 

        (A)慵懶散漫                        (B)安貧樂道 

        (C)高枕無憂                        (D)食不知味 

 

11. (甲)桃李滿門  (乙)杏林春暖  (丙)春風化雨  (丁)程門立雪。以上成語，那些與「老師」 

   有關？ 

(A)甲乙丙        (B)甲乙丁         (C)甲丙丁        (D)乙丙丁 

 

 12.把自己對事物的各種感受，包括視覺、聽覺、味覺、嗅覺、觸覺等，加以形容描述， 

叫做「摹寫」。下列選項，何者是聽覺摹寫？ 

       (A)雁字回時，月滿西樓                        (B)酒味很純正，油豆腐也煮得十分好 

        (C)桂影斑駁，風移影動                (D)窗外雨潺潺，春意闌珊 

 

 13.魯迅〈孔乙己〉：「他對人說話，總是滿口之乎者也，叫人半懂不懂的。」這段文字旨在 

 說明孔乙己是什麼樣的人？ 

 (A)迂腐古板     (B)幽默風趣      (C)古道熱腸      (D)奸詐狡猾 

 

 14.「月滿西樓」中的「月」不可以用下列哪一個詞語代替？ 

            (A)魚雁          (B)玉盤           (C)嬋娟          (D)桂魄 

 15.下列成語何者是形容人「有勇無謀」？ 

            (A)暴虎馮河      (B)三人成虎       (C)羊入虎口      (D)馬馬虎虎 

 16.亞里士多德說：「真正的朋友，是一個靈魂孕育在二個軀體裡。」其意在歌頌下列何者？ 

        (A)一丘之貉      (B)莫逆之交       (C)青梅竹馬      (D)素昧平生 

 

      17.「儘管他們二人年齡相差四十歲，卻能成為無話不談的□□□□。」以上缺空的成語應 

         填入： 

        (A)管鮑之交      (B)點頭之交       (C)泛泛之交      (D)忘年之交 

 18.「整個夏天／你的鼓噪／很像我家悍婦／那種重複調子／令人思慮的／不知道誰抄襲誰  

    的語言」上述詩句，歌詠的對象應該是： 

        (A)雁         (B)蟬          (C)蜻蜓        (D)青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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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下列各詞語皆有其一般的「象徵」意義，請問何者說明正確？ 

        (A)玫瑰：富貴榮耀                  (B)蓮花：有德君子 

        (C)白鴿：戰事頻仍                  (D)烏鴉：吉祥喜慶 

20.「鯨生鯨世」音近「今生金世」，為「諧音雙關」的用法，下列何者與此用法相同？ 

        (A)披薩店廣告：28825252           

        (B)消基會呼籲：別讓你的權利睡著了 

    (C)珠寶店廣告：鑽石恆久遠，一顆永流傳 

        (D)選舉文宣：今天吃選票，明天吃鈔票 

 

 21.有廚子在家切肉，匿一塊于懷中。妻見之，罵曰：「這是自家的肉，為何如此？」答曰： 

 「啊，我忘了。」（馮夢龍《笑府》）下列成語，何者 適合用來形容廚師平日的行為？   

            (A)監守自盜      (B)客隨主便       (C)入境隨俗      (D)徒勞無功 

 22.廣志是小葵的父親，對於小葵的丈夫，廣志可以稱他為： 

        (A)東宮          (B)東床           (C)東山          (D)東道主 

 

 23.「過去□□□□的學習，終於使我嚐盡『書到用時方恨少』的困窘。」缺空處 適合填入 

    下列哪一個成語？ 

            (A)嘔心瀝血      (B)漫不經心       (C)兢兢業業      (D)焚膏繼晷 

         24.下列「 」內的詞語，皆是生活中常用的祝頌語，用法適宜的是： 

        (A)「弄瓦徵祥」用於祝賀生男        (B)「瓜瓞綿綿」用於祝賀農產豐收  

        (C)「近悅遠來」用於祝賀旅社開幕    (D)「椿萱並茂」用於祝賀子孫滿堂 

 

     25.「牛魔王罷戰赴華筵，孫行者二調芭蕉扇」，請問這個標題 有可能出現在哪一本章回 

小說中？ 

            (A)《三國演義》   (B)《水滸傳》    (C)《西遊記》   (D)《紅樓夢》 

     26.印度詩人泰戈爾曾說：「如果錯過了太陽時你流了淚，那麼你也要錯過群星了。」 

        這句話的意思與下列何者 相近？ 

        (A)打落牙齒和血吞                  (B)不要把雞蛋放在同一個籃子裡  

        (C)魚與熊掌不可兼得                (D)逝者已矣，來者可追 

 

      27.諸葛亮〈出師表〉：「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句中「布衣」意為： 

        (A)乞丐           (B)官吏          (C)平民         (D)隱士 

 

28.學生寫信給老師，信封上的「啟封詞」宜用下列何者？ 

        (A)福啟           (B)安啟          (C)敬啟         (D)道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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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下列文句，何者有讚美的意思？ 

            (A)小李外表冷漠，實則古道熱腸      (B)他缺乏耐心，做事總是虎頭蛇尾      

            (C)他做人圓滑，果真是長袖善舞      (D)總經理行事武斷，剛愎自用 

     30.歐陽脩〈醉翁亭記〉提及山間四時之景色有(甲)水落而石出 (乙)風霜高潔 (丙)野芳發而幽   

       香 (丁)佳木秀而繁陰，依四時順序排列應為：    

        (A)甲乙丙丁       (B)丙丁乙甲      (C)丙乙丁甲     (D)乙丙甲丁 

 

     31.孔子說：「三人行，必有我師焉。」這句話的意思與下列何者相同？ 

            (A)見賢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        (B)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      

            (C)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D)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 

     32.「天空不要為我掉眼淚」這句歌詞，因主人翁內心悲傷，而把下雨想成天空在流淚，屬於       

       「移情作用」。下列詩句，何者沒有「移情作用」？ 

        (A)還君明珠雙淚垂，恨不相逢未嫁時（張籍〈節婦吟〉） 

       (B)夏蟲也為我沉默／沉默是今晚的康橋（徐志摩〈再別康橋〉） 

       (C)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杜甫〈春望〉） 

       (D)蠟燭有心還惜別，替人垂淚到天明（杜牧〈贈別〉） 

 

    33.「書畫琴棋詩酒花，當年件件不離他，如今七事都更變，柴米油鹽醬醋茶。」（張燦〈無題〉） 

             請問這首詩給我們何種人生啟示？ 

            (A)人生要懂得取捨，若無法擁有琴棋書畫的風雅，退而求其次柴米油鹽也不錯 

            (B)柴米油鹽醬醋茶，都是雞毛蒜皮的小事，做人不必太計較      

            (C)由浪漫轉入平淡，人生將更為踏實，也是生活責任的承擔 

            (D)沒有看過風花雪月、賞玩過琴棋書畫，就不算是擁有豐富的人生 

       34.廣播傳來一則美國職籃報導：「火箭輕取湖人」，由此可知兩隊得分 有可能是： 

            (A)火箭125：湖人90                 (B)火箭90：湖人125    

            (C)火箭100：湖人99                 (D)火箭99：湖人100 

     35.〈馮諼客孟嘗君〉：「狡兔有三窟，僅得免其死耳。」文中「狡兔有三窟」意謂： 

        (A)是提醒補兔獵人的話             (B)說明兔子生性貪心  

        (C)顯示兔子善挖窟洞               (D)事前須多謀劃才能避免災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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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下列有關台灣諺語的解釋，何者錯誤？ 

            (A)死鴨子硬嘴巴——比喻強詞奪理 

            (B)歹竹出好筍——比喻不出色的父母，卻生養出優秀的子女 

            (C)西瓜偎大邊——指著眼於對自己有利的形勢 

            (D)大隻雞慢啼——比喻少年老成 

         37.《詩經‧蒹葭》：「蒹葭蒼蒼，白露為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詩句中的季節和下列 

            何者相同？ 

            (A)吹面不寒楊柳風                 (B)黃梅時節家家雨    

            (C)江楓漁火對愁眠                 (D)晝長吟罷蟬鳴樹 

     38.「愛鼠常留飯，憐蛾不點燈。」這種胸懷是屬於： 

        (A)是非之心      (B)羞惡之心     (C)辭讓之心      (D)惻隱之心 

 

     39.「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阡陌交通，雞犬相聞。」（陶淵明〈桃花源記〉）由以上 

        的描述可知桃花源是個：  

            (A)神仙世界       (B)平凡農村      (C)繁華都市       (D)風景名勝 

     40.下列文句，何者有語病？ 

            (A)我們愈談愈投機，彼此看法大相逕庭 

            (B)市府廣場的演唱會，萬人空巷，盛況空前      

            (C)景氣持續低迷，某些人為求生存，竟不惜鋌而走險 

            (D)昨天是限時優惠的截止日，許多顧客蜂擁趕來搶購 

         41.下列與時間相關的詞語，何者所指的時間 長？ 

            (A)經年           (B)瞬間          (C)一甲子         (D)終日 

       42.「吾嘗終日而思矣，不如須臾之所學。」（荀子〈勸學〉）這句話要強調的重點是什麼？ 

            (A)學思並重       (B)思重於學      (C)學重於思       (D)學思的取捨要因地制宜 

       43.「學富□車」、「□面楚歌」、「□畜興旺」、「□面埋伏」。上述成語□中都是數字， 

          若將四個數字加起來，總合是多少？ 

            (A)22             (B)23            (C)24             (D)25 

 

       44.正式書信中為表敬意，稱呼對方時常使用尊稱。下列稱呼的說明，何者正確？ 

          (A)稱人父子：賢昆仲               (B)稱人夫妻：賢伉儷    

          (C)稱人兄弟：賢喬梓               (D)稱人兒子：令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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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古人說：「三更半夜」、「三更燈火五更雞」，請問「三更」相當於現在的什麼時間？ 

          (A)晚上九點到十一點               (B)晚上十一點到凌晨一點  

          (C)凌晨一點到凌晨三點             (D)凌晨三點到凌晨五點 

         

      46.「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涅，與之俱黑。」（荀子〈勸學〉）這句話說明為學必須： 

          (A)持恆專一     (B)自然發展        (C)有良好環境     (D)自立自強 

     47.「□計業務」、「□炙人口」、「人文□萃」、「□畫天份」，上列成語□內所缺的字， 

        依序應填入： 

          (A)儈╱膾╱繪╱會                  (B)會╱膾╱薈╱繪    

          (C)會╱儈╱薈╱繪                  (D)膾╱儈╱會╱繪 

    48.臺灣廟宇建築的圖案裝飾往往取諧音而求吉祥之意。下列圖案，何者並非採取諧音 

      的雙關義？ 

      (A)蝙蝠：福                        (B)豺、鹿：財與祿 

      (C)麒麟：風調雨順              (D)旗、球、戟、磬：祈求吉慶 

 

    49.「只有找出問題的根源，才有辦法解決問題。」這句話和下列哪一個成語的意思相近？ 

          (A)見異思遷      (B)揠苗助長       (C)釜底抽薪       (D)未雨綢繆 

        50.「獨在異鄉為異客，每逢佳節倍思親。遙知兄弟登高處，遍插茱萸少一人。」 

          （王維 〈九月九日憶山東兄弟〉）以上詩句所寫的節日應是： 

          (A)清明          (B)端午           (C)中秋           (D)重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