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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下列「 」中的字，何者讀音正確？  

(A)「猝」然：ㄘㄨㄟˋ        

(B)「纖」維：ㄑㄧㄢ  

(C)不屈不「撓」：ㄋㄠˊ       

(D）「梵」谷：ㄈㄢˇ。 

 

2 下列各選項「」中的字，讀音前後一樣的是： 

(A)「庖」丁解牛 /「煲」湯煮粥 

(B)會「數」禮勤 / 燈光閃「爍」  

(C)獨樹一「幟」/ 大聲怒「叱」  

(D）未雨綢「繆」/「摹」字習書。 

 

3 下列各句□，請依序填入正確的字：                                

(甲)做事情不要只會怨天□人，應該要從失敗中記取教訓  

(乙)今天你會有這樣的結果是咎□自取，不能責怪任何人                 

(丙)這道「麻婆豆腐」香辣順口，非常下飯，讓人意□未盡                                            

(A)由 / 尤 / 猶      (B)由 / 猶 / 尤 

(C)尤 / 由 / 猶      (D）尤 / 猶 / 由 

 

4 下列□中的字，何者前後填入的字相同：  

(A)□木求魚／一面之□  

(B)以亂□整／大□滅親  

(C)懸然如□／□竹難書  

(D）□立不搖／銀貨兩□。 

 

5 何者用字完全正確： 

(A)在炎熱的夏天，喝杯冰涼的飲料，真是沁人心脾 

(B)小良斬釘節鐵地指證，住在隔壁的阿元就是犯人  

(C)這間餐廳的食物美味且價格合理，因此生意非常好，人潮穿流不息  

(D)我中了對手的計謀，現在的處境如魚遊沸鼎，十分危急。 

 

6 蘇軾〈念奴嬌〉：「亂石崩雲，驚濤裂岸，卷起千堆雪。」文中「雪」指什麼 

(A)亂石    (B)雪花    (C)浪花    (D)浮雲。 

 

7 以下「」中的成語，何者運用正確？  

(A)他經過多年「不求甚解」、勤奮苦讀後，終於金榜題名  

(B)做事情宜有「畏敵如虎」、小心謹慎的態度，才能成功  

(C)學習時的態度應該「誨人不倦」，時時刻刻都不可懈怠  

(D)至聖先師孔子喜於讀書，「韋編三絕」的精神令人敬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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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古人的「名」與「字」通常都有關聯性，例如：「宰予，字子我。予、我，

同義。」「朱熹，字元晦。熹、晦，意義相反。」請從下列選項中，選出

「名」、「字」意義「相反」者： 

(A)班固，字孟堅         (B)韓愈，字退之  

(C)諸葛亮，字孔明       (D)曾鞏，字子固。 

 

9 哪個選項的句子有錯別字？  

(A)做事情要知所變通，不可墨守成規  

(B)我由衷感謝你的大力相救，我必定會銘記在心  

(C)最近發生了不少意料之外的狀況，真讓人錯手不及  

(D)演說時要有抑揚頓挫，才能展現音色的變化。 

 

10 下列選項「」中的字，何者為動詞？  

(A)視吾家所「寡」有者  

(B)「遷」客騷人，多會於此  

(C)親賢臣，「遠」小人  

(D)縈「青」繚「白」，外與天際。 

 

11 〈勸學〉：「吾嘗終日而思矣，不如須臾之所學也」說明什麼道理？ 

(A)多思少學   (B)學思並重   (C)思重於學   (D)學重於思。 

 

12 下列「」中的字在成語中，何者「非」指人的身體部位：  

(A)引「吭」高歌           (B)懸梁刺「股」 

(C)離鄉「背」井           (D)昂「首」闊步。 

 

13 下列文句「」中的稱謂，何者使用恰當？ 

(A)恭喜「令千金」在高考榮登榜首  

(B)請問「愚兄」目前在哪裡高就  

(C)「舍姐」去年已到美國攻讀博士  

(D)「先父」已七十歲，仍天天到公園慢跑。 

 

14 「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野徑雲俱黑，江船火獨明」，「船」 

在詩歌中是常出現的名詞，下列選項中的字，何者與船「無關」：     

(A)帆    (B)棟    (C)棹    (D)篙。 

 

15 如果想閱讀富靈異性質的文學作品，下列哪一本書是不錯的選擇： 

(A)《聊齋志異》 

(B)《世說新語》 

(C)《三國演義》  

(D)《鐵雲藏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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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哪一個選項與秦始皇「無關」： 

(A)李斯力陳驅逐非秦國客卿是錯誤的〈諫逐客書〉  

(B)作成士兵及戰馬形狀，用來殉葬的「兵馬俑」 

(C)燒毀批評朝政、法令等書籍的「焚書」 

(D)舉辦了一場欲伺機行刺劉邦，自立為王且不懷好意的「鴻門宴」。 
 

17 下列詩句，哪些與「戰爭」有關？ 

(甲)秦時明月漢時關，萬里長征人未還     (乙)莊生曉夢迷蝴蝶，望帝春

心託杜鵑    (丙)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    (丁)田園寥落干戈

後，骨肉流離道路中  

(A)甲乙    (B)甲丁    (C)乙丙    (D)丙丁。 
 

18 下列各組人物，彼此之間是「兄弟」關係是： 

(A)曹丕、曹植      (B)司馬遷、司馬光  

(C)蘇洵、蘇軾      (D)李白、李煜。 
 

19 魏徵〈諫太宗十思疏〉：「恩所加，則思無因喜以謬賞；罰所及，則思無因怒 

 而濫刑。」以上這段話主要表達什麼道理？  

(A)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B)不因個人際遇不同，而改變對周遭事物的觀感  

(C)君王應累積自身威勢，才能建立使臣子信服的賞罰準則  

(D)賞罰應公平，不因個人好惡而有不同標準。 
 

20 方孝孺〈指喻〉一文的主旨：「天下之事，常發於至微，而終為大患；始以 

為不足治，而終至於不可為。」作者在說明什麼道理？  

(A)水到渠成    (B)每下愈況    (C)防微杜漸    (D)韜光養晦。 

 

21 小新在暑假時寫了一份國文作業，他在電腦查詢資料，輸入一些關鍵字「右 

手寫詩、左手寫散文」、「藍星詩社」、「鄉愁四韻」，請問小新是在搜尋哪位 

作家？  

(A)余光中    (B)朱自清    (C)鄭愁予     (D)梁實秋。 

 

22 請閱讀下面一段短文：「其實一個穩健的人，他不需要追求優越，也不需要 

優越感，不需要透過這些追求，彌補自己內心的自慚形穢。他仍能夠好好穩 

穩地成為自己，這才是健康的生命。」根據上文，對於「一個穩健的人」之 

敘述，何者正確？ 

(A)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並且更深刻認識這個世界  

(B)資質再好，如果沒有經過琢磨，也是枉然  

(C)能了解自我的價值，擁有不必經過他人認可的自信  

(D)對於自身的缺陷要忽略且不聞不問，人生才能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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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以下文句中所指稱的行業，哪一個選項最適切： 

(A)此處春光常綺麗 / 誰言花事已闌珊：美容院  

(B)劉伶借問誰家好 / 李白還言此處佳：酒館 

(C)是留侯橋邊拾起 / 看王令天上飛來：書局  

(D)無時巧婦難為力 / 歉歲司農費盡心：花店。 

 

24 〈師說〉一文對當時恥學於師的風氣進行強烈批判。下列何者有批判的意

味？  

(A)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也 

(B)小學而大遺，吾未見其明也  

(C)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  

(D)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 

 

25 小強聽到一首流行歌覺得很有趣，「 孔子的中心思想是個□，□的表現是：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己所不欲，他勿施於人。如以□為本體，表

現在具體的行為上 Come on everybody 一起來！」不過有一個字他沒聽清

楚，請問這個字最可能是下列何者？ 

(A)義     (B)智     (C)禮     (D)仁。 

 

26 〈岳陽樓記〉一文中說道：「而或長煙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躍金，靜影沉 

璧。」以上這段話是在描寫洞庭湖何時的景色？ 

(A)晴天日景             

(B)晴天夜景 

(C)雨天日景             

(D)雨天夜景。 

 

27 閱讀下文，選出最適合填入   的選項：「清光四射，天空皎潔，四野無

聲，微聞犬吠，坐客無不 甲 ！舍前有兩株梨樹，等到月升中天，清光從樹

間 乙 而下，地上陰影斑斕，此時尤為幽絕。」（梁實秋〈雅舍〉） 

(A)嘩然 / 傾倒 

(B)頹然 / 潺湲  

(C)懼然 / 流瀉 

(D)悄然 / 篩灑。 

 

28 下列文句，何者有錯別字？ 

(A)母親的柔髮垂在肩頭，微風吹來，一綹綹短髮不時拂著她的面頰 

(B)希臘哲人認為，從現實上措斷足徑再站起來，是帝王必經的訓練 

(C)午後的蟬喧囂了點，像一群吟遊詩人，不期然地相遇於樹下歇腳 

(D)忽然，飛機引擎的聲音劃破縱谷，母親帶我躲進雜樹叢生的凹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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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古人行文時，在數量詞的表達上有加數、分數、乘數等方式，請從下列引文

中選出其文意是「上下兩數相乘」的選項： 

(A)歸有光〈項脊軒志〉：「三五之夜，明月半牆，桂影斑駁，風移影動，  

珊珊可愛。」 

(B)王安石〈遊褒禪山記〉：「蓋予所至，比好遊者尚不能十一。」 

(C)《論語．先進》：「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 

舞雩。」 

(D)諸葛亮〈出師表〉：「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 

有一年矣。」 

 

30 「高風亮節的人，往往是□□□□，□□□□。」缺空的詞語不宜填入何者 

(A)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B)寧以義死，不苟幸生 

(C)寧為雞口，不為牛後     

(D)不欺暗室，行己有恥。 

 

31 下列關於中國重要節慶的配對，何者正確？ 

(A)西風吹鶴到人間。涼月滿緱山。銀河萬里秋浪，重載客槎還。河漢女巧雲

鬟。夜闌干。釵頭新約，針眼嬌顰，樓上秋寒。→重陽節 

(B)當年忠血墮讒波，千古荊人祭汨羅。風雨天涯芳草夢，江山如此故都何。

→端午節 

(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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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秋節 

(D)去年元夜時，花市燈如晝。月上柳梢頭，人約黃昏後。今年元夜時，月與

燈依舊。不見去年人， 淚溼春衫袖。→中元節 

 

32 

 

下列文句「」中的詞語，何者沒有自謙之意？ 

(A)歡迎到「小店」參觀        (B)「不才」我感謝您的指教 

(C)請「閣下」到後院賞花      (D)望先生給「鄙人」一些指點 

 

33 

 

下列「 」中的文字都是指顏色。請問何者指的是黑色？ 

(A)「黔」首黎民      (B)「丹」楓白露 

(C)「碧」血黃花      (D)「縞」衣白冠 

 

34 

 

佛洛姆：「愛是培養給予的能力。」此句意旨與下列《老子》的哪一句話 

相近？ 

(A)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B)既以為人，己愈有；既以與人，己愈多 

(C)知者不博，博者不知 

(D)生而不有，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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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甲)度晬(乙)耄耋(丙)弱冠(丁)而立。上述年紀代稱，由小到大依序排列應

為何？ 

(A)乙甲丙丁    (B)甲丙丁乙    (C)甲丙乙丁    (D)甲丁乙丙 

 

36 

 

透過以下線索：「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童子解吟長恨曲， 

胡兒能唱琵琶篇」、「新樂府運動先驅」、「江州司馬青衫濕」，推知此人是誰？ 

(A)白居易     (B)元稹     (C)韓愈     (D)柳宗元 

 

37 荀子〈勸學〉：「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涅，與之俱黑。」強調環境

對人們學習的影響，其意義近於： 

(A)青出於藍，而勝於藍        (B)亡羊補牢，時猶未晚 

(C)禍福無門，唯人自召        (D)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38 

 

 

 

「且把兄弟肝膽、十萬軍機都換他一計空城沽酒去，與孔明對酌。他怡怡然

撫琴，拂塵的童子已睡，只聽得他頻頻頷首，道：天機至此甚明；那青埂峰

下的石頭合該煉得一身靈秀了！這世間躲不過一場情劫。待要請問這劫之一

字如何了法？他一指豎在嘴前只說：噓，你聽聽，林沖正夜奔。」以上短文

出自簡媜《下午茶‧章回小說》，請問文中共提及哪幾本小說？ 

(A)《水滸傳》、《金瓶梅》、《老殘遊記》  

(B)《三國演義》、《西遊記》、《水滸傳》 

(C)《三國演義》、《封神演義》、《儒林外史》  

(D)《三國演義》、《紅樓夢》、《水滸傳》 

 

39 「在星輝斑斕裡放歌。／但我不能放歌」，作者於詩中表現出何種心情？ 

(A)起伏不定，難以抉擇      (B)惆悵淒涼，無限感傷 

(C)逃避躲藏，不敢面對      (D)珍惜眼前，感恩知足。 

 

40 〈鴻門宴〉中，樊噲勸劉邦藉故逃逸，強調「大行不顧細謹，大禮不辭 

小讓」，其意近於下列何者？ 

(A)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      

(B)忍小忿，而就大謀 

(C)成大事者，不拘小節            

(D)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 

 

41 王鼎鈞〈失樓臺〉：「小時候，我最喜歡的地方是外婆家，那兒有最大的院子

，最大的□□，最少的□□。偌大幾進院子只有兩個主人：外祖母太老，舅

舅還年輕，都不願管束我們。我和附近鄰家的孩子們成為這座古老房舍裡的

小野人。」請依文意判斷，□□中分別填入下列何組詞彙最恰當？ 

(A)束縛╱遼闊     (B)自由╱干涉 

(C)關懷╱輕視     (D)責任╱無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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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下列關於「月」的成語，何者說明正確？ 

(A)披星戴月：形容人成就斐然，極受推崇，榮身耀祖 

(B)鏡花水月：明月清澈如鏡，繁花盛開。形容春景宜人 

(C)光風霽月：和風清爽，月色明亮。形容良辰美景 

(D)閉月羞花：形容女子容貌姣好，足使花、月為之退掩、失色 

 

43 〈出師表〉：「陛下亦宜自課，以諮諏善道。」此段文句是作者期盼後主治理

國政時，應秉持何種態度？ 

(A)克制物質的欲望          

(B)自我反省，並向賢臣請益 

(C)努力不懈，充實新知      

(D)強身健體，自我保重。 

 

44 依據下文，「 」內應填入的文句為何？ 

響尾蛇視力很差，卻能在黑暗中捕獲十多公尺遠的田鼠，其秘密在於頰窩 

能偵測到遠處動物的微量紅外線。武器專家從中獲得啟發：若飛彈上有感應

紅外線的電子儀器，不就能對飛機進行熱定位，藉以擊中目標？於是發明了

響尾蛇飛彈。所以古人說：「  」，就是期許學習者能主動發現知識類推 

的創新力量。 

(A) 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  

(B) 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 

(C) 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     

(D) 物各從其類也，是故質的張而弓矢至焉 

 

45 依據下文，□□□□內最適合填入的詞語依序為何？ 

食物與體重，恰是天平的兩端，是造物者為了掌控人類所精心設計的一套恐

怖平衡遊戲。有人如臨深淵，還知□□□□，倖能全身而退；有人□□□□，

美食當前即奮不顧身，終於葬身天平彼端，成了肉體之河畔永不回頭的過河

卒子。( 改寫自古蒙仁〈逆溯肉體之河〉) 

(A) 懸崖勒馬／ 食髓知味      (B) 懸崖勒馬／ 見微知著 

(C) 自給自足／ 食髓知味      (D) 自給自足／ 見微知著 

 

46 下列有關「宋代貶謫文學」：〈岳陽樓記〉、〈醉翁亭記〉、〈黃州快哉亭記〉 

三篇文章的敘述，何者說明正確？ 

(A)三篇文章雖皆流露遭逢貶謫的感慨，仍不忘對時局提出諍言 

(B)范仲淹〈岳陽樓記〉認為當仕途受挫時，知識分子應獨善其身以修身為要 

(C)歐陽脩〈醉翁亭記〉認為官運難卜，應該及時享受與民同遊共飲的快樂 

(D)蘇轍〈黃州快哉亭記〉認為心胸坦然，超越人生的缺憾，才能擁有自在的

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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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項脊軒志〉：「方二人之昧昧于一隅也，世何足以知之？」句中「二人」是

指 

(A)蜀清和秦始皇 

(B)秦始皇和諸葛亮 

(C)劉備和蜀清 

(D)蜀清和諸葛亮 

 

48 〈蘭亭集序〉：「況脩短隨化，終期於盡。」「脩短隨化」意謂什麼？ 

(A)事業的成敗，全是命中注定 

(B)官位的高低，全憑上天作主 

(C)壽命的長短，隨造化安排 

(D)財富的多寡，全看個人造化。 

 

49 〈晏子列傳〉：「其夫為相御，擁大蓋，策駟馬，意氣揚揚甚自得也。既而歸，

其妻請去。」由以上文意中可知「其妻請去」的主因為何？ 

(A)夫為相御 

(B)擁大蓋 

(C)策駟馬 

(D)甚自得也。 

 

50 〈勞山道士〉：「過月餘，手足重繭，不堪其苦，陰有歸志。」意指王生 

(A)工作勤奮，不畏任何勞苦 

(B)無法吃苦耐勞，萌生歸家之念 

(C)身體虛弱，無法擔任吃重的工作 

(D)克盡其職，認真學習而道業有成。 

 

  

試題結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