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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閩地區 99 年度身心障礙國民自學進修高級職業學校畢業程度學力鑑定考試答案卷 
科目：國文科 

注意事項： 
1. 試卷上不得書寫與答案無關之文字符號圖畫，違反者以零分計。 
2. 答案請寫在試卷各題答案格內，寫錯不計分。選擇題答錯不倒扣。 
 
一、 單選題：（20 題，每題 2分，共 40 分） 

（Ａ） 1. 下列選項的成語使用，何者不正確？  

（Ａ）負笈他鄉，「臨淵羨魚」的戒慎恐懼，不是外人所能體會的  

（Ｂ）王先生接待客戶時，從行程、住宿、以至於參觀的路線，都安排得「巨細靡遺」  

（Ｃ）她的母親在她考試前將所有的文具、應考用具都打點好了，又規劃好車程、休息地點，真可

說是「面面俱到」  

（Ｄ）面對失敗的考驗，千萬不可輕言放棄，一定要「再接再厲」  。 

（Ａ） 2. 下列選項中的詞語，何組為「同義詞」？  

（Ａ）電光石火／一剎那       （Ｂ）左顧右盼／目不轉睛  

（Ｃ）三催四請／不速之客     （Ｄ）荒腔走板／字正腔圓  。 

（Ｂ） 3. 以下詩句何者與楊貴妃無關？  

（Ａ）名花傾國兩相歡，長得君王帶笑看。解釋春風無限恨，沉香亭北倚闌干  

（Ｂ）信知生男惡，反是生女好。生女猶得嫁比鄰，生男埋沒隨百草  

（Ｃ）姊妹弟兄皆列土，可憐光彩生門戶。遂令天下父母心，不重生男重生女  

（Ｄ）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是荔枝來  。 

（Ｃ） 4. 請選出最適當的「疊字詞」，依序填入□中：□□道來／小心□□／□□不絕／□□睡去。  

（Ａ）怯怯／翼翼／濤濤／乖乖 

（Ｂ）細細／慌慌／悻悻／穩穩  

（Ｃ）娓娓／翼翼／滔滔／沉沉  

（Ｄ）侃侃／洋洋／潸潸／姗姗  。 

（Ｄ） 5. 梁實秋在〈四君子〉一文中說道：「我年事漸長，慢慢懂了一點道理，四君子並非是浪博虛名，確是

各自有它的特色。□，剪雪裁冰，一身傲骨；□，空谷幽香，孤芳自賞；□，篩風弄月，瀟灑一生；

□，凌霜自得，不趨炎熱。合而觀之，有一共同點，都是清華其外，澹泊其中，不作媚世之態。」

□中依序應填入何字？  

（Ａ）蘭／梅／竹／菊         （Ｂ）竹／菊／蘭／梅  

（Ｃ）菊／蘭／竹／梅         （Ｄ）梅／蘭／竹／菊  。 

（Ｃ） 6. 中國人年菜的名稱，常利用吉祥話的「諧音」，以求在新的一年能得到好運。下列年菜利用的諧音，

何者有誤？  

（Ａ）髮菜羹：恭喜發財  

（Ｂ）菜頭排骨湯：吉祥好彩頭  

（Ｃ）紅燒獅子頭：事事如意  

（Ｄ）年糕：年年高昇  。 

（Ａ） 7. 下列何句沒有使用到「層遞」修辭法？  

（Ａ）為人謀，而不忠乎？與朋友交，而不信乎？傳，不習乎？  

（Ｂ）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不學，民斯為下矣  

（Ｃ）弟子入則孝，出則悌，謹而信，汎愛眾，而親仁。行有餘力，則以學文  

（Ｄ）知之者，不如好之者；好之者，不如樂之者  。 

（Ｂ） 8. 「謹訂於○月○日○午○時敬治菲酌 恭候 台光」，上段文字最可能出現在哪一種柬帖中？  

（Ａ）請觀禮帖               （Ｂ）普通宴客帖  

（Ｃ）遷移柬帖               （Ｄ）祝壽柬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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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 9. 「敘一百零八人，人有其性情，人有其氣質，人有其形狀，人有其聲口。」請問本段文字是對何書

的品評？  

（Ａ）《西遊記》                 （Ｂ）《牡丹亭》 

（Ｃ）《琵琶記》                 （Ｄ）《水滸傳》 。 

（Ｃ） 10. 「風、雅、頌、賦、比、興」稱為：  

（Ａ）六書  （Ｂ）六藝  

（Ｃ）六義  （Ｄ）六經 。 

（Ａ） 11. 桐城派影響清代文壇甚大，其最重要的文學主張為何？  

（Ａ）倡古文義法，義理、詞章並重 

（Ｂ）明道致用，文以載道 

（Ｃ）文必秦、漢，詩必盛唐  

（Ｄ）獨抒性靈，不拘格套 。 

（Ｃ） 12. 「小王的妻子生了個男孩，親朋好友都來慶賀他的□□□□。」上述缺空中應填入  

（Ａ）弄瓦之喜  （Ｂ）赤子之心  

（Ｃ）弄璋之喜  （Ｄ）弄巧成拙 。 

（Ｃ） 13. 詩經〈蓼莪〉一詩中，「南山烈烈，飄風發發。民莫不穀，我獨何害」謂人遭受到何種傷痛？  

（Ａ）五穀欠收  （Ｂ）強烈地震  

（Ｃ）父母雙亡  （Ｄ）兵荒馬亂 。 

（Ｂ） 14. 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勞」。句中「無施勞」意謂：  

（Ａ）不要把勞苦施給別人  

（Ｂ）不要張揚自己的功勞  

（Ｃ）不要說出自己的勞苦  

（Ｄ）施行起來並沒有勞苦 。 

（Ｄ） 15. 在韓愈的〈師說〉一文中，何謂「聖人無常師」？  

（Ａ）聖人乃「生而知之者」，沒有人有資格為之師  

（Ｂ）聖人言行謹慎，不輕易收門生  

（Ｃ）聖人態度謙虛，處處留心學問  

（Ｄ）聖人見賢思齊，沒有固定的學習對象 。 

（Ａ） 16. 下列何者並非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一呢？ 

（Ａ）朱熹   （Ｂ）柳宗元  

（Ｃ）蘇轍   （Ｄ）曾鞏 。 

（Ｄ） 17. 詞有詞調，也稱「詞牌」，指的是：  

（Ａ）詞的題目  

（Ｂ）詞的字數  

（Ｃ）填詞時應押的韻  

（Ｄ）填詞時所依據的樂譜 。 

（Ｄ） 18. 下列哪一位是寫作小說〈一桿「稱仔」〉，揭露日本殖民政府的暴虐，被後人尊稱為臺灣新文學之父

的日據時代台灣新文學作家？  

（Ａ）楊逵  （Ｂ）吳濁流 

（Ｃ）呂赫若 （Ｄ）賴和 。 

（Ｂ） 19. 下列連橫〈台灣通史序〉中的詞語解釋，何者正確？  

（Ａ）晉《乘》楚《杌》：指文字脫漏  

（Ｂ）郢書燕說：指穿鑿附會之說  

（Ｃ）郭公夏五：所載史料內容互有參差  

（Ｄ）篳路藍縷：形容前途渺茫 。 

（Ｂ） 20. 下列文章何者與臺灣無關？  

（Ａ）〈紀水沙連〉            （Ｂ）〈桃花源記〉  

（Ｃ）〈東番記〉              （Ｄ）〈北投硫穴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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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國字、注音選擇題：（10 題，每題 2分，共 20 分） 

（Ａ） 1. 「犒」賞：「犒」字的讀音為  

（Ａ）ㄎㄠˋ  

（Ｂ）ㄍㄠˋ  

（Ｃ）ㄍㄠ  

（Ｄ）ㄎㄠˇ 

（Ｂ） 2. 雕欄玉「砌」：「砌」字的讀音為：  

（Ａ）ㄑ一ㄝ：  

（Ｂ）ㄑ一ˋ  

（Ｃ）ㄑ一ㄝˋ  

（Ｄ）ㄉㄨㄟ 

（Ｃ） 3. 意興「ㄌㄢˊ」珊：「ㄌㄢˊ」字為 

（Ａ）蘭  （Ｂ）婪  

（Ｃ）闌  （Ｄ）斕 

（Ｃ） 4. 下列「 」中的字，讀音正確的選項是：  

（Ａ）鄭「燮」：ㄒㄧㄢˋ  

（Ｂ）「賑」災：ㄓㄥˋ  

（Ｃ）窗「櫺」：ㄌㄧㄥˊ  

（Ｄ）病「榻」：ㄊㄚ  

（Ａ） 5. 下列各組「 」內注音符號所表示的字，字形相同的是：  

（Ａ）獨「ㄕㄨˋ」一格／「ㄕㄨˋ」大招風  

（Ｂ）糟「ㄊㄚˋ」／床「ㄊㄚˋ」  

（Ｃ）「ㄗㄤ」否／「ㄗㄤ」亂  

（Ｄ）豐「ㄖㄠˊ」／嬌「ㄖㄠˊ」  

（Ｃ） 6. 以管窺天，以「蠡」測海。「蠡」字的讀音為： 

（Ａ）ㄔㄨㄥˊ  （Ｂ）ㄌㄧˇ  

（Ｃ）ㄌㄧˊ   （Ｄ）ㄇㄠˊ 

（Ｂ） 7. 黃髮垂「髫」，「髫」字的讀音為： 

（Ａ）ㄓㄠˋ   （Ｂ）ㄊㄧㄠˊ  

（Ｃ）ㄊㄧㄠˇ  （Ｄ）ㄈㄚˊ 

（Ｄ） 8. 下列選項「 」內的字音，何者有誤？  

（Ａ）不愛珍器重寶、肥「饒」之地：ㄖㄠˊ  

（Ｂ）臨不測之「谿」以為固：ㄒㄧ  

（Ｃ）甕「牖」繩樞之子：ㄧㄡˇ 

（Ｄ）執捶拊以鞭「笞」天下：ㄊㄞ 。 

（Ｄ） 9. 政府才剛研議幾項穩定匯率的新措施，消息便不「ㄐㄧㄥˋ」而走。「ㄐㄧㄥˋ」字的正確國字為： 

（Ａ）竟  （Ｂ）徑   （Ｃ）競  （Ｄ）脛 。 

（Ｂ） 10. 下列文句，何者沒有出現錯別字？  

（Ａ）結束一天的工作，治偉露出一絲疲備的神情  

（Ｂ）奶奶吃力地墊著板凳，擦拭神明桌上的香爐  

（Ｃ）母親對於當時未能對那位獨居老人及時伸出援手，至今仍感到非常遺撼  

（Ｄ）反正只要一問到他的成績，他就知知吾吾說不出話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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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作文：(4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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