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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閩地區 104年自學進修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畢業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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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列文句「 」內字的讀音，何者正確？   

   (A)花「塢」春曉：ㄨ                     (B)邂「逅」：ㄏㄡˋ    

   (C)乾「涸」：ㄍㄨˋ                      (D)「塑」膠：ㄕㄨㄛˋ   

 

2. 下列成語，何者用字完全正確？    

   (A)全神灌注         (B)按步就班          (C)人才倍出         (D)柳暗花明 

 
3. 下列何者不是指「很短的時間」？    

   (A)俄頃             (B)往昔              (C)轉瞬             (D)須臾 

 

4. 下列出自歐陽脩〈醉翁亭記〉一文的文句，何者形容秋天的景色？    

   (A)水落而石出       (B)風霜高潔          (C)野芳發而幽香     (D)佳木秀而繁陰 

 

5. 下列何組詞語屬於同義詞？    

   (A)在下╱閣下       (B)朔風╱春風        (C)泰山╱丈人       (D)紅娘╱姑娘 

 
6. 〈晚遊六橋待月記〉：「西湖最盛，為春為月。一日之盛，為朝煙，為夕嵐。」依作者之意，

西湖何時景色最美？    

   (A)傍晚山中變化的霧氣                    (B)早晨煙霧瀰漫的湖面    

   (C)歲末遍地銀白的雪景                    (D)春天月夜下的山水 

 

7. 下列成語何者沒有讚美的意思？    

   (A)足智多謀         (B)光明磊落          (C)剛毅木訥         (D)優柔寡斷 

 
8. 李商隱〈無題〉：「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乾」，表達堅守愛情，至死不渝。句中

「絲」 字與下列何字是「雙關語」？    

   (A)私               (B)斯                (C)撕               (D)思   

 

9. 「其中往來種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黃髮垂髫並怡然自樂。」（陶淵明〈桃花源記〉）句  

中「黃髮垂髫」是指    

   (A)男人與女人       (B)老人與小孩        (C)官員與百姓       (D)老師與學生 

 

10. 被蘇軾讚美為「文起八代之衰，道濟天下之溺」的文學家是何人？    

   (A)韓愈             (B)柳宗元            (C)王安石           (D)曾鞏 

 
11. 「□補闕漏／奴僕□女／石刻□文」以上空格依序應填入何字？     

   (A)卑／婢／稗       (B)婢／碑／稗        (C)裨／婢／碑       (D)稗／卑／碑 

 

12. 白居易〈琵琶行并序〉文中，那些文句描寫琵琶女「羞怯的姿態」？    

   (A)絃絃掩抑聲聲思，似訴平生不得志        (B)曲罷曾教善才伏，妝成每被秋娘妒    

   (C)春江花朝秋月夜，往往取酒還獨傾        (D)千呼萬喚始出來，猶抱琵琶半遮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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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王老先生過七十大壽，適合贈以何種題辭？    

   (A)杏林春暖         (B)松鶴延齡          (C)福壽全歸         (D)五世其昌 

 
14. （甲）鶼鰈情深；（乙）比翼雙飛；（丙）克紹箕裘；（丁）舉案齊眉；（戊）舐犢情深。以

上成語，與「夫妻」有關的有    

   (A)二個             (B)三個              (C)四個             (D)五個  

 

15. 「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藝經傳皆通習之。」（韓愈〈師說〉）其中「六藝」指的   

是    

   (A)禮、樂、射、御、書、數                (B)風、雅、頌、賦、比、興    

   (C)詩、書、禮、樂、易、春秋              (D)琴、棋、書、畫、詩、詞 

 
16. 歐陽脩〈醉翁亭記〉：「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間也」，意謂醉翁    

   (A)喜歡在遊山玩水時喝酒                  (B)藉著幾分酒意才能欣賞山水    

   (C)喝醉酒後，方能盡情遊樂                (D)非醉於酒，是醉於山水之美。 

 

17. 「悲苦時高歌一節離騷╱千古的志士淚湧如潮╱那淺淺的一灣汨羅江水╱灌溉著天下詩

人的驕傲」。以上現代詩運用了哪一位文人的典故？    

   (A)韓愈             (B)司馬遷            (C)賈誼            (D)屈原  
 
18. 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為孝乎？」由上文可知，孔

子認為事親最難做到的是什麼？     

   (A)使父母維持整潔莊嚴的外貌              (B)服侍父母時保持和顏悅色的態度    

   (C)讓父母盡情享用心目中的美食            (D)用委婉的口氣規勸父母改過 

 

19. 「愛情像□□，開始時總是那麼盛大美麗，卻總有結束的時候。」□□處最適合填入以下   

哪一個詞語？    

   (A)鑽石             (B)浮雲              (C)大海             (D)花季 

 

20. 洛克說：「人們之所以有許多差別，完全是由於教育的緣故。」他的論點與下列哪一種說   

法最相近？    

   (A)人之初，性本善                    (B)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    

   (C)性相近，習相遠                    (D)人性之無分善不善也，猶水之無分於東西也    

 
21. 「從殖民時代遺留下來的一口枯井，／它曾經為我們湧流過生命的活泉。／在它的斷流之

日，我們的生命脫穎而出」上述詩句描述人身體的哪個部位？   

   (A)口              (B)耳               (C)眼              (D)臍 

 
22. 蘇軾〈念奴嬌〉：「亂石崩雲，驚濤裂岸，卷起千堆雪。」此種景象給人的感受，下列哪項

敘述最恰當？    

  (A)光怪陸離          (B)意興風發          (C)驚心動魄         (D)慷慨激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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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甲）□報平安（乙）望□止渴（丙）□喬之壽（丁）□李滿門（戊）罄□難書（己）蕙

質□心。以上六個成語□內填入的植物名稱，重複的是哪一種？    

   (A)竹               (B)蘭                (C)梅               (D)松 

 

24. 范仲淹〈岳陽樓記〉：「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這句話的意思

同於下列哪一個選項？    

   (A)憂國憂民之心，不因窮通而異            (B)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    

   (C)鐘鼎山林，人各有志                    (D)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25. 下列「 」中的詞語，何者可用後者替換？    

   (A) 一一垂「丹青」：史冊                  (B)中道「崩殂」：倒閣    

   (C)「霪雨」霏霏：暴雨                    (D)陷入一個不完的「魘夢」：美夢 

 
26. 「先是傍晚爆胎，再來是夜間車輛陷入冰溝，最終是清晨在寒風刺骨的冰原上翻車。」下

列俗諺何者最適合用來形容上述遭遇？    

   (A)不到黃河心不死    (B)道不同不相為謀    (C)柳暗花明又一村   (D)屋漏偏逢連夜雨 

 

27. 下列歇後語的說明，何者錯誤？    

   (A)啞巴吃黃蓮——有口無心                (B)水仙不開花——裝蒜   

   (C)騎驢看唱本——走著瞧                  (D)肉包子打狗——有去無回 

 
28. 李清照〈聲聲慢〉：「滿地黃花堆積，憔悴損，如今有誰堪摘？」句中的季節和下列何者相

同？    

   (A)吹面不寒楊柳風    (B)都輸他沉李浮瓜   (C)易水蕭蕭西風冷   (D)砌下落梅如雪亂 

 

29. 下列詞語何者所指稱的年紀最大？    

   (A)花甲之年          (B)古稀之年         (C)而立之年         (D)不惑之年 

 

30. 「燈紅酒綠」是由兩組「名詞＋形容詞」的詞語組成。下列詞語，何者也具有相同的結構？       

   (A)月明星稀          (B)魂飛魄散         (C)遠罪豐家         (D)花開富貴  

 

31. 「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

亂賊而不作。」（《禮記．禮運》）請問「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的主要原因是：    

   (A)人民擁有個人土地，自給自足            (B)人們樂意共享資源，沒有私心    

   (C)人們拋棄物質享受，回歸純樸            (D)人們厭惡徒勞費力，安於現狀 

 
32. 下列有關自傳寫作時應注意事項的說明，何者錯誤？    

   (A)應使用正楷書寫，保持字跡端正，忌用草書    

   (B)為展現文字功力，應使用優美言詞表達抽象概念    

   (C)避免使用簡體字，若字形字義不能確定，應查閱字典    

   (D)語氣不卑不亢、莊重平實。不可自大，也不必膽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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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魏徵〈諫太宗十思疏〉一文中提到：「載舟覆舟，所宜深慎，奔車朽索，其可忽乎！」其

中「奔車朽索」是比喻   

   (A)神乎其技         (B)氣勢非凡          (C)奔波勞苦         (D)危險至極 

 

34. 「是誰的笑容，讓百花失色，以傾國之姿，撩動唐朝的風雲，將明皇的心，留在芙蓉帳裡。」

以上歌詞所描述的人物應為    

   (A)武則天           (B)楊玉環            (C)虞姬             (D)綠珠 

 

35. 「夜裡，提著燈籠捉迷藏╱天上的星星╱低頭一看，詫異地說╱我們的同伴什麼時候掉下

去了？」 上文為林清泉所寫的現代詩，這首詩的題目應該是什麼？    

   (A)電燈             (B)雪花              (C)月亮             (D)螢火蟲 

 
36. 荀子〈勸學〉：「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涅，與之俱黑。」談環境對人學習的影響，

其意義近於    

   (A)青出於藍，而勝於藍                    (B)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C)禍福無門，唯人自招                    (D)亡羊補牢，時猶未晚    

 

37. 「元宵、重陽、清明、七夕、除夕、端午、中元」以上節日有幾個在秋天？   

   (A)三個             (B)四個              (C)五個             (D)六個 

 
38. （甲）牝□司晨；（乙）□尾續貂；（丙）□死狗烹；（丁）為□作倀。上述成語的□中皆

是動物名稱，若按十二生肖次序，排在最前面的是    

   (A)甲               (B)乙                (C)丙               (D)丁 

 

39. 「擬人」，是以人的情性賦予其他事物的修辭技巧。下列廣告語，何者使用擬人法？        

   (A)便利商店：「全家就是你家」             (B)海苔：「元本山，原本是座山」    

   (C)醬油：「一家烤肉萬家香」               (D)相機軟片：「它抓得住我」 

 

40. 古人詩文句中常出現友情的描述。試判斷下列詩句，何者描述友情？    

   (A)懷君屬秋夜，散步詠涼天。空山松子落，幽人應未眠    

   (B)美人捲珠簾，深坐蹙蛾眉。但見淚痕濕，不知心恨誰    

   (C)在天願作比翼鳥，在地願為連理枝    

   (D)慈烏失其母，啞啞吐哀音；晝夜不飛去，經年守故林 

 

41. 下列文句，何者沒有語病？    

   (A)氣象局說今天紫外線很強，出門不要忘了防曬，才能避免不曬傷    

   (B)這場意外造成全數死亡，他是其中一個倖免於難者    

   (C)景氣持續低迷，某些人為求生存，竟不惜鋌而走險    

   (D)李先生服務公職數十年，既潔身自好，又奉公守法，值得大家眾口鑠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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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下列有關「髮」的詞語，何者不適合形容「衰老之態」？    

   (A)白髮如銀         (B)齒危髮禿          (C)雞皮鶴髮         (D)吐哺握髮  

 

43. 俗語「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的意思是    

   (A)勇敢做事就不怕犯錯                    (B)粗心大意必然壞事    

   (C)讓事端爆發的關鍵事物                  (D)愛護動物就不能讓牠過度負重 

 

44. 下列文句中的數字，屬於實數的選項是    

   (A)「四」通八達     (B)「九」牛一毛      (C)「三」顧茅廬     (D)「百」廢俱興 

 

45. 下列三則廣告金句：「不在辦公室，也能辦公事」、「管他什麼垢，一瓶就足夠」、「天生超

人氣，不該遭人棄」，它們共同的語言修飾特色是    

   (A)正話反說         (B)刻意押韻          (C)使用對偶         (D)誇大其辭 

 

46. 下列書籍，何者的內容具有「神怪」性質？    

   (A)《聊齋誌異》     (B)《神雕俠侶》      (C)《儒林外史》     (D)《三國演義》 

 

47. 下列含有「東」字的詞語說明，何者錯誤？    

   (A)「東道主」泛稱接待或宴請賓客的主人    

   (B)「東」有「主人」的意思，如「房東」、「東家」    

   (C) 「東宮」為古代太子居住的地方，亦代指「太子」    

   (D) 「東風」為秋天的風向，如「小樓昨夜又東風」 

 

48. 下列選項中，完全沒有錯別字的是    

   (A)由於花園主人的刻意培育，讓梅花與杏桃相次開發，真是賞心閱目    

   (B)阿里山秀麗的景色弛名遠近，尤其是日出時的雲海朝霞更教人嘆為觀止    

   (C)傳統和創新要兼顧，既不可墨守成規，也不宜一味求新    

   (D)嬌魅的眼神是她最令人心醉神迷之處  

 

49. 下列文句，何者沒有「兩相比較，後者為佳」的涵義？    

   (A)禮，與其奢也，寧儉                   (B)與其從辟人之士也，孰若從辟世之士哉    

   (C)天涯何處無芳草，何必單戀一朵花       (D)與其詛咒黑暗，不如點起一支蠟燭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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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試題結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