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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 101 年職業學校畢業程度自學進修學力鑑定考試 

國文科  試 題 
准考證號碼：□□□□ 

注 

意 

事 

項 

一、本試題共 50 題，每題 2 分，共 100 分。每題都有(A)(B)(C)(D)四個答案，其中只有一

個答案是正確的。將正確的答案選出，然後在答案卡同一題號相對位置寫上正確答

案，答對者得題分，答錯者不倒扣，不答者以零分計。 

二、請先在試題卷首准考證號碼之方格內填上自己的准考證號碼，考完後將「答案卷卡」、

「試題」一併繳回。 

1.下列「 」內的讀音，何者正確？ 

   (A)邂「逅」：ㄍㄡˋ                    (B)「蓓」蕾：ㄆㄟˊ    

   (C)咆「哮」：ㄒㄧㄠ      (D)粗「獷」：ㄎㄨㄤˋ 

2.下列各組「 」內的字音，何者兩兩相同？ 

   (A)荒「謬」╱未雨綢「繆」                (B)「熾」熱╱旗「幟」        

(C)編「輯」╱通「緝」                    (D)名聞「遐」邇╱公餘之「暇」 

3.下列成語，何者用字有誤？ 

   (A)童叟無欺     (B)不脛而走     (C)詡詡如生          (D) 金榜題名 

4.「順手□羊」、「見異思□」、「□強附會」、「孟母三□」，上列成語□內所缺的字，依 

  序應填入： 

     (A)遷╱遷╱牽╱牽   (B)牽╱遷╱牽╱遷    (C)遷╱牽╱遷╱牽   (D)牽╱牽╱遷╱遷 

5.下列各組「 」中的注音寫成國字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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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ㄍㄢˇ」交集╱「ㄍㄢˇ」同深受     (D)有「ㄓㄠ」一日╱「ㄓㄠ」然若揭 

6.下列成語，何者與「書信」無關？ 

   (A)沉魚落雁          (B)雁足傳書          (C)雁去魚來         (D)魚雁往返 

7.「他自小家境不好，常常□□□□，忍飢挨餓，所以很能體會這些難民的感受。」缺空中 

適合填入下列哪一個成語？ 

(A)食不果腹          (B)垂涎三尺          (C)唇亡齒寒         (D)亡羊補牢 

8.依關鍵字詞「彭澤、五柳、東籬、折腰」上網搜尋，你會找到下列那一位文人的資料？ 

   (A)白居易            (B)陶淵明             (C)李商隱           (D)馬致遠  

9.「鳴琴垂拱，不言而化。」（魏徵〈諫太宗十思疏〉）其中「鳴琴垂拱」的意思是指： 

     (A)整肅儀容         (B)琴藝出眾           (C)無為而治         (D)禮樂並重 

10.「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蘇軾〈水 

   調歌頭〉）詞中的「嬋娟」是指： 

     (A)嫦娥             (B)織女               (C)玉兔             (D)月亮 

11.「江楓漁火對愁眠」所表示的季節和下列哪一句相同？ 

     (A)一盞寒泉薦秋菊  (B)瑤琴一曲來薰風    (C)吹面不寒楊柳風    (D)晝長吟罷蟬鳴樹 

  12.文學史上有許多文人被相提並論，下列三人並稱的關係，哪一組屬於兄弟檔？ 

     (A)詞家三李：李白、李煜、李清照          (B)三曹：曹操、曹丕、曹植 

   (C)三蘇：蘇洵、蘇軾、蘇轍                (D)三袁：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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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下列文句，哪一句沒有讚美的意思？ 

   (A)小李外表冷漠，實則古道熱腸          (B)你的殺球技巧真不含糊      

   (C)他做人圓滑，果真是長袖善舞          (D)總經理行事果斷，不拖泥帶水 

14.「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是范仲淹〈岳陽樓記〉中的名句。請問，它所呈現 

   出來的是屬於中國思想中哪一家的思想？ 

   (A)墨家      (B)儒家      (C)道家      (D)縱橫家 

15.王伯伯問小新：「令堂在家嗎？」小新回答：「令堂去上班了。」小新的回答顯然是錯誤 

   的。「令堂」應更正為： 

   (A)家父      (B)先父    (C)家母              (D)先慈 

16. 下列哪一個詞不是指「很短的時間」？ 

   (A) 須臾              (B)彈指           (C)瞬間              (D) 曩時 

17.「如今人方為刀俎，我為魚肉，何辭為？」（《史記‧鴻門宴》）「人為刀俎，我為魚肉」 

   這句話的意思與下列哪一句話相同？ 

   (A)寧以義死，不苟幸生   (B)暴政虐民，生靈塗炭 

  (C)甘居人後，肯讓人先    (D)處於弱勢，任人宰割 

18.「不論年紀、地位，只要懂的比我多，就是我的老師。這是我從〈   〉中所領略到的道理。」 

   書名號內 有可能是哪一篇文章？ 

     (A)〈師說〉      (B)〈勸學〉     (C)〈岳陽樓記〉         (D)〈廉恥〉 

19.閱讀下列這首詩，推斷詩中所吟詠的是哪一種昆蟲？ 

   「感謝你們╱對於我╱小小的存在╱還報予╱生命 熱烈的╱掌聲」 

   (A)蜜蜂      (B)蟬       (C)蚊子                 (D)蝴蝶 

20.下列店家的命名，哪一個沒有使用「諧音雙關」的修辭法？ 

   (A)大呼小叫（通訊行）   (B)泰部象畫（泰式料理店）  

   (C)好粥到（廣東粥店）             (D)烤狀猿（燒烤店） 

21.小明要在教師節寫卡片送給曾經教過他的老師，下列哪一句話 適合寫進卡片當中？ 

   (A)行千里路，讀萬卷書           (B)一寸光陰一寸金，寸金難買寸光陰                

   (C)十萬青年，十萬軍               (D)三尺講臺、三寸舌、三寸筆、三千桃李            

22.現代人的皮夾裡裝的往往不只有現金，還有琳琅滿目、各式各樣的卡片。下列是節選自 

   徐國能〈未來世界‧卡式生活之一日〉的句子，缺空處 適合填入哪一個答案？   

   「插入捷運儲值卡搭往明日╱插入□□卡對機器說出相思╱插入金融卡提領前半生的意 

   義╱插入信用卡預支後半生的空寂╱插入□□卡聆聽心臟雜音與生命密談」 

   (A)影印╱電話      (B)電話╱健保 (C)影印╱保全           (D)會員╱健保 

23.「上帝送給動物們一對翅膀，但翅膀太重了，誰都不願意背。小鳥心想：『這或許是上帝 

  的恩賜。』於是背上翅膀，沒想到卻飛上了天空。許多動物目睹此景，心中後悔不已。」 

   請問這則寓言故事在說明什麼道理？ 

   (A)勇於接受挑戰，才能享受成長的喜悅     (B)失敗是成功的墊腳石      

   (C)天才與凡人只有一線之隔               (D)自信是成功的訣竅 

24.「每種人生都可以自在快樂，不一定要為單一價值擠破頭。」這句話的觀念和下列哪一句  

   話 接近？ 

   (A)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               (B)要怎麼收穫，必先那麼栽      

   (C)天下無難事，只怕有心人               (D)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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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有些詞語融合了動物習性，使語意更生動，如「狐疑」就是借狐狸的多疑來形成詞彙。下 

   列關於動物的詞彙，哪一個使用不恰當？ 

   (A)遇到困難千萬不要「龜縮」不前         (B)騎機車切勿「蛇行」      

   (C)大家排隊「魚貫」而入                 (D)期待已久的旅行令他非常「猴急」 

26.求職者：「我有六十張證照，而且是比賽的常勝軍，等著我去上班的公司已經從台北排到 

   高雄了。」面試者：「你年紀輕輕，經歷卻讓人目瞪口呆！本公司一向歡迎腳踏實地的新 

   人，請回去等候消息吧！」這則對話的用意是什麼？ 

   (A)誇耀無法帶來成功，誠實卻能贏得更多信任 

   (B)求職時一定要充滿自信才能增加錄取的機會      

   (C)不到 後關頭，絕不輕言放棄   

   (D)靠山山倒，靠人人倒，靠自己 好 

27.小林應徵工作處處碰壁，因為他的待遇要求寫著：「無魚肉也可無雞鴨也可清茶淡飯不可  

  少薪水也不要」。某公司一位以苛刻聞名的主管看了，竟然欣喜地錄取他。請問這位主管 

  有可能把這個待遇要求解釋成： 

   (A)「無魚，肉也可；無雞，鴨也可。清茶淡飯不可，少薪水也不要。」 

   (B)「無魚肉也，可；無雞鴨也，可。清茶淡飯，不可，少薪水也，不要。」 

   (C)「無魚肉也可，無雞鴨也可，清茶淡飯不可少，薪水也不要。」 

   (D)「無魚肉，也可；無雞鴨，也可。清茶淡飯，不可；少薪水，也不要。」   

28.「林書豪為了進入NBA打球，已抱著□□□□的決心，無論訓練如何艱辛，他都咬著牙撐 

   下來。」缺空處 適合填入下列哪一個成語？ 

            (A)玉石俱焚      (B)一意孤行      (C)閉門造車         (D)破釜沉舟 

         29.「別人考九十五分要下跪，要是我考九十分，大概要放鞭炮慶祝了。」這句話所使用的修 

            辭技巧為： 

            (A)映襯      (B)誇飾      (C)層遞             (D)頂針 

         30.「牛牽到北京也是牛」，這句閩南語俗諺的意思是什麼？ 

            (A)比喻少見多怪       (B)形容人不自量力    

   (C)比喻人不明事理       (D)比喻人本性難移 

         31.「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涼風冬有雪。若無閑事掛心頭，便是人間好時節。」（宋‧無門

  

是在說明： 

     

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孟子‧公孫丑》）文中「運 

   

鍊，嘩啦啦拉開兩山的翠綠。 哪個選項？ 

            (D)森林 

34

  和尚〈頌〉）這首詩的主旨

 (A)無事擾心，知足常樂   (B)氣候溫和，風光明媚 

   (C)隨遇而安，精神愉快   (D)四時景致，各有所長 

32.「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

之掌上」 的意思是指： 

(A)謀劃策略          (B)難以完成   (C)非常容易         (D)孤立無援 

33.「□□如一條拉 」以上譬喻句的喻體 適合填入

   (A)大海       (B)山風          (C)瀑布 

.在下列哪一本書中可以找到中國豪俠類的英雄人物？ 

 (A)《白蛇傳》        (B)《西廂記》      (C)《水滸傳》       (D)《紅樓夢》   

35.「家有敝帚，享之千金。」（曹丕〈典論論文〉）這句話的意思是指： 

     來看待 

(C)家裡有破掃把，可享千年之福          (D)家人拿著破掃把掃出千兩黃金 

(A)識貨的人能化腐朽為神奇              (B)家裡的破掃把卻把它當千金寶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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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中國人向來忌諱直接說「死」，因此有不少替代的詞彙。下列文句「 」內的詞，哪一個 

   不是指「去世」？ 

     (A)差不多先生就「一命嗚呼」了         (B)那位高僧「圓寂」了     

(C)老一輩的人多已「凋零」             (D)他躺在醫院，「奄奄一息」 

37.下列「  」內的注音，何者正確？ 

(A)徘「徊」：ㄏㄨㄟˊ           (B)話「匣」子：ㄐㄧㄚˊ 

(C)「謫」仙人：ㄉㄧˊ          (D)靦「腆」：ㄊㄧㄢˇ 

38.下列文句「 」中的數目，何者是實數？ 

(A)「三」折肱而成良醫 (B)「三」字經   (C)「千」軍萬馬    (D)「五」光十色 

39.下列唐代詩人之稱號，何者對應正確？ 

(A)孟浩然─詩佛     (B)王維─詩仙      (C)杜甫─詩聖       (D)李白─詩鬼 

40.我們通常在書信中用「賢喬梓」尊稱對方的什麼人？  

   (A)父子            (B)夫婦           (C)兄弟            (D)姊妹 

41.下列何者是用來形容「小心翼翼」的成語？  

(A)奔車朽索        (B)臨深履薄       (C)虎尾春冰        (D)千鈞一髮 

42.黃春明〈死去活來〉：「不是病。醫院說，老樹敗根，沒辦法。」醫生的話代表什麼意思？ 

 (A)心病得要心藥醫                  (B)生命退化的自然現象  

   (C)醫學尚未能解決的神祕領域        (D)無一處不是病，已無藥醫 

43.請判斷下列何者是「秋水文章不染塵」的上聯？ 

   (A)天增歲月人增壽                    (B)百卉吐英春芒盛 

   (C)春風大度能容物                    (D)芳草碧深春雨後 

44.陶潛〈桃花源記〉：「便要還家，設酒、殺雞、作食。」句中「要」字應如何解釋？ 

   (A)邀請             (B)要求            (C)需要          (D)只要 

45.白樸〈沉醉東風〉中言「雖無刎頸交，卻有忘機友」句中「刎頸交」意謂 

   (A)酒肉朋友        (B)生死之交        (C)同窗好友         (D)不存機心的朋友 

46.下列「 」中的成語，何者使用正確？  

   (A)縱使你有「狡兔三窟」之計，天網恢恢，終究難逃法律制裁 

   (B)聽你講話的口氣，一副「初出茅廬」的模樣，實在不像是個社會新鮮人 

   (C)事情總有「不分軒輊」的時候，何必一遇到挫折，就退縮不前呢 

   (D)這支新組成的棒球隊，挾著「暴虎馮河」的氣勢，創造出三連勝的佳績 

47.下列何者不是孔子所提倡的「孝道」？  

(A)內心誠敬              (B)一定讓父母吃 好的、用 好的  

(C)和顏悅色地對待父母    (D)父母死後的喪葬祭祀儀式不可逾越自己的身分 

48.下列題辭哪一個 適合用在祝賀新居落成？  

   (A)宜室宜家      (B)美輪美奐        (C)雀屏中選     (D)龍蟠虎踞 

49.歐陽脩〈醉翁亭記〉：「射者中，弈者勝」，句中的「弈」是指參加什麼活動？ 

 (A)下棋      (B)投壺       (C)猜謎        (D)射箭 

50.「勝敗兵家事不期，包羞忍恥是男兒。江東子弟多才俊，捲土重來未可知。」這首詩描寫

的是下列何人？ 

  (A)岳飛               (B)項羽            (C)關羽            (D)劉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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