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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三大題(第 1~36題)答案請畫記在答案卡上。 

一、綜合測驗：（共二十四題，每題二分，共四十八分） 

1.下列選項「」中的字，何組讀音前後相同？ 

（A）閑靜「少」言／年「少」輕狂 

（B）積水「空」明／撥「空」參加 

（C）自「傳」履歷／薪火相「傳」 

（D）慷慨「解」囊／「解」衣欲睡。 

2.下列選項「」中的注音寫成國字後，何組字形前後相同？ 

（A）連帶「ㄗㄠ」殃／「ㄗㄠ」糕透頂 

（B）環「ㄉㄨˇ」蕭然／嗜「ㄉㄨˇ」如命 

（C）清「ㄔㄜˋ」見底／下令「ㄔㄜˋ」查 

（D）「ㄇㄨˋ」名而來／愛「ㄇㄨˋ」虛榮。 

3.下列選項「」中的字，何者意思前後相同？ 

（A）「置」酒招之／放「置」整齊 

（B）不「蔽」風日／一言「蔽」之 

（C）「亙」古永存／綿「亙」數里 

（D）慷慨贈「與」／「與」虎謀皮。 

4.五柳先生傳一文中所說的「極其言，茲若人之儔乎」，主要是

要讚嘆何者？ 

（A）黔婁之妻就像五柳先生一樣 

（B）難以再出現五柳先生這一類的人 

（C）五柳先生是黔婁這一類的人 

（D）黔婁比不上無懷氏與葛天氏。 

5.「無懷氏之民歟！葛天氏之民歟！」這二句話的用意為何？ 

（A）諷刺當時的國君不如無懷氏與葛天氏 

（B）暗寓五柳先生逍遙自適，一如上古社會中的人 

（C）敬佩無懷氏與葛天氏具有仁民愛物的胸襟 

（D）感嘆五柳先生生不逢時，來不及趕上古代的太平盛世。 

6.子曰：「其為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

這段話與五柳先生哪項特質有異曲同工之妙？ 

（A）閑靜少言，不慕榮利  （B）性嗜酒，家貧不能常得 

（C）造飲輒盡，期在必醉  （D）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 

7.五柳先生傳乃陶淵明自況，但為何作者不直接寫自傳？ 

（A）警惕自己風骨嶙峋，不可如柳樹風中低垂 

（B）超然塵外而忘我，故不言自己 

（C）以虛有的名號給人客觀之感，並烘托自己的理想 

（D）因家貧，愧對祖先，故不敢稱名道姓。 

8.下列選項「」中的代詞，所指的對象何者正確？ 

（A）念無與樂「者」→蘇軾  

（B）置酒而招「之」→陶潛 

（C）以樂「其」志→無懷氏之民 

（D）老天爺也「者」→陳之藩的祖母。 

9.「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句中「去」、「留」二字意思

相反，但句意只有「去」而沒有「留」的意思，此稱為「偏

義複詞」。下列選項「」中的詞語，何者與之相同？ 

（A）他不顧個人「安危」，衝去救人 

（B）儘管「軟硬」兼施，也毫無成效 

（C）世態炎涼，如人飲水，「冷暖」自知 

（D）這件事的「是非」曲直，仍無人知曉。 

10.「像愛因斯坦之於〈相對論〉，像我祖母之於我家。」在謝

天一文中作者將兩人相提並論，原因為何？ 

（A）藉此說明東西方文化的差異  

（B）兩人都具有「功成不居」的美德 

（C）兩人地位懸殊，要突顯作者祖母的辛勞 

（D）一人迷信，一人有科學精神，顯示學養的差異。 

 

11.有關謝天一文，下列何者對於文句的詮釋錯誤？  

（A）「記住，飯碗裡一粒米都不許剩」：一粥一飯，當思來處不

易  

（B）「越是真正作一點事，越是感覺自己的貢獻之渺小」:這是

我的一小步，卻是人類的一大步 
（C）「無論什麼事，不是需要先人的遺愛和遺產，即是需要眾

人的支持與合作」：一棵樹不能成森林，一朵花不能成花

園 

（D）「愛因斯坦奮鬥苦思了十幾年的〈廣義相對論〉，數學部分

推給了昔年好友的合作」：無伐善，無施勞 

12.「得之於人者太多，出之於己者太少。」運用了「映襯法」，

使作者的想法更加清楚顯明。下列文句，何者也運用了「映

襯法」？ 

（A）友誼是兩顆心真誠對待，而不是一顆心對另一顆心的敲打 

（B）生活好比旅行，理想是旅行的路線，失去了路線，只好停

止前進 

（C）自由世界最大的缺點，是有錢不能共享；共產社會最大的

優點，是有苦必須同當 

（D）遙遠，什麼叫遙遠？到了河南以後，平原無際，你才知道

什麼叫遙遠。 

13.下列選項，何組為雙聲/疊韻的複詞組合？ 

（A）崎嶇/尷尬     （B）慷慨/慘澹 

（C）抖擻/吩咐     （D）聆聽/糟蹋。 

14.「祖父每年在風裡雨裡的咬牙，祖母每年在茶裡飯裡的自苦，

他們明明知道要滴下眉毛上的汗珠，才能撿起田中的麥穗，

而為什麼要謝天？我明明是個小孩子，混吃混玩，而我為什

麼卻不感謝老天爺？」下列何者最接近作者在這段文字中表

達的觀點？ 

（A）質疑祖父母辛勞付出的動機以及致謝的對象 

（B）敬佩祖父母勤儉刻苦，並感嘆自己不如他們 

（C）欽佩祖父母的辛勞，卻無法認同他們的信念 

（D）憐惜祖父母的樸實，感謝社會對自己的寬容。 

15.下列各文句所傳達的語氣，何者說明正確？ 

（A）如此大功而竟不居，為什麼：疑問語氣 

（B）感謝同事朋友貝索的時相討論：期待語氣 

（C）今天不要忘了，可別太快開動啊：命令語氣 

（D）我明明是個小孩子，混吃混玩，而我為什麼卻不感謝老天

爺：假設語氣。 

16.有關記承天夜遊的課文，以下說明何者正確？ 

（A）本篇是蘇軾在困頓環境下無法成眠，即前往承天寺找友人

一解苦悶之情 

（B）「庭下如積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橫」是形容月光如水，沉

浸在水月莫辨的縹緲之境 

（C）從藻荇交橫，竹柏搖曳，可知承天寺美不勝收，使蘇軾改

變作息，前往欣賞美景 

（D）「念無與樂者，遂至承天寺，尋張懷民」表示蘇軾慶幸自

己能忙裡偷閑，乘興出遊。 

17.記承天夜遊末段，蘇軾言：「但少閑人如吾兩人耳」，下列選

項中何者最接近這「閑」的況味？ 

（A）花自飄零水自流，一種相思，兩處「閑」愁 

（B）江山風月，本無常主，「閑」者便是主人 

（C）遊手好「閑」易蹉跎，回首已是百年身 

（D）小人「閑」居為不善，無所不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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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愛因斯坦之於〈相對論〉」的「於」字，與下列「」中的

字義，何者相同？ 

（A）不汲汲「於」富貴    （B）相與步「於」中庭 

（C）得之「於」人者太多   （D）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19.有關蘇軾的生平及作品說明，哪一選項說明正確？  

（A）蘇軾一生官運亨通，擔任黃州團練副使時期，依其所居住

之處而號東坡居士 

（B）蘇軾在文學藝術上的成就非凡，詩、詞、書、畫、小說各

方面都獨具風格 

（C）蘇軾與父親蘇洵、弟弟蘇轍合稱「三蘇」，「三蘇」並沒有

同列「唐 宋古文八大家」之中 

（D）記承天夜遊除了展現蘇軾隨遇而安的心境，也可感受他曠

達浪漫的情懷。 

20.下列何者與蘇軾夜遊承天寺「元豐六年十月十二日……」所

描述的季節相同？ 

（A）青天漫漫碧水重，知向何山風雪中 

（B）春城無處不飛花，寒食東風御柳斜 

（C）過雨荷花满院香，沈李浮瓜冰雪凉 

（D）秋風蕭瑟天氣凉，草木摇落露為霜。 

 21.同為北宋著名文學家的蘇轍，曾經這樣形容其兄蘇軾：「其

於人，見善稱之，如恐不及；見不善斥之，如恐不盡；見

義勇於敢為，而不顧其害。用此數困於世，然終不以為恨。」

透過以上蘇轍的描述，我們可從中窺知蘇軾的何種特質？ 

（A）風流瀟灑，不拘小節            （B）不卑不亢，進退合宜 

（C）為所當為，盡其在我     （D）清心寡欲，隨遇而安。 

 22.陶淵明詩風質樸，有田園詩人之祖的稱號，下列選項中的詩

句，何者可能是他的田園詩作？ 

（A）相見無雜言，但道桑麻長。桑麻日已長，我土日已廣 

（B）月黑雁飛高，單于夜遁逃。欲將輕騎逐，大雪滿弓刀 

（C）功蓋三分國，名成八陣圖。江流石不轉，遺恨失吞吳 

（D）嶺外音書絕，經冬復立春。近鄉情更怯，不敢問來人。 

23.下列文句「」中的詞語經替換後，何者意思改變？ 

（A）讀書做學問要靠不斷的「累積」，才能成功積累 

（B）他的為人向來是理性中不失「感性」性感 

（C）家庭的「和諧」是社會安定的基礎諧和 

（D）把我的「悲傷」留給自己傷悲。 

 24.把對事物的各種感覺，細膩地描摩出來，稱為「摹寫」。下列

文句使用的摹寫方法，何者正確? 

（A）「五月黃梅天，到處黏糊糊的」視覺摹寫 

（B）「陽光平鋪在草坪上，露珠顯得晶瑩剔透」味覺摹寫 

（C）「米飯上沾了鴨子油，吃起來鹹鹹潤潤的。」觸覺摹寫 

（D）「夏天的風含著花的甜美香氣與陽光的味道」嗅覺摹寫。 

二、成語：請在下列【  】中填入最恰當的成語代號（每題１分，

共５分） 

25.他向這群不良少年挑釁，無異是【  】，讓人捏把冷汗。 

26.世足賽閉幕式有【  】的表演，吸引全球超過 25000人前往觀赏。 

27.他不務正業，長期在鄉里間作威作福，罪行【  】。 

28.志玲姊姊舉辦婚宴，款待好友，席間【  】,賓主盡歡。 

29.即使事業有成，他仍珍愛當年同甘共苦的【  】，令人讚賞。 

 

三、閱讀測驗：(共六題，每題二分，共十二分) 

30.文中「其雛四五，噪而逐貓」，雛雀為什麼會有這樣的行為？

（A）逞英雄的表現              （B）對貓的崇敬 

（C）想和貓追逐嬉戲            （D）母子連心的天性。 

31.「數日，猶望室而噪也。」是雛雀的哪一種心態表現？ 

（A）心有不甘                  （B）稚嫩好奇 

（C）欲入室為巢                （D）對母親的眷戀。 

32.本文主旨為下列何者？ 

（A）諷刺貪官汙吏的魚肉人民    （B）描述貓的勇猛 

（C）說明人類須同情愛護動物    （D）描述雛雀的孝心。 

33.依據本文，「魩仔魚」對於海洋的重要性，不包括下列何者？ 

（A）牠們是海洋魚種，可繁殖各種魚類 

（B）牠們是許多種魚類賴以生存的重要食物 

（C）牠們可提供水產試驗所研究報告的依據 

（D）牠們是沿海漁產的重要資源。 

 34.文中提及「同時也贏得了只有海鮮文化沒有海洋文化的惡

名。」主要諷刺下列何種行為？ 

（A）大啖海產美食，卻不知美食中所包含的養分 

（B）嗜吃海鮮，卻不知如何保護海洋資源 

（C）為吸引遊客消費，不惜破壞自然生態 

（D）提煉各種魚類養分精華，製成商品販售 

35.「那樣無骨、無刺、糊里糊塗地吃掉了我們的海洋生機。」

句中「無骨、無刺」意指下列何者？ 

（A）毫無概念 

（B）奢侈揮霍 

（C）細嚼慢嚥 

（D）魚無骨刺。   

窗外有棗林，雛雀習飛其下。一日，貓蔽身林間，突出噬

雀母。其雛四五，噪而逐貓，每進益怒。貓奮攫之，不勝，反

奔入室。雀母死，其雛繞室啁啾，飛入室者三。越數日，猶望

室而噪也。 

哀哉！貓一搏而奪四五雛之母，人雖不及救之，未有不惻

焉動於中者，而貓且眈眈然，惟恐不盡其類焉。嗚呼！何其性

之忍耶！ 

物與物相殘，人且惡之，乃有憑權位，張爪牙，殘民以自

肥者，何也？ 

(薛福成貓捕雀) 

我們愛吃魩仔魚，說是鈣質豐富、營養豐富；我們一口幾

百條，一餐數千條地囫圇吞，因為嗜吃而渾然不覺：我們已經

吃掉了曾經豐盛的沿海漁產資源，同時也贏得了只有海鮮文化

沒有海洋文化的惡名。 

根據水產試驗所一份研究報告指出，魩仔魚是兩百多種魚

類幼苗的統稱，牠們是海洋魚種數量及海洋食物鍊的基礎。這

樣的捕撈情況若是不加以管理和改善，最後，可能導至整個沿

岸漁業的滅亡。 

照理說，魩仔魚除了是多種魚類的數量基礎，同時牠們也

是多種魚類願意靠岸覓食的主要原因。魩仔魚的確是重要的食

物，但是是許多種魚類賴以生存的重要食物，而絕不是人類賴

以生存的重要食物。 

沒人不曉得，沒有小魚就沒有大魚的簡單道理，而我們吃

魩仔魚竟然一吃吃了一百多年，那樣無骨、無刺、糊里糊塗地

吃掉了我們的海洋生機。 

(節錄自廖鴻基拒吃魩仔魚) 

（Ａ）糟糠之妻     （Ｂ）勢如破竹      （Ｃ）嫉惡如仇 

（Ｄ）罄竹難書    （ＡＢ）囫圇吞棗    （ＡＣ）星羅棋布 

（ＡＤ）奪人眼目   （ＢＣ）虎尾春冰    （ＢＤ）觥籌交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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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改錯：(每格一分，共五分) 

1.近日流感來勢兇兇，防疫措施克不容緩，若是有出現發燒、咳漱、

肌肉酸痛等症狀，要儘快就醫快速帥檢，以免造成疫情漫延。 

1 2 3 4 5 

     

五、字音字形：(每題一分，共十分) 

1.「曾」不吝情去留：          

2. 麥「穗」：                   

3. 坎「坷」：             

4.「供」桌：              

5. 驚「濤」駭浪： 

6.「ㄒㄧㄝˋ」逅： 

7.「ㄐㄧˊ ㄐㄧˊ」可危：  

8. 家「ㄔㄢˊ」萬貫： 

9.「ㄓㄢˋ」抖：  

10.不厭其「ㄒㄧㄤˊ」： 

六、注釋：(1~4題，每題 1分；5~12題，每題 2分；共二十分) 

1. 酣「觴」賦詩： 

2. 向「隅」： 

3. 造飲「輒」盡：  

4. 「掙」來的：  

5. 環堵蕭然：  

6. 簞瓢屢空：  

7. 起行：  

8. 天外飛來一筆： 

9. 瀏覽： 

10.戚戚： 

11.童叟無欺：  

12.名聞遐邇：  

 

 

 

 

 

 

※ 請將本張試卷連同答案卡一併繳回。 

※ 第四~六大題共三十五分。 

   
 班級：_______  座號：_______  姓名：____________ 

 

得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