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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單一選擇題（每題 1 分，計 22 題） 

 
1. 寄信給老師，信封上收信人名字後面的敬語應該使用哪一個？ 

（A）安啟； （B）鈞啟； （C）道啟； （D）敬啟。 
 

2. 如果要為祖父慶祝八十大壽，下列那一項祝賀的題辭不適當？ 

（A）典型足式； （B）松柏常青； （C）松鶴延齡； （D）壽比南山。 
 

3. 下列題辭中，何者不適用於「結婚」？ 

（A）鐘鼓樂之； （B）懸河唾玉； （C）連理交枝； （D））琴瑟友之。 
 

4. 下列祝賀題辭，用法正確的是： 

（A）「弄璋之喜」賀生子； （B）「絳帳春風」賀結婚； 

（C）「喬遷之喜」賀高升； （D）「業紹陶朱」賀遷居。 
 

5. 以下有關稱謂與禮俗的敘述，何者錯誤？ 

（A）古人稱公婆為「翁姑」； 

（B）設宴送人遠行稱「餞行」； 

（C）「七秩晉二壽誕」意即七十二歲生日； 

（D）訃文上稱「先慈王母張太夫人」，則死者本姓王，夫家姓張。 
 

6. 關於信封的繕寫，何者正確？ 

（A）直式信封寄信人的地址、姓、緘封詞寫於框右欄； 

（B）寫給父母啟封詞可用「安啟」； 

（C）橫式信封上行書寫受信人的郵遞區號、地址、姓名、稱謂、啟封詞； 

（D）信封上的稱謂是寄信人對受信人的稱呼。 
 

7. 老蔣想開一家賣字畫兼教書法的專門店，以下那一副對聯最貼切？ 

（A）淡煙浮墨朝臨帖，古鼎焚香夜賦詩； （B）春風大雅能容物，秋水文章不染塵； 

（C）未出土時已有節，及凌雲處仍虛心； （D）客去茶甘留舌本，睡餘書味在胸中。 
 

8. 「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鐵無辜鑄佞臣」，這副對聯所說，與哪一位古人有關？ 

（A）諸葛亮； （B）蘇軾； （C）岳飛； （D）文天祥。 
 

9. 如果面對房子，門聯的正確規範，下列何者正確？ 

（A）右方為上聯，左方為下聯；上聯最後一字為仄聲； 

（B）左方為上聯，右方為下聯；上聯最後一字為仄聲； 

（C）右方為上聯，左方為下聯；上聯最後一字為平聲； 

（D）左方為上聯，右方為下聯；上聯最後一字為平聲。 
 

10.  最近有三位親友，一位要做生日，一位要搬新家，一位要結婚。你打算包紅包送給三位，下列何者為最 

適合的題辭？ 

（A）壽並山河／喬遷之喜／佳偶天成； （B）湯餅之樂／君子攸居／文定吉祥； 

（C）宏圖丕煥／堂構更新／鸞鳳和鳴； （D）弄璋之喜／美輪美奐／開物成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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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關於稱謂的說明，下列何者正確？ 

（A）外子：媽媽稱呼在外求學的兒子； （B）賢伉儷：尊稱別人夫妻； 

（C）賢喬梓：尊稱別人兄弟； （D）拙荊：妻子謙稱自己丈夫。 
 

12.  寫日記不但可反省自己的行為，還可以培養恆心，練習寫作，真是□□□□的好方法。 

□□□□應填入？ 

（A）豹死留名； （B）永垂青史； （C）一石兩鳥； （D）多此一舉。 
 

13.  「茲事體大，不可□□從事，宜加三思。」空格中應填入的字是： 

（A）冒然； （B）貿然； （C）茂然； （D）霍然。 
 

14.  「蠟像館展出的作品，看來無不□□如生。」空格中應填入的字是： 

（A）詡詡； （B）栩栩； （C）翊翊； （D）歷歷。 
 

15.  「軍隊因糧食□乏，因而軍心□散，吃了敗仗，將以前所打下的功績瞬間化為烏有，真是功虧一□，不 

禁令人□嘆！」句中□依序應填入的字為： 

（A）饋∕潰∕匱∕憒； （B）饋∕匱∕簣∕喟； （C）匱∕潰∕簣∕憒； （D）匱∕潰∕簣∕喟。 
 

16.  張先生自從沉迷賭博後，妻離子散，至今已到了□□□□的地步了。□□□□應填入？ 

（A）窮年累月； （B）窮形極相； （C）窮途末路； （D）窮極思變。 
 

17.  「要他回答問題，他呆了□□，才勉強吐出幾個字來。」□□應填入： 

（A）倏忽； （B）半晌； （C）瞬間； （D）已而。 
 

18.  下列完全無錯別字的文句是： 

（A）看到戰火下倉皇逃離的災民，真讓人感同深受； 

（B）政府才剛宣布幾項穩定匯率新措施，消息便不徑而走； 

（C）各種制度都要仿照西方國家，無異是削足適履； 

（D）原本讓人欣羨的銀幕夫妻，如今已貌和神離。 
 

19.  下列句子何者沒有錯字？ 

（A）爸媽很辛苦，我要照顧他們的下半身； 

（B）喜怒衰樂的回憶，分分湧上心頭； 

（C）慈濟人做好事卻不求回抱，值得我們學習； 

（D）學校的義工媽媽，給了弱勢學童很多協助。 
 

20.  下列成語的用字何者正確？ 

（A）花好月園； （B）良辰美景； （C）風和日曆； （D）山明水袖。 
 

21.  下列成語的用字，何者正確？ 

（A）相形見拙； （B）觸目驚心； （C）按部就班； （D）前居後恭。 
 

22.  冠廷發現，當做下列哪個動作時，左手和右手並「不會」交疊相碰？ 

（A）「攀」上月台； （B）為子「祈禱」； （C）「撫掌」而笑； （D）「揖」讓而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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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單一選擇題（每題 2 分，計 46 題） 
 

23.  如果你要寫一篇「論交友」的作文，下列何者不會是你選擇的合適材料？ 

（A）人生貴相知，何用金與錢； （B）鐘子期死，伯牙終身不復鼓琴； 

（C）獨學而無友，則孤陋而寡聞； （D）天生我才必有用。 
 

24.  春假期間，老師要每位同學選一本小說閱讀，開學後上臺發表讀書心得。請問下列哪一位同學的報告， 

不但讓一旁的老師聽了搖頭，還引起全班同學哄堂大笑？ 

（A）國峰：《論語》讀後感； （B）育賢：《三國演義》讀後感； 

（C）偉國：《水滸傳》讀後感； （D）凱騰：《西遊記》讀後感。 
 

25.  為了自然科報告的需要，婉容連上《鳥類百科大全》網站搜尋資料。請問她所打的四組關鍵字中，哪一 

個是「查詢不到」內容的？ 

（A）鴻鵠； （B）鴻儒； （C）鴟梟； （D）昏鴉。 
 

26.  「病入膏肓」意指： 

（A）病因不明； （B）病症難熬； （C）病情嚴重； （D）病理複雜。 
 

27.  「尸位素餐」意為？ 

（A）行屍走肉； （B）喻人吃素； 

（C）不在其位，不謀其政； （D）佔著職位，只拿錢不做事的人。 
 

28.  「萬人空巷」是指？ 

（A）大難來時，眾人紛紛走避； （B）喻地大物博； 

（C）形容場面盛大，觀眾很多，使巷弄為之一空； （D）戰事激烈之意。 
 

29.  「標新立異」意同於： 

（A）別出心裁； （B）趾高氣昂； （C）枕流漱石； （D）精益求精。 
 

30.  下列「不……不……」的句子，何者有「假如不……，就不……」的涵義？ 

（A）不見不散； （B）不知不覺； （C）不屈不撓； （D）不倫不類。 
 

31.  下列四項中，何者與「美麗的錯誤」所使用的修辭格不同？ 

（A）開明的專制； （B）野蠻的敵人； （C）迷人的嘮叨； （D）無事忙。 
 

32.  宋玉在〈登徒子好色賦〉中形容鄰家女子的長相是：「眉如翠羽，肌如白雪，腰如束素，齒如含貝。嫣 

然一笑，惑陽城，迷下蔡。」其中「嫣然一笑，惑陽城，迷下蔡」所使用的修辭格為： 

（A）誇飾； （B）譬喻； （C）轉化； （D）擬人。 
 

33.  「愛過，方知情重」，隱含時間順序的關係 ── 先愛過，於是才知情重。下 列文句，何者沒有時間順序？ 

（A）朝聞道，夕死可矣； 

（B）光陰者，百代之過客也； 

（C）十年寒窗無人問，一舉成名天下知； 

（D）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然後得一夕安寢。 
 

34.  「板擦兒的命好苦哇！替黑板洗臉，弄髒了身體，還挨了一頓打。」這首童詩的修辭法是什麼？ 

（A）擬人； （B）設問； （C）疊字； （D）對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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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下列修辭句法，何者錯誤？ 

（A）從兩騎，挾二矢，遊西山：排比； （B）用財如糞土：轉化； 

（C）「而豈山中之人哉」：激問兼感嘆； （D）棄車馬，毀冠服：對偶。 
 

36.  「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惡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 

（孟子公孫丑上）此句的修辭格是？ 

（A）對偶； （B）映襯； （C）頂真； （D）排比。 
 

37.  「方便」這個詞原本有適宜便利之意，但是下列哪一個用法與其他大不同？ 

（A）「對不起，我去方便一下。」； 

（B）「我下次到美國，希望你能幫忙提供些方便。」； 

（C）「如果你最近手頭不方便的話，我可以先借你」； 

（D）「請您行個方便，幫幫忙吧！」 
 

38.  詞語的意義會隨時代變遷或語言情境不同而有所變化，下列「 」中的詞語，何者前後意思相同？ 

（A）他的衣著總是不合時宜，常常貽笑「大方」／林家的大女兒已長大，落落「大方」，討人喜歡； 

（B）方媽媽是一個「古道」熱腸的人／走在秋日「古道」上，勾起思鄉愁緒； 

（C）面容憔悴，「顏色」枯槁／被老闆臭罵了一頓，他的「顏色」十分不好看； 

（D）他非常「風流」，經常處處留情／吾愛孟夫子，「風流」天下聞。 
 

39.  「蓊蓊鬱鬱、離離蔚蔚、蕞爾之地、芳草萋萋、期期艾艾」共有幾個詞語可用來形容草木茂盛？ （A） 

二個； （B）三個； （C）四個； （D）五個。 

40.  下列何者是用來比喻「光陰可貴」？ 

（A）瞬息萬變； （B）寸陰尺璧； （C）機不可失； （D）紙短情長。 
 

41.  下列何者是用來比喻「錯過了接近的機會」？ 

（A）鬱鬱寡歡； （B）失之交臂； （C）拂袖而去； （D）功敗垂成。 
 

42.  下列那一個答案不是用來形容美人？ 

（A）瞠目結舌； （B）傾國傾城； （C）沉魚落雁； （D）巧笑倩兮。 
 

43.  〈縱囚論〉說：「刑入於死者，乃罪大惡極，此又小人之尤甚者也。」以下哪個成語與「罪大惡極」的 

意思不相同？ 

（A）罪孽深重； （B）罪該萬死； （C）罪惡滔天； （D）罪魁禍首。 
 

44.  「三月不知肉味」是比喻： 

（A）生活清苦； （B）音樂感人； （C）性喜自然； （D）清心寡欲。 
 

45.  「如秋水，如寒星，如寶珠，如白水銀裡養著兩丸黑水銀」，其中「如白水銀裡養著兩丸黑水銀」是在 

形容眼睛： 

（A）聰慧； （B）靈活； （C）秀麗； （D）黑白分明。 
 

46.  「一硯不持」意謂？ 

（A）讀書不肯用功的人； （B）喻好逸惡勞的人； 

（C）目不識丁的人； （D）比喻為官清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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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鸚鵡學舌」意為？  

 （A）模仿別人言語，而無自己看法； （B）多嘴的樣子； 

 
 
48. 

（C）口才很好之意； 

以下有關「龍」的成語何者為非？ 

（D）說話諷刺之意。 

（A） 擺龍門陣：比武； （B） 鳳髓龍肝：珍稀的食物； 

（C） 附鳳攀龍：趨附權貴，以求進升； （D）老態龍鍾：年老體弱，舉止行動不靈活。 
 

49. 下列哪一組不是同義詞？  

 （A）變化倏忽／變化無定； （B）以順處逆／逆來順受； 

 
 
50. 

（C）奔放肆大／涓涓細流； 

下列成語解釋，何者錯誤？ 

（D）詞理精確／言簡意賅。 

（A）山明水秀：風景優美； （B）一例相看：一視同仁； 

（C）回心轉意：心中有不可告人之隱情； （D）殺人不眨眼：極言其凶狠殘忍。 

51.  下列詞語何者不可用來形容「極為危險」？ 

（A）捋虎鬚； （B）臨深淵； （C）批逆鱗； （D）纓其冠。 

52.  下列何者不是「母親」的代稱？ 

（A）椿庭； （B）慈顏； （C）萱親； （D）萱堂。 

53.  寡廉鮮恥之人，□□□□，最讓人看不起。□□□□不可填入？ 

（A）奴顏婢膝； （B）閹然媚世； （C）克己復禮； （D）屈意迎合。 

54.  下列詞語，何者所指涉的意義與其他三項意思差距最遠？ 

（A）區區； （B）洞然； （C）昧昧； （D）埳井。 

55.  下列成語，何者詞義相反？ 

（A）五花八門／各色各樣； （B）名聞遐邇／家喻戶曉； 

（C）大排長龍／門可羅雀； （D）得其所哉／如願以償。 

56.  下列哪一組詞語的意義完全相反？ 

（A）虛懷若谷／師心自用； （B）鳴琴垂拱／無為而治； 

（C）即近知遠／一葉知秋； （D）戰戰兢兢／戒慎恐懼。 

57.  下列四組語句中，其中「」內的字詞，字義相同的選項是： 

（A）「老大」嫁作商人婦／ 我在家中排行「老大」； 

（B）馬路上汽車的廢氣，「臭」氣撲鼻／朱門酒肉「臭」，路有凍死骨； 

（C）風簷展書讀，古道照「顏色」／牆壁上的油畫，「顏色」鮮豔而調和； 

（D）危險動作別嘗試，小心弄「假」成真／ 處事要公正，不可「假」公濟私。 

58.  下列各句中「 」之詞語，使用正確的是？ 

（A）在一片缺水聲中，瓶裝飲用水的價錢「風起雲湧」，令人吃不消； 

（B）俊宇這幾年仕途「目不暇給」，羨煞了許多人； 

（C）做學問要有耐性，鑽研久了必如「盤根錯節」，漸入佳境； 

（D）有些人隱居深山，藉此博取美名以「待價而沽」，為自己闢築一條終南捷徑，然而終究難掩其追求 

名利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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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下列形似字，何組讀音完全相同？ 

（A）漱／嗽／簌； （B）幟／熾／識； （C）綢／稠／惆； （D）怜／伶／冷。 
 

60.  下列詞語，何者運用正確？ 

（A）花東縱谷有連綿「間隔」的山峰； 

（B）春天「降落」大地，一切都欣欣向榮； 

（C）老張是個勢利鬼，一心只想「攀附」權貴； 

（D）旭日初昇，更添幾分「朦朧」的美感。 
 

61.  下列成語的運用，何者正確？ 

（A）他為人誠懇，「華而不實」，深受大家歡迎； 

（B）他的文章「聲聞過情」，讀來令人不勝唏噓； 

（C）一個讀書人對自己的「用舍行藏」一定要知所分際； 

（D）光有聰明而不認真，那簡直就是「大智若愚」。 
 

62.  「怠惰是人類的敵人，會讓人類的肉體沉睡。勞動是人類最好的朋友，它會帶給人類新的力量。」以上 

警語是針對世人哪一種通病而發的？ 

（A）好逸惡勞； （B）自私自利； （C）貪得無厭； （D）光說不做。 
 

63.  「所謂口才，往往是說話的武裝。最理想的對話不一定兩人都有口才，因為口才宜於應敵，卻不宜用來 

待友。」（余光中）作者的意思是，要贏得友誼，需要的是？ 

（A）和朋友脣槍舌戰，才能訓練彼此的口才； 

（B）真誠的對待，敦厚的言談； 

（C）樸拙木訥的態度，一切盡在不言中； 

（D）以流利的言辭，表達自己的情感，才可贏得對方的信賴。 
 

64.  「那個名叫『失敗』的媽媽，其實不一定生得出那個名叫『成功』的孩子─除非她能先找到那位名為『反 

省』的爸爸。」（張曉風）關於這段話，以下的解讀何者正確？ 

（A）失敗了不必氣餒，因為失敗正是踏上成功的階梯； 

（B）成功之後不可志得意滿，隨時反省，戰戰兢兢，才能永遠飽嘗成功的果實； 

（C）失敗之後要檢討反省，力求改進，方能到達成功的彼岸； 

（D）爸爸經常反省自己，小孩子在耳濡目染之中，更能反求諸己，獲致成功。 
 

65.  徐志摩〈朝霧裡的小草花〉：「我此時在這蔓草叢中過路，／無端的內感，惘悵與驚訝，／在這迷霧裡， 

在這岩壁下，／思忖著，淚怦怦的，人生與朝露」，詩中「人生與朝露」一句指的是人生如朝露般： 

（A）清新晶瑩； （B）短暫易逝； （C）圓滿自在； （D）冷暖自知。 
 

66.  下列疊字中，何者不屬於聲音的描寫？ 

（A）迢迢； （B）琅琅； （C）唧唧； （D）錚錚。 
 

67.  下列何者為狀聲詞？ 

（A）鄉人「憒憒」； （B）見「喋聒」不堪； 

（C）碩大芳馥，「纍纍」滿樹； （D）「關關」雎鴆，在河之洲。 
 

68.  下列哪一個字的造字原則不屬於象形？ 

（A）山； （B）江； （C）月； （D）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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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單一選擇題（每題 3 分，計 12 題） 
 

69.  文學作品中往往藉由景物的描寫來烘托渲染作者的心情，以收意在言外之效，如白居易〈琵琶行〉「別 

時茫茫江浸月」，象徵離別時的徬徨無依。下列各選項的賞析中，何者敘述有誤？ 

（A）〈與元微之書〉「黃蘆苦竹繞宅生」：象徵心情的苦悶； 

（B）〈黃鶴樓〉「日暮鄉關何處是？煙波江上使人愁」：日暮鄉關，喻日益滋生的鄉愁； 

（C）〈始得西山宴遊記〉「悠悠乎與灝氣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與造物者遊，而 不知其所窮」：寫對 

未來感到一片茫然； 

（D）〈晚遊六橋待月記〉「花態柳情，山容水意」：描寫待月之趣。 
 

70.  「他被雷聲風聲雨聲/追趕至垓下/糧絕/兵盡/狂飆折斷纛旗/烏騅赫然咆哮/時不利兮可奈何」這首新詩歌詠 

了一位著名的英雄豪傑，與詩中所涉史實有關的是下列哪一個成語？ 

（A）一見鍾情； （B）二八年華； （C）三顧茅廬； （D）四面楚歌。 
 

71.  歐陽脩〈生查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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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淚濕春衫袖。」這是以哪一個節慶為背景？ 

（A）元宵節； （B）春節； （C）中秋節； （D）冬至。 
 

72.  下列詩作若依內容判讀，分類不當的是： 

（A）柳花深巷午雞聲，桑葉尖新綠未成。坐睡覺來無一事，滿窗晴日看蠶生：田園詩； 

（B）洞房昨夜停紅燭，待曉堂前拜舅姑。妝罷低聲問夫婿，畫眉深淺入時無：閨怨詩； 

（C）烽火城西百尺樓，黃昏獨坐海風秋。更吹羌笛關山月，無那金閨萬里愁：邊塞詩； 

（D）千里鶯啼綠映紅，水村山郭酒旗風。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樓臺煙雨中：詠史詩。 
 

73.  白居易與元稹作品描繪現實、同情百姓，具有漢樂府「歌詠民生疾苦」的現實精神，文學史上被稱為： 

（A）新樂府運動； （B）古文運動； （C）近體詩運動； （D）白話文運動。 
 

74.  「是那樣萬般無奈的凝視，渡口旁找不到一朵可以相送的花，就把祝福別在襟上吧！而明日， 明日又隔

天涯。」 以上是席慕蓉〈渡口〉一詩，內容情致與下列何者最相近？ 

（A）執手相看淚眼，竟無語凝噎。念去去、千里煙波，暮靄沉沉楚天闊（柳永〈雨霖鈴〉）； 

（B）梳洗罷，獨倚望江樓。過盡千帆皆不是，斜暉脈脈水悠悠，腸斷白蘋洲（溫庭筠〈憶江南〉）； 

（C）閨中少婦不知愁，春日凝粧上翠樓。忽見陌頭楊柳色，悔教夫婿覓封侯（王昌齡〈閨怨〉）； 

（D）霧失樓臺，月迷津渡，桃源望斷無尋處。可堪孤館閉春寒，杜鵑聲裏斜陽暮（秦觀〈踏莎行〉）。 
 

75.  關於中國的古典詩歌，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A）「楚辭」一詞至漢代才確立； 

（B）古詩十九首是漢代五言詩的成熟之作； 

（C）南北朝民歌的特色之一是經常使用雙關語詞； 

（D）《東坡樂府》指的是蘇軾的詩。 

 
76.  □甲 曲； □乙 詩； □丙 詞； □丁 楚辭； □戊 詩經。 

依中國韻文的發展先後順序排列，下列何者正確？ 

（A）□丁 □戊 □乙 □丙 □甲； （B）□戊 □丁 □乙 □丙 □甲； （C）□戊 □甲 □乙 □丙 □丁； （D）□丁 □丙 □戊 □甲 □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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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四大奇書」是我國的古典小說，指的是？ 

（A）《水滸傳》《三國演義》《西遊記》《金瓶梅》； 

（B）《水滸傳》《金瓶梅》《西遊記》《紅樓夢》； 

（C）《西遊記》《紅樓夢》《水滸傳》《鏡花緣》； 

（D）《西遊記》《金瓶梅》《紅樓夢》《老殘遊記》。 

 

78. 下列關於《史記》的敘述何者正確？ 

（A）「史記」一詞，始終專稱司馬遷撰作之史書； 

（B）是我國第一部編年體通史； 

（C）體例分為本紀、表、書、世家與列傳； 

（D）「列傳」載記的是諸如朝章國典之大政大法。 

 

79. 關於「古體詩」與「近體詩」的敘述，何者正確？ 

（A）古詩受句法限制；近體詩不受句法限制； 

（B）古體詩限用一韻；近體詩可通韻； 

（C）古體詩有對句，但不嚴格規定；近體詩對偶、平仄皆有規則； 

（D）古體詩僅有五言、七言；近體詩包括絕句、律詩。 

 

80. 下列各著名作家中，均曾致力於五四新文學運動的是？ 

（A）俞平伯、徐志摩； （B）胡適、三毛； （C）黃春明、白先勇； 

 
 
（D）朱自清、王鼎鈞。 

 

========== 以下空白 ========== 



答案 

1 C 2 A 3 B 4 A 5 D 
6 B 7 A 8 C 9 A 10 A 

11 B 12 C 13 A 14 B 15 D 
16 C 17 B 18 C 19 D 20 B 
21 C 22 A 23 D 24 A 25 B 

26 C 27 D 28 C 29 A 30 A 
31 B 32 A 33 B 34 A 35 B 
36 D 37 A 38 C 39 B 40 B 
41 B 42 A 43 D 44 B 45 D 
46 D 47 A 48 A 49 C 50 C 
51 D 52 A 53 C 54 B 55 C 

56 A 57 B 58 D 59 C 60 C 
61 C 62 A 63 B 64 C 65 B 
66 A 67 D 68 B 69 C 70 D 
71 A 72 B 73 A 74 A 75 D 
76 B 77 A 78 C 79 C 80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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