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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科目：國文            准考證號碼：              頁次：共 12 頁 
第一部分：單一選擇題（每題 1 分，計 22 題） 

1.假設你是一所學校校長，欲邀請一出版社贊助一批圖書予學生作禮物之用，試 

為此邀請信選取最合宜的祝頌語： 

（A）即候道安 

（B）恭頌道安 

（C）敬請道安 

（D）順頌道安 

2.志茵在某大公司購物時，受到售貨員極不禮貌的對待，因此她決定撰寫一投訴 

信，向有關部門表達不滿。投訴信的主要內容，不應包括下列哪項？ 

（A）投訴事件的有關資料，如時間、地點、人物、事件的始末等 

（B）責罵對方，並對有關人員提出強烈的控訴 

（C）提出要求 

（D）提出質詢 

3.學生陳大文去函某書店經理，投訴該店職員，其中一句為：「你那家書店職員 

没有妥善處理我的投訴。」請從以下四個答案中，選出用詞恰當的答案： 

（A）閣下那家書店職員没有妥善處理愚的投訴 

（B）令書店職員没有妥善處理鄙人的投訴 

（C）貴書店職員没有妥善處理本人的投訴 

（D）敝書店職員没有妥善處理吾的投訴 

4.「歸寧」一詞，下列句子中的用法，何者不正確？ 

（A）我要去參加朋友的歸寧喜宴 

（B）天子對諸侯們說：「眾卿歸寧爾邦，造福黎民。」 

（C）新嫁娘出嫁，三朝回門就叫做「歸寧」 

（D）岳父對新女婿說：「你現在就把我的女兒帶回去歸寧吧。」 

5.老師寫信給女學生，稱呼女學生為「女弟」，女學生回信給老師時，不能自稱： 

（A）學生 

（B）女弟 

（C）受業 

（D）弟子 

6.題辭是婚喪喜慶時常用的禮俗，下列「祝賀用語」何者使用不當？ 

（A）賀人生女用「弄璋誌喜」 

（B）賀人結婚用「宜爾室家」 

（C）賀人新居落成用「堂構更新」 

（D）賀人雙壽用「椿萱並茂」 

7.下列信封「啟封辭」何者錯誤？ 



（A）福啟 

（B）道啟 

（C）敬啟 

（D）大啟 

8.小華的祖父過生日，他送了紅包祝賀，上面不該有的題辭為： 

（A）降懸仙翁 

（B）北堂萱茂 

（C）壽富康寧 

（D）南山之壽 

9.下列何者不是「母親」的代稱？ 

（A）慈顏 

（B）萱親 

（C）椿庭 

（D）萱堂 

10.以下各選項「」內的詞語，為日常生活中所習見，其用法不正確的是： 

（A）明晚六時在某酒店某廳敬治「菲酌」，歡迎闔第光臨  

（B）王、謝兩家結「秦 晉之好」，席開百桌，賓主盡歡 

（C）盛情心感，厚禮「璧還」，請見諒 

（D）市長恭喜張夫人所培養的子女，個個都是國家棟樑。母親節當天，特別贈 

送「坤儀足式」的匾額來表揚她 

11.下列成語何者不該用在婚禮場合？ 

（A）百年好合 

（B）天造地設 

（C）素車白馬 

（D）舉案齊眉 

12. 下列對聯，何者可貼在書房督促自己？ 

（A）身無半畝心憂天下／讀破萬卷神交古人 

（B）秋月有情隨夢去／春風無語入簾來 

（C）六禮未成，頃刻洞房花燭／五經不讀，霎時金榜題名 

（D）一室唱隨互助為本／百年好合相勵以誠 

13.請從以下選項選出適合送給老師的題辭： 

（A）功著杏林 

（B）絳帳春風 

（C）克紹箕裘 

（D）功在桑梓 

14.稱讚他人「著作」的詞語是？ 

（A）天降石麟 

（B）芝蘭新茁 



（C）名山事業 

（D）積善餘慶 

15.下列對話中，稱呼用語完全正確的選項是： 

（A）「請問令尊在家嗎？」「愚父剛出門。」 

（B）「寶號生意真興隆。」「多賴大家照顧小店。」 

（C）「明天郊遊，舍弟能去嗎？」「家弟要考試，不能參加。」 

（D）「下週末的宴會請尊夫人一起來參加。」「嫂夫人有事無法參加。」 

16.關於信封的繕寫格式，下列何者正確？ 

（A）于文哲 先生 敬收 

（B）林安華 父親 安啟 

（C）王大忠 老師 大啟 

（D）張有志 校長 道啟 

17.下列選項何者為義近詞？ 

（A）駕返瑤池／駕鶴西歸 

（B）一言九鼎／一呼百諾 

（C）口若懸河／信口雌黃 

（D）鎩羽而歸／滿載而回 

18.下列書信中的提稱語，何者使用不恰當？ 

（A）用於同學：硯席 

（B）用於晚輩：禮鑒 

（C）用於師長：壇席 

（D）用於父母：膝下 

19.下列「」內的詞語，皆是生活中常用的祝頌語，用法合宜的選項是： 

（A）「瓜瓞綿綿」用於祝賀農產豐收 

（B）「椿萱並茂」用於祝賀子孫滿堂 

（C）「弄瓦徵祥」用於祝賀生男 

（D）「近悅遠來」用於祝賀飯店或旅社開幕 

20.下列柬帖用語的說明，正確的是： 

（A）「踵謝」是指親自下跪答禮 

（B）「文定」是指結婚之酒席 

（C）「敬使」是指付送禮人之小費 

（D）「桃觴」是指謝師宴 

21.「何處招魂，香草還生三戶地／當年呵壁，湘流應識九歌心」這是一幅寺廟 

的門聯，請問此廟奉祀的對象應是： 

（A）孟姜女 

（B）項羽 

（C）諸葛亮 

（D）屈原 



22.小華寫信給同學，信封上收信人名字後面的啟封詞應該使用哪一個？ 

（A）安啟 

（B）道啟 

（C）大啟 

（D）敬啟 

 

第二部分：單一選擇題（每題 2 分，計 46 題） 

1.下列選項字形無誤者為： 

（A）兢兢業業／克盡職守 

（B）鞠躬盡悴／窮兵黷武 

（C）倒行逆施／黨同罰異 

（D）正通人和／百廢俱興 

2.下列各聯綿詞中，哪組是「疊韻詞」？ 

（A）婀娜／恍惚 

（B）流離／玲瓏 

（C）婆娑／龍鍾 

（D）憔悴／猶豫 

3.「丈夫死後，她就託迹於空門。」「空門」是指？ 

（A）空無一人的家 

（B）佛門、佛寺 

（C）沒有門的房子 

（D）沒有重心的生活 

4.失業率節節升高，剛被裁員的小林應徵工作時處處碰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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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這一次某公司苛

刻的主管看了竟欣然錄用他，這位主管的意思最有可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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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以管窺天，以蠡測海」意謂： 

（A）氣量狹隘 

（B）學非所用 

（C）貪小失大 

（D）所見狹小 

6.「米珠薪桂」所指何意？ 

（A）山珍海味 

（B）物價昂貴 

（C）食物精美 



（D）奢侈浮華 

7.下列「」中的詞語，何者使用正確？ 

（A）文思細膩的人，生活中的點滴，都可成為寫作「體裁」 

（B）有智慧的人，總是衡量「厲害」關係後，才做出決定 

（C）一個國家的競爭力，從現代化的程度，便可見「一斑」 

（D）台塑創辦人王永慶先生辭世，大家爭相前往瞻仰「儀容」 

8.為古籍設計新標題，可提高讀者的閱讀興趣，也展現了語文的創意思考，以下 

「」內的標題，何者最為適當？ 

（A）「澤畔悲歌」：楚辭 

（B）「科舉的黑暗面」：三國演義 

（C）「儒家的理想國」：韓非子 

（D）「帝國淪亡錄」：老殘遊記 

9.「三月不知肉味」是比喻： 

（A）生活清苦 

（B）性喜自然 

（C）音樂感人 

（D）清心寡欲 

10.現代生活中，我們常不自覺使用許多外來語，下列何者使用最多外來語？ 

（A）那位迷路的歐巴桑被送到派出所，好心的警察請她吃便當 

（B）情人節最夯的商品是鮮花和巧克力 

（C）那位模特兒穿著摩登走進一家餐廳 

（D）百貨公司換季大拍賣，很多人前去血拼，把信用卡刷爆了 

11.五常之禮中「五常」是指： 

（A）仁、義、禮、智、信 

（B）君臣、父子、夫婦、朋友、兄弟 

（C）君臣、父母、翁姑、妯娌、鄰居 

（D）愛、恨、貪、嗔、痴 

12.下列「 」中的詞語，何組意思相同？ 

（A）「大塊」文章百城富有─他被一「大塊」肉噎住了 

（B）衣冠「楚楚」─「楚楚」可憐 

（C）上下一「白」─余強飲三大「白」 

（D）塞翁失馬，「焉」知非福─不經一番寒徹骨，「焉」得梅花撲鼻香 

13.有的歇後語是以「聲音雙關」來傳達言外之意，譬如「梁山泊的軍師－吳（無） 

用」就是如此。請問下列選項中的歇後語，哪一個也是運用「聲音雙關」的

技巧？ 

（A）茶壺煮餃子－肚裡有貨倒不出 

（B）大水沖倒龍王廟－自家人不識自家人 

（C）電線桿上綁雞毛－好大撣子 



（D）千里送鵝毛－禮輕情意重 

14.〈鴻門宴〉:「大行不顧細謹，大禮不辭小讓」，意謂： 

（A）要懂得急流勇退，才有機會東山再起 

（B）做事應著眼於大處，通權達變，不必拘泥小節 

（C）為人處事要注重品德，不必斤斤計較於繁文縟節 

（D）只有謹守謙讓之道，忍人所不能忍，才能成大功立大業 

15.（甲）天花亂□（乙）□步自封（丙）天□地網（丁）此□彼起。上列各□ 

中依序應填入： 

（A）墜／故／羅／仆 

（B）飛／固／羅／落 

（C）落／顧／蘿／仆 

（D）飄／固／維／降 

16.所謂「檄」指的是： 

（A）私人文書，用於贈送親友 

（B）私人文書，用於應酬和唱 

（C）官方文書，用於上奏朝廷 

（D）官方文書，用於軍旅討伐 

17.下列是龍應台〈在受難路上〉的文句，請依文意選出最恰當順序的選項：「猶 

太人是占領者，(甲)一個年輕的以色列女人被殺了；(乙)仇恨中卻長不出和

平；(丙)阿拉伯人是被奴役者；(丁)沙漠中也許可以長出青菜；一歲多的孩

子在屍體邊哇哇大哭。 

（A）乙丁丙甲 

（B）甲丁丙乙 

（C）丙丁乙甲 

（D）丁丙甲乙 

18.關於歇後語的敘述，下列何者不正確？ 

（A）黑白無常敘交情-鬼話連篇 

（B）梁山兄弟-鋌而走險 

（C）肉包子打狗-有去無回 

（D）八仙過海-各顯其能 

19.下列選項「 」中的詞語運用，何者錯誤？ 

（A）天地「攸攸」，竟沒有我容身之處 

（B）「行行」出狀元，擁有一技之長就可能出人頭地 

（C）她想起那場意外就心有餘悸，「久久」不能平靜 

（D）老李處處爭強好勝，大家都勸他應當「曖曖」內含光 

20.《論語‧子路》「名不正則言不順」的語意關係是「若名不正，則言不順」。 

下列文句，何者有相同的語意關聯： 

（A）不怨天，不尤人 



（B）不忮不求 

（C）不悱不發 

（D）不在其位，不謀其政 

21.下列成語解釋，何者錯誤？ 

（A）回心轉意：心中有不可告人之隱情 

（B）一例相看：一視同仁 

（C）山明水秀：風景優美 

（D）殺人不眨眼：極言其凶狠殘忍 

22.「東邊日出西邊雨，道是無晴還有晴。」其中一語雙關的字是： 

（A）東 

（B）西 

（C）雨 

（D）晴 

23.「對淵博友，如讀異書；對風雅友，如讀名人詩文；對謹飭友，如讀聖賢經 

傳；對滑稽友，如閱傳奇小說。」這段話的含義與下列何者較相近？ 

（A）書中自有黃金屋，書中自有顏如玉 

（B）朋友是一本一本的好書 

（C）三更燈火五更雞，正是男兒讀書時 

（D）有朋自遠方來，不亦樂乎 

24.「各種雞鴨魚肉五榖麵包蔬果／入口／化了以後／各種格言童話詩歌真理山

盟海誓／便一一出口／成／章」。這首小詩所描述的對象是： 

（A）嘴巴 

（B）食物 

（C）書本 

（D）廚房 

25.下列何者不是寫秋日懷鄉？ 

（A）古臺搖落後，秋入望鄉心（劉長卿〈秋日登吳公臺上寺遠眺〉） 

（B）叢菊兩開他日淚，孤舟一繫故園心（杜甫〈秋興八首〉） 

（C）落紅不是無情物，化作春泥更護花（龔自珍〈己亥雜詩〉） 

（D）露從今夜白，月是故鄉明（杜甫〈月夜憶舍弟〉） 

26.下列句子的用字，何者完全無誤？ 

（A）此事關係重大，應詳加商灼，不可貿然定案 

（B）這齣戲的男主角演起壞人來絲絲入叩，觀眾看了都想找他算賑 

（C）他才拿了個小獎便得意忘形，令人啼笑皆非 

（D）他考試成績太差，被父親罵得狗血賁頭，不敢回家 

27.下列有關修辭技巧的敘述，何者錯誤？ 

（A）小島跳響在枝上，如琴鍵的起落：譬喻 

（B）那兒的草地都善等待：誇飾 



（C）隱隱的雷笑與冷冷的流歌：聽覺摹寫 

（D）那兒的山崖都愛凝望，披垂著長藤如髮：轉化與譬喻 

28.下列與歷史人物相關的成語，何者配對錯誤？ 

（A）四面楚歌：蘇軾 

（B）圖窮匕見：荊軻 

（C）小時了了：孔融 

（D）運籌帷幄：張良 

29.「人不知而不慍，不亦君子乎？」一句意謂什麼？ 

（A）別人不認識我，我也不生氣，不是一個成德的君子嗎 

（B）別人不知道我的才學，不是一個君子 

（C）別人不知道我的才學，我也不生氣，不是一個成德的君子嗎 

（D）別人不知道我的才學，他也不生氣，不是一個成德的君子嗎 

30.「知之者，不如好之者。好之者，不如樂之者。」（論語雍也篇）採用何種 

修辭法？ 

（A）譬喻 

（B）轉品 

（C）引用 

（D）層遞 

31.中國古典詩歌常以對仗的手法來妝點詩句，如「大漠孤煙直，長河落日圓」， 

形式對稱，形象鮮明，具有耐人咀嚼的氣象與美感。下列詩句何者不是對仗

句？ 

（A）竹喧歸浣女，蓮動下漁舟 

（B）明月出天山，蒼茫雲海間 

（C）蒼茫寒色起，迢遞晚鐘鳴 

（D）駐帆雲縹緲，吹管鶴徘徊 

32.「我打江南走過／那等在季節裡的容顏如蓮花的開落」（鄭愁予〈錯誤〉） 

句中「蓮花的開落」譬喻什麼？ 

（A）紅顏的老去 

（B）時光的飛逝 

（C）心靜如水 

（D）希望與絕望的交替 

33.想要了解楚漢相爭（劉邦與項羽）較為完整的歷史事件，應參閱下列哪一本 

書？ 

（A）左傳 

（B）史記 

（C）漢書 

（D）三國演義 

34.下列「論語、孟子、詩經、尚書、左傳、史記、楚辭」，有幾項不屬於韻文？ 



（A）三項 

（B）四項 

（C）五項 

（D）六項 

35.（甲）弱冠之年（乙）及笄之年（丙）強仕之年（丁）期頤之年（戊）指使 

之年。以上對於年齡的描述，依小至大的排列順序應為？ 

（A）乙甲丙丁戊 

（B）甲乙丁丙戊 

（C）戊丁丙乙甲 

（D）丁乙甲丙戊 

36.管寧與華歆割席絕交，展現何種態度？ 

（A）君子有成人之美 

（B）道不同不相為謀 

（C）天生我材必有用 

（D）己所不欲勿施於人 

37.下列有關《三國演義》的歇後語，錯誤的選項是： 

（A）東吳招親─弄假成真 

（B）劉備借荊州─只借不還 

（C）蔣幹盜書─成事不足，敗事有餘 

（D）曹操吃雞肋─食之無味，棄之可惜 

38.《詩經‧關雎》：「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女，君子好逑。」用的是 

六義中的： 

（A）賦 

（B）比 

（C）興 

（D）風 

39.「代之盛衰，俗之文野，政之得失，物之盈虛」四句，是使用何種修辭法？ 

（A）排比 

（B）示現 

（C）譬喻 

（D）轉化 

40.「這哪裡是信，這是從一個父親心底滲出的愛之泉水呀！」這句話所使用的 

修辭是： 

（A）拈連 

（B）譬喻 

（C）誇飾 

（D）頂真 

41.王國維《人間詞話》敘及古今之成大事業、大學問者，必經過三種境界，不 



包括下列那一項？ 

（A）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樓，望盡天涯路 

（B）眾裏尋他千百度，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 

（C）衣帶漸寬終不悔，為伊消得人憔悴 

（D）多情自古傷離別，更那堪，冷落清秋節 

42.一□眾咻、忍辱□重、重作馮□、故態□萌。以上成語缺□處，依序應填入 

的字是： 

（A）傅／復／婦／負 

（B）婦／傅／負／復 

（C）傅／負／婦／復 

（D）復／負／婦／傅 

43.詞中三李為： 

（A）李煜、李白、李清照 

（B）李煜、李璟、李商隱 

（C）李白、李賀、李商隱 

（D）李白、李賀、李清照 

44.〈師說〉：「巫、醫、樂師、百工之人，君子不齒，今其智乃反不能及。」 

「君子不齒」意謂： 

（A）不足君子掛齒 

（B）君子不屑與之同列 

（C）使君子不敢輕視 

（D）使君子感到羞辱 

45.有關駢文特色，下列何者不正確？ 

（A）聲律諧和 

（B）用典繁多 

（C）樸實無華 

（D）講求對偶 

46.關於文字的構造，下列何者為指事字？ 

（A）日、月 

（B）武、信 

（C）江、考 

（D）上、下 

 

第三部分：單一選擇題（每題 3 分，計 12 題） 

1.下列何者屬於「聽覺」的「摹寫」？ 

甲、關關雎鳩，在河之洲。（〈詩經‧關雎〉） 

乙、殘燈無焰影幢幢，此夕聞君謫九江。（白居易〈與微之書〉） 

丙、春風桃李花開日，秋雨梧桐葉落時。（白居易〈長恨歌〉） 



丁、大絃嘈嘈如急雨，小絃切切如私語。（白居易〈琵琶行並序〉） 

（A）甲乙 

（B）丙丁 

（C）甲丁 

（D）乙丙 

2.鄭燮〈寄弟墨書〉：「得志，澤加於民；不得志，修身見於世。」這段文句和 

以下的敘述何者最為近似？ 

（A）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 

（B）不戚戚於貧賤，不汲汲於富貴 

（C）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 

（D）君子固窮，小人窮斯濫矣 

3.《曹劌論戰》中言：「肉食者鄙，未能遠謀」。其「肉食者鄙」意謂： 

（A）吃肉的人鄙陋 

（B）官吏們見識淺薄 

（C）腦滿腸肥的人，令人鄙視 

（D）低俗的人吃肉 

4.「今夜鄜州月，閨中只獨看。遙憐小兒女，未解憶長安。」詩中望月懷人的是： 

（A）閨中的小兒女 

（B）鄜州的小兒女 

（C）鄜州的閨中人 

（D）長安的行人 

5.蘇軾作品中經常表現豁達、超脫的胸懷，下列何者最符合這種表現？ 

（A）人生到處知何似？應似飛鴻踏雪泥 

（B）回首向來蕭瑟處，歸去，也無風雨也無晴 

（C）得酒強歡愁底事，閉門高臥定誰家 

（D）九死南荒吾不恨，茲遊奇絕冠平生 

6.下列哪一本書不是小說「四大奇書」之一： 

（A）《紅樓夢》 

（B）《金瓶梅》 

（C）《水滸傳》 

（D）《西遊記》 

7.《詩經》與《楚辭》的比較，請選出正確者： 

（A）《詩經》是專家創作，《楚辭》是群眾創作 

（B）《詩經》多寫個人情志幻想，《楚辭》則取材日常生活 

（C）《詩經》為辭賦之祖，《楚辭》為詩歌總集之祖 

（D）《詩經》是南方文學代表，《楚辭》是北方文學代表 

8.白居易〈琵琶行〉中，下列何句有美人遲暮的感傷之意？ 

（A）曲罷曾教善才服，妝成每被秋娘妒 



（B）鈿頭雲篦擊節碎，血色羅裙翻酒污 

（C）門前冷落車馬稀，老大嫁作商人婦 

（D）同是天涯淪落人，相逢何必曾相識 

9.下列何者不在「四大韻文」之列？ 

（A）漢賦 

（B）現代詩 

（C）唐詩 

（D）元曲 

10.(甲)《世說新語》(乙)《儒林外史》(丙)《水滸傳》(丁)《呂氏春秋》，以 

上五書依成書時間，由早到晚依序排列的正確選項是： 

（A）丁甲丙乙 

（B）乙甲丁丙 

（C）甲丙丁乙 

（D）丙乙甲丁 

11.常建〈題破山寺後禪院〉：「山光悅鳥性，潭影空人心。萬籟此俱寂，惟聞 

鐘磬音。」其中「萬籟」是指： 

（A）遊客眾多，人聲喧嘩 

（B）山光水色的景致 

（C）絲竹管絃的樂聲 

（D）自然的聲響 

12.下列何者所表現出的情緒和馬致遠〈天淨沙〉中「夕陽西下，斷腸人在天涯」 

最接近？ 

（A）空山新雨後，天氣晚來秋（王維〈山居秋暝〉） 

（B）劍外忽傳收薊北，初聞涕淚滿衣裳（杜甫〈聞官軍收河南河北〉） 

（C）不聞爺孃喚女聲，但聞黃河流水鳴濺濺（〈木蘭詩〉） 

（D）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語淚先流（李清照〈武陵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