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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題」一併繳回。
，淚中有『大禹』
。」其中「燧人氏」
A 1.余光中在〈武陵少年〉寫道： 「我的怒中有『燧人氏』
與「大禹」分別何指？
(A)火∕水
(B) 水∕火
(C) 金∕水
(D) 火∕冰
C 2.下列「」有關書信稱謂，何者應用恰當？
(A)歡迎抽空到「貴宅」造訪，我當盡地主之誼款待
(B)「令堂」含辛茹苦，撫養我們三兄弟長大成人
(C)「賢伉儷」鶼鰈情深，令人好生羨慕
(D)「小兒」在本校品學兼優，別人難以望其項背，您可放心
C 3.下列「」內的讀音，何者與其他三者不同？
(A)結「痂」
(B)「袈」紗
(C)「咖」啡
(D)蒹「葭」
D 4.以下「」內的語詞，何者不是閩南語？
(A)「歹勢」，我遲到了
(B)「度晬」後，小孩就改喝牛奶了
(C) 最近心情很「鬱卒」
(D)「沙西米」真好吃
B 5.「話舊他鄉曾作客，登高佳節倍思親」，以上有關時令的對聯，從內容可以判定所指的節
日為
(A)中秋節
(B)重陽節
(C)端午節
(D)元宵節
A 6.中國最早的詩歌總集，也是北方文學的代表作品為？
(A)《詩經》
(B) 《楚辭》
(C)《離騷》
(D)《唐詩三百首》
D 7.下列信封中的「啟封詞」，何者一定不能使用？
(A)周杰倫先生 大啟
(B)蔡依林小姐 親啟
(C)李宗盛先生 鈞啟
(D)羅志祥先生 敬啟
A 8.〈廉恥〉：「士大夫之無恥，是謂國恥。」原因在於士大夫：
(A)負有領導國家社會之責
(B)身分高貴
(C)擅長外交
(D)長袖善舞
D 9.下列成語，何者用字完全正確？
(A)妄自「匪」薄
(B)五體「頭」地
(C)金榜「提」名
(D)心「曠」神怡
D 10.諺語中蘊含先民的智慧，下列耳熟能詳的諺語，何者錯誤？
(A)二人同心——其利斷金
(B)山重水複疑無路——柳暗花明又一村
(C)龍游淺灘遭蝦戲——虎落平陽被犬欺
(D)明修棧道——願者上鉤
B 11.「髮□設計是一門精緻的藝術，要能□托出人物氣質，才能達到最好的效果。」 □內應
填入
(A)型∕稱
(B)型∕襯
(C)形∕稱
(D)形∕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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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12. 廣告詞最忌過分浮誇不實，欺騙消費者，甚至觸法，下列各廣告何者最可能觸法？
(A)纖瘦丸讓你在三天內由楊貴妃變成趙飛燕

(B)鑽石恆久遠，一顆永流傳
(C)xx 汽車：專注完美，近乎苛求
(D)無論多麼困難的任務，交給聯邦快遞，都能使命必達

A 13.袁宏道在〈晚遊六橋待月記〉一文中提及 「然杭人遊湖，止午、未、申三時。」 其中「午、
未、申」 所指的時間相當於現在時間的何時？
(A)上午十一點到下午五點

(B)上午九點到下午三點

(C)上午七點到下午一點

(D)上午五點到上午十一點

C 14. 下列哪個成語不是透過「誇飾」修辭加以表現？
A(A)望穿秋水
(B)千鈞一髮
(C) 庖丁解牛

(D)海枯石爛

D 15.下列何者不是《論語》的思想主張？

(A)仁政愛民，德治天下

(B)敬畏天道，崇敬祖先

(C)反躬自省，己立立人

(D)循名責實，信賞必罰

C 16.下列選項的諺語，何者沒有「不自量力」的意涵 ？
(A)癩蝦蟆想吃天鵝屁

(B)蚍蜉撼大樹

(C)才說嘴，就打嘴

(D)關公面前耍大刀

A 17.下列文句，何者強調學習的環境很重要？

(A)蓬生麻中，不扶而直

(B)騏驥一躍，不能十步

(C)積善成德，而神明自得

(D)伯牙鼓琴，而六馬仰秣

C 18.〈明湖居聽書〉：「連一根針跌在地下都聽得見響。」是形容
(A)吵
(B)亂
(C)靜
C 19.依中國文字的造字原則，「」內的字何者屬於「形聲」字？
(A)「明」亮
(B)刀「刃」
(C)「街」道
A 20.閱讀下列三則回目，並依序推斷它們分別屬於哪部小說？

(D)動
(D)「休」息

（甲）花果山群妖聚義，黑松林三藏逢魔
（乙）定三分隆中決策，戰長江孫氏報仇
（丙）史太君兩宴大觀園，金鴛鴦三宣牙牌令
(A)《西遊記》、《三國演義》、《紅樓夢》
(B)《西遊記》、《三國志》、《紅樓夢》
(C)《聊齋誌異》、《三國演義》、《紅樓夢》
(D)《聊齋誌異》、《三國志》、《紅樓夢》
C 21.下列選項「」內的注音，何者正確？
(A)「攘」除奸兇：ㄖㄤˇ

(B)聰明慧「黠」：ㄐㄧㄝˊ

(C)打開話「匣」子：ㄒㄧㄚˊ

(D)同仇敵「愾」：ㄎㄞˇ

B 22.下列新聞記者在播報新聞事件時，請問誰的讀音播報正確？
甲記者：在此次莫拉克風災中小林村共有三百多人「罹」難。ㄋㄧˊ
乙記者：台灣罕見的氣候異象，清境農場在三月竟下起了「皚」皚白雪。ㄞˊ
丙記者：補教名師的「緋」聞事件愈演愈烈。ㄈㄟˇ
丁記者：冬意正濃，許多「涮」涮鍋的生意大排長龍。ㄕㄨㄚ
(A)甲記者

(B)乙記者

(C)丙記者

(D)丁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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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23.「舉世皆濁我獨清，眾人皆醉我獨醒」表現屈原何種心境？
(A)堅持理想，擇善固執
(B)隨波逐流，與世推移
(C)行事果斷，作風明快
(D)選賢舉能，講信修睦
D 24.林志玲和家人一起到大陸遊山玩水，這天，他們來到了岳陽樓，此時天氣晴朗，洞庭湖的
美景完全呈現眼前。請問林志玲一家人看到的景象，比較可能是范仲淹〈岳陽樓記〉文中
的哪一句詞語？.
(A)濁浪排空
(B)虎嘯猿啼
(C)霪雨霏霏
(D)一碧萬頃
A 25.〈師說〉文中談到：「位卑則足羞，官盛則近諛。」意謂：
(A)拜地位高者為師，認為諂媚；拜地位低者為師，就覺得可恥
(B)輕視地位低的人，阿諛奉承地位高的人
(C)從師問學之道是不論貴賤長少
(D)由地位高低決定從師對象
A 26.蘇軾〈念奴嬌－赤壁懷古〉詞中：「羽扇綸巾，談笑間，強虜灰飛煙滅」意謂著三國的哪
位英雄豪傑作戰時指揮若定，從容制敵？
(A)周瑜
(B)曹操
(C)張飛
(D)關羽
B 27.在賴和的〈一桿稱仔〉中講到：「今年運氣太壞，怕運裡帶官符。」句中「運裡帶官符」
是指：(A)課稅繁重
(B)吃上官司
(C)常挨官腔
(D)先困後達
D 28.下列成語何者正確？
(A)才十幾歲少年，就幹下黑道槍擊案，真是令人不禁「嘆為觀止」
(B)余光中的詩意境優美，堪稱是當今詩壇的「詠絮之才」
(C)玉山雲海「千迴百折」，令人目不暇給
(D)多年後班上開同學會，有幾位同學已變得「童山濯濯」
D 29.如果在文化中心展出「唐宋八大家藝文展」，請問不可能會看到誰的作品？
(A)韓愈的散文
(B)柳宗元的山水遊記
(C)蘇東坡的書、畫、詞…等作品
(D)白居易的詩、詞
D 30.「割席分坐」是表示：
(A)與好友分路而行
(B)天下沒有不散的筵席
(C)與友不分彼此
(D)與友絕交
B 31.下列成語中的空格，依序宜填入哪些字？「望梅止□∕□竿起義∕玩歲□時∕□澤而漁」
(A) 揭∕喝∕渴∕褐
(B) 渴∕揭∕愒∕竭
(C) 渴∕褐∕喝∕竭
(D) 渴∕揭∕愒∕喝
A 32.〈正氣歌〉：「三綱實繫命，道義為之根」，其中「三綱」意指：
(A)君臣、父子、夫婦
(B)天、地、人
(C)智、仁、勇
(D)立德、立功、立言
C 33.江浙名菜「東坡肉」，是令人垂涎的美食。這道菜的由來是下列哪一位名人在擔任杭州刺
史時，治績良好，過年時，老百姓送他很多酒和豬肉，這位名人透過紅燒的料理廚藝烹調
豬肉，再把肉分給民工過年，故後人稱為「東坡肉」
(A)韓愈
(B)紀曉嵐
(C)蘇軾
(D)羅貫中
C 34.台灣俗諺「龜笑鱉無尾，鱉笑龜粗皮」的語意，與下列哪一個選項的文句語意相近似？
(A)一分耕耘，一分收穫 (B)成事不足，敗事有餘 (C)五十步笑百步
(D)真金不怕火煉
D 35.舅媽最近生了一個小寶寶，媽媽要打一塊金鎖片送給小寶寶，你覺得金鎖片上應該刻什麼
字？ (A)金榜題名
(B)壽比南山
(C)宜室宜家
(D)長命富貴
C 36.如果你想看一看科舉時代讀書人熱衷功名的各種醜態，你應該看哪一本小說？
(A)《紅樓夢》
(B)《西遊記》
(C)《儒林外史》 (D)《三國演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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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37.林教授的兒子今年弱冠之年，請問林教授的兒子今年幾歲？
(A)15 歲
(B)20 歲
(C)30 歲
(D)40 歲
B 38.金馬獎影后李冰冰即將在電影《楊貴妃傳奇》中擔任女主角，飾演大美女楊貴妃，在電影
開拍之前，對楊貴妃有初步的了解，請問她可以先好好讀一讀下列哪一首詩歌？
(A)李白〈長干行〉 (B)白居易〈長恨歌〉
(C)〈詩經－蒹葭〉 (D)李煜〈虞美人〉
C 39.臺灣文學作家中，有「彰化媽祖」之稱的是下列哪一位？
(A)黃春明
(B)林文月
(C)賴和
(D)杏林子
D 40.下列哪一句成語是用來形容女子美貌？
(A)燕影分飛
(B)燕杳魚沉
(C)燕行折翼
(D)沉魚落雁
B 41.下列文句何者用字有錯誤？
(A)周杰倫與方文山合作的歌曲，總能引領風潮
(B)立委選戰正如火如茶地進行著
(C)金馬獎得獎名單已公佈，此次男、女主角獎與觀眾票選結果一致，真是實至名歸
(D)老王身後留下一筆龐大遺產，不肖子女只顧爭產，沒人有心好好籌備喪禮，真是可悲
B 42.王老師送了一個匾額給陳醫師，感謝陳醫師治療王老師父親的疾病。試問，匾額上不適合
題什麼字？
(A)妙手回春
(B)百年好合
(C)仁心仁術
(D)醫術超群
B 43.以農曆來說，今年歲次「丙寅」，那麼明年歲次是下列何者？
(A)乙未
(B)丁卯
(C)甲庚
(D)乙丑
A 44.在書信中的稱謂，下列選項何者錯誤？

D
A

B
B

(A) 稱女老師的老公為「師公」
(B) 稱人夫婦為「賢伉儷」
(C) 稱人兄弟為「賢昆仲」
(D) 稱人父子為「賢喬梓」
45.劉禹錫〈陋室銘〉：「談笑有鴻儒，往來無白丁」，其中「白丁」一詞不能換成下列何者？
(A)平民
(B)布衣
(C)黔首
(D)貴族
46.〈訓儉示康〉中言：「走卒類士服，農夫躡絲履」這句話是在描寫當時社會的何種現象？
(A)奢侈成風
(B)民生富裕
(C)文風鼎盛
(D)謹身節用
47.「月娘笑阮憨大獃，乎風騙毋知」是用何種修辭？
(A)轉品
(B)轉化
(C)借代
(D)譬喻
48.《紅樓夢》中的人物劉姥姥，是典型的農村婦女，在文中有「劉姥姥進大觀園」一詞。
下列有關此語的意思，何項有誤？
(A)大開眼界
(B) )感慨良深
(C)看得出神
(D 眼花撩亂
※閱讀下列文句，回答 49~50 題：
任光晞：「昨天從天上掉下來一顆大籃球，直徑十公尺長，重二十公斤。」
花拓也：「哪可能有這種怪事？」
任光晞：「真的啊！同學們都這麼說喔！」

B 49.從上述任光晞與花拓也兩人的對話，你認為任光晞犯了什麼錯誤？
(A)前後矛盾，無法自圓其說
(B)人云亦云，道聽塗說
(C)才學淺陋，胡說八道
(D)自以為是，高傲無禮
D 50.如果具俊表、尹智厚、周杰倫等人都附和任光晞所說的話，那麼將會發生哪一句成語的狀
況？
(A)趨之若鶩
(B)水落石出
(C)罄竹難書
(D)曾參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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