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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下列選項「 」中的注音寫成國字後，何組完全 

相同？ 

（A）人口「ㄔㄡˊ」密／綾羅「ㄔㄡˊ」緞 

（B）「ㄌㄧㄥˊ」俐可人／孤苦「ㄌㄧㄥˊ」丁 

（C）「ㄉㄢ」溺酒色／虎視「ㄉㄢ ㄉㄢ 」 

（D）士林官「ㄉ一ˇ」／中流「ㄉ一ˇ」柱 

 

2. 下列選項「」中的字，何組讀音前後相同？ 

（A）詭「譎」多變／笑容可「掬」 

（B）命運多「舛」／苟延殘「喘」 

（C）繾「綣」／「蜷」伏 

（D）獨樹一「幟」／心如火「熾」 

 

3. 下列「 」中的字，何者意思前後相同？ 

（A）天下獨「絕」／淒「絕」的哀樂 

（B）鳶飛「戾」天／暴「戾」之氣 

（C）不「假」外求／狐「假」虎威 

（D）望峰「息」心／奄奄一「息」 

  

4. 古人常依「名」取「字」，有的是「同義」、有的 

   是「反義」，以下人物的名、字關係，何者與其他 

   三者不同？ 

（A）吳均，字叔庠（B）連戰，字永平 

（C）朱熹，字元晦（D）呂蒙，字子明 

 

5. 「水皆縹碧，千丈見底」使用了誇飾修辭技巧， 

  下列句子何者沒有使用誇飾修辭技巧？  

（A）朝辭白帝彩雲間，千里江陵一日還 

（B）亂石崩雲，驚濤裂岸，捲起千堆雪 

（C）筆落驚風雨，詩成泣鬼神 

（D）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鷺洲 

 

6. 下列哪一個選項，前後兩句「」中的狀聲詞，描 

   寫的是同一種聲音？  

（A） 聞蛩「唧唧」夜綿綿／「唧唧」復唧唧，木蘭 

當戶織 

（B） 揮手自茲去，「蕭蕭」班馬鳴／「蕭蕭」梧葉

送寒聲，江上秋風動客情 

（C） 泉水激石，「泠泠」作響／「泠泠」七絃上，

靜聽松風寒 

（D） 「颯颯」東風細雨來，芙蓉塘外有輕雷／「颯

颯」西風滿院栽，蕊寒香冷蝶難來 

 

7. 「書，飢讀之以當肉；寒讀之以當裘；孤寂而讀 

    之，以當友朋，幽憂而讀之，以當金石琴瑟也。」 

    這句話的涵義，與下列何者最接近？ 

（A）處逆何妨將書讀，興味來時百憂除 

（B）求學當如飢索食，問道應似寒需衣 

（C）紙上得來終覺淺，方知此事要躬行 

（D）讀書百遍義自現，尋根求源探其妙 

 

8. 「只要明天還在／我就不會悲哀／冬雪終會悄悄 

   融化／春雷定將滾滾而來」詩中「冬雪」和「春 

   雷」隱含著什麼意義？ 

（A）痛苦／希望（B）死寂／熱鬧 

（C）冷酷／溫暖（D）霉運／好運 

 

9. 下列千古名句，何者詠嘆的不是「愛情」？ 

（A）還君明珠雙淚垂，恨不相逢未嫁時 

（B）日暮鄉關何處是？煙波江上使人愁 

（C）身無彩鳳雙飛翼，心有靈犀一點通 

（D）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乾 

 

10. 下列有關「詞」的敘述，何者正確？ 

（A）與近體詩不同處，在於詞必須具有詞牌，詞牌 

    即是詞的題目 

（B）詞又名詞餘、樂府、長短句 

（C）詞一首稱為「一闕」，可分段，依規定只能分成 

    兩段 

（D）最早是為配樂歌唱而寫的歌詞 

 

11. ﹤人間好時節﹥一文中，作者寫到「柳絮隨風飄 

    揚，並沒有固定的方向；向日葵卻是不管太陽在 

    哪裡，它的臉孔都會轉向那裡，如此執著。」根 

    據文意，作者認為人生應持有何種生命態度？ 

（A）隨波逐流，順其自然（B）超越別人，精進自己 

（C）立定目標，勇敢追夢（D）擇善固執，表現自我 

 

12. 下列關於 ﹤人間好時節﹥內容的說明，何者 

    有誤？  

(A)作者遇到煩惱時，喜歡閱讀詩詞來解決疑惑     

(B)作者以四季來代表年輕到老年，勉人從容接受人 

   生每個轉折  

(C)「四時可愛唯春日，一事能狂便少年」這首詩是 

   作者人生由多愁善感轉為喜悅開朗的關鍵       

(D)作者少女時期因李煜及李清照的詞而變得多愁善 

   感 

 

13. 「興來隨意步南阡，夾道垂楊相帶妍」此詩句所 

   描寫的季節，與下列何者相同？  

（A）梅子金黃杏子肥，麥花雪白菜花稀 

（B）東風解凍，蟄蟲始振，魚上冰 

（C）荷盡已無擎雨蓋，菊殘猶有傲霜枝 

（D）金雨細細，葉葉梧桐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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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常常，我們以為遇見一個瓶頸，衝不過去了， 

   因而沮喪、挫折、消沉，其實，其實只要換個姿 

   勢，便豁然開朗，以前怎麼都沒想過呢？」下列 

   何者與上述文句意思相近？ 

（A）山不轉路轉、路不轉人轉 

（B）有花堪折直須折，莫待無花空折枝 

（C）精誠所至，金石為開 

（D）時窮節乃見，一一垂丹青 

 

15. 「只恐雙溪舴艋舟，載不動許多愁」愁是抽象的， 

   沒有重量的，但作者以主觀感受，藉由轉化的方 

  式將愁化為具體而沉重的東西。請問下列何句沒有 

  運用此修辭技巧？ 

（A）一盞離愁，孤單佇立在窗口  

（B）我們的努力，總會有開花結果的時候 

（C）說不定你的靈感便會因此駭跑得一去不回頭 

（D）我們是邂逅於天空的兩朵雲 

 

16. 駢文的特點為對偶整齊、詞藻華麗、聲律和諧、 

  多用典故，請依據以上特色，判斷下列作品何者 

  不是駢文？ 

（A） 雲銷雨霽，彩徹區明。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 

共長天一色。 

（B） 剪不斷，理還亂，是離愁。別是一番滋味在心 

頭 

（C） 泉水激石，泠泠作響；好鳥相鳴，嚶嚶成韻。 

蟬則千轉不窮，猿則百叫無絕。 

（D） 鶴汀鳧渚，窮島嶼之縈迴；桂殿蘭宮，即岡巒 

之體勢。 

 

17. 「草原上 每一條河流／都竭盡所能地在轉換著 

   流向／迴旋 往復 從不遲疑卻也不逞強／□□前 

   行這閃著光的曲折 路徑／除了河流母親還有誰 

   ／如此渴望去□□去潤澤每一株牧草的心」（彎曲 

  的河岸─席慕蓉）上列新詩，缺空的字詞宜填入：  

 (A)顛簸／舖展 (B)陡峭／聆聽  

 (C)蜿蜒／哺育 (D)遲疑／流淌 

 

18. 下列文句「」中的成語，何者運用正確？  

（A）商店年終大拍賣，一時近悅遠來，「生意盎 

  然」。 

（B）當我開始閱讀第一卷的第一回時，我就為這本 

  書劇情的奇巧和獨具匠心而「擊節稱賞」了。 

（C）民眾的安全意識淡漠，也會使某些居心叵測的 

  犯罪分子「如履薄冰」。 

（D）老師告訴我們寫論文的時候思緒一定要清晰， 

  這樣寫出來的作文才有條理，不會「櫛比鱗次」。 

 

19. 下列新詩所摹寫的對象，何者不正確？ 

 

 

（A）親手設定之後／往往，在最銷魂的 當兒／準時 

    引爆／支離破碎醒來／慌亂拼湊每個／新的一 

    天─→鬧鐘 

（B）何其愁慘而微弱的閃爍／有似還似無火／儘依 

    草遶籬而飛／卻總飛不到陶隱居的眼底─→ 

    霓虹燈 

（C） 也只有沿著堅硬的環節／向天空／步步高升 

     ／才是你不變的志向／也只有綠／才是你一生 

     想說的／那句話／在忠臣傳裡／才能讀到 

     ─→竹 

（D） 溶入身體裡面有限的水中／才想起故鄉是浩 

    瀚的大海／當年以海浪的方式／一波一波的／  

    移民到陸地上─→鹽 

 

2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涼風冬有雪。若無閒事 

   掛心頭，便是人間好時節。」這首詩作最適合送 

   給下列哪位同學？ 

（A）扭捏作態的大大（B）柔心弱骨的金安 

（C）不溫不火的阿南（D）鬱鬱寡歡的阿新 

 

21. 「我打江南走過／那等在季節里的容顔如蓮花的 

  開落／東風不來，三月的柳絮不飛／你底心如小小 

  的寂寞的城／恰若青石的街道向晚／跫音不響，三 

  月的春帷不揭／你的心是小小的窗扉緊掩／我達 

  達的馬蹄是美麗的錯誤／我不是歸人，是個過 

  客……」這首詩裡用以借喻為「所盼的情人」的是 

（A）東風（B）柳絮（C）春帷（D）窗扉 

 

22. 「水皆縹碧」中的「縹」和「碧」指的皆是「綠 

   色」，下列「」中的字何組所指的顏色不同？ 

（A）山林「蒼」翠／兩個黃鸝鳴「翠」柳 

（B）「朱」門酒肉臭／「緋」紅臉龐 

（C）留蚊於「素」帳中／明眸「皓」齒 

（D）朝如「青」絲暮成雪／「黛」青的山色 

 

23. ﹤與宋元思書﹥一文中，「從流飄蕩，任意東西」 

  所表達的心境與下列何者同？ 

（A）縱一葦之所如，凌萬頃之茫然 

（B）春風又綠江南岸，明月何時照我還 

（C）孤帆遠影碧山盡，惟見長江天際流 

（D）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 

 

24. ﹤與宋元思書﹥一文中有許多寫景之處，下列相 

   關的說明，何者正確？ 

（A）「風煙俱淨，天山共色」指水面上瀰漫著霧氣 

（B）「橫柯上蔽，在晝猶昏」指浮雲蔽日，天空昏暗 

（C）「負勢競上，互相軒邈」指群樹依恃著地勢，競 

   相向上，互爭高遠  

（D）「急湍甚箭，猛浪若奔」指瀑布水急沖刷如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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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鳶飛戾天者，望峰息心；經綸世務者，窺谷忘 

  返。」此文句中，作者透露的人生態度，與何者 

  相似？ 

（A）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 

（B）不飛則已，一飛沖天；不鳴則已，一鳴驚人 

（C）寵辱不驚，閒看庭前花開花落；去留無意，漫 

     隨天外雲捲雲舒 

（D）千磨萬擊還堅勁，任爾東西南北風 

 

26. 關於〈一棵開花的樹〉這首詩，下列選項何者正 

   確？ 

（A）「我已在佛前 求了五百年」顯示女子對這段感 

   情缺乏信心 

（B）「一地的花瓣」是指女子內心的無限思念 

（C）可以用「我本將心托明月，奈何明月照溝渠」 

   來形容女子最後的心情。 

（D）「顫抖的葉」代表不敢高攀對方的自卑 

 

27.由〈一棵開花的樹〉中，哪一句話表現出作者情 

  感由期盼轉為失落？ 

（A）佛於是把我化作一棵樹 

（B）當你走近 請你細聽 

（C）陽光下慎重地開滿了花 

（D）當你終於無視地走過 

 

   武陵春    李清照 

風住塵香花已盡，日晚倦梳頭。物是人非事事

休，欲語淚先流。 

聞說雙溪春尚好，也擬泛輕舟。只恐雙溪舴艋

舟，載不動許多愁。 

 

       醜奴兒  辛棄疾 

少年不識愁滋味，愛上層樓，愛上層樓，為賦

新詞強說愁。而今識盡愁滋味，欲語還休，欲

語還休，卻道天涼好個秋。 

28.下列關於﹤武陵春﹥的說明，何者正確？ 

（A）由「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語淚先流」，可知此闕 

  詞為李清照早期的作品 

（B）本詞以「淚」字貫穿全文 

（C）〈武陵春〉是這闋詞的題目，作者藉眼前所 

  看到的武陵春景已盡，抒發心中無限的哀愁。 

（D）「只恐雙溪舴艋舟，載不動許多愁」以舟之輕小 

  對比愁悶之深重 

   

29. 下列有關〈武陵春〉和〈醜奴兒〉的比較，何者 

  說明正確？ 

（A）兩篇作者皆屬於婉約派詞人 

（B）兩篇的愁都來自親人的離別 

（C）兩篇都用了映襯修辭法 

（D）兩篇的愁思都因苦無傾訴對象而欲言又止 

30.〈醜奴兒〉詩句中，哪一句具有「反諷」的效果， 

  也暗寓了作者無從施展抱負的無奈？ 

（A）愛上層樓（B）為賦新詞強說愁 

（C）欲語還休（D）天涼好個秋 

 

31. 以下人物稱號的相關事蹟，何者錯誤？ 

(A)「稼軒居士」是南宋著名的愛國詞人，與蘇軾並 

    稱「蘇 辛」，同為豪放派代表 

(B)「靖節先生」獨愛菊花，享受「採菊東籬下，悠 

    然見南山」的歸隱生活 

(C)「濂溪先生」獨愛「蓮花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漣  

    而不妖的君子特質」 

(D)「易安居士」是宋朝著名的詞人，金人入侵後， 

    坦然面對困境、作品風格轉為豁達開朗 

 

32. 「莫聽穿林打葉聲，何妨吟嘯且徐行。竹杖芒鞋 

   輕勝馬，誰怕！一蓑煙雨任平生。   料峭春風吹 

   酒醒，微冷，山頭斜照卻相迎。回首向來蕭瑟處， 

   歸去，也無風雨也無晴。」是蘇軾作品，可知 

   蘇軾的人生態度是  

（A）不畏挫折，胸懷坦蕩 

（B）安貧樂道，韜光養晦 

（C）憤世嫉俗，怨天尤人 

（D）無怨無悔，憂國憂民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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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有對遠行者的掛念之情，下列何 

   者亦表現出這樣的情感？ 

（A）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 

（B）萬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獨登台 

（C）親朋無一字，老病有孤舟 

（D）人面不知何處去，桃花依舊笑春風 

 

     肉脯可充飢     石成金 《笑得好》 

   晉惠帝御宴，方食肉脯，東撫奏旱荒，飢民多

餓死。帝曰：「飢民無穀食，便食這肉脯，也可充

飢，何致餓死？」 

34.花花讀完這故事後聯想到詩句，下列何者最不可

能是她所想到的？ 

（A）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 

（B）看盡人間興廢事，不曾富貴不曾窮 

（C）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 

（D）我願君王心，化作光明燭。不照綺蘿筵，只照 

    逃亡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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濰縣署中寄弟墨第一書  清‧鄭燮 

    讀書以過目成誦爲能，最是不濟事。眼中了

了，心下匆匆，方寸無多，往來應接不暇，如看

場中美色，一眼即過，與我何與也。 

   千古過目成誦，孰有如孔子者乎？讀《易》至

韋編三絕，不知翻閱過幾千百遍來，微言精義，

愈探愈出，愈研愈入，愈往而不知其所窮。雖生

知安行之聖，不廢困勉下學之功也。東坡讀書不

用兩遍，然其在翰林讀《阿房宮賦》至四鼓，老

吏苦之，坡灑然不倦。豈以一過即記，遂了其事

乎？ 

35.鄭板橋寫這封家書給弟弟，是希望弟弟在志學上 

  能下怎樣的功夫？  

（A）為學當專心致志，不為外物所惑 

（B）能讀無字之書，方能領悟知識的奧妙 

（C）讀書當咀嚼深思，不宜淺嘗輒止 

（D）讀書過目成誦，方可收事半功倍之效。 

 

36. 下列成語，何者與「韋編三絕」的意思不同？ 

（A）夙興夜寐（B）焚膏繼晷 

（C）汗馬功勞（D）懸梁刺股 

 

         論語選 

   孔子曰：「侍於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

謂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未見顏色而言，

謂之瞽。 

37.根據上文，孔子勉勵人應當如何？  

（A）說話要從容不迫（B）說話要適得其所 

（C）說話行為要一致（D）少說話多做事 

 

       子罕辭寶  春秋‧左丘明 

    宋人或得玉，獻諸子罕。子罕弗受。獻玉者

曰：「以示玉人，玉人以為寶也，故敢獻之。」子

罕曰：「我以不貪為寶，爾以玉為寶。若以與我，

皆喪寶也，不若人有其寶。」稽首而告曰：「小人

懷璧，不可以越鄉，納此以請死也。」子罕寘諸

其里，使玉人為之攻之，富而後使復其所。    

38.下列哪個詞語，最適合用來形容子罕的性格？  

（A）廉靜寡慾（B）乖僻邪謬 

（C）扭捏作態（D）不近人情 

39. 讀完本文後可知，宋人的玉最後淪落何處？ 

（A）子罕收下，送給里長 

（B）子罕不收，進而殺了宋人 

（C）子罕不收，故宋人自己賣掉衣錦還鄉 

（D）子罕收下，並助宋人賣掉後得以順利返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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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百分比 

指標類

型 

目前居住房屋面積 

指標名

稱 

未滿 8

坪 

8坪~未

滿 14坪 

14坪~未

滿 20坪 

20坪~未

滿 30坪 

30坪以

上 

整體調

查地區 

3.9 

 

6.3 9.6 34.7 45.5 

臺北市 5.6 13.8 11.0 34.1 35.6 

新北市 2.7 4.6 9.1 39.9 43.7 

桃園市 3.8 3.3 5.7 29.1 58.1 

臺中市 5.4 4.5 9.5 34.2 46.5 

臺南市 3.3 7.0 10.5 33.2 46.0 

高雄市 3.4 5.4 11.3 33.6 46.3 

40. 關於上面表格中「六都的居住坪數」說明，下列 

  敘述正確的是： 

（A）台北市是六都人口最多，故造成所居住的坪數 

   最小 

（B）居住在未滿十四坪以下的住宅，以桃園市的比 

   例最低 

（C）居住在二十坪以上的住宅，新北市人數低於 

    台南市人數 

（D）六都總體居住坪數，百分之四十的人少於二十 

   坪空間 

 

試題結束，祝考試順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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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5 6 7 8 9 10 

B B C A D D A A B D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C C B A D B C B B D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A D A C C C D D C D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D A A B C C B A D 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