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 頁 

 
一、國字注音（每題1分，共10分） 

1. 高溫烘「焙」： 2. 針「砭」：  

3. 「驛」站： 4.「遍」地泥巴： 

5. 「掃」把： 6. 未雨綢「ㄇㄡˊ」： 

7. 雨後春「ㄙㄨㄣˇ」： 

 

8. 一小「ㄆㄧㄝˇ」： 

9. 「ㄨㄣ」疫： 10. 「ㄋㄠˇ」羞成怒： 

二、注 釋（每題2分，共20分） 

1.賠小心：  2.一命嗚呼： 

3.一絲不苟： 4.風範： 

5.不厭其煩：  6.巷弄： 

7.便佞：  8. 夥計：  

9.善柔：  10.必有我「師」焉： 

三、單一選擇題(30題，每題2分，共60分) 

1. 下列「 」中的字，何者讀音皆正確？  

  （Ａ）巷「弄」：ㄋㄨㄥˋ／「崗」位：ㄍㄤˇ   （Ｂ）泥「濘」：ㄋㄧㄥˋ／「荀」子：ㄒㄩㄣˊ   

  （Ｃ）張騰「蛟」：ㄐㄧㄠ／「塑」膠袋：ㄕㄨㄛˋ  （Ｄ）婦道人「家」：˙ㄐㄧㄚ／「予」以清除：ㄩˊ 

2.「孔子說：『無友不如己者』，我想一來只是指品學而言，二來只是說不要結交比自己壞的，並沒有說一定要我們去高攀。

友誼需要兩造，假如雙方都想結交比自己好的，那便永遠交不起來。」（梁實秋〈談友誼〉） 

根據上述文字，作者認為孔子要我們結交哪一類的朋友？  

(A) 不如己者      (B) 達官顯宦      (C) 學行相當      (D) 樂善好施 

3. 下列選項，何者前後文意最不相近？ 

（Ａ）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擇善固執  

（Ｂ）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不患莫己知，求為可知也  

（Ｃ）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 

（Ｄ）譬如為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為山九仞，功虧一簣 

4. 下列文句所描寫的人物，何者為孔子？  

     （Ａ）替白話文學吹衝鋒號 ／ 為自由思想立里程碑  

     （Ｂ）老詩人撈月去了／小詩留在月光裡悠揚／在故鄉悠揚／在他鄉悠揚  

     （Ｃ）不亦樂乎／在瘦瘦的太陽底下／回想／默默無言，他曾見過好幾個國君  

     （Ｄ）一張用赤膽染紅的臉／早已流傳成千古的傳奇／即使長滿利齒的歷史／也嚼不爛他的忠心 

5.「清涼一夏！」這句常見的冷氣機廣告詞，以「諧音」的方式，達到特殊效果。下列廣告詞，何者未運用此種表達方式 

（Ａ）聲聲不息（ＫＴＶ）    （Ｂ）飛髮走絲（美容院）  

（Ｃ）最大的小車（汽車）    （Ｄ）有戒有環（珠寶店） 

6.「國民義務教育」讓每一個人都能接受到基本教育，這符合孔子的哪一項教育理念？  

     （Ａ）貴族教育     （Ｂ）有教無類     （Ｃ）因材施教     （Ｄ）適性教育 

7. 下列文句，何者用字完全正確？  

(A)這則故事提供人們深層的思考，也發揮警醒世人的效果   (B)這位小姐擇友的條件，十分講就門當戶對 

(C)辛苦的救難隊在荒山野嶺中不斷地搜循走失的登山者   (D)做錯事情，向人賠小心，是天精地義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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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負責道路清潔的那默默的一群，以忠實的態度，護衛著一條條長長的街道和巷弄。」 對於這群默默付出的清道婦，可

用下列何者稱呼她們？ （Ａ）蓋世英雄   （Ｂ）草莽英雄   （Ｃ）民族英雄   （Ｄ）無名英雄 

9.「大家都很稱讚差不多先生樣樣事情看得破，想得通。大家都說他一生不肯認真，不肯算帳，不肯計較，真是一位有德行

的人。」作者這樣寫，採用了何種手法？  

（Ａ）以退為進     （Ｂ）拋磚引玉     （Ｃ）聲東擊西     （Ｄ）明褒暗貶 

10.「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根據這段話，可知學習的重點在於下列何者？ 

（Ａ）結交朋友的多寡         （Ｂ）明辨善惡而能自省  

（Ｃ）立刻跟有缺點的朋友絕交     （Ｄ）要有能力勸朋友改正過失 

11.「泥土是人類所賴以生存的好東西，可是當它出現在馬路時，就惹人厭了。」這句話的意思最接近下列何者？ 

（Ａ）水能載舟，亦能覆舟     （Ｂ）成者為王，敗者為寇  

（Ｃ）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    （Ｄ）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 

12. 下列選項「 」中的顏色字，何者皆不是實指顏色？  

（Ａ）當「紅」炸子雞／滿面「紅」光   （Ｂ）散發「黑」函／「黑」道火拼  

（Ｃ）臉都「綠」了／青山「綠」水    （Ｄ）「白」瞪著眼／「白」頭偕老 

13.「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這句話的含義與下列何者最相近？  

（Ａ）三人行，必有我師焉           （Ｂ）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Ｃ）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        （Ｄ）譬如為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 

14.「大家都說他一生不肯認真，不肯算帳，不肯計較，真是一位有德行的人。」對於這句話的解讀，下列何者最適當？ 

（Ａ）肯定差不多先生胸懷坦蕩，品行高潔  （Ｂ）肯定差不多先生熱心助人，不求回報  

（Ｃ）批評差不多先生口是心非，表裡不一  （Ｄ）批評差不多先生個性迷糊，行事懶散 

15.「像兵士們護衛著疆土那樣，負責道路清潔的那默默的一群，以忠實的態度，護衛著一條條長長的街道和巷弄。」作者

將道路清潔人員比喻為兵士，主要是取二者之間的哪一項共同點？  

（Ａ）保家衛國之餘，仍不忘為環保盡一分心力   （Ｂ）同樣都以認真負責的態度面對自己的工作  

（Ｃ）道路清潔的工作與護衛疆土一樣艱辛勞苦   （Ｄ）即使平凡的工作也應以不凡的心態來完成 

16. 媽媽看著考卷上的分數，說：「你真行！全班大概只有你不及格！」這種言詞表面的意義和說話者內心的真意相反的修

辭法，稱為「倒反」。倒反修辭通常帶有諷刺的意味。下列選項，何者運用了倒反修辭？  

（Ａ）差不多先生的名字，天天掛在大家的口頭，因為他是中國全國人的代表  

（Ｂ）差不多先生常說：「凡事只要差不多就好了，何必太精明呢？」  

（Ｃ）那家人急急忙忙地跑過去，一時尋不著東街的汪大夫，卻把西街的牛醫王大夫請來了  

（Ｄ）大家都說他一生不肯認真，不肯算帳，不肯計較，真是一位有德行的人 

17.「范式與張劭是同窗好友，一起在太學學習。後來，二人一塊請假回家，臨別時，范式跟張劭約定二年後將會去拜見他

的父母，看望他的小孩。到了約定的日期，雖然是兩年以前的約定，而且路途遙遠，范式還是依約來到。」（改寫自

後漢書）由這個故事看來，范式符合「益者三友」中的哪一類朋友？  

（Ａ）直     （Ｂ）諒     （Ｃ）多聞     （Ｄ）便佞 

18. 古人說話或行文時，對於「死亡」常忌諱而不直言，因此產生不少替代詞語，例如：「差不多先生就一命嗚呼了。」句

中的「一命嗚呼」意指「死亡」。下列詞語，何者沒有「死亡」之意？  

（Ａ）歸西     （Ｂ）彌留     （Ｃ）圓寂     （Ｄ）大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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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魚幫水，水幫魚」前後兩句詞彙大多相同，而詞序恰恰相反，運用了「回文」修辭。下列選項， 

何者未運用同樣的修辭技巧？ 

（Ａ）喝酒不開車，開車不喝酒     （Ｂ）有村舍處有佳蔭，有佳蔭處有村舍 

（Ｃ）吸菸有害健康，吸毒有害生命    （Ｄ）十字常常寫成千字，千字常常寫成十字 

20. 小明想要上網查詢「過猶不及」的意思及典故，請問下列哪一個網站的解說最為詳盡，符合小明所需？ 

（Ａ）教育部《國語辭典》簡編本     （Ｂ）教育部《台灣閩南語常用詞辭典》      

（Ｃ）教育部《成語典》        （Ｄ）教育部《異體字字典》 

21. 孔子曰：「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下列何者足以說明結交直、諒、多聞的朋友，對我們產生的益處？ 

（Ａ）天生我才必有用      （Ｂ）將相本無種，男兒當自強  

（Ｃ）只要功夫深，鐵杵磨成繡花針   （Ｄ）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自芳也 

22. 下列文句「 」中的詞語，何者意思前後相同？  

（Ａ）她們還是照掃不誤，絕不撿「便宜」／這件衣服真「便宜」  

（Ｂ）日本「料理」以精緻聞名／她每天除了上班還要「料理」家務  

（Ｃ）說話要有憑據，別隨便給人戴「帽子」／別亂扣我「帽子」，這個罪名我可擔當不起  

（Ｄ）寒冷的冬季，我們享受「泡湯」的樂趣／因為颱風的關係，校外教學的計畫「泡湯」了 

23. 「才覺己有不是，便決意改圖，此立志為君子也；明知人議其非，偏肆行無忌，此甘心做小人也。」（《圍爐夜話》）

根據這段文字，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君子具有改過向上的意志力        (B)君子不在意別人的評價，堅持做對的事  

(C)小人缺少包容別人的寬廣心胸       (D)小人在困窮的環境下，就會改變心志 

24.「臺灣是一個忽視甚至仇視行動不自由者的地方。若有一天，我們跌斷腿或中風或半身不遂或必須坐輪椅，那時就能深

切體會這社會的種種殘忍。」有關簡媜這段文字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Ａ）作者詛咒歧視行動不便者的人們跌斷腿或中風或半身不遂  

（Ｂ）有人認為殘障者多是前世為惡，所以遭到人們仇視  

（Ｃ）作者要推行坐輪椅活動，去感受行動不便者的痛苦  

（Ｄ）臺灣環境規畫不完善，沒有顧及行動不便者的需求 

25.下列關於「朋友」的名言，何者可用來詮釋「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這句話？  

（Ａ）真誠的友誼好像健康，失去時才知道它的可貴  

（Ｂ）與朋友在一起，分擔的痛苦是減半的，分享的快樂是加倍的  

（Ｃ）朋友能增長你的知識，擴充你的生活經驗，所以朋友真像是一本一本的好書  

（Ｄ）虛偽的友誼就像影子。當你在陽光下，它緊緊的跟著，但是當你一旦橫越過陰暗處時，它立刻就會離開你 

26.「是星就有星的位置，是光就有光的輻射。」這句話的含義，與下列何者最相近？  

（Ａ）不要小看你自己，在這人生的舞臺上，大小有你一個位置  

（Ｂ）有落差的流水能化為彩虹，有坎坷的凡夫能變為金剛 

（Ｃ）當你抓著今天時，你就會前進一步；當你丟棄今天時，你就停滯不動  

（Ｄ）生命總是美好的，它屬於每一個人；但每個人的生命並不一定屬於美麗 

27.子曰：「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這段文字的含義與下列何者不同？  

（Ａ）繩鋸木斷，水滴石穿    （Ｂ）三天打魚，兩天晒網  

（Ｃ）千里之行，始於足下    （Ｄ）不積小流，無以成江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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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那默默的一群一文中寫道：「她們總是披著一身淡淡的夜色便開始工作」，請從此句研判，清道婦工作的時間最接近下

列何者？ 

（Ａ）火紅的太陽也滾著火輪子回家了  

（Ｂ）小弟弟和小妹妹也闔上眼睛走向夢鄉了  

（Ｃ）當西方最後的一抹彩霞被暮靄吞蝕時，也就是我離開溪側歸返的時刻  

（Ｄ）船在黑暗的包圍中向前滑行，逐漸地，遠的東方從海底衝出一股白光 

29.「別以為視障朋友都是無知無助，其實他們會靠聽覺計算步伐，注意環境的聲音改變定位，因此旁人太多的引導反而會

造成不必要的混淆。真正有用的幫助，是注意路面是否出現障礙物、幫助撿拾掉落物品、注意別走散等。」根據上文，

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Ａ）若想幫助視障團體，就必須積極為他們爭取福利  

（Ｂ）對視障朋友有正確的認知，才能以對的方法協助他們  

（Ｃ）多設立告示牌，能提醒視障朋友注意路況，避免危險  

（Ｄ）若要協助視障朋友自力更生，就必須先訓練他們學會靠聽覺生活 

30.「春花忙著綻放，春霧忙著湧動，而春天的林野呀！也並不是閒著玩的，它也是在忙碌著，忙著釀造新綠。對於大地來

說，這是很重要的，因為，經過秋的折騰和冬的蹂躪之後，去年的青綠已經憔悴得不成樣子，要是沒有新綠來飼餵，

大地將會極度飢餓。」（張騰蛟 釀綠的林野）根據這段文字，下列說明何者最恰當？  

（Ａ）大地需要盎然綠意來恢復生機        （Ｂ）人們趁著春天到田野忙碌工作  

（Ｃ）許多動物一到春天就需要飼餵        （Ｄ）春天的林野是適合遊戲的場所 

二、閱讀測驗：請閱讀以下文章，並回答問題 (5題，每題 2分，共 10分) 

甲、    

    陳太丘與友期行，期日中，過中不至，太丘舍去，去後乃至。元方時年七歲，門外戲。客問元方：「尊君在不？」

答曰：「待君久不至，已去。」友人便怒曰：「非人哉！與人期行，相委而去。」元方曰：「君與家君期日中，日中

不至，則是無信；對子罵父，則是無禮。」友人慚，下車引之。元方入門不顧。     (世說新語) 

31. 本文主旨在強調下列哪兩者的重要？ (A)信、義    (B)禮、義    (C)信、禮    (D)仁、禮 

32. 「友人慚，下車引之；元方入門不顧。」以上句子共出現幾個動詞？ 

    (A) 二個      (B) 三個      (C) 四個      (D)五個 

33. 「過中不至」和「尊君在不」二句的「不」字： (A)音義皆同    (B)音異義同    (C)音義皆異    (D)音同義異 

乙、 

    阮宣子論鬼神有無者。或以人死有鬼。宣子獨以為無，曰：「今見鬼者云，箸生時衣服；若人死有鬼，衣服復有

鬼邪？」               (世說新語) 

34. 根據上文所述，阮宣子對鬼神存在的看法為何？ 

（A）不置可否     （B）半信半疑     （C）確信不疑     （D）不予採信 

丙、 
   

   王處仲每酒後，輒詠「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以如意打唾壺，壺口盡缺。   (世說新語) 

 

35. 這首作品表達了王處仲的何種心情？ (A)慷慨激昂     (B)怒火沖天    (C)自怨自艾    (D)心如止水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試題完畢，請將答案填入作答卷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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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座號：      姓名：             得分 
一、國字注音（每題1分，共10分） 

1. 高溫烘「焙」： 2. 針「砭」：  

3. 「驛」站： 4.「遍」地泥巴： 

5. 「掃」把： 6. 未雨綢「ㄇㄡˊ」： 

7. 雨後春「ㄙㄨㄣˇ」： 

 

8. 一小「ㄆㄧㄝˇ」： 

9. 「ㄨㄣ」疫： 10. 「ㄋㄠˇ」羞成怒： 

二、注 釋（每題2分，共20分） 

1.賠小心：  2.一命嗚呼： 

3.一絲不苟： 4.風範： 

5.不厭其煩：  6.巷弄： 

7.便佞：  8. 夥計：  

9.善柔：  10.必有我「師」焉： 

 

選擇題請填入電腦卡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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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答案卷 
一、國字注音（每題1分，共10分） 

1. 高溫烘「焙」：ㄅㄟˋ 2. 針「砭」： ㄅㄧㄢ 

3. 「驛」站：ㄧˋ 4.「遍」地泥巴：ㄅㄧㄢˋ 

5. 「掃」把：ㄙㄠˋ 6. 未雨綢「ㄇㄡˊ」：繆 

7. 雨後春「ㄙㄨㄣˇ」：筍 

 

8. 一小「ㄆㄧㄝˇ」：撇 

9. 「ㄨㄣ」疫：瘟 10. 「ㄋㄠˇ」羞成怒：惱 

二、注 釋（每題2分，共20分） 

1.賠小心：低聲下氣的道歉。 2.一命嗚呼：意指死亡。 

3.一絲不苟：一點也不草率。 4.風範：典範、楷模。 

5.不厭其煩：不嫌麻煩。 6.巷弄：泛稱窄小的街道。 

7.便佞：善於用動聽的言語辯說卻沒有真才實學。 8. 夥計：商店中雇用的人。 

9.善柔：善於裝出和善的臉色卻缺乏誠信。 10.必有我「師」焉：指可以效法或作為警惕的對

象。 

三、選擇題(35題，每題2分，共70分) 

1 2 3 4 5 6 7 8 9 10 

B C A C C B A D D B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A B A D B D B B C C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D C A D C A B D B A 

31 32 33 34 35      

C D C D 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