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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單一選擇題(每題 2分，共 90 分)
( C ) 1. 下列「 」中的字，哪一組讀音相同？

(Ａ)「泠」泠作響／「拎」著菜籃 (Ｂ)鳶飛「戾」
天／轉「捩」點 (Ｃ) 早晨「曙」色／部「署」完
(Ｄ)「糝」上金粉／水分「滲」透。

( C ) 2. (甲)「縹」碧(乙)「黑」金(丙)「玄」青(丁)「墨」
菊(戊)「黛」青(己)「素」琴(庚)「白」眼(辛)「烏」
梅。以上「 」中的字用來表示顏色的共有哪些？
(Ａ)甲乙丙丁戊 (Ｂ)丙丁戊庚辛 (Ｃ)甲丙丁戊
辛 (Ｄ)乙丙丁己辛。

( C ) 3. 「去年走過白楊步道，那兒的美景，至今回想起來，
猶然歷歷在目。□□的水聲，□□的鳥鳴，□□的
草木，啊！我真的愛上了那塊世外桃源！」以上所
述的空格內，依序應填入何者？
(Ａ)滔滔、啞啞、亭亭 (Ｂ)泠泠、啾啾、幽幽 (Ｃ)
濺濺、嚶嚶、鬱鬱 (Ｄ)漉漉、喃喃、菁菁。

( B ) 4. 下列各句皆出自吳均的與宋元思書，其中所運用到的
感官描寫，何者敘述「錯誤」？
(Ａ)泉水激石，泠泠作響 聽覺 (Ｂ)急湍甚箭，
猛浪若奔 觸覺 (Ｃ)好鳥相鳴，嚶嚶成韻 聽
覺 (Ｄ)蟬則千轉不窮，猿則百叫無絕 聽覺。

( A ) 5. 四位同學以「火」為題寫了一篇作文，其中三位用引
申的手法論述，只有一位同學純做具體描述，是下
列哪一位？
(Ａ)志明：火可以烹飪，可以照明，可以帶來溫暖
(Ｂ)大華：星星之火足以燎原，立身處世不可不慎
(Ｃ)小珍：有一分光，發一分熱，才是積極的生命
(Ｄ)璐璐：只要有勇氣，希望之火是永遠不熄滅的。

( C ) 6. 下列各項詞語「 」中的字，何組意思相同？
(Ａ)在晝「猶」昏／「猶」可二百里 (Ｂ)望峰「息」
心／不「息」不汗 (Ｃ)貓即「疾」下／「疾」風
知勁草 (Ｄ)削足「適」履／無所「適」從。

( D ) 7. 下列描述山水的文字，哪一組的層次、境界最高？
(Ａ)風煙俱淨，天山共色，從流飄蕩，任意東西
(Ｂ)水皆縹碧，千丈見底，游魚細石，直視無礙
(Ｃ)夾岸高山，皆生寒樹。負勢競上，互相軒邈
(Ｄ)鳶飛戾天者，望峰息心；經綸世務者，窺谷忘
返。

( C ) 8. 下列哪一個人的情書用字完全正確？
(Ａ)道明寺：「杉菜，為了成為配得上你的男人，我
一定會憤發圖強，請相信我。」 (Ｂ)飛龍：「劍英，
你可知道這些年來，令我心醉神迷、魂遷夢縈的
人——只有妳！」 (Ｃ)恩熙：「俊熙，雖然我們相
愛的時光短暫如曇花一現，你在我心中永遠不可抹
滅。」 (Ｄ)紫薇：「爾康，『此情無記可消除，才
下眉頭，卻上心頭』，此刻的我，無止境地想
你……」。

( A ) 9. 「戰士軍前半死生，美人帳下猶歌舞」詩句中的「死
生」只有「死」的意思，為「偏義複詞」。下列文句
「 」中的詞語，何者與此相同？
(Ａ)歸「去來」兮 (Ｂ)全國「上下」 (Ｃ)「冷
暖」自知 (Ｄ)「是非」曲直。

( C )10. 巴魯茲金說：「只有生活，才能不斷提供新的構圖。」
羅丹說：「最重要的是，要有感動力，要有愛，要
有希望，要有顫慄，要有生命。做藝術家之前，先
要做人。」小泉八雲說：「偉大的小說家、劇作家，
以及一切散文家，都是純粹的社會人。他們在社會
裡發現寫作的趣旨。」下列何者是上述三段話都強

調的重點？
(Ａ)偉大的文學及藝術作品，大抵都在歌頌生命的偉
大 (Ｂ)關懷民生疾苦的作家，才能創作出感人肺腑
的作品 (Ｃ)想要創作動人的作品，必須對生活有真
實的體悟 (Ｄ)偉大的作品，來自於純真的心靈及對
自然的感動。

( C )11. 下列「 」中的注音寫成國字後，何組兩兩相同？
(Ａ)從流飄「ㄉㄤˋ」／「ㄉㄤˋ」鞦韆 (Ｂ)橫柯
上「ㄅㄧˋ」／日新不「ㄅㄧˋ」 (Ｃ)鳶飛「ㄌㄧˋ」
天／暴「ㄌㄧˋ」之氣 (Ｄ) 「ㄍㄨㄟ」依佛門／「ㄍ

ㄨㄟ」矩。
( C )12.「愛肝，愛肝，一罐 20 元，保護肝臟消除疲勞。增強

體力精神好，你愛我愛他也愛，消除疲勞用愛肝，
保護肝臟用愛肝，愛肝口服液。」這是一首大家都
耳熟能詳的藥品廣告歌曲，請由廣告歌詞的內容判
斷，它「並未」透露下列何種訊息？
(Ａ)產品的名稱 (Ｂ)產品的功用 (Ｃ)產品的成
分 (Ｄ)產品的價錢。

( C )13. 如果要選一則座右銘來勉勵「自己把握時間」，下列
何者最恰當？
(Ａ)無視勤掃屋，勝如上藥鋪 (Ｂ)機會是上帝不
想簽名時的匿名 (Ｃ)勇於求知的人絕不至於空閒
無事 (Ｄ)立志在堅不在銳，成功在久不在速。

( B )14. 下列詩句，何者不能說明「生活的藝術」就是懂得觀
照玩味生活的道理？
(Ａ)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 (Ｂ)明日隔山岳，
世事兩茫茫 (Ｃ)好鳥枝頭亦朋友，落花水面皆文
章 (Ｄ)萬物靜觀皆自得，四時佳興與人同。

( D )15. 「擬人法」是將物比擬為人的修辭法。下列文句何者
是屬於擬人法？
(Ａ)我在學堂坐著，心裡也悶，不如往他家放牛，
倒快活些 (Ｂ)有村舍處有佳蔭，有佳蔭處有村舍
(Ｃ)白髮三千丈，離愁似箇長 (Ｄ)嫵媚的康河也
望不見蹤跡。

( A )16. 「在靜定的朝氣裡漸漸地上騰，漸漸地不見，彷彿是
朝來人們的祈禱，參差地翳入了天聽。」這是使用
何種感官方式來表現？
(Ａ)用聽覺印象表現視覺印象 (Ｂ)用聽覺印象表
現觸覺印象 (Ｃ)用視覺印象表現聽覺印象 (Ｄ)
用觸覺印象表現視覺印象。

( A )17. 下列哪一句「沒有」使用回文的修辭法？
(Ａ)關心敗草裡的鮮花，關心水草的滋長 (Ｂ)有
村舍處有佳蔭，有佳蔭處有村舍 (Ｃ)我為人人，
人人為我 (Ｄ)開車不喝酒，喝酒不開車。

( A )18. 「人生像在群眾面前拉小提琴，邊拉邊學。」這段話
在說明什麼？
(Ａ)人要走進社會，接受試煉，不斷地自我修正
(Ｂ)卓越的成就像音樂素養，非一朝一夕可成 (Ｃ)
學習任何技藝都要勇於表現，才能進步 (Ｄ)人生
如戲，表演得好就能獲得掌聲。

( D )19. 「 」中的字，何組讀音兩兩相同？
(Ａ)漫「卷」幾「卷」書，他就回家了 (Ｂ)那人
怒髮「衝」冠地「衝」著我揮拳 (Ｃ)她「差」一
點就得不到這分「差」事 (Ｄ)在靜定的「朝」氣
裡，「朝」霧漸漸消失不見。

( B )20. 下列各組選項「 」中的詞語，何者「不能」以下面
的詞語替換？
(Ａ)小白的行為可說是「夸父逐日」，不自量力—蚍



蜉撼樹 (Ｂ)這裡「物阜民豐」，相當適合居住—民
脂民膏 (Ｃ)他的作品畫得「栩栩如生」，令人讚
賞—維妙維肖 (Ｄ)他談的話如此「荒誕不經」，你
也相信—荒繆絕倫。

( D )21. 下列哪一段新詩所描寫的情景最具有壯闊的美感？
(Ａ)馬蹄留下踏殘的落花／在南國小小的山徑／歌
人留下破碎的琴韻／在北方幽幽的寺院 (Ｂ)雨是
一首溼溼的牧歌／路是一把瘦瘦的牧笛／吹十里五
里的阡阡陌陌 (Ｃ)東風不來／三月的柳絮不飛／
你底心如小小的寂寞的城 (Ｄ)一堆一堆沉重的暮
靄／壓住浮動的海水，向西橫陳／遮斷冬晚的落
日，冬晚的星星。

( D )22. 下列「 」中的字，何者音義完全正確？
(Ａ)不「啻」—ㄉ一 ，̀只、僅 (Ｂ)悠悠故難「量」—
ㄌㄧㄤˋ，測度 (Ｃ)知足「勝」不祥—ㄕㄥ，勝過
(Ｄ)口「齕」首領—ㄏㄜˊ，咬。

( B )23. 下列哪一個選項「 」中的詞語替換後，意思「相
反」？
(Ａ)惟仁為「紀綱」—準繩 (Ｂ)行行「鄙夫」志—
碩彥 (Ｃ)「謗議」庸何傷—攻訐 (Ｄ)入則無法
家「拂士」—大夫。

( B )24. 「當別人讚美我時下，我必須警惕自己要縮小、縮小，
千萬不能膨脹」句中的「縮小」與「不能膨脹」各
與下列哪一組涵義相同？
(Ａ)柔弱生之徒、知足勝不祥 (Ｂ)無使名過實、
無說己之長 (Ｃ)世譽不足慕、慎言節飲食 (Ｄ)
曖曖內含光、行行鄙夫志。

( B )25. 下列哪一項上下句彼此有因果關係？
(Ａ)無道人之短，無說己之長 (Ｂ)道狹草木長，
夕露沾我衣 (Ｃ)開筵面場圃，把酒話桑麻 (Ｄ)
中通外直，不蔓不枝。

( C )26. 「在涅貴不緇」的「緇」字，詞性和下列哪一字相同？
(Ａ)柔弱生之「徒」 (Ｂ)行之「苟」有恆 (Ｃ)
無「道」人之短 (Ｄ)行行「鄙」夫志。

( C )27. 常言道：「禍從口出，病從口入。」即是要我們如何？
(Ａ)隱心而後動 (Ｂ)謗議庸何傷 (Ｃ)慎言節飲
食 (Ｄ)知足勝不祥。

( D )28. 有句話說：「洪鐘無聲，滿瓶不響。」其寓意與下列
何者相同？
(Ａ)閑靜少言，不慕榮利 (Ｂ)沉默是金，時然後
言 (Ｃ)隱惡揚善，守口如瓶 (Ｄ)曖曖含光，溫
和蘊藉。

( B )29. 「一個人的生態和心態，有很大一部分是由朋友圈決
定的。朋友使我們耳軟，朋友使我們盲從，朋友使
我們變得比自己更好或更壞，因此，選擇朋友就是
選擇人生，重組朋友就是重組人生。」（余秋雨朋友
送來一本書）下列何句與本短文有相同的見解？
(Ａ)行行鄙夫志，曖曖內含光 (Ｂ)染於蒼則蒼，
染於黃則黃 (Ｃ)無道之人短，無說己之長 (Ｄ)
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

( B )30. 下列選項「 」中的字，何組字義兩兩相同？
(Ａ)行之「苟」有恆／「苟」且隨便 (Ｂ)柔弱生
之「徒」／嗟哉斯「徒」輩 (Ｃ)無「說」己之長
／不亦「說」乎 (Ｄ)「行」之苟有恆／各「行」
各業。

( C )31. 「勺子裡的水閃光，海水卻是深暗的。渺小的道理可
以明言，偉大的真理只有偉大的緘默。」這段話的
涵義與下列何者最接近？
(Ａ)明者遠見於未萌，智者避危於無形 (Ｂ)量不
寬不能容眾，識不明不堪大用 (Ｃ)天地有大美而
不言，萬物有成理而不說 (Ｄ)激湍之下必有深

潭，高丘之下必有淵谷。
( C )32. 下列文句，何者意在勉人謙讓？

(Ａ)尊之則為將，卑之則為虜 (Ｂ)前事之不忘，
後事之師也 (Ｃ)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
下之 (Ｄ)和羹之美，在於合異；上下之益，在能
相濟。

( D )33. 「君子不責人所不及，不強人所不能。」這句話的涵
義，與下列何者最接近？
(Ａ)對待眾人應當一視同仁 (Ｂ)對自己嚴格，待
他人寬厚 (Ｃ)自己能做到，才能要求別人 (Ｄ)
要求別人時須考量他的能力。

( A )34. 「言語簡寡，在我可以少悔，在人可以少怨。」這句
話的涵義，與下列何者最接近？
(Ａ)多言則必失，不如其約也 (Ｂ)君子言有信，
而行之有恆 (Ｃ)辭有所未盡，意有所未竭 (Ｄ)
好論人長短，學者之大病。

( CD )35. 下列「 」中的字詞，何者音義「有誤」？
(Ａ)「闔」其扉：音ㄏㄜˊ，關上 (Ｂ)「噉」食：
音ㄉㄢˋ，吃的意思 (Ｃ)「逡巡」：音ㄑㄩㄣ ㄒㄩ

ㄣˊ，留連忘返的樣子 (Ｄ)跳「擲」：音ㄓˊ，丟。
( C )36. 下列選項中的「儼然」，何者與「神情上竟儼然是一

種了不得的法寶」中的「儼然」一詞同義？
(Ａ)土地平曠，屋舍「儼然」 (Ｂ)他神情「儼然」
的坐在堂上 (Ｃ)這戲子演起來「儼然」就是個奸
臣樣 (Ｄ)他的新家裝潢豪奢，氣派「儼然」

( A )37. 形容單憑個人勇力，意氣用事的小勇，可用下列何句
成語？
(Ａ)匹夫按劍 (Ｂ)目光如豆 (Ｃ)孤注一擲
(Ｄ)干戈不息。

( C )38. 下列文句，何者語意最為通順？
(Ａ)與其坐待機會，依然可創造美好機會 (Ｂ)寧
可做好萬全準備，以致於心存僥倖 (Ｃ)即使經歷
萬般劫難，也不可放棄希望 (Ｄ)如果基於善意，
不過表達技巧很重要 。

( C )39. 下列「 」中的字，何組字音相同？
(Ａ)「憮」然／安「撫」 (Ｂ)剝「削」／不「肖」
(Ｃ) 「箴」言／「鍼」砭 (Ｄ)罰「鍰」／名「媛」。

( C )40. 英國心理學家布洛認為，將事物的實用目的拋開，更
能產生美的感受。下列對讀書的敘述，何者符合這
個說法？
(Ａ)飽讀詩書，經世濟民 (Ｂ)窮究經書，匡正風
俗 (Ｃ)吟詠詩詞，怡然自得 (Ｄ)閱讀史籍，增
廣見聞。

( B )41. 下列詩詞，何者最能表露出慈悲心腸？
(Ａ)白髮悲花落，青雲羨鳥飛 (Ｂ)愛鼠常留飯，
憐蛾不點燈 (Ｃ)薄命生遭風雨妒，多情枉受蝶蜂
憐 (Ｄ)共看明月應垂淚，一夜鄉心五處同。

( B )42. 「送了四樣菜來齋他」中的「齋」字，由名詞轉為動
詞用。下列何者也作「動詞」？
(Ａ)割雞焉用「牛」刀 (Ｂ)願為「市」鞍馬 (Ｃ)
想像那一流「清淺」 (Ｄ)今年的奧運很「中國」。

( C )43. 「對於一切事物，不為因襲的成長所縛，都還他一個
本來面目，如實觀照領略。」弘一和尚的生活態度
可以用下列哪一項詞語來形容？
(Ａ)君子固窮 (Ｂ)當頭棒喝 (Ｃ)歸真返璞
(Ｄ)韜光養晦。

( C )44. 一個黑人小孩問賣氣球的叔叔說：「那些黑色的氣球
也會往上飄嗎？」叔叔環著他的肩膀說：「會的！使
氣球往上飄的是氣球裡面的東西，不是氣球的顏
色。」這個小故事告訴我們何種道理？
(Ａ)舊書不厭百回讀，熟讀深思子自知 (Ｂ)吃得



苦中苦，方為人上人 (Ｃ)成功的因素是真才實
學，外在因素的影響不大 (Ｄ)滴水可以穿石，鐵
杵可以磨成針。

( C )45. 下列成語何者與「人家說他在受苦，我卻要說他是享
樂」一句相同修辭，皆使用「映襯」？
(Ａ)一手遮天 (Ｂ)目光如豆 (Ｃ)口蜜腹劍
(Ｄ)瞠目結舌。

二、閱讀測驗（每題 2分，共 10 分）
1.

李斯者，楚上蔡人也。年少時，為郡小吏，見吏舍
廁中鼠食不絜，近人犬，數驚恐之。斯入倉，觀倉中鼠，
食積粟，居大廡之下，不見人犬之憂。於是李斯乃嘆曰：
「人之賢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處耳！」乃從荀卿學帝
王之術。

（節錄自司馬遷史記 李斯列傳）
註：○１不「絜」：音ㄐㄧㄝˊ，通「潔」，穢物。

○２數：音ㄕㄨㄛˋ，屢屢、每每。
○３廡：音ㄨˇ，廳堂兩側廂房，泛指房屋。

（B）46. 從本文可知，李斯拜荀卿為老師的目的為何？
(Ａ)經世濟民 (Ｂ)飛黃騰達 (Ｃ)遵從父願
(Ｄ)流芳千古。

（C）47.「見吏舍廁中鼠食不絜，近人犬，數驚恐之。」
這段文字中鼠的舉動，可以用下列哪一選項形
容？
(Ａ)投鼠忌器 (Ｂ)目光如鼠 (Ｃ)抱頭鼠竄
(Ｄ)羅雀掘鼠。

2.
不管是什麼樣的人，都只有一條生命，只有一次生

活在宇宙間的機會，所以要珍惜自己的生命，好好的生
活。青年朋友們面臨嶄新的人生，就像一個畫家面對唯
一無二的畫布，應該小心翼翼地運用靈智的彩筆，畫出
一幅生命的傑作。

在漫長的人生旅途上，處處都是危崖與陷阱，稍一
大意，就可能前功盡棄，飲恨終生。年輕人對自處與處
世的藝術，大都欠缺火候，所以要特別注意這兩方面的
修養。與人相處，必得要寬宏大量；獨處的時候，則要
懂得反省。

勇氣的培養與表現，及保持內心的平衡，尤其是不
易做到的藝術。中外聖哲們致力於培養浩然之氣及追求
真理的熱誠，都不是常人所能企及的。但是，我們可以
培養一些好的氣度來修身養性，並保持身心的健康與平
靜。譬如可培養自己的幽默感，就像富蘭克林和馬克吐
溫都曾慣用幽默或自嘲，來對抗現實的壓力一樣。

現代的人，生活在來自四面八方的刺激與壓力之
下，早已因不堪應付而感焦躁不安，神經緊張，所以我
們唯有設法簡化生活，給自己留一些時間，思考自處處
人之道，讓心靈得到舒展，才能迎接真實的人生。

（夏丏尊生活的藝術）
（C）48. 第一段的重點是說明何者？

(Ａ)個人的生命價值，要在宇宙間完成 (Ｂ)
光陰易逝，人人都應該及時努力 (Ｃ)生命很
可貴，要用心經營 (Ｄ)青年朋友擁有較多機
會，要慢慢選擇。

（C）49.「與人相處，必得要寬宏大量；獨處的時候，則
要懂得反省。」這段話告訴我們要如何？
(Ａ)受施勿忘，施人勿念 (Ｂ)知足常樂，海
闊天空 (Ｃ)嚴以律己，厚以待人 (Ｄ)公平
合理，心安理得。

（D）50.作者認為保持內心平衡的方法為何？
(Ａ)積極熱情 (Ｂ)消除緊張 (Ｃ)為人隨和

(Ｄ)有幽默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