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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科目 國     文 總頁數 3 
※此為試題卷，請將答案填寫在答案卷內，未寫於答案卷內者，不予計分。 

※不可使用計算機 

備註：試題隨答案卷繳交 第 1 頁 

一、 單選題：每題 2分，共 60 分 
1.(  ) 下列文句，完全沒有錯別字的選項是：   

       (A)耳聾的貝多芬，創作了許多叩人心弦的樂章  (B)恐怖事件後，各校的門禁 

日趨深嚴，警衛全天守護  (C)攀登上積雪皚皚的聖母峰，終於實現睥睨寰宇的 

宿願  (D)一個人不肯付出心力，只盼一步登天，必竟是不可能的事 

2.(  ) 用來形容罪惡大的成語是：（A）滿坑滿谷 （B）罄竹難書 （C）飛鷹走狗（D） 

羊質虎皮。 

3.( ) 寫《理想國》這本書來發抒政治理想的大思想家是 (A) 盧梭 (B)柏拉圖 (C)

亞里斯多德 (D)蘇格拉底。 

4.( ) 陳之藩認為美國青年是哲學家皇帝的實踐者，乃因他們 (A) 有可貴的人文素養 

(B)眼光遠大 (C) 抱負雄偉 (D) 有獨立自主的精神。 

5.(  ) 下列各組，哪組是依時代先後排列的作家？（A）韓愈、歐陽脩、白居易、蘇軾 

      （B）李白、李商隱、杜甫、王安石 （C）吳承恩、曹雪芹、林語堂、劉顎 （D） 

曹丕、酈道元、蘇洵、顧炎武。 

6.(  ) 而立之年指的是：（A）三十歲 （B）四十歲 （C）五十歲 （D）六十歲。 

7.( ) 下列哪一組是同義詞 (A) 遐想／空想 (B)崢嶸／猙獰 (C) 吶喊／喝叱 (D) 

圭臬／標準。 

8.( ) 每個美國青年人將《富蘭克林自傳》奉為寶貴經典，由此可知他們都 (A) 崇尚

勤苦自立 (B)仰慕叱咤風雲 (C)養成閱讀習慣 (D) 愛好科學研究。 

9.(  ) 下列何者是用來形容春天景象的成語？（A）江風漁火 （B）金風颯颯 （C）惠

風和暢 （D）橙黃橘綠。 

10.(  ) 梵語是中國較早的外來語，下列詞語中與梵文無關的選項是：(A)剎那 (B)施主 

(C)浮圖 (D)菩薩。 

11.(  ) 下列語句與作者的配合，何者正確？（A）「輕輕的我走了，正如我輕輕的來」： 

鄭愁予（B）「黃髮垂髫，並怡然自樂」：陶淵明 （C）「我達達的馬蹄是美麗的 

錯誤」：余光中（D）「多情自古傷離別，更那堪冷落清秋節」：歐陽修。 

12.( ）〈師說〉一文的主旨是在 (A) 針砭時弊而指出師道及從師的重要。 (B) 讚揚

李蟠從師問學的精神 (C) 說明老師的可貴 (D) 說明老師所扮演的角色 

13.( ) 關於「文起八代之衰，道濟天下之溺。」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A) 「八代」指 

魏、晉、宋、齊、梁、陳、隋、唐 (B) 這是蘇軾用來讚頌韓愈的句子 (C) 

「道」指的是儒家學說 (D)「溺」是指天下人對駢文之陷溺。 

14.( ) 下列何者不是雙聲詞 (A)參差 (B)清泉 (C)熱浪 (D)躊躇。 

15.(  ) 下列成語，完全無錯別字的選項是：(A)一股作氣 (B)海市蜃樓 (C)手屈一指  (D) 

不勝沒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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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 下列有那些語句是用來形容或比喻「人生苦短」？(A)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

能 (B)朝聞道，夕可死矣 (C)浮生若夢，為歡幾何 (D)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

天。 

17.(  ) 「自行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意謂：（A）惟仁者能好人，能惡人。 （B）

溫良恭儉讓 （C）上天有好生之德 （D）有教無類。 

18.(  ) 某些與「方位」有關的詞彙，常有文化背景的意涵，例如「左遷」是降職、貶

官之意；「旁門左道」是不被正統所接納者。下列有關方位構成的詞，敘述正

確的選項是：（A）現代稱主張較激進者為「右派」，主張較保守者為「左派」

（B）「日薄西山」是借「西山」為日落之處，比喻年老壽命將盡 （C）古代「左」

有貶降之意，故國君「虛左以待」的「虛左」意謂貶降惡吏，以待賢人（D）

「聲東擊西」是指用兵法上的策略，「東」「西」乃實指方位。 

19.(  ) 下列「」內的詞語是生活中常用的祝頌語，請選出用法正確的選項 （A）「文定

之喜」用於賀新婚 （B）「弄璋誌喜」用於賀生男 （C）「政通人和」用於賀升

遷（D）「瑤池春水」用於賀男壽。 

20.(  ) 下列哪一句成語沒有錯字？（A）愛鳥及鳥 （B）商家之犬 （C）焚膏繼晷 （D）

鬼腐神工 

21.(  ) 下列各組字都有相同偏旁，運用完全正確的是那一組？ 

(A)夜「闌」人靜 / 色彩班「斕」 (B)相形見「拙」 / 「茁」壯發展 

(C)「添」油加醋 / 「舔」犢情深 (D)浪費公「帑」 / 劍拔「駑」張 

22.(  ) 下列文句中，成語的使用沒有錯誤選項是： 

(A)現在正是投資基金的好機會，利潤垂手可得 (B)政府官員暴發醜聞，引起喧

然大波  (C)推廣華語的學習，真是無遠弗界  (D)儒家思想的價值觀在華人社

會中，已根深柢固。 

23. (  ) 下列文句，完全無錯別字的選項是： 

(A)《哈利波特》這本小說，造成了全球對摩法世界的想像漩風            

(B)高雄市柴山山腰上的露天咖啡館，依山傍海，居高臨下，很多人前往喝咖啡

賞美景 

(C)每到上下班的時間，高速公陸上都會塞車        

(D)別再指望他了，他以經沒救了。 

24.(  ) 下列的語句都曾出現在電視新聞的播報中，請指出哪一句話沒有語病？ 

(A)經過一個年假，美術館再度的來開放。            

(B)一行政府官員來到機場來幫總統來送行。 

(C)洪其德無照駕駛，闖下大禍。        

(D)又到了所謂的過年節慶，兩位總統候選人仍然馬不停蹄拜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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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 「渴，欲得飲。」中的「飲」字是： 

(A)名詞  (B)動詞  (C)形容詞  (D)副詞 

26.(  ) 下列文句中引號裏的詞彙，由名詞轉用成動詞的選項是： 

(A)她的「聰明」，實在是少見  (B)國文老師的服裝很「中國」(C)她的氣質是

如此的「東方」 (D)好的洗髮精才能「寶貝」你的頭髮 

27.(  ) 下列選項，何者不屬於「以聲音凸顯景物視覺效果」的表現手法？ 

(A)大絃嘈嘈如急雨，小絃切切如私語，嘈嘈切切錯雜彈，大珠小珠落玉盤            

(B)因為雨是最最原始的敲打樂從記憶的彼端敲起  (C)胖胖的老板娘，有點像

糯米糰，有溫和的微笑 (D)我低下頭去喊自己的名字，井水也大聲應和，連那

回聲都彷彿有淡淡的餘香。 

28.(  ) 閱讀下文並推斷何者是它的主旨？ 

    「這種不見天日的情況一長，病菌自然滋生。於是好多教師，在劍橋正式的課 

好好教了，而補習的課卻非常認真。其中線索，自不難尋。我國朝野教育人士， 

更不會不懂。」（陳之藩《劍河倒影‧噴煙制度考》） 

(A)教育環境惡劣，所以補習班林立 (B)不健康的教育制度，會產生病態的教學

環境 (C)劍橋大學的老師體力有限，容易生病  (D)補習是賺外快，自然得認真

教。 

29.(  ) 「獨坐幽篁裡，彈琴復長嘯；深林人不知，明月來相照」，下列何者形容此詩最

為貼切？ 

(A)迴腸盪氣  (B)機趣橫生  (C)深自警惕  (D)閒適淡雅 

30.(  ) 下列關於古典小說的敘述，何者正確？ 

(A) 范進中舉是《三國演義》中的故事            

(B)《水滸傳》主要是記載漢末魏晉士人的言行事蹟 

(C)《西遊記》又名《石頭記》       

(D)「東京八十萬禁軍教頭」說的人物是《水滸傳》中的林沖。 

 

二、 作文：40 分 

     有些人很怕獨處，但是一個人的時候可以好好享受自由、獨自思考、認真計劃或

仔細反省…，當你一個人的時候，你都做些什麼？感受些什麼？請以「一個人的

時候」為題，以 600 字為限作文一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