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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國文   試題 

 
壹、單一選擇題(每題 3 分，共 60 分。請標清題號，將答案寫在答案本上。) 
(  )1、「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是因為  ○A 聞道有先後，術業有

專攻  ○B 師之所存，道之所存  ○C 青，取之於藍，而勝於藍  ○D 三人行，

必有我師焉。 
(  )2、○甲 老氣橫秋○乙 不厭其繁○丙 正直不阿○丁 慫人聽聞○戊 風聲鶴唳。上列成語，

完全無錯別字的是  ○A ○甲 ○丙 ○戊   ○B ○甲 ○乙 ○丙   ○C ○丙 ○丁 ○戊   ○D ○甲 ○丙 ○丁 。 
(  )3、下列注音，何者錯誤  ○A 聯考「闈」場：ㄨㄟˊ ○B 「揣」摩上意：ㄔㄨ

ㄞˇ ○C 明眸善「睞」：ㄌㄞˋ ○D 嗫嚅：ㄋ一ㄝˋㄋㄨˊ。 
(  )4、「這幾個案子，犯罪手法□□□□，警方推測兇手恐怕是同一個人。」缺

空的成語，宜填  ○A 不約而同  ○B 殊途同歸  ○C 如出一轍  ○D 無懈可擊。 
(  )5、「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如果□□□□，唯唯諾諾，恐將自毀立

場。」缺空的成語，宜填  ○A 人云亦云  ○B 漫不經心  ○C 面不改色  ○D 伏

低做小。 
(  )6、范仲淹所謂「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是何種懷抱  ○A 樂

以忘憂  ○B 殷憂啟聖  ○C 憂國憂民  ○D 樂天知命。(范仲淹〈岳陽樓記〉)   
(  )7、下列何者不是雙聲詞  ○A 參差  ○B 清泉  ○C 躊躇  ○D 爪泥。 
(  ) 8、下列各項「 」中的字，何者非表謙詞  ○A 「猥」不敢相烦  ○B 「敢」烦

先生監造十萬枝箭  ○C 「僕」去年秋始遊廬山  ○D 「猥」自枉屈，三顧臣

於草盧之中。 
(  ) 9、下列成語何者錯誤  ○A 物換星移  ○B  白駒過隙 ○C 克不容緩  ○D 同流合

汙。 
(  ) 10、下列何者最適合解釋「雞鳴狗盜之雄」  ○A 狐群狗黨  ○B 綠林大盜  ○C

士豪劣紳  ○D 宵小頭目。 
(  ) 11、○甲 韓愈，宋仁宗追封為「昌黎伯」，世稱韓昌黎  ○乙 范仲淹，謚文正，

世稱范文正公  ○丙 王維，官至尚書右丞，世稱王右丞  ○丁 王安石謚文

忠，世稱王文忠公  ○戊 柳宗元，貶柳州刺史，後人稱之為柳柳州。以上

正確得敘述是  ○A ○甲 ○乙 ○丙   ○B ○甲 ○丁 ○戊   ○C ○乙 ○丙 ○戊   ○D ○丙 ○丁 ○戊 。 
(  ) 12、下列文句，完全無錯別字的選項是  ○A 一見到上司，驢臉得立刻縮短，

再往癟裡一縮，馬上變成柿餅臉  ○B 他的臉上作黃臘色，像是才從牢獄

裡出來  ○C 面無表情的人，使人有莫測高深之感  ○D 嘴撇的飄兒似的，

冷不妨抬起眼皮給你一個白眼。 



(  ) 13、下面短文，依文意排列順序最恰當的選項是：「一篇淵深宏富的散文  ○甲

一篇神采飄然，氣韻高妙的文章○乙 有如白雲在天，舒卷自如○丙 海涵地

負，大氣磅礡○丁 表現出作者性格的清逸瀟灑○戊 表現出作者性格的豪邁」

○A ○乙 ○戊 ○甲 ○丙 ○丁   ○B ○丙 ○戊 ○甲 ○乙 ○丁   ○C ○丙 ○丁 ○甲 ○乙 ○戊   ○D ○乙 ○丁 ○甲 ○丙 ○戊 。 
(  ) 14、○甲 水聲「潺潺」○乙「盈盈」一水○丙「札札」弄機杼○丁「脈脈」不語○戊「呦

呦」鹿鳴○己 「栩栩」如生○庚 「悠悠」我心。以上「 」中的疊字屬狀聲

詞的有幾個  ○A 六個  ○B 五個  ○C 四個  ○D 三個。 
(  ) 15、下列詞語的解釋何者正確  ○A 柔翰：硯台  ○B 鳴鏑：響箭，古時發射它

作為戰鬥信號  ○C 檄：古代官府頒布法令告知百姓的文書  ○D 弱冠：古

時男子十五歲行冠禮，表示已成年。 
(  ) 16、下列「 」內的詞語解釋錯誤的選項是  ○A「方外」友：世外  ○B 不「消」

說：「需要」的合音  ○C 我「惘然」了：惶恐的樣子  ○D 出家人的「本

等」：本分。 
(  ) 17、下列各種行為，何者與「儉」相契合  ○A 走卒類士服，農夫躡絲履  ○B

酒必內法，食必多品，數月營聚，然後發書  ○C 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  
○D 妾不衣帛，馬不食粟。 

(  ) 18、「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意謂  ○A 禮樂比仁重要  ○B 禮

樂與人同樣重要  ○C 只要有仁，禮樂可省  ○D 禮樂的根本在仁。 
(  ) 19、「舉直錯諸枉」意謂  ○A 拿起直尺放在不平的地方  ○B 選舉正直的人，

不必遷就別人  ○C 舉用正直的人，錯失眾多申訴的管道  ○D 舉用正直

的人，而罷黜那些邪曲的人。 
(  ) 20、「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昰

什麼修辭  ○A 頂真  ○B 類疊  ○C 錯綜  ○D 排比。 

貳、閱讀測驗(每題 4 分，共 40 分。請標明題號，將答案寫在答案卡上。) 

一、 寒山轉蒼翠，秋水日潺湲，倚仗柴門外，臨風聽暮蟬。渡頭於落日，墟

里上孤煙。復值接輿醉，狂歌五柳前。 

(王維〈輞川閒居贈裴秀才迪〉) 

(  )1、「渡頭於落日，墟里上孤煙。」昰描寫  ○A 荒野景致  ○B 村野暮色  ○C 沙

塞暮色  ○D 邊地晚景。 

(  )2、這首詩中接輿、五柳分別是比喻為  ○A 隱士、陶淵明  ○B 王維、裴迪  ○C

裴迪、王維  ○D 王維、陶潛。 

(  )3、這首詩雖是寫秋景，但並無蕭瑟之意，反自有一分活潑生機，其關鍵字在

於  ○A 寒山、秋水  ○B 倚仗、臨風  ○C 於落日、上孤煙  ○D 轉蒼翠、日潺

湲。 

(  )4、「復值接輿醉，狂歌五柳前。」昰說明  ○A 作者王維之放曠不羈  ○B 作者

王維之失意縱酒  ○C 裴迪帶醉高歌來訪  ○D 裴迪放浪形骸之一面。 

(  )5、這首詩應對仗卻未對仗的昰  ○A 首聯  ○B 頷聯  ○C 頸聯  ○D 末聯。 

二、 余昔少年讀書，竊嘗怪顏子以簞食瓢飲，居於陋巷，人不堪其憂，顏子



不改其樂。私以為雖不欲仕，然抱官擊柝，尚可自養，而不害於學，何至困

辱貧窶自苦如此?及來筠州，勤學鹽米之間，無一日之休，雖欲棄塵垢，解羈

縶，自放於道德之場，而事每劫而留之。然後知顏子之所以甘心貧賤，不肯

求斗升之祿以自給者，良以其害於學故也。(蘇轍〈東軒記〉) 

(  )6、「抱關擊柝」意謂  ○A 守關巡夜之卑位小吏  ○B 閉門造車研讀之士  ○C 守

住關口，擊退敵人  ○D 堅守關門，擊木以示警。 

(  )7、「棄塵垢，解羈縶，自放於道德之場。」乃言作者  ○A 欲將不潔的環境加

以整理  ○B 欲屏棄俗務寄身於經典之中  ○C 欲潔身自好，使自我道德提升  

○D 欲改造混濁世俗，使民風淳正。 

(  )8、下列解釋，何者正確  ○A 塵垢：不潔之物  ○B 貧窶：貧窮  ○C 自放於道德

之場：講究仁義道德  ○D 事每劫而留之：每被脅迫而無法行事。 

(  )9、作者於文中表達何種心情  ○A 位卑官小，俸祿菲薄  ○B 有意拋棄升斗之祿  

○C 抱關擊柝，安貧樂道  ○D 公務羈縻，至無法向學修德。 

(  )10、本段文字之主旨在於  ○A 說明仕宦足以害學，顏子之不求祿即為此  ○B 批

判顏子不求出仕有害其德  ○C 奉勸世人當甘心貧賤，勤學鹽米之事  ○D 陳

述一己抱關擊柝，自養自足的生活情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