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語模擬試題【五】

准考證號碼：□□□□

一、選擇題(總分 120 分，每題 3 分、未答 1 分、答錯 0 分)
1.請從下列選項中選出正確的答案填入句子空格中：
「這家全國□屈一指的牛排館，受歡迎的程度，從用餐時大排長龍的人潮可見一□。當香噴噴的牛排送上餐桌時，
濃□的香氣，不禁令人□指大動。」
（A）首、班、郁、十 （B）手、斑、郁、食 （C）首、斑、郁、食 （D）首、般、郁、十
2.請選出下列文句，完全沒有錯別字的選項：
（A）身處資訊發達的時代，要努力學習新知，千萬不可固步自封。
（B）枝頭上的五色鳥，對我眩耀它美麗的彩衣。
（C）台北花博夢想館展現了科技之美，許多人都迫不急待地前往觀賞。
（D）東北季風長驅直入，使得台北陰雨不停、冷風刺骨。
3.下列各選項「 」中的詞義，何者前後相同？
（A）我最敬佩「掃街」的清道夫／選舉期間候選人常瘋狂「掃街」拜票
（B）就算大環境「極端」惡劣，我們仍要懷抱希望／情場失利的她，幸虧有家人的支持才沒走「極端」
（C）他彈得「一手」好鋼琴，實在令人欣羨／「一手」交錢，一手交貨
（D）考後我們準備到餐廳大吃「一頓」／粗心大意的我，被父親狠狠數落了「一頓」
4.下列四個選項中的詞語，各有一個空缺的同音國字，找出一個與其他三個不同的國字：
(A) □利多銷 (B)□然大怒 (C )衣單食□ (D)□海歡騰
5.下列文字共有幾個錯字？「公園裡的大樹豪無來由地突然枯委，葉子在舜間落盡，黯淡無光的月亮垂掛在枯枝上，
蕭瑟地迎風搖晃。」（幾米，月亮忘記了） (A) 0 個 (B) 1 個 (C )2 個
(D)3 個
6.下列選項的注音正確的是：
(A)壯士斷「腕」：ㄨㄢˋ (B)好逸「惡」勞：ㄜˋ (C)如火如「荼」：ㄔㄚˊ (D)如喪考妣：ㄆㄧˇ
7.辭典中「寧」字有「省視」、「安寧」、「情願」等義；「息事寧人」的「寧」字，是「安寧」的意思。
下列各項的「寧」字，何者也是「安寧」的意思？
(A)不自由毋「寧」死 (B)雞犬不「寧」 (C)歸「寧」宴客 (D)「寧」為雞口，不為牛後
8.下面選項中各字的部首，那一個是正確的？
（A）裁，戈部 （B）冀，八部 （C）卓，卜部 （D）赤，土部
9.仔細閱讀下列新詩，依據上下文意，按照順序，找出適合填入的詞語：
「一杯熱咖啡 ∕放在窗前 ∕□□ ∕濃濃熱度 ∕濃濃孤單
一朵白玫瑰 ∕躺在心上 ∕□□ ∕淡淡花香 ∕淡淡憂鬱
一堵高圍牆 ∕立在眼前 ∕□□ ∕大大未知 ∕大大膽怯
一座黑迷宮 ∕身在其中 ∕□□ ∕緩緩黑暗 ∕緩緩寂寞 」
(A) 啜飲→輕觸→窺視→漫步 (B) 窺視 →輕觸→啜飲→漫步
(C) 輕觸→窺視→漫步→啜飲 (D) 窺視→輕觸→漫步→啜飲
10.下列句子的空格，應填入那一個選項最恰當？
「春暖花開，花園裡瀰漫著□□的花香，令人心情愉悅。」（A）濃密 （B）濃郁 （C）濃厚 （D）濃縮
11.下列那一個成語可以用來描寫人物的表情？
（A）火冒三丈 （B）目瞪口呆 （C）言而無信 （D）光明磊落
12.成語中的「顏色」，有的是指真正的顏色，有的却是另有含義。下列成語中，那一個是指真正的顏色？
（A）黑道大哥 （B）灰頭土臉 （C）慘綠少年 （D）青山綠水
13.下列成語運用，何者正確？
（A）這些題目對他而言太簡單了，他「不由分說」就能正確回答。
（B）那麼貴重的鑽石，竟然被你看成玻璃珠，真是「目不識丁」啊！
（C）他待人處世謙恭有禮，「恃才傲物」的態度令人稱讚不已。
（D）小明看書速度很快，只是「囫圇吞棗」，沒有吸收消化，效果自然不佳。
14.下列成語的相關人物，何者錯誤？
（A）才高八斗：蘇東坡 （B）聞雞起舞：祖逖 （C）坦腹東床：王羲之 （D）一飯千金：韓信
15.請選出下列量詞運用正確的選項：（甲）一□天空 （乙）一□國畫 （丙）一□眼鏡 （丁）一□樹木
（A）抹，幅，副，棵 （B）朵，幅，副，顆 （C）片，副，幅，棵 （D）片，幅，副，棵
16.1933 年初，美國正值經濟大蕭條，到處是失業、破產、倒閉，隨處可見美國人的痛苦、恐懼與絕望。
當時就任的美國總統羅斯福在就職宣誓時說：「我們唯一該怕的東西是害怕本身」這句話激勵了許多人，
重燃樂觀積極的態度。以上這句話用來做誰的座右銘最適合？
(A) 寄人籬下的小喜 (B) 暴虎馮河的小樂 (C) 杯弓蛇影的小平 (D) 揠苗助長的小安

【背面尚有試題】

17.對女同學的稱讚，哪一個是不恰當的？
（A）「柳眉鳳眼」，好一個古典美人 （B）你的美有如「曇花一現」，無人能比
（C）再適合不過了，「空谷幽蘭」正如你典雅的氣質。 （D）清麗脫俗，你就是那「出水芙蓉」，佔據了所有的夏日目光
18.「徙木立信、四面楚歌、三顧茅廬」，以上三個成語，是源自於哪三個人？
（甲）商鞅 （乙）韓信 （丙）蘇東坡 （丁）項羽 （戊）諸葛亮 （己）王維
（A）甲乙丁 （B）乙丙己 （C）甲丁戊 （D）丁戊己。
19.嘉義雞肉飯老店，本著□□□□、□□□□的一貫風格，□□□□，觀光客都會上門光顧。上述缺空處依序應填入何者？
（A）真材實料／貨真價實／門可羅雀 （B）近悅遠來／敦親睦鄰／名聞遐邇
（C）貨真價實／童叟無欺／遠近馳名 （D）服務親切／垂涎三尺／五花八門
20.下列諺語，解釋正確的是：
(A) 臺語俗諺：「吃碗內，看碗外。」意思是只重視事物的微小細節
(B) 臺語俗諺：「有狀元學生，無狀元先生。」意思是學生比老師還優秀。
(C) 臺語俗諺：「站高山看馬相踢。」適合用來形容一個人的幸災樂禍
(D) 俗諺說：「許人一物，千金不移。」是指一個人做事的態度認真，一點也不馬虎。
21.「所謂知己／不就是一把傘麼／晴天收起／雨天才為你／豁然開放」此段文字所表達的友誼，
適合用來形容哪兩個人的交情？ （A）管仲和鮑叔牙 （B）管寧和華歆 （C）曹操和楊修 （D）周瑜和孔明
22.宋朝文學家蘇東坡和他的好朋友佛印和尚聊天，當佛印說佛法無邊時，被東坡的妹妹聽見了，於是她寫了這副對聯：
「人曾是僧，人弗能成□」給佛印，佛印也不甘示弱的回了一副給她：「女卑為□，女又可稱奴」。
請你依照文意判斷，缺空中應該分別填入哪兩個字字？ （A）仙／婢 （B）神／娘 （C）佛／婢 （D）祖／姑。
23.法國大文豪雨果寫完「悲慘世界」這部小說後，就寄給出版商。但是經過許久都沒有消息，於是便發了一封電報去詢問，
但是電報內容只有一個標點符號。不久，出版商也回了一封電報，但也只有一個標點符號。
如果出版商極為讚賞，且樂意出版這部小說，那麼，雨果和出版商電報的標點符號依序應該是：
（A）？！ （B）？。 （C）！。 （D）！？
24.林肯總統有句名言說：「你可以欺騙少數人一世，也可以矇蔽多數人一時；但你不能在所有的時間欺騙所有的人。」
林肯總統在這段話中，想表達的意旨為何？
(A) 真相容易被忽略 (B) 多數人常被欺騙 (C) 隱藏的事終會顯露 (D) 謊言就像是披著羊皮的狼
25.下列典故，哪一個的解釋不正確？
(A) 萬事俱備只欠東風：比喻進行一件事情，一切細節都準備妥當，只欠缺最關鍵的條件。
(B) 空城計：比喻沒有實力，卻以虛張的聲勢騙過對方的策略。
(C )三過其門而不入：大禹負責解決百姓的水患之苦，幾次經過家門都沒進去，比喻盡忠職守，公而忘私。
(D)挾天子以令諸侯：曹操挾制漢獻帝，用皇帝的名義發號施令。比喻一個人的野心非常明顯，大家都知道。
26.仔細閱讀下列作品：「無奈何，映雪窗前念文章。忽聽街頭爆竹響，原來是，村舍人家祭灶王」（雪映竹窗）
描寫的時間背景，大約是在什麼時候？ （A）立冬 （B）中秋 （C）清明 （D）除夕。
27.（甲）小可：「我最愛中秋節了，可以吃月餅！」
（乙）小櫻：「我最愛元宵節了，有美麗的花燈可欣賞！」
（丙）小狼：「我最怕中元節了，晚上都不敢單獨一個人出門！」
（丁）雪兔：「我最愛端午節了，有好吃的粽子吃，又有划龍舟比賽可以看！」
請問以上傳統的節日，在一年之中最晚的是那一個？（A）中秋節 （B）元宵節 （C）中元節 （D）端午節
28.小明、小華、小英和小雪四人為同一年出生。小明說：「我出生時可以聞到桂花香味。」小華說：「我出生時蓮花盛開。」
小英說：「我出生時，櫻花紛飛，真是美極了！」小雪說：「我出生時山坡開滿油桐花。」請問四人那一個最早出生？
（A）小英 （B）小華 （C）小明 （D）小雪
29.鄒傑侖的叔叔要結婚了，他打算送給叔叔一份賀禮，並且在上面寫上祝賀的話。請問下面選項那一個不適合？
（A）百年好合 （B）天賜良緣 （C）福壽全歸 （D）琴瑟合鳴
30.下列文句，何者最合理客觀且具有可信度？
（A）經調查統計結果，花蓮縣以好山好水，獲得５８％國人的喜愛。
（B）聽說基隆常下雨、冬天又很冷，一定不適合居住。
（C）學音樂的小孩一定不會變壞。
（D）只有考上大學的人才能出人頭地，功成名就。
31.海綿寶寶過年幫爺爺奶奶買春聯，請問哪一則不適合貼在爺爺奶奶家？
（A）花開春富貴∕竹報歲平安 （B）世界開昌運∕笙歌樂太平
（C）縱 使 有 錢 難 買 命 ∕須 知 無 藥 可 醫 貧 (D)父慈子孝全家福∕兄友弟恭滿堂春
32.「寒夜客來茶當酒，竹爐湯沸火初紅。尋常一樣窗前月，才有梅花便不同。」＜寒夜＞宋．杜耒
有關本首詩的敍述，何者是正確的？
（A）詩中提到梅花，作者以此來象徵自己和來訪朋友的品格高潔。 （B）詩人以茶當酒，顯示和朋友的關係冷淡。
（C）本詩敍述寒夜朋友來訪，詩人的態度是不悅的。 （D）詩中的「湯」，是指「酒」。

33.
邁克爾．法拉第，於西元一八三一年發現電磁感應現象；兩年後，又發現電流化學的兩個定律，世人為紀念他的
功勞，就用他的名字命名，也尊稱他為「電學之父」。
法拉第生前，英國貴族院要頒授爵士封號給他、皇家學院要聘請他為學會主席，更有比原有收入高出十二倍的薪水
等著他，但是他一一謝絶。他對妻子說：「我的名字叫邁克爾．法拉第，將來刻在我的墓碑上的，也只有這個名字！」
閱讀完上文後，你覺得法拉第是一個怎樣的一個人？
（A）看重名利 （B）喜歡遊山玩水 （C）不慕名利
34.

（D）喜歡在墓碑上留名

王藍田個性□□。有一次吃雞蛋，用筷子去戳它，沒有戳中，就很生氣地把雞蛋摔在地上，蛋在地上轉不停，
王藍田又跳著用木屐去踩它，還是踩不破，他氣極了，又把雞蛋撿起來，放進口中用力咬破後才吐掉它。＜世說新語＞
閱讀完上篇短文後，請選出正確的答案：
（A）本文大意在說明雞蛋圓滑，不容易吃。 （B）短文中的空格，可以填入「幽默」。
（C）王藍田咬雞蛋的技術很好。
（D）憤怒易使人暴躁，值得深省。
35.小協問小愛：「哪種動物最愛問『為什麼』？」
小愛回答：「不知道」
小協說：「是『猪』。」
小愛不解地問：「為什麼？」 小協哈哈大笑對著小愛說：「你上當了」
小愛沉默兩秒，也跟著笑說：「對呀！對呀！我是珠，我是爸媽的掌上明珠！」
根據上述對話，小愛的反應，與下列敘述何者最接近？
(A)見異思遷，意志不堅定 (B)擇善固執，不受他人影響 (C)正面思考，化危機為轉機 (D)口若懸河，善於交際言談
36.下列詩句與動、植物之關係，何者不正確？
(A)遙知不是雪，為有暗香來-----夜來香 (B)不知細葉誰裁出，二月春風似剪刀-------柳
(C)野火燒不盡，春風吹又生-------草
(D)採得百花成蜜後，為誰辛苦為誰甜---------蜂
37.麥克阿瑟說：「不要以願望代替實際作為。」 詩人艾青說：「夢裡走了許多路，醒來還是在床上。」
下列何者是這兩句話共同的涵義？
(A)人生如夢，夢如人生 (B)想一尺不如行一寸 (C)人因夢想而偉大 (D)愛必須付諸行動，行動才能使愛發揮功能。
38.清代 張潮曾說：「花不可以無□，山不可以無□。」藉著與花、山，構成一靜一動相映成趣的的畫面。
就文意的關聯，缺空處應填入： （A）粉／石 （B）草／水 （C）蝶／泉 （D）蜂／樹。
39.請仔細閱讀本文，並回答問題。
日本歷史上有兩個同樣有名氣的劍客，一位是宮本武藏，另一位是柳生幼壽郎，柳生是宮本的徒弟。
柳生第一次去見宮本時，問：「師父，我要練多久的劍，才能成為一流的劍客？」宮本答：「大概要 10 年吧！」
柳生想：10 年好長啊！於是對師父說：「如果我加倍努力，多久可成為第一流的劍客？」宮本答：「那需要 20 年。」
柳生有點納悶，接著問：「如果我晚上不睡覺，夜以繼日地練劍，多久能成為一流的劍客呢？」
宮本不耐煩地回答：「那你這輩子就不可能成為第一流的劍客了。」
柳生覺得很奇怪，心想：「為什麼我越努力，越不能成為一流的劍客呢？」
師父告訴他：
「你的兩隻眼睛都盯著『第一流劍客』
，哪裡有眼睛好好看看自己呢！ 要成為第一流劍客的第一個條件
就是：永遠保留一隻眼睛看自己。」
柳生聽完茅塞頓開，他跟隨宮本練劍，勤奮刻苦，虛心好學，終於如願。
本文的主旨是：
(A)立大志，還得從檢討自己的心態，虛心努力做起 (B)成為一流，要用對方法，否則將事倍功半
(C)驕傲的學生，得不到老師真誠的幫助 (D)成為一流，不是每個人都可以的，人最好要有自知之明
40.仔細閱讀下列新詩：
「可別擾亂我們的安寧啊／尤其別惹我們／以火／千萬別讓我們／在一聲怒吼之後／奮不顧身的／跳起。」（向明）
根據詩的意思，你認為作者是在描寫什麼物品？ （A）竹蜻蜓 （B）深水炸彈 （C）爆竹 （D）回力標。

二、寫作題(15 分)
【題目】：我最想做的一件事
【引導】：每天一睜開眼睛，總有許多事情等著你去做：上學、寫功課、做家事、上才藝班‥‥‥‥。這些事，
有些令你樂在其中，有些卻是苦不堪言。
除了這些以外，你有沒有最想做的事？請你以「我最想做的一件事」為題目，
1.具體說出這件事是什麼？
2.你最想做這件事的原因或理由是什麼？
【注意】：(一)請將題目抄在寫作紙上
(二)請字體工整，並加新式標點符號
(三)字數：150-200 字
以上三點如有遺漏，將酌予扣分，要小心喔！祝 考試順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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