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語模擬試題[三]
1 .下列用文字標示讀音的選項中，何者讀音正確：
（A）「萎」靡不振：委
（B）「滂」沱大雨：旁
2.下列缺空的字依序宜填入？
（A）刨、炮、咆、袍、泡
（C）刨、炮、庖、袍、砲

（C）垂「涎」三尺：延

（D）土地貧「瘠」：脊

牛奶□冰∕如法□製∕不近□廚∕長□馬褂∕□聲隆隆
（B）炮、泡、庖、袍、砲
（D）咆、砲、疱、袍、炮

3.下列「 」中的字，寫成國字後，何組兩兩相同？
（A）真知「ㄓㄨㄛˊ」見∕「ㄓㄨㄛˊ」越不凡
（C）「ㄞ」聲嘆氣∕「ㄞ」傷逾恆
4.下列字形相近的字，何者讀音相同？
（A）「 詐」騙集團╱油「炸」番薯

（B）冰「雹」╱「刨」刀

（C）德「行」／「行」列
5.下列類疊的詞語，何者字形錯誤？
（A）習習相關
（B）侃侃而談

（B）「ㄊㄨㄛˋ」手可得∕受人「ㄊㄨㄛˋ」棄
（D）「ㄔㄢˊ」聯冠軍∕千里「ㄔㄢˊ」娟

（D）應「和」／附「和」

（C）氣喘吁吁

（D）涓涓細流

6.「小屋的對面倒是有一堆營火，在柔和的月光下，是搶眼的火紅。沒有人影，除了微風窣窣外，聽不到任何聲音。
我覺得事有『蹊蹺』，便停下了腳步。」〈選自金銀島〉文中「蹊蹺」可代換成：
（A）怪異
（B）期待
（C）曲折
（D）是非
7.下列「 」中的字，何組讀音完全相同？
（A）不「堪」一擊╱動員「戡」亂
（C）「儘」管吃吧／「盡」量吃吧

（B）三「更」半夜／「更」上層樓
（D）醞「釀」／「鑲」嵌

8.下列「」內之字形兩兩相同的是：
（A）彼此寒「ㄒㄩㄢ」；大聲「ㄒㄩㄢ」譁
（C）風景名「ㄕㄥˋ」；「ㄕㄥˋ」氣凌人

（B）「ㄓˋ」之死地；「ㄓˋ」身事外
（D）一「ㄍㄨˇ」作氣；「ㄍㄨˇ」東大會

9.「楊過的手臂冷不防被郭靖扣住，但他卻不慌張，使個金絲盤猴兒的招式，一下子將郭靖的手臂扭翻過來。」
文中「冷不防」是指：
（A）趁人不備
（B）毫無防備
（C）動也不動
（D）毫無畏懼
10.下列選項「 」中的字，何者使用完全正確？
（A）我們去曾文水庫露「營」時，有許多「螢」火蟲飛到「瑩」火晚會的會場來。
（B）老李平常雖然有些「蠻」橫，但一向「瞞」誠實的，應該不會隱「滿」實情才對。
（C）警察為了拼績效，馬不停「啼」地，到處查訪取「締」不良的營業場所。
（D）小華是個性情中人，遇到開心的事容易興「奮」，路見不平也容易「憤」怒。
11.下列各組字音的使用，哪一個才是正確的﹖
（A）性情乖「ㄌㄟˋ」：戾
（B）良「ㄒㄧㄡˋ」不齊：莠
（C）千「ㄗㄞˇ」難逢：載
（D）哀傷悽「ㄔㄨㄤˋ」：創
12.下列選項中的敘述，何者沒有錯別字？
（A）未雨綢繆才能減少撼事的發生機會。
（B）他從小就熱終打棒球，在棒球練習上下了不少工夫。
（C）他行事按步就班，正是許多人的榜樣。
（D）許多事情忙起來是千頭萬緒，但是如果能夠循序漸進地處理，反而是件好事。
13. 「打」原本有「打擊」的意思，但是「打牙祭」是指偶然享用豐盛的菜餚，與「打擊」無關。日常生活中，我們也會
使用一些以「打」字開頭的詞語，下列「」中的詞語解釋何者不正確：
（A）
「打尖」
：旅途中休息飲食 （B）
「打水」
：從井中汲水 （C）
「打官腔」
：言詞嚴肅 （D）
「打圓場」
：調解撮合
【背面尚有試題】
1

14.下列各句子中完全沒有錯字的句子是？
（A）雖然失敗了仍要再接再勵地用功。
（C）他離鄉背井遠到美國去求學。

（B）必竟這不是一件容易的決定。
（D）誘人的美食廣告，總是讓人味口大開。

15.選出下列「」內讀音相同的一組：
（A）「樺」樹／「華」麗
（B）味「噌」／「增」加

（C）「莞」爾／委「婉」

（D）「絢」爛／「詢」問

16.「出席今天蔡依林新歌發表會的粉絲『寥若晨星』﹗」「寥若晨星」的意思是 :
（A）人數像天上的星星一樣多。
（B）光鮮亮麗如同明亮的星辰。
（C）人數稀稀疏疏，數量不多。
（D）鎂光燈不停閃爍 ，像是天上星辰。
17.下列哪個選項中，「流暢」一詞的使用最不恰當？
（A）小河裡的石頭滾動得很「流暢」
。
（B）這一篇文章的詞句很「流暢。」
（C）這首曲子的節奏很「流暢」。
（D）妹妹很「流暢」的背出十首童詩。
18.下列選項中，前後句子涵義不同者，為：
（A）貝多芬差一點考滿分／貝多芬沒有考滿分。
（C）早上八爺差點兒沒趕上高鐵／早上八爺趕上高鐵了。

（B）唐先生差一點兒打破了花瓶／唐先生沒有打破花瓶。
（D）大雨中泛舟差一點就讓七爺淹死／七爺淹死了。

19.阿姨生了一個兒子，媽媽包了一個紅包表示祝賀。下列賀詞哪一個適合寫在禮金封套上？
（A）于歸之喜
（B）文定之喜
（C）弄璋之喜
（D）弄瓦之喜
20.「憂慮像一把□，它可以使你有事做，但不能使你前進一步。」其中□缺空應填入的是？
（A）搖椅
（B）斧頭
（C）種子
（D）肥料。
21.閱讀下列的句子，請選出有用詞不恰當的選項？
（A）2009 年中華棒球隊勇奪 6 分，使得只拿 5 分的韓國隊飲恨。
（B）爺爺聽到小明考上協同中學不禁喜極而泣。
（C）外面高溫近 40 度，與其出去跑步，不如在家吹冷氣讀書。
（D）有一輛疑似酒駕的貨車，連續追撞路旁的四根路燈。
22.喬弟對媽媽說：「上星期爸爸用母鹿的肝臟吸了身上的蛇毒，才撿回一條性命。爸爸說，如果不去找小鹿，任牠挨餓，
他就是一個不懂得□□□□的人。」（選自鹿苑長春） 文中 □□□□宜填入：
（A）死裡逃生
（B）物盡其用
（C）知恩圖報
（D）鐵石心腸
23.下列選項中，哪一個「」內的詞語不是「單位詞」？
（A）防空洞旁邊有「一堵」高牆。
（B）哥哥「一向」輕聲細語親切待人。
（C）日月潭以「一池」碧綠的湖水聞名。
（D）這「一趟」知性之旅非常有意義。
24.填入成語中的□數字中，下列何組答案的數字不是依照「由小到大」的順序排列？
（A）□言□鼎→□面楚歌
（B）入木□分→□零□落
（C）□姑□婆→□拜之交

（D）□年樹人→□軍□馬

25.下列各組的詞語，何者意義兩兩不同？
（A）搬磚砸腳／自作自受
（B）獨占鰲頭／狀元及第

（D）勝券在握／手不釋卷

（C）伯仲之間／不相上下

26.下列何者與「第一顆扣子扣錯了，最後一個扣子便無法處理。」所表達的意涵相近：
（A）成功是靠百分之一的天才和百分之九十九的努力。
（B）萬丈高樓平地起。
（C）好的開始是成功的一半。
（D）若要功夫深，鐵杵磨成繡花針。
27.「胖虎□□個性急躁，□□願意幫助別人，所以仍有許多朋友。」上句的空格處應填入哪一個選項中的語詞較合適？
（A）由於…老是…
（B）不但…而且…
（C）因為…所以…
（D）雖然…但是…
28.「椰子蟹並不背著殼在陸地上走，牠喜歡在椰子樹附近活動，而且牠能剝掉從樹上掉下來的椰子吃。白天牠躲在椰子殼
內避暑，趁夜間出來四處尋找食物。」歸納以上短文大意，我們可將標題定名為：【椰子蟹的□□□□】，其中□最適
合的用語是什麼？
（A）居住環境

（B）食物來源

（C）生活習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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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活動時間

29.下列兩首現代詩，各自吟詠哪種昆蟲？
（甲）
「直到疲倦也喊出了／生命的沙啞／在羽翼生鏽的／夢裡，夏天／最遠我曾抵達／一個充滿謠言而又陌生的城市」
（乙）「感謝你們／對於我／小小的存在／還報予／生命最熱烈的掌聲」
（A）紡織娘／蝴蝶
（B）蟋蟀／蒼蠅
（C）知了／蚊子
（D）蜜蜂／飛蛾
30.麥帥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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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夢最美，希望相隨
（B）想得一尺，不如行得一寸
（C）理想要配合現實，才不會落空
（D）睡夢中醒來，總有似真似幻的迷眩
31.「中華隊□□日本隊」，這句話若要表示中華隊獲勝，則缺空內可以填入下列哪些詞語？
（甲）大勝 （乙）大敗 （丙）逐鹿 （丁）力克 （戊）稱臣 （己）重挫 （庚）輕取 （辛）飲恨
（A）(甲)(丁)(己)(庚)(辛) （B）(甲)(丙)(戊)(己)(庚) （C）(甲)(乙)(丙)(丁)(己)
（D）(甲)(乙)(丁)(己)(庚)
32.「總是／要在凋謝後的清晨／你才會走過／才會發現昨夜／就在你的窗外／我曾經是/怎樣美麗又怎樣寂寞的一朵／我
愛也只有我／才知道／你錯過的昨夜／曾有過怎樣皎潔的月」
【席慕蓉】 請依據上述的現代詩判斷所歌詠的植物是？
（A）長春藤
（B）喇叭花
（C）曇花
（D）含羞草
33.下列詞語語序顛倒後意思仍然不變的是？
（甲）私自/自私
（乙）演講/講演
（丙）人家/家人
（A）甲乙
（B）乙丁
（C）乙丙
（D）丁戊

（丁）輾壓/壓輾

（戊）實現/現實

浙江東部桐廬縣境內過去有一口酒井，相傳有道人到一家酒店飲酒，飲過之後便離去，酒家也不向他討酒錢，
道人覺得沒甚麼可報答的，便從漁鼓中倒出兩粒藥丸投入井中。第二天，井裡的泉水沸騰翻滾，舀出泉水嚐一嚐，
竟然都是甜美的酒，世人就把它稱為「神仙酒」
，這家酒店用這井中的甜酒致了富。後來，這道人又來到這家酒店，
酒店女主人說：「酒是很甜美了，無奈缺少糟粕養豬，真遺憾！」道人長長的嘆了一口氣，然後把手伸進井水中，
藥丸立即躍出水陎，道人便將藥丸放入漁鼓中。臨走前還留下四句詩：『天高不算高，人心第一高；井水當酒賣，
還說豬無糟。』從此以後，這口井又回復和過去一個樣了。（錄自馮夢龍《古今譚概》）
34.「神仙酒」這個故事是在諷刺人的：（A）貪心不足

（B）說話嘮叨

（C）詞不達意

（D）小心眼兒

一天，居禮夫人的一個女朋友到她家作客，看見她的小女兒正在玩英國皇家協會剛頒給她的一枚金質獎章，不
禁大吃一驚，連忙問道：「能夠得到一枚英國皇家協會的獎章，這是極高的榮譽，你怎麼能給孩子玩呢？」居禮夫
人笑了笑說：
「我是想讓孩子們從小就知道，榮譽就像玩具，只能玩玩而已，絕不能永遠守著它，否則將一事無成。」
35.下列何者是居禮夫人對於孩子玩弄獎章一事的態度？
（A）居禮夫人溺愛女兒，想要與其共享榮譽。
（B）朋友對於居禮夫人的管教方式，抱持肯定的態度。
（C）朋友生氣於居禮夫人對於獎章如此不尊重的態度。
（D）居禮夫人認為，榮譽是一時的，唯有不斷向前邁進，才是成功之路。
36.自古詩人愛詠花，四季都有可入詩的美麗花卉。以下兩位詩人所作詩句，請你把適當的花名依序填入（
(甲)竹外（
）三兩枝，春江水暖鴨先知
(乙)待到重陽日，還來就（
（A）桃花／菊花
（B）楊柳／菊花
（C）菊花／荻花
（D）葵花／杏花

）中：

）

37.有關「映襯」的修辭定義是：把相反或相對的兩個觀念或事實放在一起比較襯托，使所要表達的意義更加明顯。
下列哪一個選項是屬於映襯的句子？
（A）我的青春飛走了。
（B）不在乎天長地久，只在乎曾經擁有。
（C）他的新屋子，小到連螞蟻都進不去。
（D）人善被人欺，馬善被人騎。
38.下列詩句何者描寫的季節與「梅雪爭春未肯降，騷人擱筆費評章。梅須遜雪三分白，雪卻輸梅一段香。」
【盧梅坡．雪梅】不相同：
（A）寒夜客來茶當酒，竹爐湯沸火初紅。尋常一樣窗前月，纔有梅花便不同。
（B）西塞山前白鷺飛，桃花流水鱖魚肥。青箬笠，綠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
（C）綠螘新醅酒，紅泥小火爐，晚來天欲雪，能飲一杯無。
（D）牆角數枝梅，凌霜獨自開，遙知不是雪，為有暗香來。
【背面尚有試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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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李後主．相見歡：「春花秋月何時了，往事知多少？小樓昨夜又東風，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欄玉砌應猶在，只是朱
顏改。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下列對於「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的解釋，何者正確：
（A）將內心的憂愁寄託給東流的江水。
（C）心中的憂愁，像江水般湧流不斷。

（B）時光的流逝，就像江水一去不復返。
（D）在春光的洗滌之下，心中豁然開朗起來。

40.下列四個句子中，哪一個不是運用「誇張」的語氣？
（A）你們再吵下去，屋頂都被掀開了！
（C）誰說太短？繩子都長得可以繞地球一周了！

（B）一直到爸爸加班回來，我才寫完功課呢！
（D）請你動作快一點，我快要餓死了！

短文寫作 10％
一、題

目：一次難忘的教訓

二、說

明：每個人的生活過程和經驗，雖然有酸有甜，有苦也有樂，卻可以替我們帶來寶貴回憶，更可從中記取教訓。
你最難忘的一次教訓是什麼？你在這當中學習到或體會到什麼道理和啟示呢？

三、注意事項：1.請抄寫題目在作文稿紙上。
2.字數 150 字以上（不包含標點符號）。
3.可以不分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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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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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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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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