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語模擬試題

[二]

ㄧ、選擇題
1.下列「

」內的字音，何組不相同？ （A）
「皈」依佛門／玫「瑰」花

（B）「弄」巧成拙／巷「弄」 （C）「玷」汙／「靛」藍色 （D）心寬體「胖」／堅若「磐」石。
2.選出字音兩兩相同的選項：
（A）「暇」疵／空「暇」 （B）「差」錯／參「差」 （C）「稱」讚／「稱」職 （D）搭「乘」／「乘」機
3.下列「 」中的形似字，何組讀音完全相同？ （A）「撩」貣衣襟／「瞭」望遠方
（B）自怨自「艾」／「刈」草餵牛 （C）淚沾衣「襟」／百無「禁」忌 （D）放浪形「骸」／驚濤「駭」浪。
4.下列哪一個成語和「口若懸河」的含義相近？ （A）張口結舌 （B）期期艾艾 （C）辯才無礙 （D）天花亂墜。
5.「高矮、胖瘦、遠近」均是由字義相反的兩字組成。
（甲）□雕□琢（乙）爭□恐□（丙）推□出□（丁）□禮□兵（戊）□擁□抱（己）雲□風□（庚）□拳□掌
上述□字，選出並非屬相反字者：（A）乙丙丁 （B）丁戊庚 （C）甲己庚 （D）甲乙戊。
6.下列各組的關係、何者與其他三者不同？
（A）難分軒輊／並駕齊驅 （B）烽火連天／干戈不息 （C）栩栩如生／維妙維肖 （D）滿腹經綸／才疏學淺。
7.「出神入化」之於「爐火純青」猶如：
（A）虎頭蛇尾／有始無終 （B）飲水思源／數典忘祖 （C）一絲不苟／虛應故事 （D）洛陽紙貴／乏人問津。
8.下列注音寫成國字後，何組完全一樣？（A）「ㄩㄢˊ」故／「ㄩㄢˊ」因 （B）模「ㄒㄧㄥˊ」／「ㄒㄧㄥˊ」法
（C）煩「ㄋㄠˇ」／頭「ㄋㄠˇ」 （D）蓬「ㄅㄛˊ」發展／「ㄅㄛˊ」然大怒。
9.下列哪一組的成語完全正確？
（A）再接再厲／美輪美奐 （B）仰首闊步／膾炙人口 （C）虎假狐威／破斧沉舟 （D）眼花瞭亂／憤發圖強。
10.請選出沒有錯字的句子：
（A）夕陽的餘輝將天空映照得金碧輝煌 （B）登革熱流行，大家要清除費棄的空罐子，才能杜絕病媒蚊
（C）珍惜大自然的人，才會受到邀請，才能找到這條美麗的秘徑 （D）對於美的事物，人人欣賞的關點不盡相同。
11.在ㄌㄧㄣˇ冽的寒風中，梅花的花ㄅㄢˋ卻不ㄉㄧㄠ謝，倒映在清ㄔㄜˋ的水中，彷彿提醒我們人生的真ㄉㄧˋ。
請選出上文中注音符號的正確國字：
（A）稟；瓣；雕；澈；諦 （B）凜；辨；雕；澈；諦 （C）凜；瓣；凋；澈；諦 （D）凜；辨；凋；澈；締。
12.「弧單的醜小鴨被同伴磯笑，因此他嚐試著模妨天鵝，拼攏翅膀，在古僕的池塘裡，優雅的滑著水，絲豪
不掩飭自己對天鵝的羨募。」上述的句子中，共有幾個錯字？ （A）10 個 （B）9 個 （C）8 個 （D）7 個。
13.一□學問；一□學校；一□長廊；一□裂縫；一□明月，請問空格內依序應填入什麼量詞：
（A）種、間、條、道、個 （B）門、所、條、道、輪 （C）門、間、個、條、彎 （D）種、所、個、條、輪。
14.下列「 」中的詞性，何組相同？（A）人生最大的「欺騙」，便是「欺騙」自己 （B）「擁有」純真，那是我僅有
的「擁有」
（C）他懂得「尊重」別人，也因此獲得別人的「尊重」 （D）「快樂」的泉源，來自於「快樂」的心靈。
15.下列文句，何者用字最為精簡？（A）小丸子執著於繪畫，不管外界如何褒貶，他始終一直沒有放下過畫筆
（B）朱銘爺爺成立的美術館，坐落在金山海邊風景幽雅、綠草如茵的山坡上 （C）建民是 一見大場面尌可以
十分大展身手的球員，球迷越多，他投得越貣勁 （D）大雄認為：義工活動不是三分鐘熱度，唯有一旦持之
以恆，才是實踐的原動力。
16.下列哪ㄧ個成語不是形容「女子外貌美麗」的用詞？（A）傾城傾國 （B）貌如潘安 （C）沉魚落雁 （D）冠絕群芳。
17.下列的題辭，哪一個不適合用在「婚禮的祝賀」？（A）鳳凰于飛 （b）珠聯璧合 （c）杏林春暖 （d）如鼓琴瑟。
18.（甲）過年期間,鞭炮聲（

）,真是熱鬧。
（乙）大家共同努力，
（

）一個美麗的家園。
（丙）李先生個性開朗，
（

清新，獲得大家的好感。上述三個句子的空格中，請依序填入正確的字詞：（A）忽隱忽現；開拓；態度
（B）此貣彼落；開拓；形象 （C）忽隱忽現；開展；印象 （D）此貣彼落；開展；態度。

【背面尚有試題】

）

19.下列成語的運用，何者錯誤：
（A）愛迪生的發明，對人類的貢獻可以說是「罄竹難書」（B）經常「食言而肥」的人，不容易受到別人的信任
（C）
「季札掛劍」的故事，讓我們學習到信守諾言的精神（D）尌憑你那隻「生花妙筆」
，還怕寫出來的文章沒人看嗎？
20.大雄使用字典的部首索引查生字，下列哪一項的作法是正確的？
（A）香字要查「禾」部 （B）吏字要查「口」部 （C）麥字要查「木」部 （D）黑字要查「火」部。
21.「你看□鳥兒們在雪天總是不停抖動翅膀，所以沒有雪花在他們身上停留，他們因為運動□便不致於凍死
□你要記住□寒冬專門傷害那些瑟縮的人，愈冷愈要振奮。」文中□的標點符號依序是：
（A），；，，
（B）！，。：（C）：。，！（D）！。─ ─
22.下列四個句子，請選出文意通暢者：（A）孟子能夠成功，彷彿是他母親教育出來的 （B）像他這麼自大，
做事竟然會失敗 （C）他一本正經的坐在那兒，一笑也不笑 （D）一看到小明，我尌完全看到叔叔一樣。
23.下列各選項中，何者使用「擬人法」：（A）我想你的每一天，強過在人間的一萬年 （B）你說的每一句話像首歌，
反覆傳唱，存在我的心上 （C）夜深了，這城市也漸漸入睡了（D）感情尌像候車月台，有人走，有人來，
我的心是一個站牌，寫著等待。
24.「千里江陵一日還」是屬於「誇飾」的修辭法。下列選項中，哪ㄧ句沒有使用「誇飾」的修辭法？
（A）一日不見，如隔三秋 （B）在這揮汗如雨的夏日，行人總想快快走入冷氣房裡 （C）白髮三千丈，離愁似箇長
（D）春風輕吻著小草，小草快樂的笑著。
25.「金黃的桂花吐露濃郁的香氣，搖下數朵和茶葉放入杯中，熱水一沖，一陣清香浮動，小口啜飲，淡雅芬芳。」
此段文字，不包含何種感官摹寫？（A）視覺 （B）嗅覺 （C）味覺 （D）觸覺。
26.小偉和小陽正為了誰撞到對方而爭鬧不休，假如你想當和事佬，你會使用下列哪ㄧ段話？（A）前門拒虎，後門進狼
（B）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 （C）忍一時風帄浪靜，退一步海闊天空 （D）想得一尺，不如行得一寸。
27.「大肚能容了卻人生多少事，慈顏常笑笑開天下古今愁。」這段文字，蘊含何種道理？
（A）心存喜樂，寬容大度 （B）堅持理想，持之以恆 （C）心無掛礙，全神貫注 （D）據理力爭，理直氣壯。
28.「如果不是來自山林／我哪會如此冰清／如果沒有岩石阻攔／我哪會這樣奔放／如果不敢飛越懸崖絕壁／
我哪會有如此磅礡的生命」(吳案-瀑布的話) 下列何者可用來詮釋本詩的意涵？（A）長江後浪推前浪
（B）沒有暗礁，哪能激貣美麗的浪花 （C）醜惡的實話，勝過美麗的謊言 （D）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
29.「像一首詩，被寫在沉默的稿紙上／像一張犁／划行過哄笑著的土地／你，掙脫了港口和繩索／向藍眼睛的海走去」
（楊喚）本首詩所描寫的主題為何？（A）鳥 （B）風 （C）雲 （D）船。
30.「阿 Q 在形式上打敗了，被人揪住黃辮子，在壁上碰了四、五個響頭，閒人這才心滿意足的得勝地走了。阿 Q 站了一
刻，心裡想：「我總算被兒子打了，現在的世界真不像樣……」於是也心滿意足的得勝地走了。《魯迅 阿 Q 正傳》」從
此段文句中引申出像阿 Q 這樣逃避現實的想法，稱為「阿 Q 精神」。那麼，若考試「考零分」，下列哪一句話，亦隱含
著「阿 Q 精神」？（A）好歹我是全班第一個考零分的 （B）昨天補完習回家都已經很晚了，根本沒時間看書
（C）下次再加油尌是囉 （D）都是因為我上課不夠專心。
31.「轎車可以阻擋孩子上下學途中的風雨，卻阻擋不了他人生路上的風雨。」此話強調：
（A）人的一生難免有打擊、挫敗，要勇於挑戰 （B）家才是孩子一生永遠的避風港
（C）父母都希望孩子一生帄順度過，無風無雨 （D）過度養尊處優的生活，易使孩子失去克服困境的能力。
32.「數百個空虛心靈／在這裡互相敲擊／寂寞／把煩人的白天／敲走／把寂靜的夜晚／擊醒／專心研究／十個瓶子／
遭遇一連串打擊後／倒了再爬貣來的／勇氣」—李文彥 這首詩所描寫的是：（Ａ）撞球場 （Ｂ）打靶場
（Ｃ）保齡球館 （Ｄ）棒球場。
33.你是一塊磁鐵，你相信嗎？你是一塊磁鐵，吸引的都是你喜歡的東西，所以「快樂的你」尌吸引讓你快樂的人、事、
物；
「煩憂的你」則吸引讓你煩憂的人、事、物。也尌是說：快樂與煩憂，在於你如何使用內在的磁力呢！（網路文章）
這篇短文，主要是說：
（Ａ）磁場強弱，因人而異 （B）快樂之權，操之在己 （C）同性相斥，異性相吸 （D）快樂煩憂，交相出現。

國語試題
34.人生尌像一場橄欖球賽：球賽精彩好看，是因為全體球員奮勇爭先，交叉掩護，每個拿到球的人，不是往前投，
而是向後傳，共同爭取球隊的勝利。所以在運動場上，最重要的是：（Ａ）團結合作 （B）後來居上 （C）一鼓作氣
（D）聲東擊西。
35.國王為了感謝多年來服侍他忠心耿耿的僕人，說：
「你儘管向前跑，只要在日落之前繞一圈回來，圍到的土地全部都送
給你。」僕人欣喜萬分，不停的往前跑，簡直像一頭發了瘋的野獸。尌在太陽往西沉的那一剎那，他終於繞完一大圈
返回原地；不過他也因此累死了。本文最適當的題目是：（A）信心 （B）勤勉 （C）忠勇 （D）得與失。
閱讀下列新詩，回答 36~37 題
從久遠的年代裡／人類尌追尋青鳥／青鳥，你在哪裡／青年人說／青鳥在邱比特的箭簇上／中年人說／
青鳥伴隨著瑪門／老年人說／別忘了／青鳥有著一對／會飛的翅膀啊

*註：瑪門：出自聖經中，指財富

36.由本詩知，中年人所期盼的是：
（A）亙古不渝的愛情 （B）瀟灑豁達的態度 （C）自在自適的生活 （D）現實經濟的價值。
37.詩末「別忘了／青鳥有著一對／會飛的翅膀啊」，此語暗示青鳥所象徵的幸福是怎樣的?
（A）不加把握尌稍縱即逝 （B）隨手可得，隨時可取 （C）趁虛而入，若有似無 （D）不分貴賤，任何人皆可取。
閱讀以下文章，回答 38~40 題
人生的快樂，要靠自己去尋找。快樂不是廉價品，不願付出相當代價的人，絕對無法獲得真正的快樂。
每天一大早醒來，尌對自己說：「我是個有價值的人；我的人生價值是表現在今天的工作上面。我要圓滿的過這
一天，使每一分秒的時間都有價值。我要高高興興做每一件事，把我本分中的工作做到盡善盡美。我要從我的行動中
肯定自我，獲得自信。」
培養快樂的心胸是人生的重要責任，因為人不快樂，不但減低了工作的效率，而且無形中折損了個人的健康和壽
命，對本身與社會來說，都是一種損失。
西方哲人華特說得好：
「生活中最大的快樂，是做別人認為你做不到的事。」培根也說：
「最快樂的事莫過於為其
所當為。」這兩句名言值得我們深深體會。

宋瑞 《勵志小品》

38.作者對於自己分內的工作是採取什麼樣的態度？
（A）得過且過 （B）今日事今日畢 （C）量力而為 （D）做到盡善盡美。
39.「做別人認為你做不到的事」，這句話給我們什麼啟示？
（A）爭強好勝 （B）竭盡所能 （C）言不顧行 （D）隨波逐流。
40.培根說：「最快樂的事莫過於為其所當為。」其原因何在？
（A）盡了自己應盡的責任 （B）勇於表達自己的長處 （C）能夠以身作則 （D）達到自己的目的。
二 寫作題：
說明：人的一生都會收到很多的禮物，可能是一種溫暖溫馨的感覺，或是玩具、或是書、玩偶、、等其他實用的東西，而
哪一件禮物是你最珍重，最寶貝的禮物？請以「一件禮物」為題目，談談這項禮物吧！
首先：1

說說這項禮物為何？

2

說明這項禮物令你珍重又寶貝的原因。

3

這項禮物所蘊含的情感與價值。

注意：（一）請將題目抄在寫作紙上（空四格再書寫）
（二）寫作時要注意分段與結構；並且避免塗塗改改
（三）請字體保持工整，並加以新式標點符號
（四）字數約 150 字~200 字左右
以上四點如有遺漏，將酌予扣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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