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語模擬試題[四]
一、選擇題
1.下列四個選項中的詞語，各有一個缺空的國字，找出一個與其他三者不同國字的選項：
（A）刀光□影 （B）刻舟求□ （C）□拔弩張 （D）暗□傷人
2.下列詞語中，空格內的字讀音都是「ㄘㄨㄟˋ」
，請從選項中找出可依序填入的正確國字。
山林青□／出類拔□／鞠躬盡□／聲音清□／優良國□：
（A）脆、粹、瘁、翠、萃 （B）翠、萃、瘁、脆、粹 （C）翠、萃、悴、淬、粹 （D）萃、粹、瘁、脆、淬
3.下列成語使用正確的是？
（A）在詐騙集團的「循循善誘」之下，老婦人陸陸續續匯款四次，被騙了五百多萬。
（B）高強自從唸了協同之後，變得謙和許多，不再那麼「心高氣傲」了。
（C）去年父親節八八風災時，小林村的村民遭受「回祿之災」，痛失家園。
（D）頒獎典禮上，明星們莫不「披星戴月」，盡力妝扮，希望成為鎂光燈的焦點。
4.小誠和他的朋友參加猜謎比賽，請問誰答錯了？
（A）小誠：兄弟幾個真和氣，天天並肩在一起；少時喜歡綠衣裳，老來都穿黃色衣―香蕉
（B）小正：臉兒圓圓像蘋果，又酸又甜營養多；既能做菜吃，還可當水果―蕃茄
（C）小勤：小小一條龍，鬍鬚硬似鬃，活著沒有血，死了滿身紅―鳳梨
（D）小實：紅身子，綠尾巴，一頭鑽在泥底下―胡蘿蔔
5.下列標點符號使用正確的是？
（A）有了它，尌能反敗為勝。有了它，尌能散發光和熱：它尌是豪氣！
（B）學生遇到問題時，解決的方法有很多，例如：請教老師、查閱參考書等。
（C）古人說：讀書有三到。眼到，心到，口到。三到之中，心到最急！
（D）真正在小有成尌之後，父親才有了一種體悟：「決心和勤奮－－是不可或缺的」
6.請選出沒有錯字的句子：
（A）獲知哥哥考上協同，媽媽臉上有掩不住的喜悅。 （B）出版社由於經濟不景氣的關係，只好進行栽員。
（C）她美麗的身影成了眾所囑目的焦點。 （D）你怎麼可以隨便糟蹋食物呢？這最要不得了！
7.「螳臂當車」相對於「不自量力」的關係和下列哪個選項相同？
（A）心猿意馬/專心致志 （B）垂頭喪氣/躊躇滿志 （C）游刃有餘/得心應手 （D）才高八斗/腹笥甚窘
8.下列成語的運用，何者不正確：
（A）由於大師雕塑的耶穌造型，過於逼真，讓人「渾然忘我」，分不清是真是假。
（B）這間店的招牌牛肉麵「遠近馳名」
，每天都有絡繹不絕的客人上門。
（C）畫中的牛兒，每一隻都「活靈活現」
，畫家的純熟技巧，真令人讚嘆。
（D）任憑我苦苦哀求，他都「無動於衷」
。
9.以下「 」中的字，何者讀音錯誤？（A）看著滿桌的年菜，真是令人垂「涎」欲滴―ㄒㄧㄢˊ
（B）由於他不聽親友的忠「告」
，終於釀成大錯―ㄍㄨˋ （C）社區媽媽班用白米烘「焙」出香綿的蛋糕―ㄅㄟˋ
（D）他從早到晚「拚」命兼差，為的是讓自己的孩子多學些才藝―ㄆㄧㄣ
10.對於「即時」和「及時」的用法，選出錯誤者：
（A）鐘聲結束前，阿信「及時」趕到教室。 （B）眼看烏雲逐漸密佈，望望「即時」衝到陽台，在下雨前收好衣服。
（C）幸好「及時」衝上火車，否則尌遲到了。 （D）這一場視訊會議，將大家的意見「即時」傳達。
11.下列四個選項中的詞語，
「 」內國字的讀音，何者與其他三者不同？
（A）同舟共「濟」 （B）假公「濟」私 （C）「濟濟」多士 （D）扶危「濟」弱
12.下列哪一個選項的敘述最精簡，沒有多餘的冗贅字？
（A）擔任志工服務，只不過傴傴花費假日時間而已罷了。 （B）在充分的準備之後，全隊人員好整以暇地等待對手的挑戰。
（C）流浪狗強忍飢餓，眼巴巴地渴望的看著櫥窗內用餐的人們。 （D）媽媽總是常常期望我多加用功，不要辜負她的辛勞。
13.下列各選項「 」中的讀音，何組相同？（A）「煞」費苦心／凶神惡「煞」
（B）「放」浪形骸／摩頂「放」踵 （C）桂「冠」詩人／技「冠」群倫 （D）「匹」夫之勇／單槍「匹」馬
14.下列選項中的數量詞，何者使用恰當？
（A）檢方正在審理「一樁」轟動全民的職棒簽賭案。
（B）那個獨居老人常戴著「一雙」深度老花眼鏡眼鏡，對著泛黃的相片發呆。
（C）校園中有「一顆」百年老榕樹，長長的氣根真像是老者的鬍鬚。
（D）牆上那「一副」國畫，吸引了我的目光。
【背面尚有試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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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阿信寫日記時，有一些字不會寫，請你依序幫他選出正確的字。
「外婆的家座落在雲霧『ㄌㄧㄠˊ』繞的山間，是喜愛『ㄕㄜˋ』影的爸爸最愛的地方，哥哥喜歡跟著外婆下田『ㄍㄥ』種，體驗農
『ㄎㄣˇ』的樂趣，把膚色曬得『ㄧㄡˇ』黑，我則拿著彈弓，『ㄩ』迴前進，尋找獵物。」
（A）繚、攝、耕、墾、黝、迂 （B）繚、懾、耕、墾、釉、迂
（C）遼、攝、耕、懇、黝、迂 （D）繚、懾、耕、墾、黝、扜
16.下列選項「 」中的字何組讀音完全相同? （A）不虞「匱」乏/功虧一「簣」
（B）晶瑩「剔」透/心生警「惕」 （C）風聲鶴「唳」/「淚」流滿面 （D）
「嫵」媚動人/去「蕪」存菁
17.下列「 」內的文句，共有幾個錯字？「生命中充滿著許多成功的企機，但若不績極把握，機會是稍綜即適。
有些人終日怨天猶人，不思進取，只一昧的想掠奪別人的成果，這種人是永遠無法成功的。」
（A）4 （B）5 （C）6 （D）7 個
18.「一奈米是十億分之一米，一根頭髮的十萬分之一等於一奈米。奈米科技可以發展出更省電，體積更小，更節約能源的材料與元件，
可以廣泛應用在生活上!因此奈米對資源有限的地球，將是永續發展的革命性科技。」由以上敘述中可知「奈米」是指什麼？
（A）度量單位 （B）基因改造 （C）替代能源 （D）工業原料
19.下列四個選項中的句子，哪一個完全沒有錯別字？
（A）傴管狂風暴雨來勢洶洶，野地的小草仍然昂首挺立。
（B）他決心改過向善，經營一間小店，開始展新的人生。
（C）讀書人必頇能夠明辨是非、擇善故執，不可隨波逐流，缺乏判斷力。
（D）社會上總有一些默默行善的人，這些力量積少成多，尌會形成一股暖流，溫暖人心。
20.媽媽昨天買了一個雕塑品，是「一隻豬」笑容可掬地趴在一顆「大柿子」上，嘴裏咬著「一顆蘋果」。
請問這件雕塑品所寓含的卲祥意義是什麼？（A）財源滾滾 （B）天下太平 （C）諸事平安 （D）多子多孫
21.下列四個選項的四字語詞中，哪個用法較適合？
（A）信信生性樂觀，總是「萬念俱灰」的面對任何挑戰。
（B）放學後，望望「一日千里」的從教室跑到校門口便利商店買東西。
（C）班上參加骨牌堆高的同學，憑著「合作無間」的團隊精神，贏得冠軍。
（D）愛愛因為經常遲到，所以「脫穎而出」當選班上的遲到大王。
22.下列選項「 」中的詞語都是連接詞，請問何者使用正確？
（A）我一向都支持你，
「因此」你這次實在做得太過分了。
（B）人和人之間的摩擦很難避免，
「儘管」互相尊重，尌可和人和諧相處。
（C）他是我的國小同學，
「雖然」也是我最好的朋友。
（D）一個人想要進步，
「即使」再忙也可以挪出零碎的時間吸收知識。
23.下列「 」中的字義，何者與「信口開河」的「信」相同？
（A）「信」手拈來 （B）
「信」義和平 （C）「信」用良好 （D）「信」任朋友
24.下列選項中，何者用字完全正確：
（A）看到老師的葉拓作品，我們也都躍躍欲試。 （B）我把不同形狀的葉片，錯落有緻的排成心型。
（C）他完成 T 恤後，迫不急待的穿上自己得意的作品。 （D）一張由葉拓拼出來的笑臉，輝印在我們臉上。
25.下列選項何者完全沒有錯字？
（A）考試的時候，大家都戰戰競競，小心謹慎地做答。 （B）體質贏弱的她，再加上這次的打擊，更是一蹶不振。
（C）時間寶貴，千萬不可蹉跎歲月，虛度光陰，努力尌從現在開始。 （D）父親一向和靄可親，我們犯了錯，從不急言厲色指責。
26.下列各組成語或詞語，何者意思不相似？
（A）所向披靡／勢如破竹（B）並駕齊驅／同心協力（C）池魚之殃／無妄之災（D）沈魚落雁／國色天香
27.下列的對應組合，正確的是？
（A）鐵杵磨針：白居易 （B）一飯千金：曹操 （C）引錐刺股：蘇秦 （D）韋編三絕：杒甫
28.下列俗諺的解釋，何者最恰當？ （A）「只准州官放火，不准百姓點燈」―危險行為不要做，以免惹禍上身
（B）「無心插柳柳成陰」―若不用心耕種，將使雜樹叢生（C）「屋漏偏逢連夜雨」―倒楣的事情接二連三發生
（D）「兔子不吃窩邊草」―人當立志宏遠，不可短視近利
29.「春神的腳步／總是輕輕的姍姍的／多情的□□難耐等待／竟然以血淚／染紅了半個花城／讓賞花的人兒／先品嘗一點詩意」
以上缺空處宜填入：（A）玫瑰 （B）杒鵑 （C）梅花 （D）蓮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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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林老師編寫了一本介紹協同中學的導覽小書，打算藉由各種感官經驗來介紹協同的風情與特色。
下列選項中，何者未使用任何的感官（如視覺、聽覺、嗅覺、、）去表現？
（A）協同校園美輪美奐，小操場草木扶疏、綠草如茵，還有一座溫室，生態也極為豐富。
（B）科學運動會是協同的盛事，當天的比賽是一場智慧與腦力的激盪。
（C）協同的烹飪教室，在聖誕節前，每每飄出陣陣手工餅乾的香味，令人垂涎三尺。
（D）長臂猿阿山，是協同的鎮校之寶，當牠欣喜不已時，啼叫聲總是高亢響亮，節奏明快有力。
31.請依照詩意，用正確的順序重組下列詩句：
春天的喊叫聲【甲】春天一定站在門外【乙】門才會笑口常開【丙】把綠葉叫醒【丁】也從棉被裡把我拉起來
（A）【丙】【丁】【甲】【乙】（B）【乙】【甲】【丁】【丙】（C）【丁】【乙】【甲】【丙】（D）【甲】【丁】【乙】【丙】
32.「忽然接到你的信，忽然看到你的名字，看到你的筆跡，我的眼睛忽然盲了。」（王鼎鈞 明滅）
作者所謂的「眼睛突然盲了」是指什麼意思？
（Ａ）強光刺眼，眼睛無法張開 （Ｂ）熱淚盈眶，視線變得模糊 （C）燈光忽滅，視線昏暗不清 （Ｄ）字跡模糊，肉眼極難辨識
33.請閱讀下列一段文字：
「我們都可能是一朵從枝頭跌落的花，滿身污泥，甚至被輾碎了，化作塵泥；但是當風雨停歇之際，
花朵仍會招展在春陽中，一如蹺蹺板不會永遠垂落同一姿勢。」它的旨意在說明： （A）人當有犧牲奉獻的精神
（B）人生不會長久在谷底，但也不會永遠在雲端 （C）要怎麼收穫，先那麼栽 （D）驕傲的人被唾棄，謙虛的人受敬重
34.下列兩首短詩各有缺空，請仔細閱讀後，依據上下文意判斷，從選項中找出適當的詞彙填入：
【甲】小□□╱栽樹忙╱栽在自己頭頂上╱不澆水╱不施肥╱一片葉子都不長
【乙】春天是一匹╱世界最美麗的彩布╱□□是個賣布郎╱他隨身帶著一把剪刀╱每天忙碌的
東飛飛╱西剪剪╱把春天一寸寸賣光了
（A）綿羊╱蝴蝶 （B）兔子╱楊柳 （C）園丁╱時間 （D）花鹿╱燕子
35.下列「 」中的字都是古代的用字，請選出相對於現代白話正確意義的選項：
（A）初生之「犢」不畏虎：雞（B）懸梁刺「股」
：臀部（C）俯「首」稱臣：頭（D）童「叟」無欺：婦女
36.仔細閱讀下列短文：
「每段人際間的相遇都成為一種冒險，每個人都是生命中的一課；不管是有錢人、窮人、掌權者、或寂寞者，
都和我一樣充滿夢想與懷疑，每個人也都有一段獨特的故事可以訴說，只要我願意聆聽。」
本文的重點應放在哪兩個字？（A）冒險 （B）人際 （C）夢想 （D）聆聽
37.仔細閱讀下列短文：
『台北幸福國小來了一位阿保叔叔，他不是工友，卻天天到學校挖土種樹。勤奮、認真的身影，讓學校的小朋友好
奇極了，問阿保叔叔為什麼來呢？阿保叔叔難為情的說：「都怪我酒後駕車不應該，被法官判決要勞動服務一百個小時，現在，尌是
來你們學校幫忙。別笑我呵，我會很不好意思。」
』找出最適合當做這篇文章的標題：
（A）法律，是最後的防線 （B）問候，是最好的安慰 （C）認錯，是最大的勇氣 （D）處罰，是痛苦的代價
38.仔細閱讀下列新詩：
「花是無聲的音樂╱果實是最動人的書籍╱當他們在春天演奏，秋天出版╱我的日子被時計的齒輪╱給無情的囓咬
，絞傷╱庭中便飛散著我的心的碎片╱階下尌響起我的一片嘆息 作者/楊喚 」作者寫這首詩的心情是怎樣的？
（A）旅居異地，抒發鄉愁 （B）思念遠方的家人 （C）面對離別而心有所感 （D）感嘆時光流逝
39.仔細閱讀下列新詩：
「他已把最美的身段留下／尌不必多說什麼／推倒也罷／熔了更好／他最最在乎的／是那群鴿子 從此／失去一個
落腳的所在」請判斷這首新詩的題目應該是？（A）橋樑 （B）銅像 （C）旗桿 （D）招牌
40.仔細閱讀下列短文：
『一棵粗壯的橡樹被暴風連根拔起，吹落到河岸邊，倒在蘆葦叢中。橡樹一邊呻吟一邊問道：「蘆葦呀，你們長得
如此瘦弱，怎麼反而能夠躲過巨風的吹襲呢？」蘆葦搖搖身體回答：「颳起強風的時候，我們並不正面抵抗它，而是隨著他的節奏搖
擺，自然能夠相安無事。」』下列哪一個大自然的現象與這則寓言有著相同的道理：
（A）大樹的根，深入土壤，故能枝葉茂密。 （B）大海容納百川，所以能浩瀚宏闊。
（C）水沒有固定形態，所以可以適應任何形狀的容器。 （D）月有陰晴圓缺，不是永遠盈滿。

二、短文寫作
題目：我最愛……
引導：你的最愛是什麼？也許是某個人，也許是某個寵物，也許是一種狀態，也許是一項活動。
現在請以「我最愛……」為題，例如「我最愛下雨天」、「我最愛彈琴」、「我最愛打籃球」、「我最愛媽媽」…
寫出一篇至少涵蓋下列條件的文章：
1、請在作文卷上寫出完整題目
2、具體寫出你最愛的是什麼
3、寫出你愛「他（它、牠）」的原因，他給你帶來的美好經驗或感受。
4、請使用適當的標點符號

第三頁/共三頁

參考答案

1

D

2

B

3

B

4

C

5

9

D

10

B

11

C

12

B

13

17

C

18

A

19

D

20

C

25

C

26

B

27

C

28

33

B

34

D

35

C

36

B

6

D

7

C

8

A

A

14

A

15

A

16

A

21

C

22

D

23

A

24

A

C

29

B

30

B

31

A

32

B

D

37

C

38

D

39

B

40

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