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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單選題 72.5% （每題 2.5 分，共 29 題） 

1. 下列選項「」中的字，何者字音前後相同？  

(A)「毆」打成傷／老「嫗」能解 

(B)垂「涎」三尺／「延」誤時機 

(C)淺「焙」咖啡／「蓓」蕾初綻 

(D)「凌」波微步／有「稜」有角。 

2. 下列「」內的注音寫成國字後，哪一組是相同的？ 

(A)風聲鶴「ㄌ一ˋ」/暴「ㄌ一ˋ」之氣 

(B)群山萬「ㄏㄨㄛˋ」/「ㄏㄨㄛˋ」達大度 

(C)烏雲「ㄌㄨㄥˊ」罩/八面玲「ㄌㄨㄥˊ」 

(D)「ㄊㄥˊ」雲駕霧/舉國歡「ㄊㄥˊ」。 

3. 同一個語詞放在不同的語意脈絡，會有不同的意義。下列

「 」中的語詞，何者前後意義相同? 

(A)跟隨古聖先賢的「腳步」，繼續發揚傳統文化。／  跟

著超馬好手陳彥博的「腳步」，朝夢想出發。  

(B)經過訓練後，你就可以「料理」自己的生活了。／   本地

最好的日式「料理」餐廳，菜色保證美味。 

(C)公園這一片草地，一眼望去真是「生意」盎然！／網紅

開店兩個月，線上「生意」營業額破千萬！ 

(D)臺灣擁有豐富多元且各具特色的民俗「風情」。／她搭

配精緻的妝容及服飾，顯得「風情」萬種。 

4. 相對於拼音文字，中文有一字多音的特性。下列針對「」

內的文字，何者讀音前後相同？ 

(A)地球繞著太陽公「轉」/ 前面「轉」彎就到了 

(B)此事一時半「載」無法完成 / 不隨意下「載」網路軟體 

(C) 「縱」貫鐵路是臺灣重要建設之一 / 他在商場「縱」橫

天下多年 

(D)這盤棋他們廝殺得難分難「解」 / 押「解」犯人是個重

大任務。 

5. 下列「」內的注音寫成國字後，何者前後相同？ 

(A)自製的風箏花色「ㄅㄢ」雜、形態各異，有趣極了/ 

     在各位名家面前談創作，我真是「ㄅㄢ」門弄斧了 

(B)通貨膨脹的時代，物價呈現持續上升的「ㄑㄩ」勢/ 

     我國工業邁入先進國家之列，與各國並駕齊「ㄑㄩ」 

(C)這次國中足球聯賽，仍由地主隊拔得頭「ㄔㄡˊ」/ 

     他的能力比同儕更勝一「ㄔㄡˊ」，深受上級賞識 

(D)他從小耳「ㄖㄨˊ」目染，培養了閱讀的好習慣/ 

     她在作文中表露出對母親的「ㄖㄨˊ」慕之情。 

6. 在日常生活中，有時會出現外來語音譯的語詞。下列「 」

中所使用的外來語，何者意思說明錯誤？ 

(A)你腦筋「秀逗」了嗎？這個遊戲卡的價錢這麼高，你也

敢買！──故障 

(B)每逢過農曆年，所有的行業中，「宅急便」業務總是最

忙亂的──快遞 

(C)疫情讓你不敢出門嗎？在家看影片讓你享受心情「嘉年

華」──吃大餐 

(D)台灣對異國飲食文化接受度高，有人特別喜歡吃「沙西

米」──生魚片。 

 

 

7. 下列選項「」中的字詞，何者解釋正確？ 

(A)遭遇困難時切莫「躊躇」不前：停止 

(B)一聲春雷「震懾」了在場每一個人：驚嚇 

(C)這場災難「彷彿」是大自然對人類報復：簡直 

(D)戴口罩、勤洗手，以免「罹患」新冠肺炎：傳播。 

8. 下文畫底線處，何者用字最為精簡？ 

這條巷子車流量大，（甲）巷口頻頻屢次有車交

會，巷子裡的媽媽們常常叮嚀孩子，（乙）要留心注意

自身安全。即使平常再三叮嚀，但意外還是發生了。那

天，（丙）有個孩子參加球賽敗北失利後，無精打采地

回家，途中一不注意，便被車撞了。如今，瘸了一條腿

的他，只能看著（丁）別人恣意地在球場上奔跑。 

 

(A)甲       (B)乙       (C)丙       (D)丁。 

9. 下列文句「 」中的成語，何者運用不恰當？ 

(A)劇中男女主角在巴黎相遇，自此結下「不解之緣」 

(B)聽他細述此事的「來龍去脈」，我才明白自己錯了 

(C)這兩起爭執的原因「迥然不同」，皆因誤會而引起 

(D)若非今天「親眼目睹」，我實在無法相信這個傳聞。 

10. 下列新聞標題中所使用的成語，何者運用正確？ 

(A)確診人數不斷攀升，各地民眾「不惶多讓」 

(B)疫情停課標準惹議，立委建議「因地制宜」 

(C)月全食遮蔽天王星，難得奇景「屢見不鮮」 

(D)失業率突破 5%大關，失業人口「屈指可數」。 

11. 「雙聲複詞」是指兩個字的聲母相同。例如：彷彿、琵

琶。請問以下何者也屬於「雙聲複詞」？ 

(A)芬芳  (B)螳螂   (C)瀟灑  (D)蝴蝶。 

12. 「花好月圓」的詞性結構為：名詞+形容詞+名詞+形容

詞，下列選項的詞性結構與此相同？ 

(A) 年高德劭       (B) 經年累月 

(C) 錦瑟年華       (D) 風燭殘年。 

13. 「連接詞」是用於表示句子之間的關係。請問「除了你自

己，沒有人能給你光明，□□詛咒黑暗，□□燃起蠟

燭。」依照文意，空格處填入哪一組連接詞最為恰當？ 

(A) 雖然／但是           (B) 與其／不如 

(C) 不但／而且           (D) 只有／才能。 

14. 擬人法是「將物比擬為人」的修辭法，例如：「在電梯

裡，只有我的手機不會睡著」，就是將手機人性化。下列

何者也運用了擬人修辭？  

(A)再囉唆，我一腳把你踹到外太空 

(B)黃澄澄的稻田是一塊金黃色地毯 

(C)一個活著沉默，卻死得勇敢的人 

(D)清晨的寒風舞弄著它的飄飄衣帶。 

15. 某日，喜歡高談闊論的學生被老師提醒：「言語本來應當

是思想的僕人，但卻往往變成思想的主人。」老師的這段

話，最可能想點出學生在言談上的何種缺失？  

(A)片面之言         (B)口不擇言 

(C)巧言令色         (D)言聽計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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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變成世上最熟悉的陌生人」、「交會在黑暗中，你我發

出了新的光芒」、「福利社什麼都有，但口袋沒有半毛

錢」，上面三個例子共同使用了何種修辭法？  

(A)映襯：兩種不同事實相互比較，產生對比 

(B)誇飾：語言文字誇張鋪飾，超過客觀事實 

(C)譬喻：運用有相似點的事物，來比方說明 

(D)感嘆：以特殊語調的呼聲表達強烈的感情。 

17.  

以上短文是採用下列哪種寫作方式？ 

(A) 幽默反諷                    (B) 藉事說理 

(C) 由景入情                    (D) 寓情於景。 

18.  

  文中□處，依序填入下列哪一組標點符號最為恰當？ 

(A) ！ 『 。 』 

(B) ？ 『 ； 』 

(C) ！ 「 。 」 

(D) ？ 「 、 」 

19. 中文造字原則中，形聲字是由表示意義的形符與表示讀音

的聲符組合而成，形式上可分左形右聲、左聲右形、上形

下聲、上聲下形、內聲外形、內形外聲。例如：「材」字

以「木」作為形符，表示此字屬於木類；以「才」作為聲

符，表示此字讀音。據此原則判斷，下列何者為形聲字？ 

(A)林         (B)休        (C)涉         (D)裹。 

20. 「有的人，時常會面，卻永遠生疏，話不投機，又何必虛

情假意？有的人，一見如故，相見恨晚，爽朗明快，自然

就成了莫逆。」下列何者最接近作者對交友的看法？  

(A)朋友以摯誠相交，兩心相契，不需要刻意強求 

(B)想獲得真摯友誼，必須先讓自己成為話題高手 

(C)心意相投的好朋友，往往來自相見恨晚的友誼 

(D)常會面或第一次見面的朋友，都需要以禮待之。 

21. 「有酷信風水者，動輒問陰陽家。一日，偶坐牆下，忽牆

倒被壓，亟呼救命。家人曰：『且忍著，待我去問陰陽先

生，今日可動土否？』」下列敘述何者最符合文中這戶人

家的表現？ 

(A)懂得求助專家，不會輕舉妄動 

(B)遇災焦急失措，有如熱鍋螞蟻 

(C) 加強建築結構，及時進行補救 

(D) 行事過於迷信，不懂隨事變通。 

 

 

22. 小樂在國文課認識了各種書法字體，特別喜歡「形體寬

扁，橫筆多有波勢，捺筆特別顯著」，有「蠶頭雁尾」美

感的隸書。下列選項，何者是小樂最喜愛的字體？ 

(A) 

 

(B) 

 

(C) 

 

(D) 

 

23. 根據下文描述的特徵，請推論最可能是哪一種生物？ 

(A)蜥蜴       (B)魚類       (C)昆蟲       (D)蛇類。 

24. 李宗盛〈新寫的舊歌〉是寫給兒子的歌，歌詞寫到「兩個

男人，極有可能終其一生只是長得像而已。有幸運的，成

為知己；有不幸的，只能是甲乙。」下列何者最接近「有

不幸的，只能是甲乙」呈現的親子關係？  

(A)父親衰老後，已不像心中英雄，但仍讓我感到光榮 

(B)父親像強韌的繩子，化成一股力量陪伴、護持著我 

(C)兒子，爸爸覺得很對不起你，這種車子實在不是送大學

教授的車子 

(D)聽說爸爸生了重病，每週都要到醫院打針，但我不知道

他得什麼病。 

25.  

 古梅如高士，堅貞骨不媚。 

 一年一小劫，春風醒其睡。  

——惲壽平〈題梅詩〉 

古人曾說：「繪畫與詩人的內涵相互映襯，它的精妙多寄

託、啟發於此。」從〈題梅詩〉文意來看，作者最可能想

呈現何種精神？  

(A)立定志向，只要勇敢去做一定能成功 

(B)年事雖高，但是心中仍保有豪情壯志 

(C)面對困難，依然堅韌不拔，不屈不撓 

(D)時間雖久，不但沒有衰敗，反而更好。 

26. 「常常，人家待我們好，我們並不珍惜，久了就當天經地

義，漸漸忘記做人的禮數，吝於回應感激。尤其我們對至

愛至親的父母，總是怒目橫眉，好耍脾氣，希望自己的悲

愁被體諒，卻將原有的溫柔善意隱埋心底。請記得：說出

來的愛不一定膚淺，不說出來的愛也不代表缺乏誠意，基

於人對情感的需求，採取最合宜的方式交心，才不會在不

知不覺中，傷害了所有愛我們及我們愛的人。」根據這段

文字，下列何者最接近作者觀點？ 

(A) 不願意說出心中的愛，是一種缺乏誠意的表現 

(B) 針對至愛至親的父母耍脾氣，是一種合宜的愛 

(C) 將愛與溫柔藏於心底，尊重對方和自己的悲愁 

(D) 人相處不在於有沒有說出愛，而在適切的交心。 

 

 

 

 

體型粗長，頭呈三角形，與頸部明顯區分，頭

背面為細小鱗片，眼、鼻間具有頰窩，體背鱗粗

糙，有稜脊，以腹部鱗片協助行走。眼後有一條黑

褐色縱紋，身體上有許多不規則的黑褐色花紋，有

些會連接成鏈狀。 

子游在武城擔任主管時，孔子去看他，聽到了彈

琴瑟唱詩歌的聲音。孔子微微笑著說：「殺雞，何必

用殺牛的刀□」意思是治理這個小地方，還用得著教

育嗎？子游趕緊答說：「從前我聽老師說過：□做官

的學習了，就會有仁愛之心□老百姓學習了，就容易

聽從指揮。□」孔子便向學生們說：「各位同學，子

游的話是正確的。我剛才那句話不過是和他開玩笑罷

了！」 

小青蛙看到水裡有很多星星。「我去捉幾顆星

星玩玩。」「噗通！」小青蛙跳進水裡去了。等小

青蛙爬回到荷葉上一看，星星還在水裡。「噗

通！」小青蛙又跳進水裡去捉星星。大家說：「你

捉不到星星的，別白忙了。」小青蛙說：「不會

的，不會的。」過了幾天，小青蛙在運動會上得了

跳水第一名──生活就是這樣，只要你去做了，

「無心插柳」也可能「柳成蔭」。 

尚有試題，請繼續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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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敏感而強勁，顫顫那長桿似弓 

將他激射向半空 

他將自己倒蹴 1 

精巧地蹴成一道弧－－ 

而旋腰，迴身，推桿 

凌空一霎間，在勝利的頂點 

他半醒半醺飄飄然降回地面 

——余光中〈撐竿跳選手〉 

 

1. 蹴：音ㄘㄨˋ，踢、踩。 

根據文意脈絡，詩中「一道弧」替換成何者最恰當？ 

(A)一彎月      (B)一縷煙       (C)一堵牆       (D)一葉舟。 

28.  

國家 代表隊受訪內容 

甲 
這場比賽我們的實力坐二望一，相信持續努力，

會有奪冠的機會。 

乙 
往年國際賽事多由我國獨占鰲頭，因此對這次

比賽結果深具信心。 

丙 
雖然我國排名敬陪末座，相信只要全隊團結一

心，將能有所進步。 

丁 
經過多年努力，本國代表隊實力不斷提升，預

賽中已擊敗丙國。 

根據上列國家代表隊的敘述，目前各國的實力排名順序由

強到弱應是如何？ 

(A)甲乙丙丁 

(B)甲丙乙丁 

(C)乙甲丁丙 

(D)乙甲丙丁。 

29.  

歐陽詢 1嘗行，見古碑，晉 索靖所書 2。駐馬觀之，

良久而去。數百步復返，下馬佇立。及疲，乃布裘 3坐

觀，因宿其旁，三日方去。 

 

1.歐陽詢：唐代四大書法家。他的楷書有「楷書極則」之譽。 

2.書：動詞，寫。 

3.布裘：把皮衣鋪在地上。 

 

根據本文，下列何者最能說明歐陽詢面對古碑的態度？ 

(A)巧心妙手             (B)潛心研思 

(C)推心置腹             (D)銘心刻骨。 

 

二、 題組 27.5% （每題 2.5 分，共 11 題） 

【題組一】請閱讀以下文章，並回答 30～31 題 

卑南族語的巴拉冠(Balaguan)，指的是青年聚會所，是

在部落內搭建一座大型建築物，專供 12 歲以上未婚男性，

以及鰥 1、寡、孤、獨的男子共同住宿、學習與訓練之用。

巴拉冠很像現代男性成年後入伍當兵的訓練營，部落男子在

此能得到完整的訓誡與戰鬥訓練，平時可供社區內治安維

護，戰時或出獵時為部落防衛和狩獵的堅強部隊。更重要的

是，一旦有獨居老人需要照護，這裡又會成為社會救濟單

位。 

現代人有時很難理解巴拉冠的設計，為何卑南族要早早

把青少年趕出家門呢？其實，這是母系社會常有的社會架

構，女人擁有「家」，為部落的核心單位，男人則從屬巴拉

冠，屬於部落公共財產。 

卑南族的女人可以從巴拉冠中，挑選看上眼的勇士當

「牽手」。因此，肩膀硬且能挑起公共責任的男子，才有機

會獲得青睞。這個設計很像現代社會的「保險」功能，只是

傳統部落靠「人」來保障每個家庭的風險，保險則是靠

「錢」。 

大家可以想想，有些以母親為核心的家庭群聚在一起，

一旦發生天災或意外風險，總要有人來協助分攤風險。巴拉

冠內的卑南青年便是社區每個家庭的最佳保險員! 

在現代保險的設計中，每個家庭的經濟收入之主，通常

為父親或母親，因為擔心發生身故、生病意外時，會讓家庭

沒有收入，因此平時透過保險規劃，預繳一筆小錢給保險公

司，一旦有人遇到風險，便會有一筆大錢成為家庭保障。 

這不就像巴拉冠一樣，是很棒的社會救濟制度嗎？換個角度

想，誰說原住民族不懂理財呢？有智慧的男女其實都應該透

過保險規劃，為家人架構一個像巴拉冠一樣的風險架構。 

——王志鈞〈巴拉冠之火－－卑南族人的家庭風險規劃〉 

 

1. 鰥：音ㄍㄨㄢ，年老無妻或喪妻的人。 

30. 根據本文內容，下列何者不是 卑南族 巴拉冠（Balaguan）

所提供的功能？ 

(A)規劃保險：負責保障族人風險 

(B)教育文化：傳授技能培育勇士 

(C)濟弱扶傾：協助照料弱勢家庭 

(D)守衛家園：抵抗外侮侵犯部落。 

31. 一群中學生根據本文綜合討論並歸結出以下結論，何者最

符合文本敘述？ 

(A)傳統卑南族的母系社會架構，具有經濟競爭優勢 

(B)由巴拉冠設置保險救濟制度，教導族人如何理財 

(C)卑南族女性一旦遭遇天災意外，即可獲得金錢理賠 

(D)巴拉冠青年承擔部落公共責任，藉此分攤家庭風險。 

 

【題組二】請閱讀以下文章，並回答 32～34 題 

我的牛肉麵啟蒙是高中時代，在高雄市鳳鳴廣播電臺

旁邊，每天夜裡會有一對姊妹把麵攤推到那裡，營業到深

夜兩三點。她們和我的年齡相仿，好像還是學生身分，長

得頗為清秀，也許是木訥，也許是疲倦，透露著憂鬱的形

容。 

彷彿是神祕的約會，每天深夜，我總是推開正在讀的

書，穿越一條窄巷來到她們的面前，鄭重地點一碗牛肉湯

麵。尤其是冬夜，我低頭吃麵，總會升起莫名的疼惜情

緒，她們的功課不重嗎？她們的生活困苦嗎？她們站了一

夜累不累？寒風令人覺得旁邊的鳳鳴電臺資本家般地巨

大，麵攤又特別渺小，這對姊妹則像安徒生筆下賣火柴的

小女孩。 

那對姊妹的牛肉麵在我的記憶裡不斷散發動人的滋

味，複雜得有如汪曾祺筆下的「黃油烙餅」，帶著我回到

遙遠的時空。我可能耽溺於這種儀式般的宵夜想像裡，才

會對牛肉麵情有獨鍾。 

牛肉麵美味與否取決於麵、牛肉、湯的組合，面對一

碗面貌模糊的牛肉麵，就好像面對一個面目可憎的人，夏

目漱石也說:「蕎麥麵條缺乏韌性和人沒有腦筋，兩樣都叫我

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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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肉麵的作法是牛肉、麵分開煮熟再合而為一，殊途

同歸，除了烹飪方便，也計較口感和外觀。麵條煮熟後置

入碗中，撒上蔥花，加進牛肉和湯汁即可。重點是那一鍋

牛肉湯。 

多年前，我開車在花蓮到臺東的海岸公路上旅行，左

邊是藍得令人驚慌的太平洋，右邊是忽然拔高的海岸山

脈，和雲端的中央山脈群峰。接近臺東的路上，開始出現

「臺灣牛黃牛肉麵」的廣告看板，提醒過路人進去歇歇

腳。這家店窗明几淨，老闆在牆上懸掛好幾張女兒的大學

畢業照，放大裱框，老闆一定很疼愛他的女兒，並為她們

的優秀感到驕傲。我懷念那段旅行，在山海之間吃牛肉

麵，那碗「臺灣牛」除了以壯麗秀美的山水作為吃麵情

境，烘托客觀的香味，還摻進了親情的熱度，使那碗麵如

一首美好的抒情歌，令食客感動。啊！真好吃。 

                        ——改寫自焦桐〈論牛肉麵〉 

32. 關於文中「牛肉麵」的敘述，下列何者沒有出現？ 

(A)愛吃牛肉麵的原因          (B)料理牛肉麵的方式 

(C)名人吃牛肉麵經驗          (D)吃麵過程中的感受。 

33. 「我懷念那段旅行，在山海之間吃牛肉麵，那碗『臺灣

牛』除了以壯麗秀美的山水作為吃麵情境，烘托客觀的香

味，還摻進了親情的熱度，使那碗麵如一首美好的抒情

歌，令食客感動。啊！真好吃。」請問下列圖示，何者最

符合畫線句子中的「關係」？ 
(A) 

 

 

 

(B) 

 

 

 

(C) 

 

 

 

(D) 

 

 

 

34. 關於本文的寫作方式，下列說明何者正確？ 

(A)以回憶當年對賣麵姊妹的同情引出吃牛肉麵的往事 

(B)以一連串的生活事件呈現對牛肉麵的喜好已經轉變 

(C)對比過去與現在對牛肉麵的了解，呈現內心眷戀深 

(D)第五段插敘說明牛肉麵作法，凸顯作者對它的感情。 

 

【題組三】請閱讀以下文章，並回答 35～37 題 

趙廣，合肥人。本李伯時家小史 1，伯時作畫，每使侍

左右。久之，遂善畫。建炎中，陷賊，賊聞其善畫，使圖 2

所虜婦人，廣毅然辭以實不能畫，脅以白刃，不從，遂斷右

手拇指遣去 3，而廣平生實用左手。亂定，惟畫觀音大士而

已。又數年，乃死，今士大夫所藏伯時觀音，多廣筆也。 

 
1.小史：書童。      2.圖：畫。       3.遣去：趕他離開。 

35. 主語是執行句子的行為或動作的主體，如「我寫字」中的

「我」就是主語。而文言文中常有主語省略的現象。根據

本文，下列句子省略的主語，何者對應正確？ 

(A)每使侍左右——趙廣       (B)使圖所虜婦人——賊人 

(C)脅以白刃——趙廣           (D)惟畫觀音大士——李伯時。 

36. 根據本文，趙廣遇賊亂之害後，為什麼還能繼續作畫？  

(A)身為奴僕卻忠心護主，又得主人憐 

(B)被賊人所擄之婦人捨身相挺而獲救 

(C)賊傷他右指，無損他真正用的左手 

(D)主僕篤信佛教，觀音現身普渡救人。 

37. 「賊聞其善畫，使圖所虜婦人。廣毅然辭以不能畫，脅以

白刃，不從，遂斷右手姆指遣去。」依據本段敘述，趙廣

的性格可以用哪一個成語來形容？ 

(A)輕生重義            (B)義憤填膺 

(C)斷章取義            (D)微言大義。 

 

【題組四】請閱讀以下文章，並回答 38～40題 

 

鵝湖山下稻粱肥，豚柵 1雞棲半掩扉 2。 

桑柘 3影斜春社 4散，家家扶得醉人歸。 

——唐 張演〈社日〉 

 

1. 豚柵：豬圈。  

2. 扉：門。 

3. 桑柘：桑樹、柘(ㄓㄜˋ)樹，前者之葉可養蠶，後者之葉可染布。 

4. 春社：社日，古代祭祀土神分春秋兩次，春社為耕祭，秋社為收

祭，民眾可參與祭典、筵席。 

38. 小艾閱讀此詩內容後寫下的筆記，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第一句呈現農家村落環境與作物採收的歡喜景象 

(B)第二句著眼村人在自家環境小心謹慎地飼養牲畜 

(C)第三句春祭土神的儀禮過程直到雲影遮月才結束 

(D)第四句參加祭祀的村人各個喝得興高采烈才回家。 

39. 老師以此詩介紹唐朝近體詩的絕句基本形式後，發現小艾

的筆記裡有個地方寫錯了，請問是下列哪一個？ 

(A)此詩中出現「平仄相對，而且詞性、字數相同」的「對

偶」句子 

(B)此詩符合「首句可押可不押，偶數句必押韻」且一韻到

底的要求 

(C)根據首句第二字平(一二聲)或仄(三四聲)來分辨，此詩

是平起式 

(D)近體詩的字數用語，「一言」即一字，此詩是屬於「七

言」絕句。 

40. 本詩描寫內容屬於「田園詩」，其特色在於描寫農村的樸

實生活和田園的風光。請依此判斷下列詩句，何者也屬

「田園詩」? 

(A)但使龍城飛將在，不教胡馬度陰山 

(B)鐘鼓饌玉不足貴，但願長醉不復醒 

(C)舍南舍北皆春水，但見群鷗日日來 

(D)田園寥落干戈後，骨肉流離道路中。 

 

 
◎ 試題結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