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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下列選項「 」內字的讀音，與其他三者不同的是： 

「亟」望  「覬」覦 

良「驥」  雨「霽」天青 

【3】2.「有好電影，先□為快」，□內應填何字？ 

賭 堵 睹 諸 

【4】3.「風塵僕僕」是用以形容： 

世事多變  風沙很大 

行動不便  奔波忙碌，旅途勞累 

【2】4.請選出下列四個選項中最通順的句子： 

你難道不快走，你不怕遲到？ 

你不快走，難道你不怕遲到？ 

難道你不快走，你不怕遲到？ 

你不快走，你不怕難道遲到？ 

【4】5.「我的工具有很多種，例如：拖把、掃帚、畚箕、抹布□□等等，大約有十幾種」。「□」應填入何
種標點符號？ 

 ？  、  ——  …… 

【3】6.下列各組字形相近的字，何者字音相同？ 

「沁」涼／分「泌」  創「造」／粗「糙」 

趨之若「鶩」／好高「騖」遠 如法「炮」製／「砲」手 

【3】7.「同學們在畢業之前，都已做好妥善規劃，準備航向新的□□□」，「□」中應填入何者較為適當？ 

卡路里 里程數 里程碑 里程表 

【1】8.下列選項中，何者書名／作者相符合？ 

《小太陽》／林良  《小王子》／吳淡如 

《哈姆雷特》／馬克吐溫 《傲慢與偏見》／莎士比亞 

【1】9.下列成語何者意義與其他選項不同？  

始終不渝 三心二意 朝秦暮楚 見異思遷 

【2】10.「他穿著令人□□的服裝，在街頭閒晃，十分大膽招搖。」□□應填入？ 

閉目 側目 目測 側身 

【4】11.下列選項中的四字辭語，何者發音依序為第四聲、第三聲、第二聲、第一聲者？ 

面如死灰 不堪回首 汗馬功勞 斷簡殘編 

【3】12.所謂擬人法是指在文章中把無情之物用有情的人來比喻，讓呆板無趣的事物也能生動感人。下列文
句中，何者屬於擬人法？ 

白髮三千丈  利如冰刃的話語 

小花小草露出了可愛的笑容 「撲通」一聲，鴨子就跳進池塘裡去了 

 

【1】13.下列「 」中成語，何者使用正確？ 

小明祝福九十歲的阿公「萬壽無疆」 

此地位處偏遠，「燕巢飛幕」一片生機 

曉華做事漫不經心，「吞舟是漏」，令人擔心 

商店開業，「門可羅雀」，人潮洶湧到店家合不攏嘴 

【3】14.請依序將以下語詞由早排到晚：甲、三更半夜 乙、夕陽西下 丙、烈日當空 丁、破曉時分 

丁乙甲丙 甲丙乙丁 丁丙乙甲 甲丁乙丙 

【3】15.下列「 」中的詞語，何組意思相同？  

這座山呈「東西」走向／這個盒子裡到底放了什麼「東西」 

看這張照片的「背景」應該是在陽明山／家世「背景」雄厚的他在公司裡沒有人敢得罪 

這次競賽的「放水」事件已引起大家重視／今天的平時考，幸虧老師「放水」，否則我鐵定不及格 

他「根本」不清楚整件事的來龍去脈，你又何必為難他／國家之「根本」不可動搖，否則有亡國之虞 

【3】16.下列文句「 」內的詞彙，是目前日常生活中所見，其中來自閩南方言的是：  

那位「摩登」女郎的穿著令人驚豔 

他最近有些「秀逗」，老是忘東忘西的 

百貨公司週年慶，特賣會場人潮「強強滾」 

他所到之處，無不受到熱烈歡迎，魅力果然「紅不讓」 

【4】17.「滔滔口才訓練公司教導你講話技巧，使你『千辯萬話』，無往不利」，「千辯萬話」是借用同音
字賦予「新義」，以達到意想不到的文學趣味。下列「 」中詞語，何者也具有同樣效果？ 

中國是一個愛月民族，賦予月亮一種永恆而「美麗的詩趣」 

最新美白用品，雙重滋養、呵護肌膚，使肌膚「嫩白抗皺」 

高級寢具用品大折扣，蠶絲被輕柔保暖，讓你「夜夜好眠」 

九二一大地震，全國人民發揮同胞愛，踴躍捐款，「賑賑有慈」 

【4】18.小明繞了半天找不到一個停車位，卻見到某公園有四個車位標示如下。請以標點符號的作用來看，
下列哪一句表達「小明可以在其中某車位臨時停車」？ 

駕駛等，不得於此臨時停車 駕駛等不得於此：臨時停車 

駕駛等，不得於此，臨時停車 駕駛，等不得，於此臨時停車 

【2】19.「真實」和「謊言」一起到河邊洗澡。先上岸的「謊言」偷偷穿上「真實」的衣服不肯歸還。固執
的「真實」死也不肯穿上「謊言」的衣服，只好一絲不掛光溜溜地走回家。從此，人們眼中只有穿著真
實外衣的謊言，卻怎麼也無法接受赤裸裸的真實。上述故事意旨主要在說明： 

有理走遍天下，無理寸步難行 忠言逆於耳，謊言猶如糖衣，人人嗜食 

紙包不住火，謊言終究有被揭穿的一天 真理越辯越明，人們永遠站在真理的一方 

【1】20.下列出自於《詩經》的成語，何者的說明錯誤？ 

瓜瓞綿綿：形容農作物豐收 夢熊之兆：賀人生男的頌語 

甘棠遺愛：哀悼政界人士過世 不愧屋漏：形容為人做事，心地光明磊落 

【3】21.下列「 」中詞語的詞性，何者前後都相同？  

今天的天空很「希臘」／暑假想去「希臘」旅遊 

這篇文章值得好好「品味」／他是個重視生活「品味」的人 

光看這等「光景」，已讓人消去大半暑氣／家中「光景」，一日不如一日 

我這樣大年紀的人，難道還不能「料理」自己麼／這裡新開了一家日本「料理」店 

【1】22.「掙破莊周夢，兩翅駕東風，三百座名園，一採一個空。誰道風流種，唬殺尋芳的蜜蜂，輕輕飛動，
把賣花人搧過橋東。」請問以上文字所歌詠的昆蟲是： 

蝶 蛇 蛾 蚊 

【1】23.下列寫作方法，指文章「在開頭時，就直接說明題旨或主要論點」的是： 

開門見山法 埋兵伏將法 平提側注法 起承轉合法 

【4】24.下列詞語中，涵義與另外三者不同的是： 

駕崩 作古 登仙 左遷 

【2】25.下列成語可以用來形容「情況非常危險」的是： 

安步當車 千鈞一髮 南轅北轍 空穴來風 

 



【3】26.下列詞語□處所出現的昆蟲，與另外三者相異的是： 

噤若寒□ 金□脫殼 飛□撲火 螳螂捕□ 

【1】27.下列「差」字的讀音，與「態度『差』勁」相同的是： 

一念之「差」 鬼使神「差」 參「差」不齊 「差」旅費用 

【4】28.下列詞語中□處對應的內容，正確的是： 

紅□出牆：梅 □暗花明：葉 蕙質□心：草 胸有成□：竹 

【2】29.若想了解孔子的言行與儒家思想，最適合參考下列哪一本書籍： 

《呂氏春秋》 《論語》 《世說新語》 《戰國策》 

【4】30.下列詞語中用字正確的是： 

龍盤虎倨 前鋸後恭 勢力拉踞 經濟拮据 

【3】31.下列「 」中字詞的讀音，與道「路」的「路」相同的是： 

「烙」餅 奶「酪」 賄「賂」 脈「絡」 

【3】32.下列成語何者不能用來形容人「不自量力」？ 

螳臂當車 以卵擊石 隻手遮天 班門弄斧 

【4】33.下列哪一個成語可以用來形容人「自告奮勇、自我推薦」？ 

東施效顰 邯鄲學步 始作俑者 毛遂自薦 

【4】34.下列選項□部分皆是數字，請選出數字最大者？ 

 □福臨門  □顧茅廬  □竅生煙  □面玲瓏 

【2】35.下列甲、乙、丙、丁所指稱的年紀，按「由小到大」排列應該是：甲、志學之年 乙、古稀之年     
丙、知命之年 丁、而立之年 

甲乙丙丁 甲丁丙乙 丁甲乙丙 乙甲丁丙 

【2】36.下列書信中的提稱語，適用於平輩的是： 

函丈 左右 膝下 如晤 

【3】37.在《三國演義》一書中，有「臥龍」的美稱，提出三分天下之計，在赤壁之戰中借東風大敗曹操，
輔佐劉備建立蜀漢的人物是： 

周瑜 關羽 諸葛亮 趙子龍 

【3】38.下列「 」字詞的寫法，正確的是： 

夜不「ㄅㄧˋ」戶：畢  利「ㄅㄧˋ」得失：閉 

白「ㄅㄧˋ」無瑕：璧  逃「ㄅㄧˋ」問題：蔽 

【2】39.「玉粽襲香千舸競，艾葉黃酒可驅邪。騎父稚子香囊佩，粉俏媳婦把景擷。」請問本詩所寫的節日，
應該是： 

春節 端午節 中秋節 冬至 

【1】40.下列選項中何者用字完全正確？ 

面對瞬息萬變的時代趨勢，我們又怎能夠墨守成規、不思進取呢  

今夏世足總決賽戰況激烈高潮跌起，加油的群眾也不禁汗流戛背 

面對學生一貫冷莫的態度，老師在痛心急首之餘，只能深感遺撼  

你不但不知道是可而止，還一意辜行、變本加力，真是令人心寒  

◎請閱讀下段文字，回答第 41-44題： 

有一次狼和狽來到一戶人家的羊圈外面，知道裡面有不少隻羊，但圈欄很高，很堅固，既跳不過去也
撞不倒，於是牠們想出一個主意：讓狼騎在狽的脖子上，再由狽用兩條長長的後腿直站起來，於是，狼用
兩隻長長的前腳攀住羊，就這樣一隻隻把羊兒銜了去。 

【2】41.文中「羊圈」是指： 

羊脖子 關羊的地方 套住羊的繩子 羊群圍成的一個圓圈 

【4】42.文末把羊兒「銜」了去，不可以替換成哪一個字？ 

叼 啣 咬 拿 

【4】43.由文中可知狼和狽之特徵，最大不同點是： 

軀幹 頭部 尾巴 四肢 

【2】44.此故事與下列哪一成語寓意相同？ 

狼狽為患 狼狽為奸 狼心狗肺 亡羊補牢 

◎請閱讀下段文字，回答第 45-47題： 

在美國有家知名大醫院，一位老牌外科醫生給病人做腹部開刀手術，一個新來的實習護士負責供應手

術器具，開刀完成要開始縫合傷口時，這個小護士竟然大膽堅持醫生停止縫合，所有的護士都大吃一驚，

他是大牌醫生怎麼會出錯？小小護士又怎麼能當場給他難堪？ 

原來她依步驟檢查所有的設備與材料是否完整無誤，她告訴開刀醫生：「我準備了 12塊紗布，現在只

有 11塊，還有一塊沒拿出來，必須再找到那一塊。」 

不料醫生斷然宣稱：「不，我全部拿出來了。」 

小護士還是抗議：「不，我們用了 12塊紗布！」 

外科醫生慢慢地說：「我會負起全責，縫合傷口吧！」 

「不！不！不行就不行！」小護士不讓步。 

這時，醫生抬起頭來，露出他偷偷藏起來的第 12塊紗布，笑著說：「由於妳的堅持，妳到哪裡都會成

功的」。 

【4】45.下列選項的「 」中，何者不是和醫護人員相關的用詞？ 

醫界可稱為「杏林」  護士又可稱「白衣天使」 

醫生的工作環境可稱為「白色巨塔」 醫護人員為力爭上游的惡鬥情況，可稱為「白色恐怖」 

【2】46.對於這樣一位護士，你覺得她應該得到怎樣的工作評價？ 

妙手回春 恪盡職責 金石同堅 百病成良醫 

【3】47.此文乃以第三人稱為敘述觀點，下列選項何者亦然？ 

我不是你眼中唯一將領，而是不起眼的小兵 

媽媽的頭髮始終烏黑，我猜那是她幸福的源泉 

他擁有的就是這一車西瓜，能賣多少就賣多少 

你走進捷運車站，感覺在人來人往中有股愛的魔力 

◎請閱讀下段文字，回答第 48-50題： 

《必勝文摘》走入第二個年頭，秉持一貫的精神，力求在傳統經典選文的架構外，找尋新的可能。於
民國 100年各大副刊及重要文學雜誌中，選出 15篇文章。作者涵蓋老、中、青三代，力求多元與新鮮。 

坊間各式文選書籍，為數甚多，但仍不符合高中學子的需求。目前所見其他選集中的選文，雖然能夠
顧及名家作品與經典，展現作品的藝術價值，但總的來說，仍和高中生實際的生活情境有著難以調和的距
離與落差。且有時為了遷就內容的深難或篇幅的宏大，選文時不得不因此忍痛割愛、刪去部分。但剪去枝
節的作品，便難以讓學生體會謀篇度文的精妙之處。 

因此《必勝文摘》選擇當代作家作品，不一味選擇名家大作，而以內容是否平易近人、切合高中生體
悟為主，且一律全文收錄。學生所讀到的作品，不再是來自遙遠泛黃的過去，而是活生生的現在。文學的
根本，在於對生活的發現與體悟，希望學生由貼近日常的作品入手，學會欣賞、體會生活的滋味，並在看
似瑣碎的生活中，得到深刻的啟示。一旦對閱讀的興趣提昇了，循序漸進，方有可能登堂入室，一探文學
殿堂的富麗與深邃。此外，我們也期盼這些討論與引導能發揮_______的功能，引發學生更進一步閱讀與
思考的興趣。 

為便利高中學生能自行閱讀本書，每篇選文均附有作者簡介、段落評點、內容賞析及延伸閱讀。詮釋
的深淺，以高中學生的理解能力與生命情境為準。選文依照內容加以分類，「記憶的支點」探討寫作如何
反思生命經歷的可能、「自然的聲音」發掘森羅萬象與內心情緒的呼應、「蝸角的凝視」思考如何在渺小中
看見偉大、「生命的流域」讓人體會生命中必經的心路歷程、「原鄉的呼喚」則顯露了對這片土地各族群的
理解與關懷。五個子題之間面貌雖殊，用心則一，貫串著對每一個文學現場的紀錄與省思。 

【4】48.為了使學生能自行閱讀《必勝文摘》，編者對選文作了許多說明與補充，其中不包含： 

內容賞析 延伸閱讀 作者簡介 作文練習 

【3】49.有關《必勝文摘》的選文內容與選文原則，下列何者正確？ 

以民國 100～101年的各大副刊與重要文學雜誌為範圍 

選錄名家大作，並以展現藝術性與經典價值為最高考量 

選文需貼近學生的生活，並符合學生理解與體會的程度 

若選文篇幅太長，則由編輯刪去多餘段落保留菁華內容 

【1】50.文章中「此外，我們也期盼這些討論與引導能發揮_______的功能，引發學生更進一步閱讀與思考
的興趣。」此段文字，缺空處適合填入的成語是： 

拋磚引玉 玉石俱焚 小家碧玉 錦衣玉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