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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下列注音，何者正確？ 

「與」於蜡賓﹙ㄩˇ﹚  「懾」於餓寒﹙ㄕㄜˋ﹚ 

幼有所「長」﹙ㄔㄤˊ﹚ 木直「中」繩﹙ㄓㄨㄥˋ﹚  

【1】2.下列選項，何者沒有錯別字？ 

不恥下問 不屈不擾 不徑而走 不共帶天 

【4】3.下列詞語及其說解，正確的選項為何？ 

奔車朽索／有心無力  瓦釜雷鳴／名顯天下 

杯水車薪／薪資不多   由剝而復／否極泰來 

【3】4.下列為一段現代詩，請依詩意選出排列順序最適當的選項︰ 

「仁慈的青年獄卒，不識歲月的容顏， 

 甲、到長頸鹿欄下 

 乙、乃夜夜往動物園中 

 丙、不知歲月的籍貫，不明歲月的行蹤 

 去逡巡，去守候。」﹙節選自商禽〈長頸鹿〉﹚ 

甲乙丙 乙丙甲 丙乙甲 甲丙乙 

【1】5.《孟子‧離婁》「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當為：  

腹心 犬馬  土芥 寇讎 

【2】6.對抽象聲音的描寫，有直接以聲音模擬寫出的擬聲詞，如「飄風發發」的「發發」，下列何者不是

擬聲詞﹖ 

「喃喃」自語  吾諸兒「碌碌」  

風飄飄雨「瀟瀟」   小兒「啞啞」貓兒唔唔 

【1】7.蘇軾〈教戰守策〉「輕霜露而狎風雨」句中的「輕」是指： 

輕忽 輕快 輕浮 輕言 

【3】8.語文中上下兩句，字數相等，句法相似，平仄相對，意義相關的就叫「對偶」，如「細雨魚兒出」

對「微風燕子斜」。下列文句，何者不屬於「對偶」？ 

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  花明金谷樹，葉映首山薇 

三更有夢書當枕，四壁圖書中有我 漠漠水田飛白鷺，陰陰夏木囀黃鸝 

【2】9.下列史部典籍與著者的配對，何者錯誤？ 

史記／司馬遷 後漢書／班固 臺灣通史／連橫 資治通鑑／司馬光 

【1】10.馬致遠〈天淨沙‧秋思〉「枯藤老樹昏鴉，小橋流水人家，古道西風瘦馬，夕陽西下，斷腸人在天

涯」的體裁為： 

散曲 雜劇 近體詩 樂府詩 

【1】11.下列書信「提稱語」，不可用於長輩的選項是： 

大鑒 尊前 尊鑒 鈞鑒 

【2】12.「音容宛在」適用於下列哪一場合？ 

賀男壽 題遺像 獻業師 詠歌手 

【1】13.喜慶柬帖用語中，「七秩晉六」的「秩」字，意思是指：  

十年 職稱 俸祿 整齊 

【4】14.依干支紀年，今年（西元 2018 年）為戊戌年，民國 112 年 3 月為： 

甲辰年 己亥年 辛丑年 癸卯年  

【3】15.下列各選項「」中的數字，何者不是指實際的數量？ 

君子有「三」戒 狡兔有「三」窟 「三」折肱而成良醫 「三」顧臣於草廬之中 

【1】16.崔瑗〈座右銘〉「在涅貴不緇，曖曖內含光」中的「曖曖」是形容： 

昏暗的樣子 明亮的樣子 安詳的樣子 焦躁的樣子 

【3】17.下列文句，何者用字完全正確？ 

他阿諛諷承的嘴臉真令人討厭 商店見人潮散去便想提前打佯 

再多懊惱也不能改變現實狀況 腸枯思劫的他一直想不出辦法 

【3】18.下列詞句的構詞方式，何者與「上街買東西」相同？ 

見你就開心 銀行關門了 翻書找答案 新年新氣象 

【3】19.下列文句，何者措詞最恰當？ 

請來電通知，我們便派員蒞臨府上 主管遇到問題，應該多和部屬商請 

感冒記得戴上口罩，以免散播病菌 我們得知老師住院，立即去觀望他 

【4】20.《幽夢影》：「白晝聽棋聲，月下聽□聲，山中聽□□聲，水際聽欸乃聲，方不虛此生耳。」□內

最適合填入的詞語依序為何？ 

雨／雲海 雨／松風 簫／雲海 簫／松風 

【4】21.下列文句，何者表達「假如……則……」的意思？ 

若夫霪雨霏霏，連月不開 舉世皆濁我獨清，眾人皆醉我獨醒 

吾嘗終日而思矣，不如須臾之所學也 若有作姦犯科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 

【2】22.下列詩句，何者以「友情」為書寫主題？ 

少婦今春意，良人昨夜情。誰能將旗鼓，一爲取龍城 

故人江海別，幾度隔山川。乍見翻疑夢，相悲各問年 

名豈文章著，官應老病休。飄飄何所似，天地一沙鷗 

露從今夜白，月是故鄉明。有弟皆分散，無家問死生 

【1】23.下列詩句，何者流露「感時懷古」之情？ 

人事有代謝，往來成古今。江山留勝跡，我輩復登臨 

紅豆生南國，春來發幾枝。願君多采擷，此物最相思 

城闕輔三秦，風煙望五津。與君離別意，同是宦遊人 

故人具雞黍，邀我至田家。綠樹村邊合，青山郭外斜 

【1】24.感同「ㄕㄣ」受、「ㄕㄣ」先士卒、諱莫如「ㄕㄣ」的三個「ㄕㄣ」字，依序應是： 

身／身／深 身／深／深 深／身／身 深／深／身 

【2】25.「山之高、雲之浮、溪之流、鳥獸之遨遊，舉熙熙然迴巧獻技」的「舉」，與下列哪個「舉」意義

相同？ 

「舉」手之勞 「舉」世震驚 「舉」棋不定 「舉」重若輕 

【4】26.下列文句畫底線處的成語，何者使用恰當？ 

小莉不僅巧言如簧，態度也誠懇，所以一向受客戶信賴 

他們大吵一架後，彼此便疾惡如仇，再也不跟對方說話 

放完連續假期，員工們也樂於投閒置散，回到工作崗位 

逃生通道被堵住非常危險，應該曲突徙薪，防患於未然 

 



【2】27.下列文句，何者前句敘述原因，後句敘述結果？ 

禽鳥知山林之樂，而不知人之樂 君子審己以度人，故能免於斯累 

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 吾嘗終日而思矣，不如須臾之所學也 

【4】28.下列文句，何者強調「不自欺、不胡說」？ 

君子不以言舉人  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 

【4】29.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

子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依據上文可以獲悉：孔子是怎樣的人？ 

見多識廣  沒有偏心 知錯能改 坦誠謙遜 

【1】30.子曰：「衣敝縕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子路終身

誦之。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依據上文，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孔子希望子路不要自滿  孔子譴責子路虛偽矯情 

子路因衣著破舊而慚愧  子路想藉仕宦改善生活 

第一篇： 

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故壘西邊，人道是：三國周郎赤壁。亂石崩雲，驚濤裂岸，捲起千堆

雪。江山如畫，一時多少豪傑。   遙想公瑾當年，小喬初嫁了，雄姿英發。羽扇綸巾，談笑間，檣櫓灰飛煙滅。

故國神遊，多情應笑我，早生華髮。人生如夢，一尊還酹江月。﹙蘇軾〈念奴嬌‧赤壁懷古〉﹚ 

【3】31.關於「大江東去，浪淘盡」，「淘」之音義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ㄊㄠ／瀰漫 ㄊㄠ／招惹 ㄊㄠˊ／沖洗 ㄊㄠˊ／波浪 

【1】32.「亂石崩雲，驚濤裂岸，捲起千堆雪」的「千堆雪」比喻： 

無數的浪花 無數的雪花 浪花很有層次 雪花很有層次  

【4】33.關於「羽扇綸巾，談笑間，檣櫓灰飛煙滅」的詮釋，下列何者錯誤？ 

「羽扇綸巾」多用以形容飄逸瀟灑的風度 

「檣櫓灰飛煙滅」的「檣櫓」在此指戰艦 

「檣櫓灰飛煙滅」的「灰飛煙滅」指被徹底焚毀 

 此三句用來歌詠的對象是主導赤壁之戰贏得戰功的魯肅 

【1】34.關於「故國神遊，多情應笑我，早生華髮」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故國」此指京城古都  「故國神遊」即「神遊故國」 

「多情應笑我」即「應笑我多情」 「早生華髮」的「華髮」指花白的頭髮 

【3】35.「人生如夢，一尊還酹江月」所表現的作者情懷，最貼切的選項是： 

仕途窒礙的沮喪 一事無成的哀傷  忘懷得失的曠達 意氣風發的自得 

第二篇： 

謝太傅寒雪日內集，與兒女講論文義。俄而雪驟。公欣然曰：「白雪紛紛何所似？」兄子胡兒曰：「撒鹽空

中差可擬。」兄女曰：「未若柳絮因風起。」公大笑樂。﹙《世說新語‧言語》﹚ 

【3】36.關於「謝太傅寒雪日內集，與兒女講論文義。俄而雪驟」的詮釋，下列何者錯誤？ 

「內集」／家庭聚會  「兒女」／子姪晚輩  

「講論文義」／討論文學定義 「俄而雪驟」／不久雪下得很急 

【4】37.「撒鹽空中差可擬」中的「差可擬」意指： 

大致無法這樣比擬 大致無法這樣起草 大致可以這樣起草 大致可以這樣比擬 

【4】38.「未若柳絮因風起」所歌詠的景象，與下列何者相同？ 

晴川歷歷漢陽樹，芳草萋萋鸚鵡洲。日暮鄉關何處是？煙波江上使人愁 

鳳凰臺上鳳凰遊，鳳去臺空江自流。吳宮花草埋幽徑，晉代衣冠成古丘 

間關鶯語花底滑，幽咽泉流水下灘。水泉冷澀絃凝絕，凝絕不通聲暫歇 

北風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飛雪。忽如一夜春風來，千樹萬樹梨花開 

 

【2】39.根據上文，「公大笑樂」是因為： 

兄子的譬喻呈現雪花飄落的意象 兄女的譬喻呈現雪花飄落的意象 

子姪輩都相當優秀堪為家族之光 家人雪中齊同作詩共享天倫之樂 

第三篇：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子貢曰：「詩云：

『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論語‧學而》﹚ 

【3】40.由上文可知，一般人溺於貧富之中，常有何種毛病？ 

如切如磋 如琢如磨 諂求與驕傲 無諂與無驕 

【4】41.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孔子之

意為： 

「無諂無驕」與「貧而樂道」「富而好禮」都能成德 

「無諂無驕」已能成德，無須「貧而樂道」「富而好禮」 

「貧而樂道」「富而好禮」還是不足；須「無諂無驕」始能成德 

「無諂無驕」，還是不足；須「貧而樂道」「富而好禮」始能成德 

【1】42.「告諸往而知來者」中之「告諸往」是指： 

孔子告知子貢以樂道好禮 子貢告知孔子以無諂無驕 

孔子告知子貢以切磋琢磨 子貢告知孔子以切磋琢磨 

第四篇： 

秦、晉圍鄭，鄭既知亡矣！若亡鄭而有益於君，敢以煩執事。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焉用亡鄭以陪鄰？

鄰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鄭以為東道主，行李之往來，共其乏困，君亦無所害。﹙《左傳‧僖公三十年‧燭之武

退秦師》﹚ 

【4】43.「越國以鄙遠」意謂： 

越國很遙遠  越國與他國為敵 

越過他國而以遠地之國為敵 越過他國而以遠地做為邊邑 

【3】44.「亡鄭以陪鄰」的「陪鄰」是指： 

向鄰國賠罪 做鄰國的陪襯 增加鄰國的土地 陪同鄰國一起出兵 

【1】45.「行李之往來」意謂： 

使者之經過 貨運相當流暢 交通至為便利 旅行時所帶之物品 

【3】46.「共其乏困」的「共」意指： 

總共 共同 供給 承擔 

第五篇： 

夫秦失其政，陳涉首難，豪傑蠭起，相與並爭，不可勝數；然羽非有尺寸，乘勢起隴畝之中，三年，遂將

五諸侯滅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號爲霸王。位雖不終，近古以來，未嘗有也。及羽背關懷楚，

放逐義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己，難矣！自矜功伐，奮其私智，而不師古，謂霸王之業，欲以力征經營天下，五

年，卒亡其國，身死東城，尚不覺寤，而不自責，過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豈不謬哉！﹙《史記‧

項羽本紀‧贊》﹚ 

【2】47.「陳涉首難」的「首難」是指： 

首先殉難 首先起事 功居第一 出面告發 

【3】48.「然羽非有尺寸」的「非有尺寸」是指： 

沒有些許的資金 沒有些許的戰功 沒有一尺一寸的封地 沒有測量長度的用具 

【1】49.文中司馬遷批判項羽在錯誤措施之下，想成功是很困難的。下列何句最能體現這種情況？ 

背關懷楚 將五諸侯滅秦 乘勢起隴畝之中 分裂天下而封王侯 

【1】50.由上文可知，項羽失敗的原因是： 

剛愎自用，輕用其鋒  天時不利，非用兵之罪 

仁義不施，身死他人之手 用人不當，敗壞整體大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