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揚子高中 110年度 語文數學科學科能力競試 語文試卷 

試卷頁數：共 2頁  作答方式：劃記答案卡  考試結束時，試題卷和答案卡需一併繳回 

    參加證號碼：        姓名：              
一、 單一選擇題 

1.「每年清明節，我和家人都會一起去掃□，以悼念過世的母親。」□中應該填入哪一個字？ (A)幕 (B)募 (C)摹 (D)墓 

2.下列選項「」中的字，何者完全正確？  (A)急「燥」 (B)肉「噪」飯 (C)乾「燥」 (D)害「燥」 

3.下列選項「」中的字，何者完全正確？  (A)美輪美「奐」 (B)更「渙」 (C)精神「煥」散  (D)調「渙」 

4.下列選項「」中的字，何組完全正確？  (A)錢「幣」/作「弊」 (B)棄若「弊」屣/「敝」人 (C)驚鴻一「瞥」/工程舞

「蔽」 (D)遮「弊」/浮雲「蔽」日  

5.下列選項「」中的讀音，何者與其他不同？  (A)「創」意 (B)「創」舉 (C)「創」傷 (D)開「創」 

6.下列選項「」中的讀音，何者與其他不同？  (A)喜「好」 (B)「好」自為之 (C)百年「好」合 (D)不知「好」歹 

7.下列選項「」中的讀音，何者與其他不同？  (A)「便」利 (B)方「便」 (C)「便」條紙 (D)「便」宜 

8.下列選項「」中的讀音，何者與其他不同？  (A)前「行」 (B)「行」醫 (C)寸步難「行」 (D)各「行」各業 

9.哪一個字有「簡單、不困難」的意思？  (A)簡「易」 (B)貿「易」 (C)平「易」近人 (D)移風「易」俗 

10.哪一個字有「希望、期待」的意思？  (A)「望」車外看 (B)「望」日 (C)抬眼「望」著母親 (D)冀「望」 

11.下列詞語何者屬於雙聲複詞？  (A)粗糙 (B)窈窕 (C)燦爛 (D)砥礪 

12.下列詞語何者屬於疊韻複詞？  (A)渺茫 (B)叮嚀 (C)彷彿 (D)琵琶 

13.下列選項「」中連接詞的使用，何者正確？  (A)老師不僅傳授我們知識，「但是」還指導我們做人的道理 (B)人生難

免遭遇挫折，與其垂頭喪氣，「不如」振作精神，重新出發 (C)他是我的國小同學，「雖然」也是我最好的朋友 (D)除

非我犯下大錯，「然而」爸爸很少責備我 

14.下列「」選項中量詞的使用，何者正確？  (A)檢方正在審理一「幅」轟動全國的綁架案 (B)校園中有一「顆」百年老

榕樹，長長的氣根像是老者的鬍鬚 (C)聽君一「席」話，勝讀萬卷書 (D)湖面上有一「朵」扁舟搖盪著   

15.下列哪個外來語是由日語演變而來？  (A)吉他 (B)運將 (C)粉絲 (D)伊媚兒 

16.「斬草不除根，□□吹又生。」□中應該填入下列何者？  (A)春風 (B)夏風 (C)秋風 (D)北風 

17.「大快朵頤」是用來形容什麼？  (A)速度非常快的樣子 (B)心情非常愉快的樣子 (C)愉快享受美食的樣子 (D)惱恨發 

怒的樣子 

18.「這位流浪漢已經足足餓了三天，一看到食物，便馬上□□□□的吃起來。」□應填入下列哪個詞語？  (A)三心二意  

(B)上下其手 (C)聞雞起舞 (D)狼吞虎嚥 

19.「本來以為這次的計畫萬無一失，沒想到□□□□，最後竟無法實行。」□應填入下列哪個詞語？  (A)亡羊補牢 (B)

千鈞一髮 (C)百密一疏 (D)釜底抽薪 

20.「三令五申」是用來形容什麼？  (A)言語簡短 (B)家境貧困 (C)心意不定 (D)再三叮嚀告誡 

21.「汗牛充棟」是用來形容什麼？  (A)書籍非常多 (B)膽量極小 (C)做事有始無終 (D)世事變幻無常 

22.「一言九鼎」是用來形容什麼？  (A)美上加美 (B)罪狀極多 (C)處事有定見 (D)說話很有分量 

23.「沉魚落雁」是用來形容什麼？  (A)女子容貌美麗出眾 (B)以假亂真 (C)見識淺薄 (D)能言善辯 

24.下列「」中的成語，何者運用「不恰當」？ (Ａ)林老先生平日「古道熱腸」，致力鄉里大小事，所以連年當選里長 

(Ｂ)林董一了解育幼院經費短缺的窘況，馬上伸出援手，「慷慨解囊」 (Ｃ)小明獲得升遷，又當選年度最佳員工，真

可謂「雪中送炭」，美上加美 (Ｄ)慈善基金會的運作須公開透明，才能落實「濟弱扶傾」的目的。 

25.「這是一個□□□□的好機會，你一定要好好把握。」 □應填入下列哪個詞語？  (A)人面獸心 (B)風聲鶴唳 (C)千載 

難逢 (D)草木皆兵 

26.「豔紅的玫瑰，張著性感的紅唇。」句中運用了哪一種修辭法？  (A)雙關 (B)轉化 (C)借代 (D)誇飾 

27.下列何者是「譬喻」修辭法？  (A)小河在唱歌 (B)你猜他做了什麼決定呢 (C)不知道有誰在撕毀著我的翅膀，使我不

能飛揚 (D)她的長髮像一抹飛瀑，傾洩在腰際 

28.「弱冠之年」是指男子幾歲？  (A)十五 (B)二十 (C)三十 (D)四十 

29.下列何者是屬於「聽覺」摹寫？   (A)紅的火紅，白的雪白 (B)遠方飄來一陣臭味，原來是工廠偷偷排放廢氣 (C)窗外 

是一片鳥囀，不是吱吱喳喳的麻雀，不是呱呱噪噪的烏鴉 (D)甜甜的甘蔗甜甜的雨 

30.下列哪一句使用了「誇飾」修辭？  (A)大自然很像戲劇 (B)他的臉油到可以煎蛋了 (C)中年，人生的分水嶺 (D)你的

作品，就像未雕琢的寶石 

31.林叔叔邀請我們全家人去參加他的婚禮，我們給他的祝賀禮金封套上應寫上什麼賀詞？  (A)弄璋之喜 (B)百年好合  

(C)仁心仁術  (D)音容宛在 

32.小明感謝王老師數年來的教導，畢業時可以在送給王老師的禮物上使用哪一個題辭？  (A)文定之喜 (B)宜室宜家 (C)

福壽全歸 (D)春風化雨 

33.有「詩仙」稱號的是哪一位詩人？  (A)李白 (B)杜甫 (C)王維 (D)孟浩然 

34.唐代詩人中，哪一位詩人以擅長社會寫實聞名？  (A)杜甫 (B)李白 (C)王維 (D)王之渙 

35.「你知道大人物是什麼嗎？就是一直不斷努力的小人物。」依據這段話，誰才是作者心中真正的「大人物」？  (A)事

業有成的達官貴人 (B)持續奮鬥的無名小卒 (C)不斷失敗的悲劇英雄 (D)名聲不大的市井小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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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紅包、春聯、爆竹」和哪一個傳統節日有關？  (A)端午節 (B)清明節 (C)中秋節 (D)春節 

37.「天下文官祖，歷代帝王師。」上述所讚譽的歷史人物為何人？ (Ａ)莊子 (Ｂ)荀子 (Ｃ)孔子 (Ｄ)老子。 

38.杏林子展現樂觀的心態，突破生命的考驗的態度，與下列何者「不相同」？ (Ａ)女藝人因拍戲遭火燒傷，仍堅強面對

不被挫折打倒 (Ｂ)因生病而盲、聾、啞的海倫．凱勒，以過人的毅力克服障礙，為殘障人士謀求福利 (Ｃ)畫家謝坤

山因意外而失去雙手，但他用無比的恆心學習以口作畫，成功找到自己的另一片天空 (Ｄ)年輕世代過於仰賴父母而無

法自立，衍生出社會問題的「啃老族」 

39.「有時做個旁觀者，有時做個參與者，角度不一樣，收穫也不一樣。」這是運用何種方式獲得不一樣的體驗？ (Ａ)事

必躬親 (Ｂ)師心自用 (Ｃ)換位思考 (Ｄ)團隊合作。 

40.「松鼠對大山說：若說我扛不了森林，你可也撬不開核桃。」關於松鼠這段話，下列何者是其中蘊含的道理？ (Ａ)要

飲水思源 (Ｂ)人各有所長 (Ｃ)謙虛是學習的方針 (Ｄ)服務他人可以讓自己獲益匪淺  

41.「凡是想要爬梯子的人，必須從底層開始。」這句話的意思為何？ (Ａ)萬丈高樓平地起 (Ｂ)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

樓 (Ｃ)新官上任三把火 (Ｄ)及時當勉勵，歲月不待人 

42.「駛出避風的港灣，才能認識大海。」的意思，下列哪一項詮釋較貼切？ (Ａ)後顧無憂，才能邁步向前走 (Ｂ)天地

再大，人類亦能征服之 (Ｃ)秀才不出門，亦可知天下事 (Ｄ)真正的人生，是充滿挑戰的 

43.「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待。」這句話說明何種道理？ (Ａ)孝順要及時把握時間 (Ｂ)物質條件好才是孝順 

(Ｃ)孝順就要讓父母遠離疾病 (Ｄ)只要能給衣食就算是孝順。 

44.「與朋友交而不信乎」點出交朋友最重要的態度為何者？ (Ａ)互相掩護 (Ｂ)誠信相待 (Ｃ)兩肋插刀 (Ｄ)不計生死 

45.拉蒂默：「滴水穿石，不是因其力量，而是因其堅韌不拔、鍥而不捨。」這段話強調的道理為下列何者？ (Ａ)不自量

力注定失敗 (Ｂ)放棄往往出於自知 (Ｃ)力量決定成功與否 (Ｄ)堅持才是達標之鑰。 

46. 「什麼是世界上最美麗的東西？」是屬於哪一種修辭法？  (A)譬喻 (B)誇飾 (C)設問 (D)排比 

47.「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此二句詩與下列何者意思相近？ (Ａ)光陰一去不復返 (Ｂ)旁觀者清，當局

者迷 (Ｃ)察言觀色，處變不驚 (Ｄ)明哲保身，無動於衷。 

48.伊索寓言：「人們的災禍，常成為他們的學問。」這句話的涵義，與下列何者意思相近？ (Ａ)人無千日好，花無百日

紅 (Ｂ)聽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 (Ｃ)經一番挫折，長一番見識 (Ｄ)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 

49.「兒女從父母親那裡學的行為，大都不是用『聽』的，而是用『看』的。」父母想要讓子女學習良好的行為，應該特別

注意下列何者？  (A)言教 (B)身教 (C)胎教 (D)自由發展 

50.「不斷的搬石頭砸自己的雙足的動物就叫做人。」這句話旨在嘲諷人類的何種通病？  (A)重蹈覆轍，自作自受  (B)言

行不一，惹是生非  (C)搬弄是非，製造仇恨  (D)優柔寡斷，杞人憂天 

51.「別在喜悅時許下承諾；別在憂傷時做出回答；別在憤怒時下決定。」這段話提醒我們要留意什麼？ (A)客觀冷靜，三

思後行 (B)真正付出，才能快樂 (C)先交朋友，再做決定 (D)喜怒哀樂，勿形於色 

52.「忘憂，不代表無視於憂的存在，而是跟一條電線學習，偶爾停電一下。」關於這句話的言外之意，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 (A)自我調適，紓解煩憂 (B)處處學習，時時進修 (C)愛惜物力，節約能源 (D)小處著眼，大處著手 

  煩悶至少是對於現實的欠缺還有敏感，還可能激起努力；消沉對於現實的欠缺就根本麻木不仁，絕不會引起改善

的企圖。 

53.本文的涵義，下列何句最能為代表？(Ａ)哀莫大於心死 (Ｂ)有志者事竟成 (Ｃ)言必信，行必果 (Ｄ)滿招損，謙受益 

54.本文提到哪一個要素，是「至少是對於現實的欠缺還有敏感」？ (Ａ)消沉 (Ｂ)煩悶 (Ｃ)麻木 (Ｄ)改善 

警察：「沒看到這裡豎著『禁止釣魚，違罰五千』的牌子嗎？」釣客：「這我知道，我並不是在這裡釣魚，而是

這水庫裡的魚非要偷吃我遺忘在水裡的魚線上的餌，氣得我把牠們拉上岸，罰牠們在我的水桶裡待一會兒。」 

55.本則笑話中釣客的回答可用下列哪一詞語形容？ (Ａ)好大喜功 (Ｂ)強詞奪理 (Ｃ)欲蓋彌彰 (Ｄ)如魚得水。 

56.下列哪種人的行為與此釣客相同？ (Ａ)對於違規右轉的機車騎士予以告發的警察 (Ｂ)上課偷彈橡皮筋卻辯稱橡皮筋

自己彈出去的小明 (Ｃ)拾獲錢包交給訓導處的小美 (Ｄ)微笑迎接客人並跟客人道早安的超商店員。 

  有一個婦女在首飾店裡看到兩隻一模一樣的手環，一個標價五百五十元，另一個卻只標價二百五十元。她大為心

喜，認為是店家標錯價格，立刻買下二百五十元的手環，得意洋洋的走出店門。當婦人走出後，一位店員悄悄對另一

個店員說：「妳看吧，這一招屢試不爽！」 

57.由故事的內容來看，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Ａ)兩隻手環價格不同，因為一隻是真貨，另一隻是假貨 (Ｂ)這家店經常

使用同樣手法，消費者總是歡欣喜悅購買 (Ｃ)店員態度誠懇、服務親切，因此婦女才願意買下手環 (Ｄ)婦女能以二

百五十元的價格買到手環，其實非常划算。 

58.下列何者最適合作為這則故事的標題？ (Ａ)人性 (Ｂ)藉口 (Ｃ)原諒 (Ｄ)得意。 

  白日依山盡，黃河入海流。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 

59.本詩是一首什麼形式的作品？ (Ａ)新詩 (Ｂ)散文 (Ｃ)絕句 (Ｄ)律詩。 

60. 「更上一層樓」代表什麼意義？ (A)較原來的成就更加進步 (B)非常危險   (C)十分憤怒 (D)人非常健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