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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4.14                                參加證號碼：                 姓名：                      

私立揚子高中  107年度語文數學學科能力競試  語文試卷(試題卷 2頁) 
一、 單一選擇題(40題) 
1.(  )「地板磁磚的接□容易藏汙納垢。」□中應填入哪個字？ (Ａ)絳 (Ｂ)縫 (Ｃ)逢 (Ｄ)摓。 

2.(  )下面哪一個「燭」字的用法錯誤？ (Ａ)蠟「燭」 (Ｂ)「燭」火 (Ｃ)「燭」光 (Ｄ)「燭」筒飯。 

3.(  )將注音寫成國字後，哪一組的字完全正確？ (Ａ)「ㄒㄩㄥ」無大「ㄓˋ」：胸／至 (Ｂ)「ㄌ一ㄢˊ」「ㄙㄨㄛˇ」店

：連／鎖 (Ｃ)按「ㄅㄨˋ」就「ㄅㄢ」：部／般 (Ｄ)甲「ㄓㄨㄤˋ」「ㄒㄧㄢˋ」手術：壯／線。 

4.(  )下面選項「 」中哪一組的國字不正確？ (Ａ)羨「慕」╱布「慕」 (Ｂ)蚊「帳」╱算「帳」 (Ｃ)特「殊」╱「書」

本 (Ｄ)「誦」經╱「送」行。 

5.(  )下面哪一句話裡有錯字？ (Ａ)玫瑰花可萃取出香精 (Ｂ)做人不要老是自我膨脹 (Ｃ)毒液慢慢慘入他的細胞 (Ｄ)蟑

螂是一種昆蟲。 

6.(  )下面哪一個「 」中的語詞使用錯誤？ (Ａ)從飛機上「鳥瞰」這片花海，實在是太壯觀啦 (Ｂ)這個「露天」音樂會吸

引了好多樂迷前來共襄盛舉 (Ｃ)比起小螞蟻，我的身體是多麼的「渺小」 (Ｄ)她因為想起生病的奶奶而「愴然」淚

下。 

7.(  )文章結尾時，最末段呼應第一段的內容，以喚起讀者的注意力，讓文章結構緊密，這是哪一種文章結尾的寫法 (Ａ)譬喻

法 (Ｂ)呼應法 (Ｃ)感想法 (Ｄ)破題法。 

8.(  )下面哪一組「 」中的字，注音相同？ (Ａ)「脣」語／「存」錢 (Ｂ)「判」斷／「盼」望 (Ｃ)「循」序漸進／「訓

」斥 (Ｄ)老「虎」／「呼」吸。 

9.(  )「我希望□由這次展覽的機會，讓世界知道臺灣文創產業的好實力。」□中應填入哪個字？ (Ａ)籍 (Ｂ)藉 (Ｃ)耤 

(Ｄ)徣。 

10.(  )「這份榮耀是□□我們大家的。」□中應填入哪個語詞？ (Ａ)由於 (Ｂ)屬於 (Ｃ)至於 (Ｄ)對於。 

11.(  )「哥哥□□吃飯，□□研究電腦程式，就像是一位專業的電腦工程師。」□中的連接詞應填入？ (Ａ)一時／一時  

(Ｂ)一次／一次 (Ｃ)一向／一向 (Ｄ)一面／一面。 

12.(  )「今年發行的紀念金幣□□價值一萬元。」□中應填入哪個語詞？ (Ａ)一朵 (Ｂ)一株 (Ｃ)一束 (Ｄ)一枚。 

13.(  )下面哪一組語詞是相似詞？ (Ａ)瞬時／順便 (Ｂ)萃取／磨練 (Ｃ)恰好／正好 ( Ｄ)無奈／忍耐。 

14.(  )下面哪一個「 」中的語詞替換後，意思會改變？ (Ａ)黃昏時，我「漫步」在河濱公園的步道上---信步 (Ｂ)這棵大

樹「矗立」在家門口已經很多年了---聳立 (Ｃ)阿螢終於收到媽媽傳來的「訊息」---消息  (Ｄ)這件精美的藝術品，讓

人「驚豔」---驚嚇 

15.(  )「經過許多事情的考驗後，佩佩『仍然』是我最知心的朋友。」句子中的「仍然」和下面哪一個語詞的意思不同  (Ａ)依

舊 (Ｂ)仍舊 (Ｃ)依然 (Ｄ)不曾。 

16.(  )「彌補」的意思是？ (Ａ)將東西散落出來 (Ｂ)遮掩、蓋住 (Ｃ)孔洞受到堵塞 (Ｄ)補足。 

17.(  )下面哪一個「榮」字意思和「欣欣向榮」的「榮」字意思相同？ (Ａ)繁榮 (Ｂ)榮耀 (Ｃ)衣錦榮歸 (Ｄ)引以為榮。 

18.(  )下面哪一個「 」中的語詞替換後，意思會改變？ (Ａ)他的個性沉穩，做事總是「按部就班」，不容易出差錯---循序

漸進 (Ｂ)他對自己有很高的「期許」---期望 (Ｃ)我們能「得獎」都是你的功勞---獲獎 (Ｄ)他鼓動「三寸不爛之舌

」說服人購買產品---七嘴八舌。 

19.(  )下面句子「 」中的語詞，哪一個詞性和其他三個不同？ (Ａ)「旗邊」為藍色 (Ｂ)若不「登高」，還真看不到  

(Ｃ)「點綴」著無數的白玉塔 ( Ｄ)需要時間慢慢的「繪製」。 

20.(  )「春天是一匹世界上最美麗的彩布，燕子是個賣布郎。」這句話運用了哪一種寫作技巧？ (Ａ)頂真 (Ｂ)譬喻 (Ｃ)設

問 (Ｄ)引用。 

21.( )雖然歷經無數次失敗，他的信念依舊沒有絲「ㄏㄠˊ」動搖。其中「ㄏㄠˊ」的國字是 (Ａ)毫 (Ｂ)豪 (Ｃ)濠   

(Ｄ)嚎。  

22.( )玫瑰花「ㄓㄢˋ」放了。其中「ㄓㄢˋ」的國字是  (Ａ)佔 (Ｂ)站 (Ｃ)顫 (Ｄ)綻。  

23.( )「塵」字要查什麼部首？ (Ａ)鹿 (Ｂ)比 (Ｃ)广 (Ｄ)土  部。 

24.( )下列「 」中的字，哪一組部首不相同？ (Ａ)「融」化／蟋「蟀」 (Ｂ)「哲」學／「掩」飾  (Ｃ)「益」處／「盛」

行 (Ｄ)猶「豫」／「豪」爽。 

25.( )下列哪一個詞語可以用來形容「一個人不知變通」？  (Ａ)變本加厲  (Ｂ)一竅不通  (Ｃ)不知所云  (Ｄ)故步自封 

26.( )我大叫：「哇□好甜呵□」□中的標點符號應填入  (Ａ)驚嘆號  (Ｂ)引號  (Ｃ)刪節號  (Ｄ)頓號。   

27.( )「個性糯弱的他，即使被島蛋的同學用球咂到頭，也不敢反炕。」這段話中一共有幾個錯字？  (Ａ) 4個  (Ｂ) 6個   

(Ｃ) 5個  (Ｄ) 3個。 

28.( )下列哪一個成語與「心情」無關？  (Ａ)惻隱之心  (Ｂ)心懷不軌  (Ｃ)甘之如飴  (Ｄ)千里迢迢。 

29.( )請選出正確的句子  (Ａ)先要從種麥子做起，要想吃新鮮的麵包  (Ｂ)即使你對他百般刁難，他仍然堅持要完成這件事  

(Ｃ)既然知道守信的重要，從今天起，只要下定決心  (Ｄ)假使你願意努力，終於會有成功的機會。 

30.( )選出正確的詞語用法：  (Ａ)這家店「慘澹經營」，每天的客人絡繹不絕  (Ｂ)成功的背後都有一條「坎坷」的路沒有人

能一步登天  (Ｃ)現場氣氛很「融洽」，大家臉上面無表情  (Ｄ)他們倆在走廊上「競逐」，一起牽著手散步。 

31.( )「丈二金剛」是指  (Ａ)金剛的身高是一丈二  (Ｂ)瞭如指掌  (Ｃ)弄不清楚狀況  (Ｄ)有兩隻大金剛。 

32.( )「嘆為觀止」：  (Ａ)嘆氣無奈  (Ｂ)讚嘆事物的美好  (Ｃ)看不清楚  (Ｄ)停下腳步。 

33.( )下列選項的「 」中，哪一個是動詞？  (Ａ)清洗「汙垢」  (Ｂ)春臨「大地」  (Ｃ)「喚醒」回憶  (Ｄ)傾盆「大雨」

。 

34.( )「滋潤」這個詞語適合放在哪一個句子裡？  (Ａ)她的手很□□，摸起來很細緻  (Ｂ)奶奶經常燉□□的藥膳給全家人吃  

(Ｃ)經過老師的□□後，我的文章變得更順暢了  (Ｄ)經過雨水的□□，花草紛紛冒出新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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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賽車手加足馬力，以□□□□般的速度順利通過彎道。  (Ａ)驚魂未定  (Ｂ)風馳電掣  (Ｃ)老牛拖車  (Ｄ)付諸流水。 

36.( )紅紅的落日，□□金黃色的光芒。  (Ａ)塗上  (Ｂ)灑下  (Ｃ)下起  (Ｄ)跳出。 

37.( )「□□在這裡枯等，□□我們主動去找他。」□內應填入哪一組關聯詞？  (Ａ)雖然／但是  (Ｂ)儘管／還是  (Ｃ)與其

／不如  (Ｄ)不但不／反而。  

38.( )想要植物人甦醒過來，是需要□□出現的。  (Ａ)奇跡  (Ｂ)其蹟  (Ｃ)奇蹟  (Ｄ)奇績。  

39.( )下列哪一個「比」字，有「靠近，接連的」的意思？  (Ａ)天涯若「比」鄰  (Ｂ)打「比」方  (Ｃ)「比」較  (Ｄ)「比

」喻。 

40.( )以下何者不可稱為「格言」？  (Ａ)一分耕耘，一分收穫  (Ｂ)只要我喜歡，有什麼不可以  (Ｃ)人生最大的成就是從失

敗中站起來  (Ｄ)要怎麼收穫，先那麼栽。 

 

二、 閱讀測驗(10題) 
＜一＞ 

    機智的晏子 

  楚王看見齊國來的使臣—晏子，長得很矮小，對他十分的輕視，並打算要好好羞辱他一番。 

  於是在楚王的安排下，一名來自齊國的偷竊犯被押進殿裡。楚王便問晏子：「貴國的人民都這麼喜歡做盜賊嗎？」 

  晏子回答說：「淮河以南有種香甜味美的橘子，移到淮河以北種植，便成了外貌相似但味道截然不同的枳，這是水土不

服所致。這個在我國守法的人民到了楚國卻成了盜賊，應該就是貴國的環境所導致了。」 

  楚王對晏子的能言善道不禁心生佩服，再也不敢為難晏子。 

41.( )楚王輕視晏子是因為？  (Ａ)晏子的個性古怪  (Ｂ)晏子的外貌矮小  (Ｃ)楚國和齊國的仇恨  (Ｄ)晏子能言善道。  

42.( )晏子出使楚國的過程中，楚王對他的態度是？  (Ａ)輕視到尊重  (Ｂ)尊重到輕視  (Ｃ)充滿輕視  (Ｄ)非常尊重。 

43.( )這則故事和下列哪個成語相關？  (Ａ)人言可畏  (Ｂ)事過境遷  (Ｃ)能言善道  (Ｄ)橘化為枳。 

＜二＞ 

    沉睡的龐貝城 

  走訪龐貝城是玉珊在這趟義大利之旅中最期待的行程之一。 

  爸媽和玉珊在萬里晴空下聽著導遊為他們一一介紹龐貝城裡所留下的遺蹟，原來在西元七十九年八月二十四日下午，維

蘇威火山的驚醒，帶來滾滾的火山灰，掩蓋了街道、店鋪和人民，剎時將整座城帶入千年沉睡，城裡的建築和人的掙扎、禱

告的形體也在冷卻凝固的火山灰中存留下來。聽完導遊的解說，玉珊感受到龐貝城的繁榮彷彿甦醒了，這種感受讓她對這裡

的一切留戀不已。 

44.( )龐貝城是位在歐洲的？  (Ａ)義大利  (Ｂ)葡萄牙  (Ｃ)西班牙  ( Ｄ)法國。 

45.( )「剎時將整座城帶入千年沉睡」，其中的「千年沉睡」意指龐貝城？  (Ａ)被火山灰掩埋了  (Ｂ)歷史久遠  (Ｃ)被施

以詛咒  (Ｄ)完全消失了。 

＜三＞ 

    節錄自《翡冷翠山居閒話》 

  作客山中的妙處，尤在你永不須躊躇你的服色與體態；你不妨搖曳著一頭的蓬草，不妨縱容你滿腮的苔蘚；你愛穿什麼

就穿什麼；扮一個牧童，扮一個漁翁，裝一個農夫，裝一個走江湖的傑卜閃，裝一個獵戶；你再不必提心整理你的領結，你

儘可以不用領結，給你的頸根與胸膛一半日的自由，你可以拿一條這邊豔色的長巾包在你的頭上，學一個「太平軍」的頭目

，或是拜倫那埃及裝的姿態；但最要緊的是穿上你最舊的舊鞋，別管他模樣不佳，他們是頂可愛的好友，他們承著你的體重

卻不叫你記起你還有一雙腳在你的底下。(註：傑卜閃，同吉卜賽)作者：徐志摩 

46.( )本文主要是在描寫什麼？  (Ａ)到友人家作客的情景  (Ｂ)到山中居住的不便  (Ｃ)作客山中的愉悅自在  (Ｄ)出門旅行

的幻想。 

47.( )文中所提「縱容你滿腮的苔蘚」，其中「苔蘚」是指什麼？  (Ａ)植物的一種  (Ｂ)臉上未刮的鬍渣  (Ｃ)滿頭的白髮  

(Ｄ)臉上的疤痕。  

48.( )作者認為在山上可以如何裝扮？下列哪一個選項有誤？ (Ａ)扮農夫  (Ｂ)扮漁翁  (Ｃ)愛穿什麼就穿什麼  (Ｄ)一定要

穿新鞋。 

＜四＞ 

〔請君入甕〕 

  唐朝時代，許多人因不滿武后專權而起兵反叛。武后為了鎮壓，採取高壓政策，大開告密之門，不但從不公開告密內容

，並且重用許多酷吏審問案子，酷吏們則不斷研究，改進更不人道的刑罰。其中有個酷吏名叫來俊臣，素有「閻王」之稱，

只要是經過他問的案子，犯人沒有不畫押承認的，甚至有些人不等審問，就馬上跪地求饒。 

  有一次，一個同樣是酷吏的周興被人舉發要謀反，武后派來俊臣審問這個案子。一天，來俊臣和周興同桌吃飯，來俊臣

忽然嘆了一口氣，說：「唉！許多刑罰都用過了，不知道還有沒有更容易讓犯人招供的好方法？」 

  只見周興得意的說：「簡單啊！只要將人放進一個大甕，四周再用炭火加熱，就不怕他不招供了。」來俊臣一聽，馬上

叫人拿來一個大甕，對周興說：「有人向武后告發你，請您進這個甕吧！」這一招是周興提供的，他自然知道有多恐怖，馬

上跪下來叩頭認罪。 

49.( )下列哪一種是來俊臣做事的方法？ (Ａ)為達目的，不擇手段  (Ｂ)先協調，再著手去做  (Ｃ)做不到的事，就放棄   

(Ｄ)每次遇到事情都要問別人。 

50.( )「請君入甕」是什麼意思？  (Ａ)請朋友到家裡吃飯  (Ｂ)跟大家開玩笑、玩捉迷藏  (Ｃ)進到官署去做官  (Ｄ)以其人

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