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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A）下列選項，何者與城市生活最不相關？ 

（Ａ）柔緩的矮坡上，終年有悠然吃草的綿羊、溫柔淡紫的石楠花  

（Ｂ）我不再尾隨西莎流浪路線，逕轉至捷運站出口，和朋友會合  

（Ｃ）陪他走進路旁便利商店買晚報時，迎面一列狗罐頭恰在架上美味紛陳  

（Ｄ）走出便利商店時，街燈正逐一亮起，無數行人擦肩而過，但那孤獨落寞的身影卻早 

不知去向。 

2. （D）「真實力量的溫和蘊藉」一句意味著什麼？ 

（Ａ）暴虎馮河  （Ｂ）有勇無謀  （Ｃ）謀定後動  （Ｄ）寧靜致遠。 

3. （C）下列關於動物的成語，何者的屬於正面的含義？  

（Ａ）黔驢技窮  （Ｂ）虎頭蛇尾  （Ｃ）鴻鵠之志  （Ｄ）緣木求魚。 

4. （C）下列文句「 」中的詞語，何者意思說明錯誤？  

（Ａ）「曖曖」內含光：光輝暗藏的樣子  （Ｂ）「悠悠」故難量：閒靜的樣子  

（Ｃ）「行行」鄙夫志：形容卑賤的樣子  （Ｄ）「歷歷」如繪：清楚的樣子。 

5. （C）下列選項「 」中的字，何者讀音錯誤？ 

（Ａ）水皆「縹」碧：ㄆㄧㄠˇ （Ｂ）互相軒「邈」：ㄇㄧㄠˇ  

（Ｃ）鳶飛「戾」天：ㄌㄟˋ （Ｄ）「駢」文淺說：ㄆㄧㄢˊ。 

6. （A）「前世今生」一詞的詞性結構是「形容詞＋名詞＋形容詞＋名詞」。下列成語，何者的 

      詞性結構與此不同？（Ａ）花落月沉 （Ｂ）奇花異草 （Ｃ）花言巧語 （Ｄ）火樹銀花。 

7. （C）下列文句「 」中的連詞，何者使用錯誤？ 

（Ａ）麥子不埋在土裡，「仍舊」只是一粒麥子  

（Ｂ）若是埋在土裡，「雖然」犧牲了，卻可以結出其他的麥子  

（Ｃ）努力的人不一定會成功，「而且」不努力的人一定不會成功 

（Ｄ）失敗了沒關係，「不過」要學會記取教訓。 

8. （C）「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一句是表達怎樣的心情？ 

（Ａ）贈答心意 （Ｂ）忿恨之心 （Ｃ）思慕心情 （Ｄ）雀躍之情。 

9. （D）下列選項「 」中的字，何者讀音說明正確？  

（Ａ）陶「冶」：ㄓˋ   （Ｂ）謙「遜」：ㄕㄨㄣˋ  

（Ｃ）「藉」口：ㄐㄧˊ （Ｄ）「蘊」藉：ㄩㄣˋ。 

10. （D）「臺灣目前的垃圾回收再利用□□做得不錯，□□對世界上大部分的地區與國家而言， 

許多大型電器用品或機械零件是不容易回收的。」缺空處應填入下列何者最恰當？ 

（Ａ）既然、況且 （Ｂ）即使、所以 （Ｃ）與其、寧可 （Ｄ）雖然、但是。 

國文科題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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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D）下列文句「 」中的詞語，何組詞性前後相同？  

（Ａ）「美麗」的模特兒邁著臺步展現她的「美麗」  

（Ｂ）雖然心中「盼望」不已，但他知道歸鄉的「盼望」已然成空  

（Ｃ）他做事一向「慎重」，因此「慎重」的請來古董專家鑑定這批瓷器是否為真品  

（Ｄ）他「凋零」的愛情一如「凋零」的枯葉，隨風而去。 

12. （A）下列文句，何者用字完全正確？ 

（Ａ）天剛亮，窗戶隱隱透著光  

（Ｂ）在微光中，我彷拂又見到熟悉的身影，悄悄向我走來 

（Ｃ）溫援的手伸向我的肩頭，搖了搖，煥我起床 

（Ｄ）這是我和靄的慈母。 

13. （B）下列選項「 」中的字，何者讀音標示正確？  

（Ａ）「拂」亂：ㄈㄛˊ （Ｂ）傅「說」：ㄩㄝˋ  

（Ｃ）「畎」畝：ㄑㄩㄢˊ （Ｄ）膠「鬲」：ㄍㄜˇ。 

14. （B）「締結姐妹湖 西湖看上日月潭」此報紙標題運用了何種修辭技巧？ 

（Ａ）借代 （Ｂ）轉化 （Ｃ）映襯 （Ｄ）誇飾。 

15. （C）「電影結束之後，靜默半晌，Ａ寶講話了。」下列選項，何者與句中「半晌」一詞的 

          意思相反？ （Ａ）俄頃  （Ｂ）片刻  （Ｃ）良久  （Ｄ）轉瞬。 

16. （B）下列文句，何者不通順？  

（Ａ）這趟金門之旅，收穫頗豐，真是不虛此行  

（Ｂ）只有靠作弊得勝，不如誠實失敗  

（Ｃ）自視不凡的人，若沒有真才實學，便是狂妄無知  

（Ｄ）成功的企業家，不但懂得開源，也知道如何節流。 

17. （B）「柳絮隨風飄揚，並沒有固定的方向；向日葵卻是不管太陽在哪裡，它的臉孔都會轉 

          向那裡，如此執著。」這句話的意旨可與下列何者相印證？ 

（Ａ）隨波逐流 （Ｂ）擇善固執 （Ｃ）從善如流 （Ｄ）心如止水。 

18. （A）下列文句，何者用字完全正確？  

（Ａ）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Ｂ）人橫過，然後能改  

（Ｃ）困於心，恆於慮，而後作 （Ｄ）徵於色，發於聲，而後逾。 

19. （B）根據〈別讓地球成為垃圾墳場〉一文，有關作者對於垃圾回收的看法，下列何者說明 

         正確？  

（Ａ）所有垃圾都能充分回收再利用  

（Ｂ）透過掩埋、焚燒等方式處理回收的垃圾，仍會對地球產生不良影響  

（Ｃ）可回收的物品，在處理過程中不需消耗大量的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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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只要做好垃圾回收，地球就不會再受傷害。 

20. （D）「瓦力故事描述未來的地球因為垃圾堆積如山、汙染嚴重，所以人類只好紛紛移民到 

          外太空居住，只留下一具打掃機器人瓦力負責整理環境。」根據上文，電影瓦力所設 

          定的背景為何？ 

（Ａ）瓦力整理地球環境的過程與用心（Ｂ）人類後悔不重視地球的資源和環境  

（Ｃ）瓦力找到恢復地球生機的方法（Ｄ）未來地球已不適合居住，人類被迫搬離家園 

21. （A）下列選項「 」中的字，何組讀音前後相同？  

（Ａ）光芒閃「爍」／眾口「鑠」金 （Ｂ）毛色班「駁」／駕「馭」自如  

（Ｃ）統「治」天下／「冶」鐵成鋼 （Ｄ）憑「藉」武力／閱讀典「籍」。 

22. （C）下列選項中的「為」字，何者與「惟仁為紀綱」的「為」意思相同？ 

（Ａ）「為」善最樂  （Ｂ）指鹿「為」馬   

（Ｃ）十寸「為」一尺  （Ｄ）道不同不相「為」謀。 

23. （B）下列文句，何者用字有誤？   

（Ａ）這首詩表現西北邊境的高曠遼遠，讀來有淒涼滄桑之感   

（Ｂ）為保護珍貴候鳥，動保協會人員到處奔波勞錄，宣揚保育禮念  

（Ｃ）這座工廠火災的火勢猛烈，消防車的水柱顯然是杯水車薪，無濟於事  

（Ｄ）人生是一場單程的旅行，與其糾結無法改變的過去，不如珍惜未來。 

24. （B）「更無柳絮因風起，唯有葵花向日傾。」司馬光認為向日葵值得讚許的優點為何？ 

（Ａ）勤儉樸實 （Ｂ）堅持執著 （Ｃ）左右逢源 （Ｄ）外柔內剛。 

25. （C）下列「 」中的字，何組讀音前後不同？  （Ａ）「累」積／蓓「蕾」   

（Ｂ）扼「腕」／「惋」惜 （Ｃ）「淺」見／「潛」伏 （Ｄ）真「摯」／人「質」。 

26. （A）下列成語中的「假」字，何者讀音與其他三者不同？ 

（Ａ）不「假」外出 （Ｂ）不「假」思索 （Ｃ）天「假」之年 （Ｄ）弄「假」成真。 

27. （B）「青青子衿」後來常指什麼身分的人？ 

（Ａ）老師 （Ｂ）學生 （Ｃ）官員 （Ｄ）家人。 

28. （C）「尋常無異味／鮮潔即家珍」，這副對聯較宜貼在何處？  

（Ａ）庭院 （Ｂ）大門 （Ｃ）廚房 （Ｄ）書房。 

29. （C）下列選項「 」中的字，何者詞性與其他三者不同？  

（Ａ）青青子「衿」 （Ｂ）子寧不嗣「音」 （Ｃ）挑「兮」達兮 （Ｄ）城「闕」。 

30. （D）「陽光下慎重地開滿了花／朵朵都是我前世的盼望」下列詞語，何者最適合形容這樣 

        殷切的期盼？ （Ａ）歷歷在目 （Ｂ）汲汲營營 （Ｃ）虎視眈眈 （Ｄ）望穿秋水。 

31. （C）下列有關辛棄疾的敘述，何者正確？ 

（Ａ）作品皆為雄放豪邁之作  （Ｂ）後人編有稼軒詞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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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為南宋著名的愛國詞人  （Ｄ）字稼軒，自號稼軒居士。 

32. （D）「惟仁為紀綱」的「為」字，音義與下列何者完全相同？ 

（Ａ）舌一吐而二蟲盡「為」所吞 （Ｂ）事在人「為」  

（Ｃ）「為」大眾謀幸福 （Ｄ）失敗「為」成功之母。 

33. （C）下列選項中的詞語，何組關係與其他三者不同？ （Ａ）五彩繽紛／色彩斑斕  

（Ｂ）視若無睹／視而不見 （Ｃ）手忙腳亂／有條不紊 （Ｄ）喧譁嘈雜／人聲鼎沸。 

34. （C）下列選項「 」中的形似字，何組讀音前後相同？  

（Ａ）「籌」畫／「壽」命（Ｂ）「拘」執／「苟」且  

（Ｃ）「磨」練／「摩」天大樓 （Ｄ）「蘊」藉／「溫」度。 

35. （B）下列選項「 」中的數字，何者不是表達實際的數目？ 

（Ａ）余拏「一」小舟 （Ｂ）上下「一」白  

（Ｃ）舟中人兩「三」粒 （Ｄ）余強飲「三」大白而別。 

36. （A）「鳶飛戾天者，望峰息心。」句中「鳶飛戾天者」可用來形容下列何人？ 

（Ａ）急於仕途的協志 （Ｂ）歸隱山林的仁甫  

（Ｃ）安身立命的紹偉 （Ｄ）慈悲為懷的孟哲。 

37. （D）父母對孩子都是非常疼愛的，為什麼麥帥要祈求耶穌「不要引導他走上安逸舒適的道 

         路」？（Ａ）因為孩子「不見棺材不掉淚」 （Ｂ）因為父親有「打落水狗」的心態  

（Ｃ）因為「詐敗佯輸」，能夠引誘敵人上當 （Ｄ）因為「不經一番寒徹骨，焉得梅花 

撲鼻香」。 

38. （C）下列選項中的「強」字，何者讀音不同於其他三者？  

（Ａ）富國「強」兵 （Ｂ）「強」壯有力 （Ｃ）項為之「強」 （Ｄ）國家「強」盛。 

39. （B）下列與「狗」有關的成語，何者運用最恰當？ 

（Ａ）「雞鳴狗盜」、鳥盡弓藏，這種恩將仇報的行為，古來常見（Ｂ）在西遊記問世 

後，有不少人寫了續、補的作品，但絕大部分是「狗尾續貂」之作，不能相配 （Ｃ）你 

不務正業，成天和那群「白雲蒼狗」之徒混在一起，能有什麼出息 （Ｄ）離開家鄉沒幾 

年，但許多事情的變化已讓人有「偷雞摸狗」之嘆。 

40. （C）「一日不見，如三月兮」中的「如」字，其意思與下列何者相同？ 

（Ａ）「如」魏兵到時，不可擅動 （Ｂ）短褐穿結，簞瓢屢空。——晏「如」也  

（Ｃ）數十年「如」一日 （Ｄ）遠親不「如」近鄰。 

 

 

 

接來下還有英文題庫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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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字彙測驗 

1. （C）A：Where is the ants’ home? 

      B：＿＿＿ ground. 

     (A) Abroad  (B) Except  (C) Below  (D) Since 

2. （C）A：This report is important.  You can’t go home ＿＿＿ you finish it. 

B：But I’m so tired that I can’t do it anymore. 

(A) if  (B) since  (C) until  (D) whether 

3. （B）The smell from the ＿＿＿ makes me hungry.  Let’s buy some bread. 

(A) post office  (B) bakery  (C) police station  (D) bottom 

4. （A）What is this ＿＿＿ made of?  It smells so strange. 

(A) essential oil  (B) drama  (C) breath  (D) emotion 

5. （D）Mom：Let’s eat out tonight.  I can’t cook because we ran out（用完）of ＿＿＿. 

Kids：Great! 

(A) sky  (B) postcard  (C) chalk  (D) gas 

6. （B）My boss asked me to make two ＿＿＿ of this document（文件）for her.  

(A) postcards  (B) copies  (C) stairs (D) dictionaries 

7. （B）A：How many eggs did you buy?  A ＿＿＿? 

B：No, I just bought ten. 

(A) type  (B) dozen  (C) seed  (D) rock 

8. （D）My husband and I plan to visit ＿＿＿ next year. 

(A) stair (B) chalk  (C) copy  (D) Europe 

9. （A）A：Look!  The ＿＿＿ is blue, and the clouds are white. 

B：It’s a nice day. 

(A) sky  (B) gas  (C) chalk  (D) habit 

10. （C）Tina is flying a ＿＿＿ which is in the shape of a butterfly on the grass. 

(A) doll  (B) straw  (C) kite  (D) sofa 

11. （D）Jason is my ＿＿＿.  I feel happy to work for him. 

(A) reporter  (B) farmer  (C) waitress  (D) boss 

12. （C）Momo was ＿＿＿ in 2001.  She is 17 years old now.  

(A) married  (B) unusual  (C) born  (D) meaningful 

13. （C）It has been a popular activity in Taiwan to have a ＿＿＿ on the Moon Festival. 

(A) notebook  (B) seed  (C) barbecue  (D) doll 

14. （C）The sun ＿＿＿ from the east and goes down in the west every day. 

(A) fills  (B) prays  (C) rises  (D) hits 

15. （D）A：Do you know where my key is? 

B：It’s at the ＿＿＿ of your bag. 

(A) pleasure  (B) speech  (C) type  (D) bottom 

16. （D）My son’s emotions go up and down quickly like a ＿＿＿. 

(A) barbecue  (B) straw  (C) sofa  (D) seesaw 

17. （C）These ＿＿＿ will become flowers in weeks if you water them and take good care of them. 

(A) packages  (B) rocks  (C) seeds  (D) gloves 

18. （D）Fred has told me the story ＿＿＿ of times.  I know it very well. 

(A) types  (B) seeds  (C) bottoms  (D) dozens 

19. （D）Jack is mad.  Don’t talk to him.  He is like a ＿＿＿ right now. 

(A) straw  (B) barbecue  (C) sofa  (D) volcano 

20. （B）My husband has many ＿＿＿, and he likes cooking the most. 

英語科題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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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dolls  (B) hobbies  (C) straws  (D) kites 

21. （D）The old man decided to live on the first floor because he is too old to take the ＿＿＿. 

(A) postcards  (B) bottoms  (C) seeds  (D) stairs 

22. （B）Girl：It is my dream to run my own ＿＿＿. 

Boy：I hope to have your homemade（手工的）bread someday. 

(A) post office  (B) bakery  (C) police station  (D) temple 

23. （A）The elevator（電梯）is not working.  You have to take the ＿＿＿. 

(A) stairs  (B) copies  (C) dictionaries  (D) postcards 

24. （B）A：Where does your father work? 

B：He works in the court（法院）.  He is a ＿＿＿. 

(A) farmer  (B) lawyer  (C) boss  (D) mailman 

25. （C）You’re too loud.  Please ＿＿＿ your volume（音量）. 

(A) slide  (B) rise  (C) control  (D) repeat 

 

二、文法測驗 

1. （C）For the coming test, most students study hard and feel stressed ＿＿＿. 

(A) on  (B) in  (C) out  (D) off 

2. （C）A smart guy ＿＿＿ Edison can always learn faster than other people. 

(A) in  (B) on  (C) like  (D) for 

3. （B）Lynn has a big room.  The room is filled ＿＿＿ books.  She bought too many books. 

(A) by  (B) with  (C) of  (D) in 

4. （B）Mao-Kong（貓空）is known ＿＿＿ its cable cars. 

(A) with  (B) for  (C) of  (D) from 

5. （D）The museum Stella and I ＿＿＿ in 2000 was fun for both children and parents. 

(A) visit  (B) visits  (C) visiting  (D) visited 

6. （D）Our teacher is playing a video about how bread is made ＿＿＿ flour. 

(A) of  (B) at  (C) for  (D) from 

7. （D）Many cars and buses in Stockholm run ＿＿＿ biogas. 

(A) with  (B) in  (C) for  (D) on 

8. （C）The pants I bought for my son last night ＿＿＿ too short. 

(A) is  (B) was  (C) are  (D) be 

9. （B）Bob studies hard every day because he doesn’t want to let his dad ＿＿＿. 

(A) up  (B) down  (C) on  (D) off 

10. （C）The nurse is holding a baby ＿＿＿ has red hair. 

(A) which  (B) what  (C) that  (D) whether 

11. （B）A：Do you know who the girl ＿＿＿ a pink dress is? 

B：Yes.  That’s my sister, Angela. 

(A) to  (B) in  (C) of  (D) from 

12. （D）Sarah is not old ＿＿＿ to drive a car by herself.  She will be next year, though. 

(A) that  (B) so  (C) such  (D) enough 

13. （B）Judy：Do you know the man ______ a green tie? 

Tony：Yes, he’s Sally’s husband, Allen. 

(A) of  (B) with  (C) on  (D) at 

14. （B）The woman ＿＿＿ John had a fight with has been his neighbor for several years. 

(A) which  (B) who  (C) what (D) why 

15. （C）A：There is ＿＿＿ today. 

B：No news is good news. 

(A) something special  (B) special something 

(C) nothing special  (D) special not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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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B）Zoe studied in the library ＿＿＿ it closed. 

(A) since (B) until (C) for (D) because 

17. （D）A：Cheer up!  The worst is over.  You should have more belief ＿＿＿ yourself. 

B：Thank you. 

(A) with  (B) by  (C) on  (D) in 

18. （D）The magazine（雜誌）＿＿＿ Amy is reading is about animals. 

(A) who  (B) what  (C) where  (D) which 

19. （A）This isn’t the topic（主題）＿＿＿ I want to talk about. 

(A) that  (B) what  (C) who  (D) it 

20. （D）There are ten cards on the desk.  Just pick ＿＿＿ and write down your name on it. 

(A) another  (B) a  (C) ones  (D) one 

21. （B）Ms. Huang is coming.  Please stop ＿＿＿. 

(A) talk  (B) talking  (C) talks  (D) talked 

22. （C）The man ＿＿＿ is waiting outside is Ivy’s friend. 

(A) he  (B) which  (C) that  (D) ╳ 

23. （A）The teacher shouted at the students ＿＿＿ cheated on the exam. 

(A) that  (B) which (C) they  (D) what 

24. （A）Judy：Who is the girl ＿＿＿ is wearing a long skirt? 

Bill：I have no idea. 

(A) that  (B) in  (C) she  (D) ╳ 

25. （B）The boy and his pet ＿＿＿ are playing under the tree look so happy. 

(A) what  (B) that  (C) ╳  (D) wh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