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光山普門中學 2019 年普門盃學藝競賽【國語科】試題卷
測驗結束請將題卷繳回，不可私自攜帶出教室

一、注音：每題 1 分，共 10 分
1.「脂」肪 2.「緋」聞
6.手「腕」7.「扳」回一城

3.「倔」脾氣

4.官「署」

8.撲「朔」迷離

5.烘焙「坊」

9.管「弦」樂團

10.「忐」忑不安

二、國字：每題 1 分，共 10 分
1.彩「ㄑㄩㄢˋ」 2.遮「ㄅㄧˋ」
6.乞「ㄍㄞˋ」 7.濫「ㄩˊ」充數

3.「ㄐㄧㄥˋ」爭

4.愚「ㄇㄟˋ」

8.目不「ㄒㄧㄚˊ」給

5.「ㄇㄨˋ」款

9.「ㄌ一ˊ」民百姓

10.琴「ㄙㄜˋ」和鳴

三、改錯字：共 10 個錯字，每字 1 分，共 10 分
1.選定目標，歇力去做，勇往直前，蹧受困難也要堅持下去。
2.那個富含哲理的故事，勉勵我們要精異求精，才能一展報負。
3.學習技藝，只要能夠按步就班，努力堅持不要半途而費，直到孰能生巧就接近成功了。
4.假日登山遊玩，只見山戀疊翠，山上藤蔓四處潘爬，牽牛花綴滿樹稍，在陽光照射下，別有一番情趣。

四、綜合測驗：每題 2 分，共 56 分
（

（

（
（
（

）1.下列四句話的文字與標點符號稍有差異，何者含意與其他三者相差最遠？ (Ａ)哆啦 A 夢說他要帶大雄去暢遊
未來世界。(Ｂ)哆啦 A 夢說：
「他要帶大雄去暢遊未來世界。」(Ｃ)哆啦 A 夢說：
「我要帶大雄去暢遊未來世界。」
(Ｄ)哆啦 A 夢告訴大雄：「我要帶你去暢遊未來世界。」
）2.下列文句「 」中的生活用語，何者說明正確？ (Ａ)開會時有意見就要表達，不可放「馬後砲」──事後的
意見 (Ｂ)經濟不景氣，加上工作不力，被老闆「炒魷魚」──換職位 (Ｃ)老師希望肇事者認錯，大家卻互相
「踢皮球」── 追逐嬉戲 (Ｄ)面對「甕中鱉」不要心急，可以靜觀其變── 一道慢燉美食
）3.小康正值志學之年，而他的父親甫屆知命之年。由此可知小康與父親相差幾歲？ (Ａ)二十五歲 (Ｂ)三十歲
(Ｃ)三十五歲 (Ｄ)四十歲
）4.「步伐整齊」的構成方式，是用「整齊」來形容「步伐」
。下列詞語何者與此結構相同 (Ａ)平安是福 (Ｂ)抑鬱
寡歡 (Ｃ)口齒伶俐 (Ｄ)有難同當
）5.下列詞語何者不能代指月亮？ (Ａ)桂宮 (Ｂ)玉兔 (Ｃ)嬋娟 (Ｄ)金烏

（

）6.教師節是孔子的誕辰，老師要大家回去找歌詠孔子的對聯，下列哪位小朋友唸的才是正確的？ (Ａ)可可：
泗水文章昭日月，杏壇禮樂冠華夷。 (Ｂ)佑佑：一言而為天下法，匹夫而為百世師。 (Ｃ)華華：何處招魂，
香草還生三戶地；當年呵壁，湘流應識九歌心。 (Ｄ)東東：兩表酬三顧，一對足千秋。

（

）7.下列文句中驚嘆號的使用，何者為命令用法？ (Ａ)唉！你為何那麼不用心！ (Ｂ)記住！今天你必須完成它！
(Ｃ)你看！這裡的風景多美啊！ (Ｄ)同學們！只管朝著目標前進吧！
）8.「考期將至，望著桌上堆積如山的書本，我的心在瞬間彷彿變成了鉛塊。當下只有悔恨，悔恨自己未能善加運
用時間。」作者在句中以「鉛塊」來比喻他當下的哪一種心情？ (Ａ)煩躁 (Ｂ)堅定 (Ｃ)麻木 (Ｄ)沉重
）9.有時改變正常語序，既可明白表達意思，亦能使文句更富變化，例如：「等你，在雨中」是「在雨中等你」的
倒裝。下列何者也是這種句型？ (Ａ)落葉，緩緩地飛翔 (Ｂ)雞鴨，為地盤吵架 (Ｃ)醒來，自寂靜的夢中
(Ｄ)青春，追不回的小鳥
）10.下列文句，何者成語使用最為恰當？ (Ａ)老師宣布將舉辦班遊，同學們「聞雞起舞」、雀躍不已 (Ｂ)父親辛

（
（

（

苦地在「滄海桑田」裡工作，我不能辜負他的期許 (Ｃ)我感冒多時，終日「噤聲躡足」
，在家人照料下才漸漸
好轉 (Ｄ)樓下賣麵的阿伯，做生意「童叟無欺」，因此生意十分興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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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下列量詞何者使用錯誤？ (Ａ)一「片」彩虹 (Ｂ)一「輪」明月 (Ｃ)一「齣」戲劇 (Ｄ)一「副」對聯

（

）12.某鄉鎮有位女醫生，醫術高明，救人無數，鄉民們感激之餘，想送匾額給她，下列題辭何者最恰當？
(Ａ)女中諸葛 (Ｂ)巾幗英雄 (Ｃ)廣栽桃李 (Ｄ)妙手回春
）13.下列文句中的「適」字，何者最接近「舒服」的意思？ (Ａ)徜徉山水間，令人悠然自「適」 (Ｂ)我們正在尋
找最「適」任的人選 (Ｃ)「適」逢假日，本店推出優惠價 (Ｄ)那麼多規定，叫人無所「適」從
）14.白居易〈問劉十九〉一詩「綠螘新醅酒，紅泥小火爐。晚來天欲雪，能飲一杯無？」描寫的季節與下列選項
中的詩句相同者為？ (Ａ)輕羅小扇撲流螢 (Ｂ)煙花三月下揚州 (Ｃ)北風卷地白草折 (Ｄ)江楓漁火對愁眠
）15.「風雨也許敗壞你花葉般的肉體，但也可能孕育你意志的果實；富裕豐足你的生活，卻可能使你的生命貧瘠。」
這段文字所要傳達的人生事理與下列何者最接近？ (Ａ)苦盡甘來 (Ｂ)得失相隨 (Ｃ)知所進退 (Ｄ)吐故納新
）16.一年中除了有四季外，還劃分了二十四節氣，請問下列選項中的節氣何者有按照春夏秋冬順序來排列？
(Ａ)驚蟄、小暑、白露、大寒 (Ｂ)芒種、清明、小寒、霜降 (Ｃ)雨水、處暑、冬至、小滿 (Ｄ)白露、大暑、
穀雨、小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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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聆聽」一詞中，
「聆」與「聽」的解釋皆為聽的意思，我們稱作「同義複詞」
，下列詞語何者也是同義複詞？
(Ａ)恩怨 (Ｂ)追逐 (Ｃ)窗戶 (Ｄ)徘徊
）18.「不要輕忽任何一個人，不要疏忽任何一個可以助人的機會。」採用了「類疊」修辭，下列何者與其相同？
(Ａ)天上風箏在天上飛，地上人兒在地上追 (Ｂ)愛真的需要勇氣，來面對流言蜚語 (Ｃ)冷鋒過境，回憶凍
結成冰 (Ｄ)我是被你囚禁的鳥，已經忘了天有多高。
）19. 有關中國書法的各種字體有此描述：
「□如立，□如趨，□如奔。」缺空處的書法字體依序應填入下列何者？
(Ａ)草／行／隸 (Ｂ)楷／篆／行 (Ｃ)楷／行／草 (Ｄ)行／隸／草。
）20.古人以「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十二地支計時。有一次佳佳自辰時連續工作
至亥時，他可能工作了幾小時？ (Ａ) 6 (Ｂ) 8 (Ｃ) 10 (Ｄ) 14
）21.百萬小學堂出了一道國文題：「請回答歇後語『小和尚打傘──□□□□』中的空格文字」，下列哪位小朋友
的答案是正確的？ (Ａ)多多：摩頂放踵 (Ｂ)吉吉：多此一舉 (Ｃ)家家：無法無天 (Ｄ)天天：亡羊補牢
）22.「青山橫北郭，白水遶□□。此地一為別，孤蓬萬里□。浮雲遊子意，落日故人情。揮手自茲去，蕭蕭班馬
鳴。」
（李白 送友人）
，缺空處應填的字詞，最適當的選項是下列何者？ (Ａ)揚州、風 (Ｂ)東城、征 (Ｃ)
西峰、去 (Ｄ)渡頭、流
）23.培根：
「財富是德行的行李，譬如行軍，輜重財富，是進軍之大累。」關於培根的這段話，下列何者說明正確？
(Ａ)錢不是萬能，但沒有錢萬萬不能 (Ｂ)軍隊需要資金才能擁有精銳武力 (Ｃ)國家政策若太重財政易失
衡偏廢 (Ｄ)貪財之念將戕害廉潔，損害德行。
）24.朱自清 匆匆：「燕子去了，有再來的時候；楊柳枯了，有再青的時候；桃花謝了，有再開的時候。但是，聰
明的，你告訴我，我們的日子為什麼一去不復返呢？」文中在感嘆下列何者的流逝？ (Ａ)童年 (Ｂ)錢財
(Ｃ)歲月 (Ｄ)朋友
）25.「枝鬥纖腰葉鬥眉，春來何處不知絲。灞陵原上多離別，少有長條拂地垂。」這首七絕所歌詠的應該是何種
植物？ (Ａ)柳 (Ｂ)蓮 (Ｃ)竹 (Ｄ)梅
）26.自古以來流傳許多孝順的故事，每每令人為之動容。下列哪一個成語「並非」用來形容子女孝養父母？
(Ａ)皋魚之泣 (Ｂ)倚閭之望 (Ｃ)菽水之歡 (Ｄ)綵衣娛親。
）27.傳說中蘇小妹曾以詩句戲弄蘇軾，語曰：「去年一點相思淚，今日方流到嘴邊。」詩中在嘲弄蘇軾的什麼？
(Ａ)眼小 (Ｂ)多情 (Ｃ)鬚多 (Ｄ)臉長。
）28.下列何者「未使用」諧音借義的雙關語來達到特殊的效果？ (Ａ)學生多四眼，勤讀成「進士」 (Ｂ)主席送
市長候選人好「菜頭」 (Ｃ)只要肯「打拚」，人人會有自己的一片天 (Ｄ)東邊日出西邊雨，道是無「晴」
還有「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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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閱讀測驗：每題 2 分，共 14 分
(一) 大海中的落日
悲壯得像英雄的感嘆
一顆星追過去
向遙遠的天邊
黑夜的海風
刮起了黃沙
在蒼茫的夜裡
一個健偉的靈魂
跨上了時間的快馬
（覃子豪 追求）
（
（

）1.「大海中的落日／悲壯得像英雄的感嘆」是屬於何種修辭？(Ａ)倒反 (Ｂ)感嘆 (Ｃ)對偶 (Ｄ)譬喻
）2.本詩的主旨為何？ (Ａ)要勇於實踐理想 (Ｂ)感嘆夕陽無限好 (Ｃ)描繪壯觀的海景 (Ｄ)夸父逐日之可笑
(二) 明日復明日，明日何其多。我生待明日，萬事成蹉跎！世人若被明日累，春去秋來老將至。
朝看水東流，暮看日西墜。百年明日能幾何？請君聽我明日歌。
（錢鶴灘 明日歌）

（
（

）3.本文的寫作方式為何？ (Ａ)正面論說 (Ｂ)反面論說 (Ｃ)舉例說明 (Ｄ)先敘後議
）4.本文的主旨為何？ (Ａ)機會難得 (Ｂ)時光匆匆 (Ｃ)善用今日 (Ｄ)把握明日
(三) 我買了一個饅頭，沿路散步回家，啃饅頭的時候我想到，一個人能心中無事，沒有憂傷、沒有恐懼、沒有掛
礙、沒有顛倒夢想的吃一個饅頭，已經很少人能品味了。那種感覺彷彿是中夜時分，雲散盡了，天清風涼，明月
高掛在中天，好像詩裡寫的：「月到天心處，風來水面時，一般清意味，料得少人知！」
可嘆息的是，我們這個社會裡有很多人，他們的月亮已經沉落下去了，或被雲遮埋，只看得見腕上的滿天星
，卻看不到心裡的滿天星斗，不知道一個人戴著一只一百元的電子錶，也可以守時，可以自在、歡喜、坦然，這
才是社會最可悲的地方。
一個做生意的朋友問我：「寫一個字可以賺多少錢？」我說：「運氣好的話，一個字可以賺一元。」
他大笑：
「那麼什麼時候才賺到一億呀！」我說：
「可是，寫六個字就可以買一個饅頭，寫十個字就可以買一
把青菜，寫十五個字就可以買一斤蛋，寫十七個字就可以買一斤蓬萊米，一天需要的還不到一百字呢！」
對於心中有月亮和滿天星的人，生活就是如此簡單！生命不需要欲望妝扮，也戴著燦亮的光環。
（林清玄 月亮下去了）

（

）5.「只看得見腕上的滿天星，卻看不到心裡的滿天星斗」意謂什麼？ (Ａ)一心趨利，失卻天然真性 (Ｂ)愛買
鑽錶，卻不夠富裕顯達 (Ｃ)心有掛礙，無法看見天上繁星 (Ｄ)堅持理想，既要買滿天星，又要看滿天星斗。

（

）6.「一般清意味，料得少人知！」其意境近於下列何者？ (Ａ)因病得閑殊不惡，安心是藥更無方 (Ｂ)若無閒
事掛心頭，便是人間好時節 (Ｃ)閒來無事不從容，睡覺東窗日已紅 (Ｄ)有約不來過夜半，閒敲棋子落燈花。
）7. 作者認為如何使自己心中充滿月亮和滿天星？ (Ａ)多買饅頭和雞蛋 (Ｂ)常戴玉環和滿天星 (Ｃ)多一些欲
望和錢財，尋求生活的富足 (Ｄ)多節制物質需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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