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苑科技大學
99 學年度日間部大學四年制暨二年制單獨招生考試試題卷
報考學制：【 四技 】

筆試科目：
【 國文 】

注意事項：1.請作答於另附之空白答案紙上，否則不予計分，並註明題號。
2.選擇題為單選題，每題 2 分，答錯不扣分，注意背面尚有試題。
1. 高雄街頭夜晚，霓虹燈閃爍，「」，點綴出一片熱鬧景象。缺空的成語是：(A)萬人空巷 (B)五光
十色 (C)四面楚歌 (D)日薄西山。
2. 王先生的書房「」，不愧是個有學問的人。缺空的成語是：(A)木牛流馬 (B)泥牛入海 (C)汗牛充
棟 (D)吳牛喘月。
3. 「館中的蠟像，有坐的，有站的，有仰天而笑，有怒目而視，每一尊都「」，得到遊客的讚賞。」
缺空的成語是：(A)外強中乾 (B)虛有其表 (C)貽笑大方 (D)栩栩如生。
4. 今晚的魔術表演，真是精彩絕倫，人家都「」
，屏氣凝神。缺空的成語是：(A)閉目養神 (B)目不轉
睛 (C)不堪入目 (D)明目張膽。
5. 有信用卡的上班族常「」，不知節制的花錢。缺空的成語是：(A)寅吃卯糧 (B)勤儉持家 (C)一籌莫
展 (D)一毛不拔。
6. 下列哪個成語適合用來稱讚別人？(A)大智若愚 (B)口不擇言 (C)呆若木雞 (D)出爾反爾。
7. 下列哪個賀辭不適合用來祝福結婚的人？(A)百年好合 (B)松柏長青 (C)琴瑟和鳴 (D)佳偶天成。
8. 如果朋友創業開店，除送上鮮花，還適合給予什麼祝賀語？(A)福如東海 (B)永念師恩 (C)鴻圖大展
(D)早日康復。
9. 請選出和「危險」有關的成語：(A)命在旦夕 (B)高枕無憂 (C)安居樂業 (D)春風滿面。
10. 哪一個詞語適合用來讚美年輕漂亮的小姐？(A)九牛一毛 (B)七老八十 (C)說三道四 (D)二八佳
人。
11. 下列哪個讀音和其他三者不同？(A)「數」一「數」二 (B)被爸爸「數」落一頓 (C)如「數」家珍
(D)湯裡有「數」十種藥材。
12. 下列哪個讀音有誤？(A)分「娩」：ㄇㄧㄢˇ (B)「皈」依：ㄍㄨㄟ (C)別「墅」：ㄧㄝˇ
(D)獎「券」：ㄑㄩㄢˋ。
13. 下列括號內的字，哪一個是正確的？(A)豆腐「惱」 (B)心中懊「惱」 (C)笨頭笨「惱」 (D)筆記
型電「惱」。
14. 下列文句內，哪一句有錯別字？(A)你不道歉，他絕不會善罷肝休 (B)他總愛在女朋友面前表現英
雄氣概 (C)要多注意品德以免為人詬病 (D)他捐錢給慈濟，想藉此沽名釣譽。
15. 針□是我國的傳統醫術。□中的字是：(A)灸 (B)酒 (C)糾 (D)玖。
16. 選項中重複的字讀音都相同的是：（A）處理／處置（B）惡劣／厭惡（C）分明／過分（D）間隔
／時間。
17. 下列「」內的讀音，何者正確無誤？(A)「瞬」間：ㄙㄣˋ (B)「皺」紋：ㄓㄡˋ (C)「擁」抱：ㄩ
ㄥ (D)「忐」忑：ㄊㄤˇ。
18. 若將阿拉伯數字改成大寫國字，哪一個是錯的？(A)1/壹 (B)3/參

(C)4/賜

(D)9/玖。

19. 下列選項「」內的字，何者讀音不正確？(A)「乍」暖還寒：ㄓㄚˋ (B) 倔「強」：ㄐㄧㄤˋ
(C)活動「筋」骨：ㄐㄧㄣ (D)高「聳」入雲：ㄕㄥˇ。
20. 下列哪個讀音和其他三者不同？(A)參「差」不齊 (B)「差」強人意 (C)「差」之毫釐 (D)「差」別
待遇。
21. 下列詞語，何者沒有使用「句中對」的修辭技巧？(A)龍飛鳳舞 (B)獐頭鼠目 (C)虎嘯猿啼 (D)狡兔
三窟。
22. 下列文句，何者使用「將人比喻為物」的修辭法？(A)一棵開花的樹 (B)人生苦短，當及時立功
(C)沒有國的人就像沒有根的草 (D)少壯不努力，老大徒傷悲。

23. 下列文句，何者使用「誇大」的修辭法？(A)那憂鬱的夢啊！ (B)他打個噴嚏，全高雄市都會震動
(C)你每天都過得快樂嗎？ (D)男人總是懶得開口與太太說話。
24. 「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使用了哪一種修辭技巧？(A)回文

(B)誇飾

(C)設問

(D)譬喻。

25. 下列歇後語的意思，何者不正確？(A)「天公疼憨人」/裝傻就能得到別人同情 (B)「摸蛤仔兼洗褲」
/一舉兩得 (C)「六月芥菜假有心」/虛情假意 (D)「棺材裡伸手」/死要錢。
26. 下列詞語何者不是由「日語音譯」而來？(A)羅曼蒂克 (B)歐吉桑 (C)沙西米 (D)甜不辣。
27. 下列廣告語句，何者屬於諧音雙關的用法？(A)我問毛毛他幸不幸福，毛毛說他姓陳不姓福
(B)要刮別人鬍子，先把自己鬍子刮乾淨 (C)打開話匣子，一口接一口 (D)康貝特 Come best。
28. 若想為「健身房」設計一個趣味的廣告詞，下列何者最恰當？(A)自食其果 (B)灰頭土臉 (C)能屈能
伸 (D)一塵不染。
29. 下列哪一句話有憤恨不平的意思？(A)天生我才必有用 (B)種瓜得瓜，種豆得豆 (C)善有善報，惡
有惡報 (D)好人不長命，禍害遺千年。
30. 「鶯鶯燕燕春春，花花柳柳真真。」用到哪種修辭格？(A)類疊
31. 「武松打虎」的故事，是取材自哪一部古典小說？(A)紅樓夢
滸傳。

(B)誇飾 (C)回文
(B)三言二拍

(D)比喻。

(C)伊索寓言

(D)水

32. 「八月蝴蝶來，雙飛西園草。感此傷妾心，□□□□□。」句中缺空處的詩句是： (A)豈上望夫臺
(B)千喚不一回 (C)坐愁紅顏老 (D)直至長風沙。
33. 「俄而雪驟」，「俄而」之意與下列何者相似？ (A)很久 (B)不久 (C)不斷 (D)很遠。
34. 「浮生若夢，為歡幾何？」，「浮生」意謂： (A)人生 (B)浮萍 (C)人類 (D)戲劇。
35. 《論語》一書，以什麼為最高的道德觀念？ (A)仁 (B)禮 (C)法 (D)廉。
36. 「欲窮千里目，更上一層樓。」
，此句是勉人： (A)不斷求精進 (B)要有耐心 (C)吃苦當吃補 (D)要
多運動。
37. 「三顧頻煩天下計，兩朝開濟老臣心。□□□□身先死，長使英雄淚滿襟。」缺空的成語為：
(A)叱咤風雲 (B)出師未捷 (C)前仆後繼 (D)擇善固執。
38. 《老殘遊記》所描寫的時代背景是： (A)宋朝 (B)明末 (C)清末 (D)現代。
39. 〈望春風〉中以何句描寫「忐忑不安」的心情？ (A)無伴守燈下 (B)清風對面吹 (C)乎風騙毋知
(D)心內彈琵琶。
40. 「你若經濟拮据的話，就儘量少請朋友吃飯，不要（
）
。」括號中的詞語，應填入
何者較合適？ (A)打腫臉充胖子 (B)請你賞個臉 (C)面子不夠大 (D)給你臉，你不要臉。
41. 書信中用「賢伉儷」是尊稱對方什麼人？ (A)父子 (B)姊妹 (C)兄弟 (D)夫婦。
42. 下列婚嫁及喜慶用語之說明，何者有誤？ (A)吉夕─結婚 (B)于歸─女子出嫁 (C)弄璋─稱生女孩
(D)桃觴─祝壽之酒席。
43. 書信中「敬祈 哂納」是請對方： (A)原諒自己的疏忽
(D)牢記自己的託付。

(B)接受自己的禮物

(C)勿忘兩人的約會

44. 書信中之稱謂，何者表尊敬須使用「抬頭」？ (A)長官 (B)妹妹 (C)小兒 (D)弟弟。
45. 學生寫信給老師，信封上的「啟封詞」宜用： (A)道啟 (B)敬啟 (C)安啟 (D)勛啟。
46. 帖子中註明了揭幕的時間、地點、方式，並寫有揭幕人的姓名，可以知道這是： (A)揭幕柬帖
(B)慶典柬帖 (C)遷移柬帖 (D)結婚柬帖。
47. 訃聞為白底黑字，若死者為八十歲以上，則多印何種色底？ (A)白色 (B)紅色 (C)藍色 (D)黑色。
48. 有句俗語：「一命二運三風水四積陰德五讀書」；而我們所謂的「風水先生」即是： (A)中醫師
(B)星相家 (C)堪輿家 (D)理財家。
49. 「自傳」中所述及的「個性、興趣、優點、缺點、抱負」，應屬於哪一類別？ (A)經驗與能力
(B)家世 (C)求學 (D)自我分析。
50. 「畫虎畫皮難畫骨，知人知面不知心」，這句話意謂： (A)人心難測 (B)虎視眈眈 (C)皮毛之見
(D)脫胎換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