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勉學盃

國小學藝競試

准考證號碼：
國小
一、選出正確的答案
１.（ ）老師□□□□的走進教室，我想一定是發
生什麼大事了。 （A）大模大樣（B）暴
跳如雷（C）慢慢吞吞（D）氣定神閒
2.（ ）到達目的地時，我們□□自主停下腳步。
（A）不停（B）不想（C）不由（D）不分
3.（ ）兵馬俑埋葬在地下兩千多年後，終於□□
□□。 （A）重見天日（B）欲蓋彌彰（C）
知難而退（D）眾志成城。
4.（ ）他是個□□□□的人，一直過著悠閒單純
的隱居生活。 （A）急公好義（B）熱心
助人C）假公濟私（D）淡泊名利
5.（ ）下列哪一個字的讀音和流水「淙淙」的讀
音相同？ （A）
「宗」教（B）
「縱」貫（C）
「叢」林（D）洋「蔥」。
6.（ ）小明百發百中的射箭技術，讓大家□□□
□，拍手叫好。 （A）哄堂大笑（B）一
哄而散（C）瞠目結舌（D）口出惡言。
7.（ ）「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以太陽為
中心。」□中的連接詞應填入 （A）因
為……就……（B）雖然……卻……（C）
不只……也……（D）不但……還……。
8.（ ）「由於他的機伶，才能『將危險轉為平安』
。」
『 』內可以用哪一個詞語來替代？
（A）相安無事（B）化險為夷（C）平步
青雲（D）履險如夷。
9.（ ）「扭曲的鋼筋，傾倒的牆壁，裂開的土地
」上句運用了什麼修辭法？ （A）借代
（B）譬喻（C）引用（D）排比。
10.（ ）靜夜思這首詩押的韻是 （A）ㄝ韻
（B）ㄩ韻（C）ㄣ韻（D）ㄤ韻。
11.（ ）「書信」和「告示」在文體上是屬於
（A）記敘文（B）抒情文（C）應用文
（D）論文。
12.（ ）下列何者是運用擬人法？ （A）海水容
易倒灌（B）天上的雲就像棉花糖一樣
（C）翠綠的竹葉說話時，總是輕柔細語
（D）小弟弟跌倒了。
13.（ ）下面哪一個句子使用了譬喻法？ （A）
翠綠的竹葉輕聲細語（B）一個人的言語
也可以像傷人的利劍（C）天空下起傾盆
大雨（D）說話時要將心比心。
14.（ ）靜夜思是一首 （A）五言律詩（B）五
言絕句（C）七言絕句（D）七言律詩。
15.（ ）「我為人人，人人為我。」一句中，上下
兩句詞語大致相同，而詞序恰好相反，這
種用法稱為「回文」。下列哪一個選項運
用了類似的手法？ （A）由遠而近，由
小而大（B）青一塊，紫一塊，綠一塊（C）
禁得起風，禁得住雨（D）喝酒不開車，
開車不喝酒。
16.（ ）「風一直在人行道上兜圈子」句子中運用
了哪一種修辭法？ （A）引用法（B）摹
寫法（C）誇飾法（D）轉化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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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我們遇到一棵又高又大的樹，就算十個
人手拉著手也抱不住」句子中運用了哪一
種修辭法？ （A）譬喻法（B）映襯法（C）
誇飾法（D）層遞法。
18.（ ）下列哪一個「 」內的字，用法是錯誤
的？ （A）
「遺」風易俗（B）
「掩」面而
泣（C）
「捂」住嘴巴（D）
「澈」底覺悟。
19.（ ）下列哪一個「 」內的字，用法是錯誤
的？ （A）
「銘」記在心（B）
「碟碟」不
休（C）雙手一「攤」
（D）
「勃」然大怒。
20.（ ）選出正確的成語： （A）不讓須眉
（B）直言不韋（C）廢寢忘時（D）萬古流
芳。
21.（ ）「與世長辭」是表示 （A）辭職（B）拜
別（C）去世（D）長篇大論。
22.（ ）下列句子「 」中的詞語，哪一個使用
最恰當？ （A）我們不可以財富來「計
較」一個人的價值（B）詩人的歡喜之情，
「洋溢」在字裡行間（C）每一次的改變，
可能都是生命的「斑點」
（D）公司雖然忙
碌，爸爸仍「不妨」惦念著家裡的一切。
23.（ ）下列句子「 」中的詞語，哪一個使用
最恰當？ （A）他突然來抽查，讓人有
些「措手不及」
（B）現代通訊「近在咫尺」
，
我們可以透過衛星觀看球賽轉播（C）經
過一場惡鬥，他們已經「精力旺盛」（D）
德雷莎修女有著「假公濟私」的胸懷。
24.（ ）下列選項中，哪一個「 」內的詞語不
是單位量詞？ （A）哥哥「一向」樂於
助人（B）這「一批」黑衣男子個個看起
來像是凶神惡煞（C）這只是「一樁」小
事，不足掛齒（D）陳金鋒回臺加入職棒
賽事，又掀起「一陣」棒球旋風。
25.（ ）「恭喜令郎高中榜首！」句子中的「令郎」
是指下列何者？ （A）對方的新郎（B）
對方的兒子（C）對方的女兒（D）對方的
女婿。
26.（ ）「秦始皇一生好大喜功，生前就為自己建
造了一座非常大的陵墓。」上述句子可以
縮寫成哪一個選項？ （A）秦始皇為他
人建造一座陵墓（B）秦始皇喜愛建造非
常大的陵墓（C）秦始皇是個好大喜功的
人，在生前就為自己建造了一座非常高大
雄偉的陵墓（D）秦始皇好大喜功，生前
就為自己建造一座大陵墓。
27.（ ）「好清澈的藍湖哇□真像一面明亮的鏡
子。」□中的標點符號應填入 （A）句
號（B）引號（C）驚嘆號（D）頓號。
28.（ ）「草叢裡□山路上□小溪裡，一層層□一
堆堆，雪白的花瓣鋪滿一地。」□中的標
點符號應填入 （A）問號（B）逗號（C）
刪節號（D）頓號。
29.（ ）「吃得比以前好，穿得比以前高貴，住得
比以前豪華，用得比以前奢侈。」這段話

使用了何種修辭法？ （A）設問（B）排
比（C）雙關（D）譬喻。
30.（ ）請選出正確的句子 （A）我等於不負眾
望，完成這項艱鉅的任務了（B）即使你
肚子不餓，才不可以一天不吃東西（C）
沒想到小平的爸爸，竟然是叔叔的大學同
學（D）這次考試的第一名，怎麼是張筱
華才對！
31.（ ）「天不生無用之人，地不長無根之草。」
和下列哪句涵義相同？ （A）天下沒有
白吃的午餐（B）天有不測風雲（C）天生
我才必有用（D）太陽底下沒有新鮮事。
32.（ ）下列哪一個「 」內的字，用法是錯誤
的？ （A）聲色俱「厲」
（B）十分懊「惱」
（C）「皓」月當空（D）「叛」若兩人。
33.（ ）下列哪一組的詞性是「動詞＋形容詞＋
名詞」？ （A）東西文化的交流（B）姿
態傳神的銅像（C）不停揮動的手臂（D）
開出燦爛的花朵。
34.（ ）下面哪個句子無法看出作者的緊張情緒？
（A）害我嚇得心臟差點從胸口跳出來（B）
舌頭像是打了個大蝴蝶結，說不出一個字
（C）每一口的滋味都讓我覺得驚奇而且
美好（D）一點風吹草動，都令我害怕。
35.（ ）「他把色紙用手撕成一小塊一小塊的紙
片，然後運用創意，拼貼成一幅幅美麗的
圖畫。」上面的句子可以縮寫成哪一個？
（A）他把色紙撕成紙片，拼貼成美麗圖
畫（B）他用手撕色紙（C）他用創意想拼
貼圖畫（D）他把色紙撕成一小塊紙片，
運用創意，拼貼成一幅美麗的圖畫。
36.（ ）下列哪一個是「瀕臨」的相似詞？ （A）
臨近（B）來臨（C）光臨（D）親臨。
37.（ ）下列哪一個「橫」字的讀音與其他三者
不同？ （A）
「橫」向（B）
「橫」禍（C）
「橫」越（D）雜草「橫」生。
38.（ ）下列哪一個「 」內國字的讀音不同？
（A）溫柔「婉」約（B）音容「宛」在（C）
清洗「碗」盤（D）十分「惋」惜。
39.（ ）「□□的眼神」□內不適合放入哪一個形
容詞？ （A）眺望（B）貪婪（C）疲憊
（D）錯愕。
40.（ ）下列哪一個「 」內的詞語是形容詞？
（A）
「不停」的咳嗽（B）
「貧瘠」的土地
（C）
「牆上」的作品（D）
「呼呼」的吹。
二、閱讀測驗
花與果實
花是無聲的音樂
果實是最動人的書籍
當他們在春天演奏，秋天出版
我的日子被時計的齒輪
給無情的囓咬，絞傷
庭中便飛散著我的心的碎片
階下就響起我的一片嘆息
作者：楊喚
41.（ ）「花是無聲的音樂，果實是最動人的書
籍」這個句子是屬於哪一種修辭法？

（A）以人擬物（B）以人擬人（C）
以物擬人（D）以物擬物。
42.（ ）「當他們在春天演奏，秋天出版」其中
的「他們」是指什麼？ （A）花和
齒輪（B）花和時計（C）花和果實（D）
時計和齒輪。
43.（ ）「當他們在春天演奏，秋天出版」這句
話的意思是指什麼？ （A）在春天
舉辦演奏會，在秋天出版書籍（B）
植物在春天努力成長，在秋天結成果
實（C）春天的美景難以持久，要懂
得及時欣賞（D）在秋天出版和春天
美景相關的書最恰當。
44.（ ）詩中可知，被「無情的囓咬，絞傷」
的是指什麼？ （A）作者的花（B）
作者的果實（C）作者的日子（D）作
者的齒輪。
45.（ ）作者寫這首詩的心情是怎樣的？ （A）
感嘆時光流逝（B）思念遠方的家人
（C）面對離別而心有所感（D）旅居
異地，抒發鄉愁。
梁上君子
東漢時，因為連年旱災，穀物欠收，因此
發生了嚴重的饑荒。有一個小偷，實在餓得發
慌，就悄悄的溜進了一位員外的家中，爬到屋
梁上躲著，想趁大家夜晚熟睡的時候偷東西。
員外回家一進到屋裡，就發現屋梁上有人
，但是他並沒有聲張，假裝沒有看到小偷。他
把兒子們都叫過來，一本正經的教訓著：「一
個人不管在任何時候，都要克制自己，勉勵自
己。所謂的壞人，並不是他們一出生就是壞人
，而是因為養成了習慣，才會變成這樣，那個
梁上君子就是如此。」
小偷一聽，大吃一驚，心想這位員外哪裡
是在教訓他的兒子呢？明明是講給自己聽的
啊！他是在提醒自己、教育自己。於是他從梁
上下來，走到員外面前，畢恭畢敬的向員外承
認自己的錯誤，並下定決心以後再也不會當梁
上君子了。
46.（ ）因為什麼原因而造成嚴重的饑荒？
（A）農夫偷懶（B）社會動亂（C）
連年旱災（D）長期戰爭。
47.（ ）「梁上君子」其實指的就是什麼人？
（A）富有的員外（B）小偷（C）員
外的兒子們（D）有才德的人。
48.（ ）員外叫兒子們過來訓話是因為 （A）
兒子們當小偷（B）員外想要糾正兒
子們（C）員外想要對兒子們做機會
教育（D）員外其實想教育小偷。
49.（ ）「梁上君子」的「梁」字指的是什麼？
（A）屋梁（B）柱子（C）高梁（D）
圍牆。
50.（ ）員外認為人為何會變壞？ （A）父母
沒有教訓小孩（B）因為養成了習慣
（C）天生就是這樣（D）故意要當壞
人。

解答：
1
2
B
C
11 12
C
C
21 22
C
B
31 32
C
D
41 42
D
C

3
A
13
B
23
A
33
D
43
B

4
D
14
B
24
A
34
C
44
C

5
C
15
D
25
B
35
A
45
A

6
C
16
D
26
D
36
A
46
C

7
D
17
C
27
C
37
B
47
B

8
B
18
A
28
D
38
D
48
D

9
D
19
B
29
B
39
A
49
A

10
D
20
D
30
C
40
B
50
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