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WT 全民中文能力檢定 

中高等擬真模考 解答卷 

 

請不要翻到次頁! 

讀完本頁的說明，聽從監試人員的指示作答。 

 
※請先確認答案卡、應考證及座位號碼是否一致。  

請閱讀底下測驗作答說明 

 

測驗說明： 

  CWT全民中文能力檢定語文素養題本，題本採雙面印刷，有 50題，每題只有 

  一個正確或最佳的答案。測驗時間共 40分鐘，作答開始與結束請聽從監試人 

  員的指示。 

 

注意事項： 

  1.所有試題都是四選一的選擇題，答錯不倒扣，分為單題與題組兩個部分。 

  2.題組是指共用問題情境的數道試題，主要是閱讀測驗，作答時請務必仔細 

   閱讀完文章的內容，再依問題作成判斷。 

  3.答案卡上不得書寫姓名，也不得做任何足以標示身分的記號。若任意污損 

   答案卡、損壞題本或是顯示身分者，測驗不予計分。 

    4.答案卡及題本在測驗結束後收回，不得將本測驗題目之全部或一部分以任何 

      形式洩漏予任何第三人或團體。 

    5.本測驗試題之著作權屬財團法人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中文能力測 

      驗中心所有，本中心對一切洩題、抄襲等侵權行為保有追究法律責任之權 

      利。 

 

作答方式： 

  依照題意由四個選項中選出一個正確或最佳的答案，以 2B 鉛筆在答案卡相應 

  的位置畫記，請務必將選項塗黑、塗滿。如須修改答案，請用橡皮擦擦拭乾 

  淨，重新塗黑答案。 

  正確的作答範例： 

   

 

  聽到指示後才翻頁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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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第一卷 

1、(A)ㄩˋ (B)ㄩˋ (C)ㄩˋ 

2、(B)ㄕㄨㄛˋ (C)ㄕㄨㄛˋ (D)ㄕㄨ

ㄛˋ 

3、(A)ㄧˋ (C)ㄑㄧˊ (D)ㄑㄧˇ 

4、(A)ㄘㄢˊ (B)ㄓㄢˇ (D)ㄐㄧㄢ 

5、脛：指小腿；表示不用腳也能走；比喻

為事物不用推動也能傳達到各地 

6、(A)蕎麥涼麵 

7、(C)ㄕㄨㄛˋ 

8、屬於事物的名稱，因此為名詞 

9、(A)巨大的樣子 (B)正好，沒有過或不

及 (D)巨大 

10、「高」與「低」為對比概念 

11、「一清二白」可用來形容極端清白，

其數字「一」、「二」屬於虛指 

12、小林不過度誇耀自己的才能，又對自

己的作品能有認同感，屬於有自信 

13、題目的「疾」為病，名詞，故選(B)。

(A)猛烈的，形容詞 (C)痛苦，名詞 

(D)急速地，副詞 

14、同義複詞即同義字的重複。同義字在

修辭中是鑲嵌的增字用法的必要條件。

而其目的是在拉長音節，使語氣更為

充足，使語意更加充實。而(B)(C)(D)

則為偏義複詞 

15、(A)追究探尋事物的根本 (B)回歸到

最初的質樸境界 (C)以理而論應該如

此 

16、(A)比喻馬上就能成功 (B)事情發生

突然，來不及應對應付 (D)比喻情形

漸漸趨緩 

17、(B)比喻言行不凡，而知音難求或作品

艱深高妙，懂得欣賞者很少 (C)重視

情義，情義深厚 (D)形容為人沉默，

很少有所言論 

18、(A)詞語結構不符合題意 (B)奔與跑

為相近義，故不符合題意 (D)經與義

為相近義，故不符合題意 

19、(A)填入「因材施教」 (B)填入「搖

脣鼓舌」 (C)填入「欲蓋彌彰」 

20、不翼而飛：比喻物品沒有原因的失蹤；

咬牙切齒：非常痛恨的樣子 

21、「這山望見那山高」：比喻好高騖遠，

不安分，老覺得別的工作或環境比現

在的好 

 

 

22、分號可用於分開複句中平列的句子，

或用在對比的分句中間 

23、逗號可用於隔開複句內的各分句，或

標示句子內語氣的停頓 

24、孔子杜絕四種弊病：不主觀臆斷，不

絕對肯定，不固執己見，不唯我獨尊。

因此選擇(B)才符合題意 

25、題目強調在善用失敗的教訓，而非強

調知足 

26、翻譯：「一棵樹木只要比其他林木高

大，風就必將它摧毀；一堆土高出河

岸，湍急的河流必將它沖毀；一個人

的言行境界高於眾人，眾人必中傷

他。」說明有才學的人容易招人嫉妒，

因此選(A)；(B)比喻事情非常重大，

不是一人之力所能支撐 (C)比喻摧毀

虛弱勢力相當容易 (D)比喻父母亡故，

兒女不得奉養的悲傷 

27、題意著重於經過思考規劃後，要果決

地行動，因此選(B) 

28、(A)桃花迎人笑 (B)黃河流入海 (D)

漁舟逐水愛春山 

29、(A)(B)(C)所呈現的情境屬於柔美 

30、(A)(B)屬於單純的景物描摹；而(D)雖

然有動態的描寫，但沒有心境的移情

作用 

31、(A)頂真 

32、借代，顧名思義便是以借一物來代替

一物出現，因此多數為名詞。(A)借指

教育界 (B)借指音樂 (D)借指戰功

或工作的辛勞與成績 

33、典故出自周敦頤〈愛蓮說〉，翻譯：

「唉！喜歡菊花的人，陶淵明之後很

少聽到。」有感嘆的語氣 

34、(D)聽覺摹寫 

35、典故出自白居易的〈長恨歌〉，主要

是描述唐玄宗與楊貴妃之間的故事，

此兩句講述唐朝人欣羨楊貴妃的際遇 

36、(C)史記撰寫了遠自中國傳說中的黃帝

時代，下至漢武帝時期，共三千多年

的歷史 

37、(A)是中國清代著名小說家蒲松齡的著

作 (B)內容十分廣泛，多談狐、仙、

鬼、妖，以此來概括當時的社會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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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了十七世紀中國的社會面貌 (C)

中國文學史上著名的短篇小說 

38、冠禮，是中國古代的成年禮，於男子

二十歲時舉行 

39、(A)用於賀女出嫁 (C)用於祝賀人喬

遷的賀辭 (D)關懷群眾的疾苦感同身

受。形容愛民殷切 

40、「白露勿露身，早晚要叮嚀」中「白

露」已屬於秋季，早晚溫差大，要注重

保暖，避免不小心著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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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二卷 

1、(A)ㄔㄨㄤˋ (C)ㄑㄧㄤ (D)ㄑㄧㄤ

ˋ 

2、亦可寫作「如法泡製」 

3、(B)ㄧㄢˇ (C)ㄧㄢˋ (D)ㄋㄧㄥˋ 

4、(A)萃 (B)瘁 (C)粹 (D)焠 

5、(B)譬喻 (C)偏僻 (D)潔癖 

6、應為「劍及履及」，形容人做事果決、

快速 

7、用來表示詩的性質，所以是形容詞 

8、(A)巨大的樣子 (B)高遠隱忽而不明 

(C)形容聲音吵雜 

9、(B)「輛」，計算車子的單位 (C)

「泓」，水深廣的樣子 (D)「場」，計

算活動的單位 

10、「明察」與「暗訪」都是調查的意思 

11、(A)(C)(D)皆可拆開成不同意思 

12、題目的「徒」為平白的，所以選(C)。

(A)空的 (B)人，多指壞人 (D)指一

種刑罰 

13、(B)用以指擔任重要的職位 (C)指街

談巷語的言論 (D)比喻輔佐國家而有

才能的大臣 

14、(D)比喻所作惡事之多，難以寫盡 

15、(A)比喻做事有始無終 (B)比喻官位、

爵位氾濫或事物以不好的來接續好的，

造成前後不相稱 (D)比喻處於極端危

險的情況下 

16、(A)比喻言談掌握到重點，直接談論關

鍵處 (B)比喻議論透澈而中肯 (D)

沒有緣由的喧鬧、爭鬧 

17、(B)銷售一空 (C)動地驚天 (D)柳暗

花明 

18、「挾泰山以超北海」：比喻辦不到的

事情 

19、(A)(B)意思相反 (C)形容戰爭造成的

混亂景象／形容忙碌不休 

20、逗號可用於隔開複句內的各分句，或

標示句子內語氣的停頓 

21、(A)屬於表態句 (C)屬於判斷句 (D)

屬於表態句 

22、本句為補充說明，因此應使用破折號 

23、此句的涵義著重於「不可以認真的固

守自我」，因此選(C)  

24、思考出解決方案後，仍要具體行動才

能有效，選(A)符合題意 

25、(A)不要憂慮別人不了解自己，應該在

乎的是自己不了解別人 (B)遇到有

才德之人要學習，遇到不好的人要反

省自己是否也有同樣的缺點 (C)比

喻環境對一個人的影響非常大 

26、(C)文句中的咳嗽聲須連續使用兩個刪

節號⋯⋯，表示聲音的斷斷續續 

27、此句為轉化修辭中的形象化，將抽象

的「煩惱」用「雨絲」具體的呈現 

28、(B)譬喻 (C)聽覺摹寫 (D)視覺摹寫 

29、翻譯：「啊！各位愛國的志士們，你

們要做全民的表率。」有期許與勉勵

的語氣 

30、(B)轉化 (C)設問 (D)映襯 

31、(A)味覺摹寫 (B)(D)皆視覺摹寫 

32、(B)應為諧義雙關，字義的兼指或語意

的暗示 

33、題目使用了轉化。(A)回文 (B)譬喻 

(C)借代（麵包──物質生活） 

34、選項中以王昭君身為漢朝人，又為了

和番而出塞離家遠赴他鄉 

35、而立之年指的是三十歲，因此大哥長

十歲是為四十歲，是為不惑之年 

36、(A)多為男喪哀輓之辭 (C)多為女喪

哀輓之辭 (D)比喻順利的迅速升到高

位 

37、(A)所著寫的《儒林外史》是中國古典

諷刺小說的典範 (C)甲骨文研究的

先驅是清末劉鶚，著有《鐵雲藏龜》

一書，為研究甲骨文的專書 (D)孟

子是中國古代著名思想家，戰國時期

儒家代表人物。其學說出發點為性善

論，主張德治 

38、「珠聯璧合」可用來比喻新人相互匹

配。常用作祝賀新婚的頌辭 

39、(A)(B)是尊稱對方的老師 (C)是教師

謙稱自己的用法 

40、答案(C)女子二十四歲可用花信之年。

(A)女子十三、十四歲可用荳蔻年華 

(B)女子十六歲稱為破瓜之年 (D)女

子二十歲可用雙十年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