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106學年度國語文能力分級鑑定 

語文基本能力試題 

壹、選擇題：每題 2.5 分，共 50 分 

1.（     ）「呂、子」兩字是屬於_____________？ 

    (A) 象形字   (B) 指事字 

    (C) 形聲字   (D) 會意字 

2.（     ）下列哪一個詞語是主謂式的詞語結構？ 

    (A) 教授   (B) 學習 

    (C) 眼紅   (D) 熱愛 

3.（     ）下列哪一個詞語裡面的輕聲調值最低？ 

    (A) 梳子   (B) 石頭 

    (C) 好吧   (D) 掉了 

4.（     ）下列四個古時的人稱代詞中，哪一個所指的人稱和其他選項中的不同？ 

    (A)  必欲烹「而」翁   

 (B) 「儂」今葬花人笑癡，他年葬「儂」知是誰？ 

    (C)  以「爾」車來，以我賄遷 

 (D) 「若」雖長大，好帶刀劍，中情怯耳 

5.（     ）下列哪一個字的韻母屬於開口呼？ 

    (A) 交    (B) 端 

    (C) 決    (D) 跟 

6.（     ）下列哪一個句子是兼語句？ 

    (A) 孩子們聽完故事就上床睡覺了    

 (B) 老師要求我們用手寫作業 

    (C) 他將書本放在桌上 

      (D) 他跟我說明天要來學校 

7.（     ）按照中國文字的演變過程，下列哪個發展順序是正確的？ 

    (A) 甲骨文鐘鼎文籀文楷書 

 (B) 金文小篆行書隸書 

 (C) 小篆金文隸書楷書  

 (D) 鐘鼎文行書草書楷書 



8.（     ）下列複合詞中，哪一個選項的詞語結構和其他選項的結構不同？ 

    (A) 巨大   (B) 得失 

    (C) 步行   (D) 身體 

9.（     ）在句子「他足足比我高出一個頭」中，「一個頭」是哪種句子成分？ 

    (A) 定語   (B) 狀語 

    (C) 補語   (D) 賓語 

10.（     ）王昌齡出塞：「但使龍城飛將在，不教胡馬渡陰山」，這一句是__________？ 

    (A) 聯合複句  (B) 承接複句 

    (C) 轉折複句  (D) 條件複句 

11. （     ）下面哪句名言的意思和其他選項中所描述的主旨不同？ 

    (A) 日暮鄉關何處是？煙波江上使人愁。 

 (B) 人生非寒松，年貌豈長在？ 

    (C) 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    

    (D) 鳥飛反故鄉兮，狐死必首丘。 

12.（     ）論語子罕篇：「歲寒，然後之松柏之後凋。」關於這一句，  

          在修辭上的敘述何者正確？ 

    (A) 這句是隱喻   (B) 這句只有喻體 

    (C) 這句是借喻   (D) 這句只有喻依 

13. （     ）下列哪一個選項中的兩個詞語，有共同一致的聲調？ 

    (A) 「酩酊」、「繾綣」 (B) 「荏苒」、「窈窕」 

    (C) 「囹圄」、「齟齬」 (D) 「嫉妒」、「篳路」藍縷 

14.（     ）下列「」裡的字，哪一個字的聲母和其他選項不同？ 

    (A)  衣「衾」  (B) 光風「霽」月 

    (C) 「詰」屈聱牙 (D) 「齏」骨粉身 

15. （     ）曹操短歌行：「何以解憂，唯有杜康。」其中「杜康」這個詞語在句中 

             是屬於什麼修辭法？ 

    (A) 譬喻法   (B) 借代法 

    (C) 雙關法   (D) 映襯法 

16.（     ）「鷗鳥忘機」和下列哪個選項中的意義最相似？ 

    (A) 程門立雪  (B) 結草銜環 

    (C) 抱朴含真  (D) 數典忘祖 



17. （     ）下列哪一個選項「」中的詞語和其他選項中「」的詞語韻母不同？ 

    (A) 禁「臠」   (B) 永矢弗「諼」 

    (C) 怙惡不「悛」  (D) 忿「悁」 

18.（     ）下面哪一個選項中的字音是正確的？ 

    (A) 妻「孥」之富：ㄋㄨˊ (B)「溘」然長逝：ㄏㄜˊ 

    (C) 蚊「蚋」：ㄋㄚˋ    (D) 如喪考「妣」：ㄆ一ˇ  

19. （     ）下列哪一個詞語是單純詞？ 

    (A) 圖書   (B) 斤兩 

    (C) 蜘蛛   (D) 幫助 

20. （     ）下列哪一個選項中的詞語不含破音字？ 

    (A) 孝弟忠信   (B)萬乘之國 

    (C) 扭轉乾坤   (D)別出心裁 

 

貳、國語正音：每字 1分，共 25 分 

1.「矜」寡孤獨        

2.「諄」 諄教誨       

3. 詭「 譎」             

4. 自「詡」            

5. 「睚」「眥」必報       

6. 吸「吮」手指        

7. 烘「焙」蛋糕      

8. 按「捺」不住      

9. 罰「鍰」萬元        

10.  追本「溯」源     

11.  提綱「挈」領     

12.  一「暴」十寒    

13. 「鎩」羽而歸    

14.  輕盈「嫵」媚    

15.  浪費公「帑」         

16.  卑鄙「齷」齪     

17.  市「儈」之徒       

18. 害「臊」臉紅    

19. 插秧灌「畦」    



20. 命運坎「坷」    

21. 奇「葩」異卉    

22. 藝術巨「擘」    

23. 聯「袂」出席     

24. 暴虎「馮」河      

      

參、國語正體：每字 1分，共 25 分 

1. 故意挑「ㄒㄧㄣˋ」             

2. 「ㄑㄧㄥˋ」竹難書             

3. 魂牽夢「ㄧㄥˊ」        

4. 剛「ㄅㄧˋ」自用            

5. 「ㄔㄨㄤˋ」然淚下      

6. 撲「ㄕㄨㄛˋ」迷離      

7. 相形見「ㄔㄨˋ」         

8. 付之「ㄑㄩㄝ」如        

9. 罪無可「ㄏㄨㄢˋ」      

10. 不幸「ㄌㄧˊ」難       

11. 一丘之「ㄏㄜˊ」       

12. 並行不「ㄅㄟˋ」        

13. 病入膏「ㄏㄨㄤ」        

14. 肆無忌「ㄉㄢˋ」       

15.「ㄍㄨㄥ」籌交錯       

16. 繁文「ㄖㄨˋ」節       

17.「ㄧㄢ」滅證據        

18. 空谷「ㄑㄩㄥˊ」音      

19.「ㄕㄚˋ」費苦心       

20. 判決定「ㄧㄢˋ」        

21.「ㄎㄨㄞˋ」炙人口      

22. 風行草「ㄧㄢˇ」       

23.「ㄌㄜˋ」虎鬚        

24. 叱「ㄓㄚˋ」風雲       

25. 「ㄧㄢˋ」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