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WT 全民中文能力檢定
語文素養 中高等題本
T1 識別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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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試號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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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單題(1~40)題
1、
下列各選項「 」中的文字，哪一組讀音相同？
(A)「惴」惴不安／「揣」摩角色
(B)鞠躬盡「瘁」／「猝」然病逝
(C)簽「署」協議／「曙」光乍現
(D)老「嫗」能解／「嘔」心瀝血
2、
下列詞語「 」中的注音寫成國字後，何者前後相同？
(A)光彩「ㄒㄩㄢˋ」目／「ㄒㄩㄢˋ」麗多姿
(B)蓬「ㄅㄛˊ」發展／氣勢磅「ㄅㄛˊ」
(C)有「ㄅㄟˋ」而來／人才「ㄅㄟˋ」出
(D)可見一「ㄅㄢ」／「ㄅㄢ」駁不堪
3、
下列新聞報導的內容畫線處，何者用字正確？
(甲)英國《衛報》在社論中批評 WHO 的表現遠馴於之前對抗東亞的 SARS 役情。
(乙)認為 WHO 近年只是協助國家建立預防體系。
(丙)這種策略並不適用於飽受戰亂的貧窮國家，以至於漫延了 3 個月才被注意，
(丁)且還是慈善組織最先發出警訓。
(A)甲
(B)乙
(C)丙
(D)丁
4、
小蕙讀到張愛玲作品中的一段文字，想用電腦記錄下來，結果打錯了幾個字：
「畫一個妓女，手扶著門向外看去，只見她的背影，披著黃頭髮，綢子浴衣是陳
年血跡的淡紫紅，罪惡的顏色，代替罪惡，只有平板的疲乏。絲襪溜下去，擁腫
地堆在腳槐上，旁邊有白鐵床的一角，拉榻的枕頭，床單，而陽台之外是高天大
房子，黯淡又白浩浩，時間的重壓，一天沉似一天。」（改寫自張愛玲《流言•
忘不了的畫》）熱心的小蘭想幫小蕙修正錯字，請問下列哪些字經修改後正確？
（甲）絲襪→絲韈 （乙）擁腫→臃腫 （丙）腳槐→腳踝
（丁）拉榻→邋遢 （戊）黯淡→暗淡
(A)甲乙丙
(B)乙丙丁
(C)丙丁戊
(D)甲丁戊
5、
以下文句的敘述，用字完全正確的選項是哪一個？
(A)一向表現穩健的投手，偶而也會在比賽中鎩羽而歸
(B)自從當選上市長之後，他綽厲風發，極思有所作為
(C)因為運用金錢理念的不同，兩位友誼很好的朋友變得劍拔努張，火藥味十足
(D)他在大學階段就醉心寫作，屢次在文學獎比賽上斬露頭角，終成文學暢銷作家
6、
下列「 」中的詞語，何者可以用後者代換，而不影響詞義？
(A)媽媽新添購的套裝所費「不貲」──不多
(B)他的種種惡劣行為令人「不齒」──不恥
(C)他坐在樹下想事情想得「出神」了──分神
(D)中東地區戰禍頻仍，導致「生靈」塗炭──生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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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8、

9、

10、

下列各組「 」中的字，何組意義相同？
(A)仁者「樂」山／敬業「樂」群
(B)欲蓋「彌」彰／「彌」補過失
(C)延年「益」壽／熱心公「益」
(D)面面「相」覷／薪火「相」傳
語言會隨著風俗文化而變異，有些詞彙現今用法與先前不同，這就是「古今詞語
流變」。下列屬於這種情形的是哪一選項？
(A)多家旅行社正推出溫泉「泡湯」的行程／連續幾天豪雨，原訂的旅遊計畫「泡
湯」了
(B)他在法庭上「慷慨」陳詞，一一駁倒對方的指控／黃花崗烈士為了革命理想，
個個「慷慨」赴義
(C)身為家中「老大」，他覺得自己有照顧弟弟、妹妹的責任／我生我們家「老
大」的時候，痛了好幾天
(D)男子若為了愛情而不思進取，會連累女子被指為「紅顏」禍水／真的自古「紅
顏」多薄命嗎？什麼年代了竟還這麼想
「攪拌原料時，興奮地思考著等下要怎麼去裝飾；放進烤箱後小心翼翼地□□，
深怕一個疏忽就焦黑；出爐那一刻□□空間的□□香氣，令人不禁想要偷吃。本
書就是要□□您進入烘烤點心這麼一個令人幸福的甜美世界。」上述文句的□□
處，最適合填入下列哪一組語詞？
(A)觀望／滿載／順口／引導
(B)凝視／盈滿／濃郁／帶領
(C)欣賞／充斥／刺鼻／傳遞
(D)呵護／裝置／繽紛／暗示
「人生自古誰無死？」雖是問句，但其用意並不在徵詢答案，而在強調作者預設
的觀點，屬於「無疑而問」。下列文句，哪些也使用相同的表意方式？
（甲）不過這種看法是以偏概全的，客家人中「唯利是圖」的人何嘗少於福佬
人？這是不分種族的人性普遍的一個層面罷了。（葉石濤〈苦悶的靈魂〉）
（乙）我的家人在內心也一定討厭照相吧。既然如此，為何我們會照那麼多的相
片呢？那是因為當時我有位名叫鈴木善兵衛的食客，他正好是個照相師。（呂赫
若〈玉蘭花〉）
（丙）危急存亡，不絕如縷，設非衛士抗亂，國將不國，何來大學？但那畢竟是
「非常」時期，有非常的理由。（金耀基〈大學之功能與大學生的責任觀〉）
（丁）家裡的人剛循舊俗祭拜天地，為我行成年禮不久。然而男子成年後又將如
何呢？我是不免在想起時總有困惑的。（陳列〈老兵紀念〉）
(A)乙丁
(B)乙丙
(C)甲丁
(D)甲丙

第 2 頁 ／ 共 11 頁

11、

12、

13、

14、

15、

16、

下列「 」中的詞語，何組前後意義相同？
(A)我「灌水」把蟋蟀逼出洞穴／這份民調資料有「灌水」的嫌疑
(B)白日莫空過，「青春」不再來／電波拉皮手術可以讓愛美的人回復「青春」
(C)購物要貨比三家，才能買到真正「經濟」實惠的商品／股市向來是「經濟」表
現的重要指標
(D)通往山上的「臺階」既多又陡，走來十分費力／這件事就不要追究下去了，給
對方一個「臺階」下吧
下列文句「 」內的成語，何者運用正確？
(A)由於自身的努力和大家的協助，所以他的成功一如「徘徊歧路」
(B)一份研究報告顯示伊波拉的疫情快速蔓延，世界衛生組織「難辭其咎」
(C)詩人余光中與多位名家齊聚，探討大學教育的人文價值，現場「不容置喙」
(D)如果做事「鋌而走險」、靜不下來，很可能是潛意識在告訴你：還有沒完成的
事
下列「 」中的慣用語，何者使用錯誤？
(A)專櫃小姐猛對客人「灌迷湯」，希望能成功推銷自家的產品
(B)老師要徵求升學博覽會的服務義工，沒想到大家一陣「敲邊鼓」搶著參加
(C)寫作文章如果只是一味地堆疊艱澀成語和典故，反而難免有「掉書袋」之嫌
(D)王教授多年來在明代小說領域有相當顯著的研究成果，使他在該領域居於「執
牛耳」的地位
〈木蘭詩〉：「東市買駿馬，西市買鞍韉，南市買轡頭，北市買長鞭」的
「東」、「西」、「南」、「北」，只是用來襯墊詩句，增添語趣，並非專指特
定方位。下列「 」內的詞，何者也有相同的作用？
(A)「一」雙丹鳳三角眼，「兩」彎柳葉掉梢眉
(B)晴雯聽了，果然氣得「蛾」眉倒豎，「鳳」眼圓睜
(C)我煩你做個什麼，把你懶的「橫」針不拈，「豎」線不動
(D)「南」邊是倒座三間小小抱廈廳，「北」邊立著一個粉油大影壁
「大學之狼犯案多起，□□□□，在警方尚未逮捕他之前，女大學生個個是人心
惶惶，寢食難安。」文句中的□□□□不適合填入下列哪一個成語？
(A)罪孽深重
(B)罄竹難書
(C)自找罪受
(D)擢髮難數
成語「劍拔弩張」可用來填入下列哪一個選項的□□□□處？
(A)他為人□□□□，不愛誇耀自身的才能
(B)救援投手□□□□，在落後的情況上場
(C)南北韓軍事演習，已有□□□□的情勢
(D)救難隊從瓦礫堆找到□□□□的受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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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18、

19、

20、

21、

國文老師請四位同學作成語的練習，以增強寫作能力，請問哪個學生運用正確？
(A)忠緯：姚明在籃球場上「一手遮天」，不只蓋了對手不少火鍋，也搶下不少籃
板
(B)靜藤：每次演唱會一結束，用來炒熱氣氛的螢光棒就「秋扇見捐」，丟了一地
都是
(C)蹈遠：明偉人很好，當大家需要吉他伴奏時，他一定「抱薪救火」，立刻伸出
援手
(D)又嘉：星光幫的人氣正旺，每次簽唱會的歌迷都多如「鳳毛麟角」，把現場擠
得水洩不通
句子是由兩個以上的語詞所構成的，而主語是一個句子的基本要素，所謂主語是
指所要說的是什麼人或什麼事，例如：「山巒也靜靜地睡了」句中的「山巒」即
為句子的主語。請問下列選項引號中的語詞，何者是句子的主語？
(A)「公園」裡的幢幢人影，像走馬燈，急亂的在轉動著
(B)屏東的「黃昏」又是了不得的，或許因它添了風中招搖的椰樹黑影，一切遂都
風情起來了
(C)不知天高地厚的「少年」英氣是以尚未悟得歷史定位為前提的，一旦悟得，英
氣也就消了大半
(D)多數廣場演講者的「家裡」，總有一位妻子等著，等得非常殷切，絕不會不等
他回來就獨自離去
海底龍宮舉辦元宵猜燈謎活動，答對者可獲得米老鼠提燈一只。寶寶和伙伴們都
去搶答，但是有一人答錯，沒拿到提燈，請問沒拿到的究竟是誰？
(A)小蝸：「一個聲響裡誕生，一個聲響裡滅絕──爆竹」」
(B)寶寶：「年紀並不大，鬍子一大把，不論遇到誰，總愛喊妹妹──羊」
(C)章哥：「有風身不動，一動就生風；人家不用我，要等起秋風──風箏」
(D)大星：「脫了紅袍子，是個白胖子；去了白胖子，是顆黑丸子──荔枝」
下列文句「 」中的量詞，何者使用不恰當？
(A)今夜，你的一「席」話，真使我勝讀十年書啊
(B)一「列」莒光號在郊區車站附近撞上一輛巴士
(C)因對敵情的判斷錯誤，使我軍折損一「員」大將
(D)這「起」婚事是由新人雙方的大學同學所促成的
亞洲巨星 Rain 表示在入藝能界前，曾在甄選時被拒十八次，但因母親欠債入院和
自己一貧如洗促使他繼續嘗試，最後一次連續跳舞五小時而被採用。Rain 的故事
可以證明下列何句名言？
(A)過去的成功永遠比不上未來的挑戰
(B)擅長找藉口的人，很少擅長其他事
(C)行動要看時機，就像開船要趁漲潮
(D)人生該是農場，努力耕耘，必能開創一片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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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23、

24、

25、

下列是一段現代散文，請依文意選出排列順序最恰當的選項：
大學是一個栽培普遍性的理念理想，
甲、這些理念與理想對於純潔而有朝氣的大學生，
乙、當他們的理想主義與所接觸到的現實世界發生差距時，
丙、如平等、公正、和平的地方，
丁、大學生是很難容忍的，
戊、具有啟發與挑激的作用，
他們對不合理的現實是較易採取一不妥協的激烈而絕對的態度的。（金耀基〈大
學之功能與大學生的責任觀〉）
(A)丙甲戊乙丁
(B)戊甲丙丁乙
(C)乙甲丙戊丁
(D)甲丙戊乙丁
國文老師上課時介紹了一種寫作手法：兩件或兩件以上的事物中有類似點，運用
「那」有類似點的事物，來比方「這」件事物。請問老師可能用下列哪句廣告詞
來作例子？
(A)讓你的秀髮狂野起來
(B)我們的光采，來自你的風采
(C)臺灣的女孩，都像你這麼年輕嗎
(D)香濃的感覺好像家裡養了一頭牛
下列是某家公司經理的會議談話，請判斷何項提案已經執行？
(A)大家推出的發展策略，今日也向董事會報告，備受委員們肯定
(B)董事長也打算召開說明會，宣傳本公司在綠能產業的發展計畫
(C)因國內汽油價格上揚，請各部門主管近日制定交通費的補助標準
(D)各部門如有節能減碳的良好方案，優先考慮放入周末的會議中表決
「這樣詩禮之家，豈有不善教育之理？別門不知，只說這寧榮兩宅，是最教子有
方的。」句中「方」有法子、辦法的意思，下列句中「方」的意義，何者與此相
同？
(A)我好不容易千「方」百計的湊了這些銀子來踐你的前約，把銀子交給你，自己
去採辦吧
(B)自願就學「方」案為改進國中教育，藉以改進五專與高級中等學校入學方式的
專案
(C)孝廉「方」正為清代薦拔人才的審核項目
(D)在關公面前耍大刀，豈不是貽笑大「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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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27、

28、

29、

依據下述圖表的資訊，全民必須在下列哪個時辰內進行登機的報到手續？

(A)申時
(B)卯時
(C)巳時
(D)戌時
曉華在寫網誌時想引用詩句來抒發對時光匆匆的感受，可以引用下列哪一個選
項？
(A)潮來潮去／左邊的鞋印才下午／右邊的鞋印已黃昏了
(B)你看海天碧浪／你看晚霞曙光／禁不住匆匆忙忙／把希望留給失望
(C)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陽中的新娘／波光裡的豔影／在我的心頭蕩漾
(D)那榆蔭下的一潭／不是清泉，是天上虹／揉碎在浮藻間／沉澱著彩虹似的夢
新聞標題中常運用諧音創造出豐富妙趣的效果，下列何者沒有運用此種技巧？
(A)熱舞、音樂、咖啡「爵」配
(B)禽流感疫情嚴重，危「雞」四起
(C)注意皮膚保溼，拒當「乾」妹妹
(D)「醉」不可原諒，酒駕拒臨檢狂飆
學測的作文題目是〈如果當時〉。下列四名考生所寫的內容，何者不恰當？
(A)小丸子：「千金難買早知道，萬般無奈想不到。」如果當時能三思後行，今天
就不會落到如此地步
(B)永澤：「如果老說明天而放棄今天，你將走投無路。」所以不該總是想「如果
當時」，而是應該把握現在
(C)丸尾：「勸君莫惜金縷衣，勸君惜取少年時，花開堪折直須折，莫待無花空折
枝。」與其存有「如果當時……」的悔恨，不如把握當下
(D)小玉：「當一個人被打敗時，他還未出局；但如果他放棄了，那就是徹底失
敗。」如果當時我未堅持下去，那些波波折折，就不可能變成現在的養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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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31、

32、

33、

34、

以下詩句所歌詠的對象，下列選項中，何者配對正確？
（甲）錯就錯在那杯溫酒／沒有把鴻門燃成／一冊楚國史
（乙）自從那年賀知章眼花了／認你做謫仙，便更加佯狂／用一只中了魔咒的小
酒壺／把自己藏起來
（丙）醉眼中見南山一團漆黑／悠然何處？／驀見／俺那方紫方巾／尚高掛於柳
枝之上
（丁）那一哭／解放了你／但隨即／不曾動搖／默默守護／中國的龍／和無數無
名英雄／長眠在你腳下
(A)劉邦、李白、周敦頤、秦始皇
(B)孔明、王維、劉禹錫、孟姜女
(C)韓信、杜甫、白居易、花木蘭
(D)項羽、李白、陶淵明、孟姜女
針對古人所創制的二十四節氣中，有關「熱在大小暑，好有雷陣雨」的敘述，下
列哪一個選項符合其涵義？
(A)大暑與小暑都不會下雷陣雨
(B)大暑與小暑已經不再這麼熱
(C)幸好有雷陣雨可以減緩炎熱
(D)午後雷陣雨帶來炎熱的酷暑
梁啟超〈為學與做人〉：「大凡憂之所來，不外兩端：一曰憂『成敗』，一曰憂
『得失』。」句中「成敗、得失」著重其「敗、失」之意，為偏義複詞。下列
「 」的詞語，屬於偏義複詞的是下列哪一選項？
(A)「早晚」下三巴，預將書報家
(B)借問此「何誰」？云是鬼谷子
(C)生女不生男，「緩急」非所益
(D)「棄捐」勿復道，努力加餐飯
下列文句「 」內的成語，何者使用最恰當？
(A)他講的話，看似滿有道理，其實卻是一派歪理，讓人聽了「啼笑皆非」
(B)由於你是當事人，我看你還是迴避這次的討論，以免有「寄人籬下」之嫌
(C)水利局在環保署的補助下，整治大學內的東大溪，將「功虧一簣」解決汙水問
題
(D)餿水油事件至今「餘悸猶存」，主嫌已依違反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和詐欺罪被
起訴
文學中計數的方法有數種類型，例如：「阿舒已二八，懶惰故無匹」的「二八」
運用乘法指「十六」，指阿舒已十六歲。下列文句「 」中詞語，何者亦是運用
乘法的類型？
(A)蓋予所至，比好遊者尚不能「十一」
(B)「三五」年內，即當太平
(C)吾「十有五」而志於學
(D)三五之夜，明月半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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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36、

37、

38、

39、

40、

下列四位同學在練習有關書信寫作格式，正確的是哪一位？
(A)李清照寫信給老師，可稱他為「業師」或「夫子」
(B)蘇軾寫給同學的信，提稱語可用「文席」或「硯右」
(C)柳宗元寫信給上司，信封的收信人末尾應寫「敬啟」
(D)秦檜結婚，同僚未能出席者寫信道賀，在結尾祝候宜寫：敬請 禮安
任職國賓飯店的國倫，日前接到上司指派其布置會場的任務：將飯店內四個主要
的宴會廳，依租借的用途，於牆壁上加上題辭宣告宴會主題。關於題辭與宴會主
題的配對，下列說明何者正確？
(A)坤儀足式──弔唁瑤瑤母親
(B)跨鳳乘龍──志偉長子娶妻
(C)杏壇之光──扁鵲大夫開業
(D)功在桑梓──莎莎新居落成
下列文句「 」中的語詞，何者前後意思相同？
(A)「魚肉」百姓，以盈其欲／何必言《法華》，佯狂啖「魚肉」
(B)況陽春召我以煙景，大塊假我以「文章」／這話語之中大有「文章」
(C)其所引拔以言為職者，如公，皆「一時」之選／徐陳應劉「一時」俱逝，痛可
言耶
(D)「可憐」身上衣正單，心憂炭賤願天寒／只得踱到瀟湘館瞧黛玉，一發瘦得
「可憐」
新聞報導需具有精確客觀、措辭得體的特點。下列報導，何者最能符合上述的要
求？
(A)選舉即將來臨，不少候選人為了巴結選民，紛紛端出誇大的政見
(B)那位財大氣粗的暴發戶，大方地捐出十萬元給慈善團體作為基金
(C)強烈冷氣團南下，明天起氣溫將遽降十度，民眾出門要注意保暖
(D)火災中的傷患，經過醫護人員極力搶救後，終於幸運地離開人世
花花上網查詢某一韻文體裁的作品，她所使用的關鍵詞是「草堂詩餘、東坡樂
府、稼軒長短句」。請問她所查的韻文體裁應為下列何者？
(A)青海長雲暗雪山，孤城遙望玉門關。黃沙百戰穿金甲，不斬樓蘭終不還
(B)蒹葭蒼蒼，白露為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溯洄從之，道阻且長
(C)金陵城上西樓，倚清秋。萬里夕陽垂地，大江流。中原亂，簪纓散，幾時收？
試倩悲風吹淚，過揚州
(D)風飄飄，雨瀟瀟，便做陳摶也睡不著。懊惱傷懷抱。撲簌簌、淚點拋。秋蟬兒
噪罷寒蛩兒叫，淅零零細雨灑芭蕉
道家與儒家時常以「水」作為比方，詮釋的角度各有不同而產生差異，下列與儒
家思想最為直接相關的選項是哪一個？
(A)水之性，不雜則清，莫動則平
(B)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
(C)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以其無以易之
(D)流水之為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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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題組(41~50)題
搬家工人最怕的就是書。表面上都是同樣大小的紙箱，一裝上書就不同，這是否也
是人生的寫照？表面上大家的外貌打扮都類似，一唸了書就不同。所謂「腹有詩書氣自
華」，真有其事嗎？一位工人手上拿了一堆零散的書，對我尷尬地笑：「先生，我這一
生能夠念好這幾本書，已經很夠了。」是的，書多並不代表什麼，因為書也可以做為商
品，用來炫耀其版本、作者、知名度，重要的是真正念了書。
真正念了書，又有兩層意思：一是在知識上明白新的道理、二是在行為上受到書的
陶冶，如果空有唸書人之名，卻依然表現自然人的野性與衝動，我們就須懷疑：一、他
只是以唸書為謀職圖利的工具；二、他念錯了書。書也有對錯嗎？古人不是說「開卷有
益」嗎？古代書少，多為佳品，開卷大多有益；今日書多，氾濫成災，良莠不齊，開卷
未必有益，故須進一步追問：是否念對了書？
以前有位朋友辦出版社，曾經發出豪語：我只要把自己出版的書都念完，就不虛此
生了，他出版的書又多又快，三年之間居然有兩百多種，他的豪語終於落空。
人生苦短，何況念書並非人生的全部。唯有知道選擇，才能善加珍惜。我必須放棄
買書成癖的心結，將他轉化為念書成癖的習慣，否則下次搬家時，又要抱怨「書到搬時
方恨多」了。（傅佩榮〈書到搬時方恨多〉）
41、 「表面上大家的外貌打扮都類似，一唸了書就不同。」作者以紙箱為喻，鼓勵我
們做一個怎樣的人？
(A)兩腳書櫃
(B)江郎才盡
(C)腹笥便便
(D)胸無點墨
42、 「古代書少，多為佳品；今日書多，氾濫成災。」可見作者對讀書的看法是抱持
怎樣的態度？
(A)開卷有益
(B)盡信書則不如無書
(C)為學應於不疑處有疑
(D)學問不在讀書多，而在運用之熟
43、 「我必須放棄買書成癖的心結，將它轉化為讀書成癖的習慣。」以下哪句話可以
說明這一點？
(A)書到用時方恨少
(B)行萬里路，讀萬卷書
(C)藏書不難，能看為難
(D)世事洞明皆學問，人情練達即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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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瀘水漢相班師，伐中原武侯上表〉記載：卻說孔明班師回國，孟獲率引大小洞
主酋長及諸部落，羅拜相送。前軍至瀘水，時值九月秋天，忽然陰雲布合，狂風驟起；
兵不能渡，回報孔明。孔明遂問孟獲，獲曰：「此水原有猖神作禍，往來者必須祭
之。」孔明曰：「用何物祭享？」獲曰：「舊時國中因猖神作禍，用七七四十九顆人頭
並黑牛白羊祭之，自然風恬浪靜，更兼連年豐稔。」孔明曰：「吾今事已平定，安可妄
殺一人？」喚行廚宰殺牛馬；和麵為劑，塑成人頭，內以牛羊等肉代之，名曰饅頭。
三更時分，孔明金冠鶴氅，親自臨祭，令董厥讀祭文。只見愁雲怨霧之中，隱隱有
數千鬼魂，皆隨風而散。於是孔明令左右將祭物盡棄于瀘水之中。次日，孔明引大軍俱
到瀘水南岸，但見雲收霧散，風靜浪平。蜀兵安然盡渡瀘水，果然鞭敲金鐙響，人唱凱
歌還。（《三國演義》）
44、 根據文章內容，導致部隊無法渡河的原因為何？
(A)河中鬼怪作祟
(B)祭祀物品不夠
(C)士兵水土不服
(D)孟獲起兵造反
45、 蜀軍渡河的季節與下列何首詩描寫的內容相同？
(A)來日綺窗前，寒梅著花未
(B)銀燭秋光冷畫屏，輕羅小扇撲流螢
(C)四月清和雨乍晴，南山當戶轉分明
(D)杏園風細、桃花浪暖、競喜羽遷鱗化
46、 最後，蜀軍渡瀘水結果為何？
(A)皆為河中鬼魂所滅
(B)折返原路改行它道
(C)僅孔明順利渡河道
(D)全軍平安越過河川
47、 從文中敘述，可用下列何句成語來形容孔明？
(A)慈悲為懷
(B)鐵石心腸
(C)隨心所欲
(D)自視甚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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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說德州有三個大城名列全美十大城市，但最熱門的德州城市是首府奧斯汀。處於
德州這個保守的州，奧斯汀是一個自由的島嶼，有各種文化及生活型態。購物區充斥著
時髦咖啡店、異國料理餐廳以及稀奇古怪的獨立商店。當和嬉皮、宅男、龐克和藝術家
擦肩而過，就會了解為何奧斯汀市的口號是：讓奧斯汀永保怪異。
奧斯汀人自誇奧斯汀是「現場音樂表演的世界之都」，有超過二百個表演場地，表
演的音樂從龐克到鄉村樂、爵士到獨立搖滾都有，吸引了大批來自世界各地的音樂愛好
者。一年到頭都有音樂盛會，但最盛大的活動是南西南音樂電影節，在三月舉行，有兩
千多個樂團在九十幾個場地表演，還有電影和一些電腦活動。所以下次想找個時髦又好
玩的城市渡假，就是奧斯汀！
48、 依據上文，請你推測奧斯汀市長的治理思想最有可能與下列何者相同？
(A)儒家以樂治國而安邦
(B)道家無為而治順天地
(C)墨家愛民愛國愛世界
(D)法家嚴刑罰則立律法
49、 使奧斯汀擁有怪異特質與口號的原因是什麼？
(A)開放各地前往觀光
(B)島民具備守法精神
(C)堅持傳統的鎖國政策
(D)島上融合了多元文化
50、 最令奧斯汀人得意、炫耀的是下列何者？
(A)充斥著各種時尚咖啡館
(B)聚集各地多元素的音樂
(C)擁有世界各國料理餐廳
(D)生長在自由開放島嶼上

第 11 頁 ／ 共 11 頁

CWT 全民中文能力檢定範例試題解答
等級：中高等
1

2

3

4

5

6

7

8

9

10

C

D

B

B

A

D

A

A

B

D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B

B

B

C

C

C

B

B

C

D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D

A

D

A

A

B

A

C

B

D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C

C

A

D

B

A

D

C

C

D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C

B

C

A

B

D

A

A

D

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