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WT 全民中文能力檢定 

中等素養擬真題本 解答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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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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卷 

1、(B)選項正確應為「有恃無恐」 

2、(A)輩／倍 (B)部／步 (C)兩者皆為    

  「倍」 (D)秉／稟 

3、(A)冠 (B)竄 (C)確 

4、(A)ㄘㄨㄟˋ／ㄘㄨˋ／ㄘㄨㄟˋ (B) 

   ㄔㄚˋ／ㄓㄚˋ／ㄊㄨㄛ (C)ㄍㄨ／   

   ㄏㄨˋ／ㄍㄨ (D)三者皆為ㄡ 

5、(A)ㄆ一ˇ／ㄈㄡˇ (B)兩者皆為ㄌㄠ 

   ˊ (C)ㄕㄥ／ㄕㄥˋ (D)ㄕㄨㄛˋ／ 

   ㄕㄨˋ 

6、(A)ㄑㄩㄢˋ (B)ㄉㄠˋ (C)ㄙㄨˋ

7、(A)是指如同沐浴在春風之中，和暖舒   

   暢。比喻遇到良師誠摯教誨的感受。因  

   此不適合者為(A) 

8、(A)「無時無刻」指沒有時刻。後面常 

   與否定詞連用，指時時刻刻、隨時的意 

   思。因此(A)沒有冗詞贅字(B)刪除「有」 

   (C)刪除「被」 (D)刪除「行」 

9、題幹正確用字應為：嚴厲、砥志礪行、 

   勉勵，因此答案為(D) 

10、答案為(C)比喻負有聲望的人，為世 

   人所景仰。或指學術高深卓絕，為人瞻   

   仰(A)供人使喚的僮僕 (B)寺院的領 

   導，總管僧事的職務 (D)一種專門在    

   車站或戲院等處壟斷票據，再以高價售   

   出而從中獲利的人 

11、答案為(D)商量、討論 

   (A)撫養：保護教養，通常指父母對孩   

   子(B)忽然 (C)文學的類別。依作品所   

   表現的結構與性質上之差異而加以區   

   分，如詩、散文、小說、戲劇、報導文  

   學等 

12、答案為(A)本事：才力、本領、技能／  

   身段：體態、模樣；前後意思不同，不 

   可替換 

   (B)蓊鬱：草木茂盛的樣子／扶疏：枝   

   葉繁茂四布的樣子 

   (C)心腹：親信可靠的人／親信：親近   

   信任的人 

   (D)名堂：成就、結果，意同結果 

13、答案為(C)偶然：碰巧，不期然而然 
   (A)枉然：徒然，毫無收穫 (B)果然：   

   事情與所預料的一樣 (D)居然：竟然 

14、答案為(A)五福全歸是使用於哀悼的題 

辭。 

15、題幹意思應指記憶深刻，應填入(B)熱 

鐵烙膚，指用燒熱的鐵塊灼傷皮膚，

比喻感受十分深刻。 

    (A)歷歷如繪：描寫、陳述得清楚，就 

像畫面呈現眼前一般 

    (C)浮光掠影：比喻世事稍縱即逝，不 

  可捉摸 

    (D)白駒過隙：比喻時間過得很快 

16、使用不適當為(D)舐犢情深：比喻父母  

    疼愛子女之深情 
  (A)牛角掛書：比喻勤勉讀書 (B)牛

刀小試：比喻有大才能，先在小事上

施展一下 (C)初生之犢：剛出生的小

牛 

17、選項(C)人與人之間貴在彼此知心友

好，相互理解，不必重在金錢交往，

與題幹意思相同。 

  (A)朋友交往，說話要誠實、恪守信用 

(B)到處都有值得學習的對象，應勇於

向人請益，取長補短 (D)君子之間的

交情，並不因利益驅使而怎樣，小人

之間的交往，卻多因利益驅使，利益

過後，人與人如過眼雲煙 

18、題幹中第一組為同義詞，第二組為反

義詞，因此（甲）應填入風木含悲的

同義詞，（乙）應填入揚湯止沸的反

義詞，因此答案為（A） 

19、答案為(D)逐臭之夫：比喻有怪癖的  

    人(A)沆瀣一氣比喻氣味相投，多用於  

    貶義 (B)折戟沉沙：形容慘烈戰鬥之 

    後的戰場遺跡 (C)春風化雨：比喻師  

    長和藹親切的教育 

20、答案為(B)同甘共苦：同歡樂，共患

難。 

    (A)風調雨順：比喻豐年安樂的景象 

    (C)三心二意：形容猶豫不決、意志不

堅 

    (D)風流別致：有特別或新奇的韻味 

21、(A)應刪除虱目魚 

    (C)應刪除呵護 

    (D)應刪除方式 

22、魯智深為《水滸傳》中的重要人物 

23、本題標點符號使用正確、符合題意的

選項是(A) 

24、脆弱的人通常坐下來等待時機到來，

而真正的強者懂得站起來去給自己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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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時機，從而取得成功，因此與題幹

相符的為(C)積極主動爭取參賽機會的

小白。 

25、題幹意指：君子只要自己敬謹而沒有

過失，與人往來又能謙恭有禮；那麼

四海之內的人，都像是自己的兄弟一

樣。因此題幹與選項(C)對人謙恭有

禮、友愛包容，不論身在何方都能有

自己的朋友意思相符 

26、題幹的意思鼓勵人多說好話，這些好

話會回到自己身上，創造美好的人

生。因此符合題幹意思的選項為(B)。 

27、題幹的意思是，必須經過一番艱辛的

磨難，才能得到好的結果。因此答案

為(A) 

28、選項(D)唐代歌妓常以「秋娘」為名， 

  有名者如謝秋娘、杜秋娘等。因以秋 

  娘泛稱歌妓。 

29、題幹所指為「轉化」的修辭法，選項 

  (C)將海邊的椰子樹賦予動物的動作， 

  為轉化的表現手法。 

30、選項(A)聯想電腦與聯想為詞義的雙 

關。 

其他選項諧音關係：(B)痘留逗留 

(C)讀自獨自；書通疏通 (D)雞 

不可失機不可失；心有所薯心有 

所屬 

31、選項(D)指本餐廳限用臺灣豬。 

    (A)使用疑問句型，暗指甲公司的豬肉 

可能含萊克多巴胺 (B)限期推出表示

臺灣豬只有期間限定，其他時間可能

非供應臺灣豬 (C)限量推出表示僅部

分為臺灣豬 

32、答案為(C)排比法 

33、題幹使用的是譬喻法，相同的為(C)   

    選項。(A)(B)(D)皆為轉化  
34、(A)冬季 (B)夏季 (C)秋季 (D)春   

  季 

35、(A)用於祝賀女性壽誕者的祝壽賀辭 

(B)用於哀輓女喪的題辭 (C)用於哀

輓女性喪者通用的輓辭 (D)讚揚身為

人母的行為、事蹟可做為典範 

36、答案為(A)賢昆仲：對人兄弟的尊稱 

(B)應改為「家兄」：對人稱呼自己的

哥哥 (C)應改為「家父」或「家

翁」：稱自己的父親 (D)應改為「先

父」：子女稱已死的父親 

37、(A)郵票應貼在右上角 (B)「111」、

「302」是郵遞區號 (C)「拿」應改

為「啟」 

38、根據題幹圖表：(A)BMI正常、體脂肪 

率過重 (B)BMI正常、體脂肪率肥胖 
   (C)BMI過重、體脂肪率正常 (D)BMI   

    正常、體脂肪率正常 

39、題幹與(B)選項都有必須經過一番艱難

的磨練，才能有所收穫的意思。 

40、依據題幹敘述，第一個空格為逗號

「，」表示語氣的停頓；第二個空格

以頓號「、」分開並列連用的詞；第

三個空格以刪節號「……」表示語句

未完。 

41、根據籤詩，(A)移居：買房子仍須等待

時機，表示時機未到 (B)求財：慢慢

即發，需等待時機 (C)失物：應急尋

才可尋回 (D)姜太公釣魚主要是表示

應等待時機 

42、(A)六畜：馬、牛、羊、雞、犬、豬六

種牲畜。也泛指家畜。 (B)六甲：俗

稱女子懷孕為「身懷六甲」 (D)築

室：指蓋房子 

43、(A)荀巨伯因友人生病前往探視 (B)

友人要荀巨伯快離開，以免被胡賊所

害 (C)大軍至，郡中人多已逃亡，荀

巨伯為了陪伴好友不願離開 (D)荀巨

伯寧願用自己的生命來換友人的平

安，感動了賊人，決定撤出這個地方 

44、正確答案為(C)。紿：欺騙。錯誤選項

應修改為(A)幸思順在江州賣酒，對待

客人不論賢愚都真心相待 (B)幸思順

送了十壺酒給官人 (D)盜賊因敬重幸

思順，把搶劫官人的東西還給幸思順 

45、（甲）文的賊人因荀巨伯對朋友的重

情重義而撤軍，（乙）文的賊人折服

幸思順的真誠，因此正確答案為(A)。 

46、每人每次可代持一張健保卡受託購

買，因此答案為(C)。 

(A)外籍人士可憑居留證購買 (B)身

分證末碼雙號可在每週二、四、六、

日購買 (D)每次只可代持一張健保卡

購買，因此只能買到 2人的口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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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身分證末碼雙數可在每週二、四、

六、日購買，且可代持一張身分證受

託購買，因此答案為(D)。 

(A)12歲以下兒童，可依需求選擇購

買成人口罩或兒童口罩 (B)必須到健

保合作藥局才能購買 (C)需隔 7天才

可再次購買，因此須等到下星期三 

48、綠肥紅瘦指草木茂密繁盛而花朵

枯萎凋謝，根據行程表，途中可

欣賞盛開的櫻花及山杜鵑。 

49、最不可能發生為(B)，根據行程陽明山

可欣賞盛開的櫻花。 

50、日月潭可欣賞山光水色的美景，可用

(A)來形容。 

(B)指茶 (C)廬山的風景，是從不同

的角度去欣賞，千姿萬態，面貌風情

各有不同。從這邊看是平緩的山嶺，

從那邊看是陡峭的山峰。遠望或近

觀，總是產生新奇之感，與清水斷崖

的險峻不同 (D)指柳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