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WT 全民中文能力檢定 

初等擬真模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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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輯 (C)楫 (D)葺 

2、(A)戎 (C)戌 (D)戍 

3、桑「椹」：ㄕㄣˋ 

4、剛愎自用／白頭偕老 

5、(D)「果」腹 

6、(B)躍：ㄩㄝˋ (C)擢：ㄓㄨㄛˊ (D)

濯：ㄓㄨㄛˊ 

7、(B)ㄆㄧㄠ (C)ㄆㄧㄠ (D)ㄆㄧㄠˋ 

8、按照「事情發生頻率」的多至寡排列，

依序是經常＞不常＞偶爾＞難得。所以

答案是(C) 

9、題目的意思是：大學畢業後，即使是舊

日同學也不容易相見。因此「難得」在

此指的是不容易 

10、「聆聽」和「傾聽」皆是仔細聽的意

思，故為同義詞 (B)「傾斜」是歪斜，

和「垂直」意思相反 

11、(A)美好的，形容詞 (B)勝利，名詞 

(C)超越，動詞 (D)完、盡，副詞 

12、(A)承當責任或職務 (B)承當責任 

(C)擔心憂慮 (D)擔負承當 

13、(D)此「分別」的意思是區別 

14、(C)「凜凜」：態度嚴肅，令人敬畏。

應改成「殺氣騰騰」 

15、(A)形容人很少 (B)捨己救世，不怕

辛苦 (D)躍躍欲試的樣子 

16、(B)(C)(D)為反義詞 

17、(A)可獨自維生，不須依靠他人 (B)

貧者和富者因財物分配不均，造成經濟

很大的差距 (C)比喻如市集喧譁熱鬧 

(D)表示賓客稀少 

18、(A)非常整齊有條理的樣子 (B)形容

女子裝扮美麗 (C)指本不認識的人偶

然相遇 (D)酒席結束後，杯盤凌亂的

樣子 

19、(A)喻各形各色的壞人 (B)行事不坦

蕩光明 (C)心中藏著不可告人的壞主

意 (D)形容技藝精湛，非人力所成 

20、(A)比喻不出色父母卻能生養出優秀的

子女 (B)喻人沒有自知之明 (C)意同

忘恩負義 (D)不要把好處給了外人 

21、(B)只要能改過向善，便能立地成為好

人 (C)多練習就會熟能生巧 (D)技術

不佳，卻只會推卸責任 

22、「儘管」意思是雖然；「但是」表示

轉折；「還是」意思是依然 

23、句子順序應是：「今天早上」→「就

在下午」→「不過」→「溫差竟」 

24、此使用「；」表示語意的轉折與延伸 

25、題目的意思指的是「他對著我說再

見」，(D)則是他「要求」我說再見這

句話，因此意思不同 

26、(A)是疑問句 (B)以逗號隔開，強調

「是他」跟我揮手 (C)頓號是表示兩

個並列詞語之間的停頓，用法有誤 (D)

亦有他和我一起揮手的意思，因此最明

確的答案為(B) 

27、題目的「客觀」指的是不以偏概全，

而(B)(C)(D)句中的「都」、「一定」

等詞，都太過於絕對的主觀推論 

28、(A)不用運用智慧，而是善用人生各種

經歷 (B)「只能」過於武斷 (C)對有

智慧的人而言，事事皆有可學之處，但

未強調「美好」 

29、句中將小汗珠比喻成淘氣的小傢伙，

所以使用的是譬喻修辭 

30、(A)假設語氣 (B)推測語氣 (C)推測

語氣 (D)譬喻中的略喻 

31、(B)象徵子女 (C)象徵父愛 (D)象徵

故鄉事 

32、(B)「雲鬢」指的是如烏雲般的秀髮，

因此「雲」在此使用了轉品修辭，非借

代 

33、(A)誇飾 (B)「賤」是形容詞轉為動

詞 (C)譬喻 (D)映襯 

34、眼睛所見綠色的苔蘚長上階梯，青草

色映入門簾，所以是視覺 

35、孔明借東風、桃園三結義、賠了夫人

又折兵皆是三國演義中的情節 

36、(B)唐朝還是有古詩，李白、白居易等

皆有作品 

37、(A)冬季 

38、(A)對人的敬稱，用以稱呼對方 (B)

自謙詞 (C)古代王侯的自稱 (D)自謙

詞 

39、從題目可知所描述的是二郎神楊戩 

40、 (A)賀作文比賽 (B)賀書法比賽 (D)

賀運動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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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二卷 

1、「麂」鹿：ㄐㄧˇ 

2、(C)親密 

3、(A)悴 (B)萃 (C)粹 

4、「咖」哩飯的「咖」讀音為ㄎㄚ 

5、(A)ㄙㄚ (C)ㄔㄥˊ (D)ㄓㄨㄥˋ 

6、沏壺好茶／雕欄玉砌／切磋琢磨 

7、題目的意思為英華將心中的委屈全部向

老朋友說出 

8、題目意思：美色易於抵擋，情感卻難於

防備，這正是指欲望無法超越情感 

9、(B)在此是名詞，指責任感及勇於背負

責任的勇氣 

10、殷切：熱切。深切：深刻。迫切：急

切 

11、(A)(C)(D)屬同義詞 (B)「扶搖直

上」：後喻仕途得意，步步高升；

「一落千丈」：指成績、地位等急速

下降 

12、(A)應改成：「如果你明天無法參加，

最好先報告老師」較通順 

13、(A)(B)(D)為近義詞 

14、(A)欲罷不能 (B)戰戰兢兢 (C)大而

化之 

15、(A)大笑不已 (B)不被細節禮俗所約

束 (C)遇到預料之外的喜事而特別高

興 (D)非常憂愁 

16、(A)高超的計謀 (B)玩弄手段欺騙他

人 (C)形容極其高妙，無法預料 (D)

形容人行動快捷，難以預測 

17、(A)持之以恆 (B)一知半解卻好在人

前賣弄 (D)天無絕人之路 

18、比喻經歷事件後，才能有了經驗，增

加智慧 

19、(A)端莊華麗且貴氣 (B)氣量不凡且

神氣 (C)形容男子身材高大挺立 

20、題目和(A)表示的是妹妹代替我打掃了

房間 (B)妹妹和我兩人一起打掃 (C)

妹妹「要求」我打掃，而她未打掃 

(D)句子表達不完整 

21、(A)被動句 (C)假設句 (D)因果句 

22、(A)「即時」「立刻」刪其一 (B)

「很大」「懸殊」刪其一 (C)「意外」

刪除 

23、題目原句：高雄英國領事館每年吸引

數十萬遊客參觀，卻有學者指出這裡

其實是領事官邸，根本不是辦公室 

24、(A)「雖然」、「但是」為文意完整的

連接詞 (B)「如果」是假設語氣，和

文意不合 (C)「因為」須接「所以」，

文意才完整 (D)「就算」須接「還

是」，文意才完整 

25、前兩者表示並列的單詞，最後則表示

刪節，故選(D) 

26、引號可用以表示特別指稱的詞語，故

選(A) 

27、題目所指的是轉化中的擬人修辭 

28、題目意思：站在深谷邊羨慕著有魚可

吃，不如立刻去編結漁網，好能捕魚。

強調實踐的重要，因此選(D) 

29、(D)是誇飾 

30、(B)懸問 (C)提問 (D)懸問 

31、(A)(B)(C)皆是呼告修辭 

32、(A)類疊、排比 

33、(A)無修辭法 (B)無修辭法 (C)「明

亮的環境，優雅的氣氛，美味的食物」

使用了排比法 (D)譬喻法。「禮貌」

是喻體，「是」為喻詞，「鏡子」是

喻依 

34、(A)論語是語錄體，是儒家的重要經典，

非史書 

35、(B)先將事情的結果或某個重要的情節

放在開頭 (C)寫文章的過程，暫時中

斷主體敘述的事情，插入一些和主體

事件相關的資料 (D)在文章採用順敘

或倒敘結束後，最後再做一番補充說

明的敘述文字 

36、(A)玉皇大帝是天庭之元首，民間傳說

中是天界地位最高的神之一 

37、辛棄疾的〈賀新郎〉 

38、(B)稱對方的母親 (C)稱對方的兒子 

(D)稱對方的女兒 

39、信封上宜寫上收信人的姓名，不能只

以姓氏概含 

40、(D)送別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