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WT 全民中文能力檢定
語文素養 初等題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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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單題(1~40)題
1、 下列各組「 」內詞語，何者使用完全正確？
(A)臺北「市立」圖書館／「視力」眼的人／矯正後的「勢利」
(B)美味的「食物」／工作的「實務」經驗／網購商品的「實物」
(C)人口密集的「程式」／「成事」不足，敗事有餘／開啟電腦「城市」
(D)「原著」型的筆筒／接受慈善機構的「圓柱」／「援助」小說改編的電影
2、 君君想投稿報紙專欄，想請朋友幫他修改文章，請問下列哪個詞語被修潤後的意思改變
了？
我從小就被「灌輸」兄友弟恭的觀念，身為家中的老大，我更應該要努力成為弟妹們的
「楷模」。因此我費盡「苦心」想要達到爸媽的要求，怎知一次無心的失誤，卻讓一向
溫柔待我的媽媽「變臉」。
(A)灌輸──灌注
(B)楷模──榜樣
(C)苦心──憂心
(D)變臉──發火
3、 「當哥哥寫完功課時，媽媽驚訝的說：_________」下面四個選項中的哪句話，最不可
能是媽媽的說話內容？
(A)寫完了嗎？快來吃水果
(B)你居然把功課全寫完了
(C)你是怎麼辦到的？一轉眼就寫完了
(D)你的字怎麼變這麼好，我都認不出來了
4、 「每逢新學期的開始，總有許多人挑選新的書包，他們會以顏色、圖案等造型特徵，或
背帶設計等舒適度來做選擇的依據。」這段文字主要表達了什麼想法？
(A)新學期開始時，人們一定要挑選新書包
(B)人們挑選書包時，只會考慮圖案和顏色
(C)人們會以造型特徵或舒適度做為挑選書包的依據
(D)人們只以背帶設計的舒適度做為選擇書包的依據
5、 浩角翔起參加暑期「修修連」文學營隊，來到「擬人修辭」這一關，面對四個句子，他
們感到疑惑了。為了早點破關，請你在下列句子中，幫他們找出真正運用擬人的修辭
法？
(A)你就是那天上閃耀的一顆星
(B)你的快樂建築在我的痛苦上
(C)輕輕的我來，正如你輕輕地走
(D)細細一線，卻想與整座天空拔河
6、 小明寫了寒假作業交給老師修改，卻被老師挑出了一些錯字，請問下列文句中，哪一句
用字完全正確？
(A)下週要過年了，媽媽一早出門前就吩付我要整裡房間
(B)奶奶烹調的手藝絕佳，讓我每天都有享用不盡的美食
(C)吃完年夜飯，弟弟模彷搞笑藝人，逗得全家鬨堂大笑
(D)下午騎腳踏車鍛鍊體迫，卻不小心碾到了石頭跌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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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以下擷取自新聞報導的文句中，何者沒有語病？
(A)台灣已邁入高齡化社會超過二十年以上，而且老化的速度正急速加快中
(B)攝影比賽的獲獎者，一幅幅照片紀錄寫下了四月期間，媽祖遶境活動的點點滴滴
(C)國際拳擊總會主席指出，拒領獎牌違反奧林匹克精神，是正在進行一個最壞的運動
示範
(D)「蕃藝書屋」是首家原住民書店，取自「翻譯」的音，意味書要經過詮釋才能消化
成個人智慧
8、 下列連接詞，何者使用最適切？
(A)一旦出現大量掉髮，「反而」可能是疾病警訊
(B)我們的團隊非常賣力，「即使」我們輸掉了比賽
(C)我們不能去參加尾牙，「雖然」那個週末必須出差
(D)人人都想成功，「但是」我們能做的難道只有埋頭苦幹
9、 小銓聽完演講，想把內容分享在社群軟體上，但有兩個同音字不知道怎麼選字。請閱讀
下列句子，幫小銓選出正確的字。
一位好的領導者面對問題，絕對不能「ㄧˋ」氣用事，應當要能集思廣「ㄧˋ」，才能
想出最好的解決方法。
(A)義／益
(B)義／異
(C)意／益
(D)意／異
10、 下列各組「 」內詞語意義，何者前後相同？
(A)我很欣賞你做任何事都「全力」以赴的精神／哥哥用盡了「全力」才爭取到這份工
作
(B)最愛的布丁被偷吃掉，小華哭著說要找弟弟「算帳」／公司會計正在專心地「算
帳」
(C)看見草地上遍開的「白花」，美美開心得尖叫／老闆「白花」了許多錢，卻買到劣
質的假貨
(D)不友善的工作環境，讓新進員工覺得處處碰「釘子」／要記得更換生鏽的「釘
子」，否則很容易發生危險
11、 下列各新聞的擷取文句，何者沒有語病？
(A)今年亞太小姐選美比賽的競賽現場中，出現不少位明星臉，相當引人關注
(B)大家眾所皆知的足球世界盃將在 2014 年 6 月 12 日至 7 月 13 日在巴西舉行
(C)氣象學者表示：一百多年以來，芬蘭氣溫的上升幅度是世界上其他地方的兩倍
(D)青棒階段的曉民，不僅投打兼顧，攻守的穩定度更高人一截，是教練眼中未來的明
日之星
12、 下列文句「 」中的生活用語，何者使用正確？
(A)多位學者今天表示，貿易協議是我國加入區域經貿整合的「白手套」
(B)頂著博士光環的許主任，為人隨和，也不「挑大梁」，學校的大小事務都主動參與
(C)此次肇事的石化管線，管轄單位就高達七個，事權分散，造成政府部會互「敲門
磚」
(D)曉雨打電話預約計程車，結果卻被「放鴿子」，行程也因此耽誤，讓她氣得向消保
官投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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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確定出遊日期，眾人□七嘴八舌的開始討論細節。」□中的連接詞最適合填入下列
哪一組？
(A)一……就
(B)有……有
(C)當……也
(D)一……還
14、 廣告詞可以藉由產品對自己五官接觸所產生的心理感覺加以描述，例如：視覺、聽覺、
嗅覺、味覺、觸覺等感受。下列各項廣告語，何者使用這種寫作方式？
(A)巧克力：「只溶你口，不溶你手。」
(B)啤酒：「什麼最青？台灣啤酒最青。」
(C)果菜汁：「三餐老是在外，人人叫我老外。」
(D)洗髮精：「柔柔亮亮，閃閃動人，輕輕一撥回復漂亮的髮型。」
15、 下列句子中，何者「 」中的詞語意思是相同的？
(A)花園裡鳥語花香，充滿「生氣」／「生氣」時，很難說出好話
(B)我喜歡在假日時到大「自然」裡走走／我們不能破壞「自然」生態
(C)前幾天這裡曾發生瓦斯「爆炸」事件／這是一個知識「爆炸」的時代
(D)陽光「刺眼」，讓我張不開眼睛／心情不好時，看什麼都覺得「刺眼」
16、 小花在網路上讀到某部電影的簡介：「他被歷代皇帝尊封為『武聖』，在人們的心目
中，早已超越歷史人物所具備的意義，地位已達『神』的高度。本片以最膾炙人口的
『過五關斬六將』事蹟為主軸，從最具人性的角度，重新詮釋由一介武將到憑著忠肝義
膽成為神格化的過程！最值得一提的是，他身騎赤兔馬、手掄青龍偃月刀，千里走單騎
的颯爽英姿和絕倫武藝，將如何重現於大銀幕？早已備受全球影迷期待！」
若小花想先了解電影的故事，應該去看哪一本書？
(A)《水滸傳》
(B)《三國演義》
(C)《封神演義》
(D)《聊齋誌異》
17、 以下句子，何者連接詞使用完全正確？
(A)假如人真的有心做一件事，「即使」再忙也一定挪得出時間
(B)綁架白曉燕的綁匪終於繩之以法，人民「就算」可以放心
(C)好朋友之間的誤會澄清後，「縱使」和好如初了
(D)強颱「儘管」來襲，大家要提高警覺
18、 曉義到臺灣學習中文，發現許多字詞可以疊用，下列用法何者較為恰當？
(A)這篇文章的結構「鬆鬆散散」，可讀性不高
(B)這間辦公室有著「整整潔潔」的環境，令人印象深刻
(C)方老師教學總是「嚴嚴肅肅」，私底下卻幽默風趣，真是判若兩人
(D)自從高速鐵路通車，臺灣的交通更為「方方便便」，南北往來十分順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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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童詩裡經常透過轉化物體的性質，例如：賦予花兒情緒、將抽象的心靈具體化，讓文章
的描述更加生動。請問下列選項中的文句，何者使用了這種寫作手法？
(A)老師／就像慈祥的母親／不時的照顧我們（鍾欣樺〈老師〉）
(B)書是一扇神奇窗／打開書／就看見奇妙景象（林世仁〈書〉）
(C)蟬兒唧唧的唱著歡迎歌／風兒也呼呼的伴奏著／好一個愜意的秋（吳祖鈞〈好一個
秋〉）
(D)臭老貓 快走開／別到我家窗口來／快走開呀快走開／好讓我把／鹹魚板鴨掛起來
（羅青〈臭老貓〉）
20、 下列各句，何者沒有多餘的語詞?
(A)弟弟緩慢而笨拙的做完母親節卡片
(B)上課的時候，他們默默安靜的寫作業
(C)你這麼大了，難道還不能料理照顧自己嗎
(D)我的膠帶用完了，然而可是書店已經關門了
21、 王冕看了一回，心裡想道□「古人說：□人在畫圖中□，實在不錯！」
上句□依序應填入哪些適當的標點符號？
(A)； 「 」
(B)； 『 』
(C)： 「 」
(D)： 『 』
22、 請重組以下選項使其成為通順合理的句子：（A）山水、河海 （B）的歷練
（C）何來 （D）沒有經歷過 （E）豐富的人生
(A)DCEAB
(B)BDACE
(C)DABCE
(D)EDBCA
23、 下列選項，何者不屬於動態的描寫？
(A)牠像虹似地一下就消逝了，留下的是無限的迷惘
(B)母親洗淨雙手，撮一撮桂花放在水晶盤中，送到佛堂供佛
(C)他那秀美的面容，悠閒的態度，完全表現出一個書生政治家來
(D)他用兩手攀著上面，兩腳再向上縮，他肥胖的身子向左微傾，顯出努力的樣子
24、 「每天早上總得一大早就出門搭公車，上了車後又得像沙丁魚一樣的跟大家擠在一塊
兒，在歷盡千辛萬苦後才能抵達學校。」這個句子主要是想要表達什麼呢？
(A)每天都很早出門是很辛苦的一件事
(B)上學得一早出門且擠公車才能到校
(C)早上出門的人都像沙丁魚一樣多
(D)每天早上只能搭乘公車上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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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人類砍倒了森林，改種能提供生物燃料的甘蔗和棕櫚，這樣的舉動正在摧毀亞洲、非
洲和南美洲的雨林，導致全球暖化。保護雨林的工作變得越來越重要。」這段文字主要
表達了什麼觀念？
(A)甘蔗和棕櫚是新興的替代能源
(B)因為全球暖化，雨林正快速的消失中
(C)人類已成功復育雨林，降低全球暖化
(D)為了減緩全球暖化，森林保護成了刻不容緩的問題
26、 作文開頭易犯的毛病有「喧賓奪主」，意指偏離主題。例如文章題目為我的志願，文章
大部分都在說智力的重要。請問以下哪個選項犯了「喧賓奪主」的弊病？
(A)作文題目「我的故鄉」，故鄉只在最後一段提起
(B)作文題目「英倫遊學記」，文章大部分介紹在英國的遊學情況
(C)作文題目「愉快的聚餐」，文章主要談自己在一次聚餐中的愉快經驗
(D)作文題目「我的收藏品」，文章第一段就講明收藏品的特徵、來由、收藏方式等等
27、 「媽媽唱著拿手的歌曲，哥哥一面唱和，一面拖著地。」「和」字讀音和下面哪個字相
同？
(A)「喝」水
(B)「賀」卡
(C)「合」理
(D)「汗」水
28、 小花和爸爸去飯店出席一場訂婚喜宴，當天該飯店有四個廳辦理宴會，依據門口題辭，
小花應該要去哪一個廳？
(A)星光廳：福祿雙星
(B)海洋廳：白首成約
(C)世紀廳：桃李芬芳
(D)環球廳：喜報鶯遷
29、 「在家人連續數日受到媒體的追逐之後，王建民宣布停止接受台灣媒體的採訪。」從這
段文字中可以知道的事情是下列何者？
(A)王建民比較喜歡外國記者
(B)媒體的追逐已對王建民造成困擾
(C)王建民雖然有名，卻是個難相處的人
(D)媒體只報導家人的事，王建民吃醋了
30、 甲：狡( )三窟
乙：如( )添翼
丙：尖嘴( )腮
丁：兵荒( )亂
請將( )中的動物名稱依照十二生肖的順序排列出來。
(A)甲乙丙丁
(B)乙甲丁丙
(C)丙乙丁甲
(D)丁甲乙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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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留一點餘地給別人，我們的生命會更開闊」。下列何者是這句話最想傳達的想法？
(A)待人要寬容
(B)處世要圓滑
(C)要體諒別人
(D)要學會分享
32、 阿英對小華說：「每次出事你都不自己想辦法解決，這次我決定不幫你了！」從阿英的
話中可以推論：
(A)小華很依賴，老是要人幫他
(B)小華很可憐，阿英都不肯幫他
(C)阿英很生氣，打算和小華絕交
(D)阿英很小氣，一點小忙也不肯幫
33、 「根據科學家的發現，海豚在游泳或海鷗在飛翔時，有時會閉上一隻眼睛，因為此時牠
們正一邊以左右腦交替著睡覺，一邊繼續飛行或游泳。」這段文字主要表達了什麼想
法？
(A)海豚或海鷗會一邊閉上眼睛，一邊睡覺
(B)對於海豚或海鷗，科學家常會有一些有趣的發現
(C)科學家發現海豚或海鷗的左右兩邊的腦會輪流睡覺
(D)海豚或海鷗會閉上一隻眼睛的原因，是因為想睡覺
34、 「你曾看過這樣的一本書嗎？看完這本書後，讓你心中的震撼久久不能平復，彷彿產生
了一圈又一圈感同身受的漣漪。」這段文字主要表達了什麼想法？
(A)有些書會引起讀者感同身受的感動
(B)看完書之後，都會產生感同身受的漣漪
(C)當心情震撼不能平復時，就會產生漣漪
(D)當心裡的震撼不能平復時，就會產生感同身受的心情
35、 新書店開幕，請問應該選用下列哪一組對聯最適合？
(A)美味招來雲外客，清香引出洞中仙
(B)經營不讓陶朱富，貿易常存管鮑風
(C)刻刻催人資警醒，聲聲勸爾惜光陰
(D)大塊文章百城富有，名山事業千古長留
36、 我絕對不是這個「意思」，你不要誤會。上句「 」中的詞語意思和下面哪一個相同？
(A)聽他的「意思」，好像同意我們的看法
(B)這篇文章的「意思」艱深，不容易了解
(C)今天的活動很無聊，沒什麼「意思」
(D)你這麼做，實在是太不夠「意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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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歡迎大家蒞臨□□，招待不周還請見諒。」□□宜填入何詞？
(A)小屋
(B)敝舍
(C)貴府
(D)寒舍
38、 請從下列句子中，找出哪一句誤用了成語？
(A)經過徹夜長談之後，他倆「盡釋前嫌」，決定「重修舊好」
(B)看他的外表「衣冠楚楚」、「文質彬彬」，沒想到竟然是金光黨成員
(C)這家烤肉店「膾炙人口」風味獨特，每到用餐時刻總是「座無虛席」
(D)班長因為「無心之過」而成為「眾矢之的」，委屈的在班會上掉下眼淚
39、 下列哪個句子中的「決定」是動詞？
(A)經過討論，對於校外教學地點，我們有了新的「決定」
(B)無論你說什麼，我們的「決定」都不可能改變的
(C)你要趕快下「決定」，別人才知道你要的是什麼
(D)今年暑假，我們「決定」去動物園玩
40、 「生產」這個詞語中的兩個字意思皆相近，這種詞語稱為「同義複詞」，使語氣更為充
足，語意更加充實。請問下列哪個選項不是「同義複詞」？
(A)消滅
(B)增加
(C)脫離
(D)涼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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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題組(41~50)題
桂冠的由來眾說紛紜，相傳在希臘神話中，太陽神阿波羅緊追美貌脫俗的黛芙妮，後者
擺脫不成而自願變成月桂樹，阿波羅傷心之餘，只好將她的枝葉編成頭冠，作為紀念。後來
桂冠成了至高榮耀的象徵，除了打勝仗的英雄和奧運優勝者，傑出的詩人也可得到頭戴桂冠
的殊榮。
另一說法，則是在古希臘時代時，原以橄欖枝花環作為奧林匹克運動會勝利者的唯一獎
賞。後來人們又用月桂樹樹枝代替了橄欖枝，即所謂桂冠的由來。1896 年第一屆現代奧運會
在希臘舉行的時候，冠軍在獲得銀質獎章和證書之外，同樣還被授予一個桂冠的花環。
41、 依據文章說明判斷，下列何人最有資格獲得桂冠？
(A)被放逐的屈原
(B)北伐失利的岳飛
(C)出師未捷的諸葛亮
(D)受唐玄宗賞識的李白
42、 最初的古希臘奧林匹克運動會勝利者可獲得下列何種獎賞？
(A)月桂樹枝
(B)橄欖枝花環
(C)黛芙妮的頭冠
(D)阿波羅的飾品
43、 黛芙妮為擺脫阿波羅而作出何種行為？
(A)選擇跳海化為浪花
(B)選擇接納阿波羅
(C)選擇成為月桂樹
(D)選擇化為塵埃
44、 根據文中說明，桂冠象徵下列何者？
(A)至高的榮耀
(B)無窮的神力
(C)脫俗的美貌
(D)至上的權力
近年來，棕櫚樹在馬來西亞及印尼等國家被大量種植，當地政府一度大為鼓勵，甚至出
現私人濫伐種植。為了種植棕櫚樹，當地居民不惜砍伐熱帶雨林，而其他國家如泰國等，也
跟著啟動了大規模的種植計畫。東南亞擁有全球最重要的熱帶雨林之一，當雨林的面積逐漸
縮小，便引起外界關注。熱帶雨林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除了透過光合作用製造氧氣之外，還
是許多動物的家。根據統計，全世界熱帶雨林的面積雖然只有地球表面的 7%，但卻孕育了超
過一半的生物種類，如今熱帶雨林因為種植棕櫚樹而被濫墾濫伐，是非常嚴重的問題。根據
一份報告指出，棕櫚樹的種植，造成印尼的紅毛猩猩以每週死亡 50 隻的速度邁向滅絕，而全
世界吃著棕櫚油餅乾，使用棕櫚油衛生用品的消費大眾，在不知不覺的情況下都成了幫凶。
45、 種植棕櫚樹的主要目的為何？
(A)各國政府的鼓勵
(B)居民濫墾濫伐
(C)經濟效益高
(D)製造氧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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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下列有關熱帶雨林的敘述何者正確？
(A)是紅毛猩猩的家
(B)土地肥沃適合農耕
(C)東南亞有世界上唯一的雨林
(D)政府鼓勵在雨林種植棕櫚樹
47、 印尼紅毛猩猩滅絕的原因為何？
(A)棕櫚樹遭到砍伐
(B)棲息地大量減少
(C)獵人不法捕捉
(D)沒有天敵
俗話說，「早睡早起身體好」，是有一定科學根據的。
專家指出，正常睡眠是由深睡眠和淺睡眠交替構成，但只有深睡眠才是有效睡眠，對消
除疲勞、恢復體力有重要作用，但它在總睡眠時間佔了 15%左右。因此，最好能在晚上 11 點
前入睡，1 個小時後順利進入深睡眠，最能保證良好的睡眠品質。
對於失眠現象，專家建議：白天應進行適度的體能活動，也不要在床上進行看電視、閱
讀等非睡眠活動；此外，不論幾點入睡，清晨都應定時起床，也應堅持固定的上床與起床時
間，才可維持正常的睡眠節律，提高睡眠效率。
48、 以上的資料內容與敘述方式看來，最不可能是下列哪種媒體提供的？
(A)百科全書
(B)電視新聞
(C)報章雜誌
(D)電腦網路
49、 根據上面文章的內容，下列何者敘述是正確的？
(A)白天劇烈的運動有助於入睡
(B)長時間的睡眠能消除疲勞改善體力
(C)不熬夜，午夜前入睡能提高睡眠品質
(D)晚睡晚起規律的作息能提高睡眠品質
50、 從本文來看，下列哪種行為不能改善失眠現象？
(A)固定的上床與起床時間
(B)維持正常的睡眠節律堅持
(C)白天應進行適度的體能活動
(D)在床上進行看電視、閱讀等非睡眠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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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WT 全民中文能力檢定範例試題解答
等級：初等
1

2

3

4

5

6

7

8

9

10

B

C

A

C

D

B

D

D

C

A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C

D

A

D

B

B

A

A

C

A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D

C

C

B

D

A

B

B

B

B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A

A

C

A

D

A

D

C

D

D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D

B

C

A

Ｃ

Ａ

Ｂ

A

C

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