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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單元 字音字形題庫 

一、99～108 年度．郵局歷屆試題 

（ ） 下列文句「 」中的字詞讀音，何者正確？ 

冬天一到，「涮涮」鍋的生意門庭若市→ㄕㄨㄢ̀  

年關將近，大樂透彩「券」加碼刺激買氣→ㄐㄩㄢ̀  

機車大盜膽大妄為的行徑，令人「咋」舌→ㄗㄨㄛ̀  

不多做運動，「臀」部肌肉容易鬆弛→ㄉㄧㄢ̀  

【99 營運職】 

：。 

：年關將近，大樂透彩「券」加碼刺激買氣→ㄑㄩㄢ̀ 。 

機車大盜膽大妄為的行徑，令人「咋」舌→ㄗㄜˊ。 

不多做運動，「臀」部肌肉容易鬆弛→ㄊㄨㄣˊ。 

（ ） 下列「 」中的讀音，何者前後兩兩相同？ 

「淼」茫／「描」寫 「矗」立／「桎」梏 

「森」林／「深」夜 「麤」衣／「粗」糙 

【99 營運職】 

：。 

：ㄇㄧㄠˇ／ㄇㄧㄠˊ。 

ㄔㄨˋ／ㄓˋ。 

ㄙㄣ／ㄕㄣ。 

ㄘㄨ／ㄘㄨ。 

（ ） 下列各選項「 」中的字，何者讀音完全相同？ 

一早醒來，我「朝」向東方，看著「朝」暾冉冉升起的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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立刻將心中厭「惡」的事，或是人間「惡」毒的種種拋諸腦

後 

我相信人應該堅定自己的信念，不要沒有目「的」地無「的」

放矢 

就能夠為自己「掙」來生存的意義，而不是很辛苦很「掙」

扎的過日子   【99 營運職】 

：。 

： 一早醒來，我「朝」向東方，看著「朝」暾冉冉升起

的美景（ㄔㄠˊ／ㄓㄠ）。 

立刻將心中厭「惡」的事，或是人間「惡」毒的種種

拋諸腦後（ㄨˋ／ㄜˋ）。 

我相信人應該堅定自己的信念，不要沒有目「的」地

無「的」放矢（ㄉㄧˋ）。 

就能夠為自己「掙」來生存的意義，而不是很辛苦很

「掙」扎的過日子（ㄓㄥˋ／ㄓㄥ）。 
 

（ ）  「這件衣服配上她佼好的臉傍，真是相得易張，更顯出她的氣

質。」這一段話共有幾個錯字？ 

2 個 3 個 4 個 5 個 

   【99 專業職】 

：。 

：「姣」好臉「龐」、相得「益」、「彰」。 
 

（ ）  下列各組「 」內的字，何者讀音相同？ 

紅豆「餡」餅／衝鋒「陷」陣 

移情別「戀」／「孿」生兄弟 

「噤」若寒蟬／正「襟」危坐 

一丘之「貉」／「絡」繹不絕  【99 專業職】 

：。 

：紅豆「餡」餅／衝鋒「陷」陣：ㄒㄧㄢ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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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情別「戀」／「孿」生兄弟：ㄌㄧㄢˋ／ㄌㄨㄢˊ。 

「噤」若寒蟬／正「襟」危坐：ㄐㄧㄣˋ／ㄐㄧㄣ。 

一丘之「貉」／「絡」繹不絕：ㄏㄜˊ／ㄌㄨㄛˋ。 

（ ） 下列各組「 」內的字，何者讀音相同？ 

「翌」日清晨／浮雲「翳」日／繁星「熠」熠 

悔過自「懺」／「纖」悉無遺／「殲」一警百 

不「忮」不求／鬼魅「伎」倆／黔驢「技」窮 

眼花「撩」亂／登高「瞭」望／星火「燎」原 

   【100 專業職】 

：。 

：ㄧˋ／ㄧˋ／ㄧˋ。 

ㄔㄢˋ／ㄒㄧㄢ／ㄐㄧㄢ。 

ㄓˋ／ㄐㄧˋ／ㄐㄧˋ。 

ㄌㄧㄠˊ／ㄌㄧㄠˋ／ㄌㄧㄠˋ。 

（ ） 下列各選項「 」內的字，音讀正確的是： 

「俎」上肉：音ㄘㄨ́  

有豕白「蹢」：音ㄊㄧ́  

一丘之「貉」：音ㄏㄜ́  

「剜」肉補瘡：音ㄨㄢ̌   【100 專業職】 

：。 

：ㄗㄨˇ；ㄉㄧˊ；ㄨㄢ。 

（ ） 有關「瑕、遐、暇、假」幾個字的成語當中，下列何者用字正

確？ 

白璧微假 天賜遐齡 目不瑕給 天不暇年 

【101 專業職】 

：。 

：瑕；暇；假。 

（ ） 下列為一則新聞報導：「近來美牛案仍在立院審議，立法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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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行政官員袞袞諸公們，仍努力協調，時常枵腹從公，廢寢忘

食。但也偶有一些尸位素餐之士，表現出事不關己之狀，讓人

聯想到那些汙吏黠胥，只貪圖一己之利，令人作嘔。」下列敘

述何者正確？ 

袞袞音讀同「滾滾」，指心寬體胖之狀 

枵音讀同「號」，是指餓著肚子辦理公務 

尸音讀同「師」，尸位是指空居職位而有虧職守 

黠音讀同「邪」，汙吏黠胥指貪贓枉法、狡猾奸詐的官吏 

    【101 專業職】 

：。 

：指眾多。 

讀為「消」。 

讀為「峽」。 
 

（ ）  請選出正確字形的選項： 

名副其實 美輪美煥 遊攬勝地 顢憨官員 

【101 專業職】 

：。 

：美輪美奐。 

遊覽勝地。 

顢頇官員。 
 

（ ）  下列各組常用的詞語，完全沒有錯別字的選項是： 

真知卓見／虎視眈眈／濫魚充數 

國事建言／習習相關／迫不急待 

準備就緒／按部就班／相得益彰 

一股作氣／奴顏婢膝／拾人牙惠 【102 專業職】 

：。 

：真知「灼」見／虎視眈眈／濫「竽」充數。 

國「是」建言／「息息」相關／迫不「及」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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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鼓」作氣／奴顏婢膝／拾人牙「慧」。 

（ ） 下列「 」的字音中，何者錯誤？ 

「抨」擊對手：ㄆㄥ 買「櫝」還珠：ㄉㄨ̀  

神明「庇」佑：ㄅㄧ̀  黃髮垂「髫」：ㄊㄧㄠ́    

【102 專業職】 

：。 

：讀為ㄉㄨˊ。 

（ ） 下列哪一選項「 」中的讀音與其他選項不同？ 

教「唆」犯罪 青年才「俊」 

重山「峻」嶺 深潭「浚」谷 

【104 專業職】 

：。 

：讀為ㄙㄨㄛ。其餘皆讀為ㄐㄩㄣˋ。 

（ ） 下列詞語完全正確的是： 

意不容辭 令人咋舌 人謀不贓 磬竹難書 

【104 專業職】 

：。 

：義不容辭。人謀不臧。罄竹難書。 

（ ） 下列詞語中「 」內之用字何者正確？ 

「潰」不成軍 功虧一「匱」 

不虞「饋」乏 「聵」贈禮物 

【104 專業職】 

：。 

：功虧一簣。不虞匱乏。餽贈禮物。 

（ ） 「一則ㄐㄧ̀ 語」的「ㄐㄧ̀ 」，下列何者正確？ 

羯 偈 碣 遏 

【105 職階人員（專業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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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偈語，指中國僧侶所寫蘊含佛法的詩。 

（ ）  下列注音，何者正確？ 

「與」於蜡賓﹙ㄩˇ﹚ 「懾」於餓寒﹙ㄕㄜ̀ ﹚ 

幼有所「長」﹙ㄔㄤˊ﹚ 木直「中」繩﹙ㄓㄨㄥ̀ ﹚  

【107 營運職】 

：。 

：ㄩˋ。ㄕㄜˊ。ㄓㄤˇ。 

（ ）  下列選項，何者沒有錯別字？ 

不恥下問 不屈不擾 不徑而走 不共帶天 

【107 營運職】 

：。 

：不屈不撓。不脛而走。不共戴天。 

（ ）  下列文句，何者用字完全正確？ 

他阿諛諷承的嘴臉真令人討厭 

商店見人潮散去便想提前打佯 

再多懊惱也不能改變現實狀況 

腸枯思劫的他一直想不出辦法 【107 營運職】 

：。 

：阿諛奉承。提前打烊。腸枯思竭。 

（ ）  感同「ㄕㄣ」受、「ㄕㄣ」先士卒、諱莫如「ㄕㄣ」的三個「ㄕㄣ」

字，依序應是： 

身／身／深  身／深／深  

深／身／身  深／深／身 

【107 營運職】 

：。 

：為正確。 

（ ）  下列各組「」內的字，讀音相同的選項是： 

相互攻「訐」／宵衣「旰」食 

黃髮垂「髫」／千里「迢」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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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沽」名釣譽／「賈」人渡河 

打通經「絡」／賄「賂」公行 

【108 專業職】 

：。 

：ㄐㄧㄝˊ／ㄍㄢˋ。 

ㄊㄧㄠˊ／ㄊㄧㄠˊ。 

ㄍㄨ／ㄍㄨˇ。 

ㄌㄨㄛˋ／ㄌㄨˋ 

（ ） 下列文句，完全沒有錯別字的選項是： 

癌症病人承受無以明狀的痛苦 

老李對我渲耀苦練健身的成果 

青年學子對電子遊戲趨之若騖 

華人的倫理觀念早已根深柢固 

【108 專業職】 
：。 

：無以「名」狀。 

「炫」耀。 

趨之若「鶩」。 

（ ） 「□得同情／□然色變／放手一□」，三個詞語的□內依序應

填入何者，用字才正確？ 

博／搏／駁  博／勃／搏 

搏／勃／膊  搏／駁／博 

【108 專業職】 

：。 

：「博」得同情；「勃」然色變；放手一「搏」。 

（ ） 下列詞語，何者沒有錯別字？ 

日慕途窮  風聲鶴立 

暇不掩瑜  穠纖合度 

【108 專業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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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暮」途窮。風聲鶴「唳」。「瑕」不掩瑜。 

（ ）  「郵政機關於接受包裹郵件時，□認其內裝之物為郵政禁寄物

品，□有違反郵政法規者，□令寄件人開拆查驗其內容，□為

驗訖之證明，寄件人如拒絕拆驗時，郵政機關得拒絕接受該郵

件。」這段文字□內最適合填入的詞語依序是： 

得／如／或／並 得／並／如／或 

如／或／得／並 如／並／或／得  

【108 專業職】 

：。 

：選項為通順。句子如以下：如認其內裝之物為郵政禁

寄物品，或有違反郵政法規者，得令寄件人開拆查驗其

內容，並為驗訖之證明。 

（ ）  下列文句，何者沒有「詞語冗贅」的情形？ 

在創作這齣戲時，我前所未有的陷入不曾發生過的困境 

一個人之所以會有痛苦，就是因為緣於自我的執念太強 

我們總是以為變成自己所希望的樣子後，就能得到快樂 

世界就是因為每個人都形貌各異且不一樣，才豐富有趣 

【108 專業職】 

：。 

：在創作這齣戲時，我「前所未有」的陷入「不曾發生」

過的困境。 

一個人「之所以」會有痛苦，就是「因為」緣於自我

的執念太強。 

世界就是因為每個人都形貌「各異」且「不一樣」，

才豐富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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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各類考試．經典試題延伸 

（ ）  「拳拳服□／左支右□／一□作氣／□拔弩張」上列成語□內

應填入的字依序是： 

贗／詘／股／箭 膺／絀／鼓／劍 

贗／絀／鼓／劍 膺／絀／股／箭 

：。 

：拳拳服「膺」／左支右「絀」／一「鼓」作氣／「劍」

拔弩張。 
 

（ ）  下列各組詞語「 」中的字，讀音前後相同的選項是： 

重「巖」疊嶂／屋舍「儼」然 

「瞿」塘峽／精神「矍」鑠 

天上宮「闕」／略無「闕」處 

山「楶」藻梲／「詰」屈聱牙 

：。 

：ㄧㄢˊ／ㄧㄢˇ。 

ㄑㄩ／ㄐㄩㄝˊ。 

ㄑㄩㄝˋ／ㄑㄩㄝ。 

ㄐㄧㄝˊ／ㄐㄧㄝˊ。 
 

（ ）  下列文句當中，完全沒有錯別字的選項是： 

翡冷翠稱為文化復興搖籃之地，即因這地方人文薈萃，人才

倍出 

聽到別人犯錯時，應該抱著哀矜勿喜的態度 

眾裡尋他千百度，陌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 

謙虛的人都能不齒下問，驕傲的人總自以為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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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輩」出。 

「驀」然回首。 

不「恥」下問。 
 

（ ）  下列選項內，各組「 」的字音，完全相同的是： 

通「緝」要犯／校刊編「輯」／打恭作「揖」 

酒「酤」於市／「沽」名釣譽／訓「詁」文義 

臉色憔「悴」／「萃」取濃縮／發揚國「粹」 

人為刀「俎」／暗夜「狙」擊／帝王崩「殂」 

：。 

：ㄑㄧˋ／ㄐㄧˊ／ㄧ。 

ㄍㄨ／ㄍㄨ／ㄍㄨˇ。 

ㄘㄨㄟˋ／ㄘㄨㄟˋ／ㄘㄨㄟˋ。 

ㄗㄨˇ／ㄐㄩ／ㄘㄨˊ。 
 

（ ）  下列音讀何者兩兩相同？ 

「惴」慄不安／「喘」然將死 

蟬聲「戛」然而止／「戕」害百姓 

不覺欲「曙」／面「署」第一 

禪宗「偈」語玄妙之至／碑「碣」之年久漫滅 

：。 

：ㄓㄨㄟˋ／ㄔㄨㄢˇ。 

ㄐㄧㄚˊ／ㄑㄧㄤˊ。 

ㄕㄨˋ／ㄕㄨˋ。 

ㄐㄧˋ／ㄐㄧㄝˊ。 
 

（ ）  下列文句，何者沒有語病？ 

學習者若能兢兢業業，不出數年必能出類拔萃 

為人處世務須玩歲愒時，否則會讓別人議論紛紛 

生活要想不捉襟見肘，就必須錙銖必較，食前方丈才行 

處處小心的人，總是前倨後恭，如臨深淵，如履薄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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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玩歲愒時」為浪費時間，於此句不恰當。 

「食前方丈」為飲食奢豪，於此句不恰當。 

「前倨後恭」為先前傲慢無禮，後又謙卑恭敬。比

喻待人勢利，態度轉變迅速。於此句不恰當。 
 

（ ）  下列詞語沒有錯別字的是： 

老身常談 心曠神貽 不忮不求 含情漠漠 

：。 

：老「生」常談。 

心曠神「怡」。 

含情「脈脈」。 
 

（ ）  下列四組成語，用字完全正確的是： 

輾轉反側／功虧一簀／力不從心 

南轅北轍／口密腹劍／司空見慣 

味同嚼臘／唾面自乾／孤掌難鳴 

懸崖勒馬／排山倒海／如出一澈 

：。 

：口「蜜」腹劍。 

味同嚼「蠟」。 

如出一「轍」。 
 

（ ）  下列詞語有錯別字的是： 

莫名奇妙 不甘雌伏 鍛羽而歸 恍然大悟 

：。 

：「鍛」羽而歸：鎩（音ㄕㄚ）。 
 

（ ）  下列詞語用字完全正確的選項是： 

頂頂大名／首屈一指 

舉棋不定／望其向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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饒勇善戰／克敵制勝 

相形見絀／慘澹經營 

：。 

：「鼎鼎」大名。 

望其「項」背。 

「驍」勇善戰。 
 

（ ）  下列「 」中用字正確的選項是： 

面對豐盛的尾牙菜色，人人「大塊朵頤」，好不歡樂 

在網路迅速的傳播下，老王樂善好施的聲名「不徑而走」 

敗陣一回的小丁「不甘勢弱」，堅持負傷再度上場挑戰對手 

縣政府新建智慧辦公大樓，本屆新進人員「躬逢其盛」，得

以使用 

：。 

：大「快」朵頤。 

不「脛」而走。 

不甘「示」弱。 
 

（ ）  「老王不僅見解相當□淺，做事也一向□衍了事，難怪總是成

事不足，敗事有餘。」句中□處依序應填入的字是： 

敷／浮 膚／浮 膚／敷 敷／膚 

：。 

：「膚」淺、「敷」衍。 
 

（ ）  下列詞語沒有錯別字的是： 

正襟違坐 侍才傲物 延街乞討 如履平地 

：。 

：正襟「危」坐。 

「恃」才傲物。 

「沿」街乞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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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下列「 」中的詞語，沒有錯別字的是： 

遇到困難，他總是「鍼默不語」 

看她「眩然哭泣」，讓人好不心疼 

他舉證「牽強附會」，沒有說服力 

強颱海棠「略過」花蓮，帶來強風豪雨 

：。 

：「緘」默不語。 

「泫」（ㄒㄩㄢˋ）然哭泣。 

「掠」過。 
 

（ ）  下列各文句□內應填入的字依序是： 

甲、往事如浮光□影般，迅速閃過她的腦海。 

乙、世運閉幕晚會的煙火，紛紛在夜空中綻放，令人眼花□亂。 

丙、世界三大男高音齊聚表演，有幸能□逢其盛，足以回味再三。 

略／撩／躬 略／瞭／恭 掠／撩／躬 掠／瞭／恭 

：。 

：浮光「掠」影／眼花「撩」亂／「躬」逢其盛。 
 

（ ）  甲、因為事態嚴重，我不得不加以懲處。 

乙、母親無時無刻惦記著你的安危。 

丙、你怎麼可以對親戚們不理不睬呢？ 

丁、無事不登三寶殿，現下正有一事相求。 

以上句子因為漏掉重要文字而使表意完全相反的選項是： 

甲 乙 丙 丁 

：。 

：應改為：母親無時無刻「不」惦記著你的安危。 
 

（ ）  下列文句中，完全沒有錯別字的選項是： 

近年房價居高不下，政府雖然有心處理，但恐怕力有不殆 

傳統行業雖日趨式微，但是若能注入新意，或可創造新生命 

臺南真是名負其實的文化古都，古蹟處處，令人發思古之幽情 



第一部分 單選測驗題 
主題式分類題庫 

 

16 

熱舞比賽競爭激烈，參加隊伍莫不使出混身解數，以求評審

青睞 

：。 

：力有不「迨」。 

名「副」其實。 

「渾」身解數。 
 

（ ）  下列各組「 」內的字音前後皆相同的選項是： 

甲、齟「齬」／囹「圄」 乙、清「癯」／「衢」道 

丙、「顢」頇／憤「懣」  丁、「愜」意／箱「篋」 

甲乙丙 乙丙丁 甲乙丁 甲丙丁 

：。 

：題目各字注音如下： 

甲、齬／圄：ㄩˇ／ㄩˇ。 

乙、癯／衢：ㄑㄩˊ／ㄑㄩˊ。 

丙、顢／懣：ㄇㄢˊ／ㄇㄣˋ。 

丁、愜／篋：ㄑㄧㄝˋ／ㄑㄧㄝˋ。 
 

（ ）  下列各組詞語「 」中的字，字音完全相同的是： 

經「緯」／費「禕」／瑰「瑋」 

樑「柱」／「拄」杖／「蛀」蟲 

「撩」亂／工「寮」／同「僚」 

夜「幕」／「暮」年／「驀」然 

：。 

：ㄨㄟˇ／ㄧ／ㄨㄟˇ。 

ㄓㄨˋ／ㄓㄨˇ／ㄓㄨˋ。 

讀音皆為ㄌㄧㄠˊ。 

ㄇㄨˋ／ㄇㄨˋ／ㄇㄛˋ。 
 

（ ）  下列文句，沒有錯別字的是： 

他勤練多年，終於在音樂大賽中斬露頭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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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你把這件事的經過，巨細糜遺地告訴我 

經過一番思考之後，他番然改圖，決定出國進修 

公務人員要循規蹈矩，才不會觸法 

：。 

：「嶄」露頭角。 

巨細「靡」遺。 

「幡」（ㄈㄢ）然改圖。 
 

（ ）  下列文句，沒有錯別字的是： 

戰爭爆發以後，我軍天天枕伐待旦，完全不敢鬆懈 

王先生對女兒犯下吸毒的違法行為，感到痛心急首 

小昌已經三十幾歲了，至今仍孑然一身，真令他的父母感到

憂心 

人在廣大的宇宙中，只不過如滄海一栗而已 

：。 

：枕「戈」待旦。 

痛心「疾」首。 

滄海一「粟」。 
 

（ ）  選出沒有錯別字的選項： 

守株待兔／安內攘外 待字閨中／應接不遐 

挑撥離間／捉巾見肘 昭然若竭／環堵蕭然 

：。 

：應接不「暇」。 

捉「襟」見肘。 

昭然若「揭」。 

（ ）  下列文句，沒有錯別字的是： 

保護國家人民的安全，是軍人責無旁待的天職 

我方趁夜偷襲，使敵軍猝不及防，終獲大勝 

迅雷不及掩耳的突襲，是戰場上司空見貫的技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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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防止敵軍出其不易的襲擊，士兵枕戈待旦，不敢鬆懈 

：。 

：責無旁「貸」。 

司空見「慣」。 

出其不「意」。 
 

（ ）  下列文句，沒有錯別字的是： 

年輕人一時糊塗而犯錯，可以諒解，如果一在重蹈復轍，那

就不值得原諒了 

人皆有羞惡之心，一味逃避現實，只是讓自己飽受良心的折

磨罷了 

為了母愛而再三遮掩子女的過錯，那可成為愛之是足以害

之，大錯特錯了 

即然有意重新開始，就該痛下決心，改過遷善，不要猶豫了 

：。 

：一「再」重蹈復轍。 

愛之「適」足以害之。 

「既」然。 
 

（ ）  下列文句中，有關「生」與「身」二字的使用，完全正確的選

項是： 

在身不由己的亂世中，多數的人都會尋求明哲保生之道 

在 921 地震中幸運身還的人，對於別人的苦難經驗更能感同

生受 

英雄不論出身低，只要肯努力，還是可以獲得畢生難求的工

作機會 

現代社會中，有些人抗壓性低，工作不如意便怨嘆身不逢

時，甚至萌生輕生的念頭 

：。 

：明哲保「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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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運「生」還，感同「身」受。 

「生」不逢時。 
 

（ ）  下列文句，沒有錯別字的是： 

知識份子是國家的中流抵柱，凡事皆當有守有為 

我希望反璞歸真，過著樸素平淡的生活 

我們雖然分隔兩地，但常有靈墀相通的感覺 

他俏皮的動作，讓正在生氣的媽媽忍唆不止地笑了 

：。 

：中流「砥」柱。 

靈「犀」相通。 

忍「俊」不止。 
 

（ ）  下列文句完全沒有錯別字的選項是： 

為了民眾福祉，公務人員應當憚精竭慮全力以付 

經過不眠不休明查暗訪，事情真相終於水落石出 

看到寺廟中信眾虔誠謨拜的模樣，令人深深感動 

親友的關懷，恰如陽光灑入他那悔暗陰霾的心底 

：。 

：全力以「赴」。 

虔誠「膜」拜。 

「晦」暗陰霾。 
 

（ ）  甲、來龍去脈 乙、偏安一偶 丙、海市唇樓 丁、戰戰競競 

戊、習以為常 己、磬竹難書 庚、惹是生非 辛、逢凶化吉。

上列詞語中，用字完全正確的選項是： 

甲乙丙己 甲戊庚辛 丙丁戊庚 乙丁己辛 

：。 

：乙、偏安一「隅」。 

丙、海市「蜃」樓。 

丁、戰戰「兢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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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罄」竹難書。 
 

（ ）  下列選項中的成語，完全沒有錯別字的是： 

直截了當／相形見拙／自顧不暇 

中流砥柱／磬竹難書／川流不息 

風聲鶴唳／迫不及待／感同身受 

綠草如蔭／不脛而走／前倨後恭 

：。 

：相形見「絀」（ㄔㄨˋ）。 

「罄」竹難書。 

綠草如「茵」。 
 

（ ）  下列成語，何者用字完全正確？ 

言簡意陔 盲刺在背 開門楫盜 嶔崎磊落 

：。 

：言簡意「賅」。 

「芒」刺在背。 

開門「揖」盜。 
 

（ ）  下列選項，何者沒有錯別字？ 

哲人遠逝，墓木已拱，追撫今昔，令人欷歔 

違法賣藥遭取締的商人還聚眾抗議，真是其有此理 

是非難明，眾口礫金，要能堅定意志，方能不為流言所欺 

不肖記者專門揭露他人床第之私，讓人不敢茍同 

：。 

：「豈」有此理。 

眾口「鑠」金。 

床「笫」之私。 
 

（ ）  下列各選項中，何者沒有錯別字？ 

木瓜樹在去年那幾陣颱風中不是被吹折，便被吹倒，一株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