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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立台中一中 108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一次期中考  高一國文 試題    

                                                    科目代碼：01 

考試範圍：師說、只因為年輕啊、項脊軒志、論語選(一)(二)、站在高崗上、先妣事略 

考試提醒：1、答案卡因劃記問題導致電腦無法判讀，酌扣 5 分。 

          2、非選擇題，請以黑色原子筆作答。 

一、單選題（占 50 分）  

說明：第1題至第25題，每題有4個選項，其中只有一個是正確或最適當的選項，請畫記在

答案卡之「選擇題答案區」。各題答對者，得2分；答錯、未作答或畫記多於一個選

項者，該題以零分計算。 

 

1、下列「」中字詞的讀音，兩兩相同的是： 

(A) 如喪考「妣」／ 圃畦「毗」連 

(B) 問禮老「聃」／ 時光荏「苒」 

(C) 清「癯」消瘦／ 驚恐「懼」怕 

(D) 「貽」笑大方／「詒」爾多福 

 

2、下列文句中的敘述，完全沒有錯別字的是： 

(A) 韓愈以稹密的論述釐清老師的定位，也引領我們反思學習的意義與目的 

(B) 張曉風以過來人的角度寫文章告訴我們，生命的奧祕往往經立後才能有所體會  

(C) 吳岱穎透過韓愈對師道的定義，展開一系列的閱讀與思考，進而理解師道的真締 

(D) 歸有光記錄項脊軒裡的人事變化，以寄寓自己的悲喜和期許，形塑個人的生命風景 

 

3、下列「」中詞義，依序與選項「」中詞義對應，兩兩相同的是： 

   孺人「之」吳家橋，則治木棉；入城，則緝纑；燈火熒熒，每至夜分。外祖不二日使

人問遺。孺人不憂米、鹽，乃勞苦若不謀夕。冬月罏火炭屑，使婢子為團，累累暴階下。

室「靡」棄物，家無閒人。兒女大者攀衣，小者乳抱，手中紉綴不「輟」，戶內「灑然」。

(節選自〈先妣事略〉) 

(A) 夫庸知其年「之」先後生於吾乎 

(B) 是故「無」貴、無賤、無長、無少，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 

(C) 周氏家有羊狗之痾，舅母卒；四姨歸顧氏又卒；死三十人而「定」 

(D) 前闢四窗，垣牆周庭，以當南日，日影反照，室始「洞然」 

 

 

 

 

4、下列關於「師」字的字義與詞性，相同的是： 

   甲、士大夫之族，曰「師」、曰弟子云者，則群聚而笑之 

   乙、吾「師」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後生於吾乎 

   丙、嗟乎！「師」道之不傳也久矣！欲人之無惑也難矣 

   丁、孔子師郯子、萇弘、「師」襄、老聃。郯子之徒，其賢不及孔子 

戊、巫醫、樂師、百工之人，不恥相「師」 

(A) 甲丁 

(B) 乙戊 

(C) 丙丁戊 

(D) 甲丙戊 

 

5、人稱代詞是指直接指代人或者事物的代詞，如「余自束髮讀書軒中」中的「余」；「吾

兒，久不見若影」的「吾」皆為第一人稱代詞。下列選項皆為人稱代詞並且意思相同的

是： 

(A) 不恥「相」師／吾從板外「相」為應答 

(B) 某所，「而」母立於茲／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 

(C) 吾兒，久不見「若」影／望鄉心「若」苦，不用數登樓 

(D) 巫醫、樂師、百工之人，「君子」不齒 ／「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 

 

6、串生參加教師節敬師活動之「貪吃蛇成語闖關」遊戲。下列成語，貪吃蛇吃錯因而爆

炸的是： 

(A) 高山安仰 

(B) 程門立雪 

(C) 絳帳授徒 

(D) 洙泗高風 

 

7、 古代男子二十歲成年，女子十五歲欲嫁時，都會命「字」。「字」會參考「名」而取，

取「字」的原則主要有「同訓」和「對文」二種。 

下列選項皆屬於「同訓」關係的是： 

(A) 杜甫  子美／朱熹 元晦 

(B) 韓愈  退之／ 班固  孟堅 

(C) 蘇軾  子瞻／ 端木賜  子貢 

(D) 諸葛亮  孔明／ 歸有光  熙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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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閱讀甲、乙二文，□□中最適合填入的語詞是： 

甲、我喜歡聽老年人說自己幼小時候的事，人到老年還不能忘的記憶，大約有點像太湖底

下撈起的石頭，是洗淨塵泥後的□□□□，上面附著一生歲月所沖積洗刷出的□□。 

                                               (節選自張曉風〈只因為年輕啊〉)                                                    

乙、德勒茲所說的：「以不同的角色演出充分而完全的戲劇」，從而感到一種屬於□□的，

難以言喻的荒誕感受    (節選自吳岱穎〈站在高崗上〉) 

(A) 硬瘦剔透／浪痕／寂滅 

(B) 圓潤光瀅／浪痕／無悔 

(C) 硬瘦剔透／印記／無悔 

(D) 圓潤光瀅／印記／寂滅 

 

9、 依據文意，下列文句排序，最適當的是： 

  得生書，言為師之說，怪僕所作〈師友箴〉與〈答韋中立書〉， 

甲、凡僕所為二文，其卒果不異 

乙、欲變僕不為師之志，而屈己為弟子 

丙、僕聊歌以為箴，行且求中以益己 

丁、僕之所避者名也，所憂者其實也，實不可一日忘 

戊、慄慄不敢暇，又不敢自謂有可師於人者耳 

若乃名者，方為薄世笑罵，僕脆怯，尤不足當也。內不足為，外不足當，眾口雖懇懇見

迫，其若吾子何？       (節選自 柳宗元 〈答嚴厚輿秀才論為師道書〉) 

(A) 甲乙戊丙丁 

(B) 乙丙甲丁戊 

(C) 甲丁乙戊丙 

(D) 乙甲丁丙戊 

 

10、下列文句的語氣呈現，與其他三者不同的是： 

(A) 軒凡四遭火，得不焚，殆有神護者 

(B) 孺人中夜覺寢，促有光暗誦《孝經》，即熟讀，無一字齟齬，乃喜 

(C) 余區區處敗屋中，方揚眉瞬目，謂有奇景。人知之者，其謂與埳井之蛙何異 

(D) 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 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11、 析數，又稱析數格，是指在一定的語境中，將某一數目，有目的地拆開來加以分

列，析成若干可以相加減乘除的小數量的一種修辭法。下列選項依照「加減乘除」析數，

排序正確的是： 

甲、三五之夜，明月半牆 

乙、吾十有五而志於學 

丙、較香山，七十欠三年，吾衰矣 

丁、蓋予所至，比好遊者尚不能十一 

(A) 甲乙丙丁 

(B) 乙丙甲丁 

(C) 甲丙乙丁 

(D) 丁甲丙乙 

 

12、 下列詩句所歌詠的對象，對應正確的是：  

(A) 大塊文章百城富有，名山事業千古長留  書局 

(B) 流水高山會心不遠，陽春白雪和曲其誰   酒樓 

(C) 氣備四時，與天地日月鬼神合其德；教垂萬世，繼堯舜禹湯文武作之師   韓愈 

(D) 天意啟斯文，不是一封書，安得先生到此？人心歸正道，只須八個月，至今百世師之    

     孔子 

13、下列有關《論語》一書的相關說明，正確的是：  

(A) 漢趙岐孟子題辭：「七十子之疇，會集夫子所言，以為論語。」由此判讀編者為孔子

的再傳弟子 

(B) 漢書藝文志：「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由此判讀編者

為孔子弟子 

(C) 漢書藝文志：「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由此判讀書名

應讀作「ㄌㄨㄣˋㄩˇ」 

(D) 今傳論語共二十篇，篇名依序為：學而、為政…等， 主要依據孔子與弟子對話時所

討論的主題來訂定，文旨明確 

 

14、「典範在夙昔」，下列關於知名學者的介紹，正確的是：  

(A) 孔子晚年刪詩、書，訂禮、樂，贊周易，作春秋。將自己一生的儒道思想撰述下來，

期望能成為後代學子的遵循依歸 

(B) 漢代時《論語》傳本有三：魯論語、齊論語、古論語。安昌侯 張禹融合魯論語、齊

論語，號稱為張侯論，成為後來注解的依據 

(C) 南宋朱熹註解《論語》、《孟子》、《大學》、《中庸》合稱《四書章句集注》，從元代後

被定為科舉考試的必讀之書，影響了如韓愈等科舉士子 

(D) 明代茅坤選錄韓愈、柳宗元、歐陽修、王安石、劉禹錫、蘇洵、蘇軾、蘇轍等八家散

文，編選為《唐宋八大家文鈔》以作為文章規範，宣揚唐宋派的文學觀點 

 



第 3 頁，共  8 頁 

 

15、依據文意，「可憐的浮士德」所傳達的意涵，以下列文句來詮釋，最不適當的是： 

年老的浮士德，坐對滿屋子自己做了一生的學問，在典籍冊頁的陰影中，他乍乍瞥見

窗外的四月，歌聲傳來，是慶祝復活節的喧譁隊伍。那一霎間，他懊悔了，他覺得自己的

一生都浪擲了，他以為只要再讓他年輕一次，一切都會改觀…浮士德以靈魂押注，換來第

二度的少年，以及因少年才「可能擁有的種種可能」。可憐的浮士德…  

                                        (節選自 張曉風〈只因為年輕啊〉) 

(A) 生命是一樁太好的東西，好到你無論選擇什麼方式度過，都像是一種浪費 

(B) 他們所專擅的事情是把人們心中壓抑著，阻礙對真知更瞭解的各種力量，將之破壞 

(C) 你要保持一個完整不受傷的自己做什麼用呢？你非要把你自己保衛得好好的不可嗎 

(D) 青春是一場「無論做什麼都覺是浪擲」的憾意，反過來想想，那麼，也幾乎等於「無

論誠懇的做了什麼都不必言悔」 

 

16、   胡適當年責備少年人「無病呻吟」，其實少年在呻吟時未必無病，只因

生命資歷淺，不知如何把話刪削到只剩下「深刻」，遭人退稿也是活該。

年少時，我每天送稿，因此每天也就可以很準確的收到二天前的退稿，日

子竟過得非常有規律起來，投稿和退稿對我而言，就像有「動脈」就有

「靜脈」一般，是合乎自然定律的事情。  

      那一陣投稿我一無所獲─其實，不是這樣的，我大有斬獲，我學會用

無所謂的心情接受退稿。那真是「純寫稿」，連發表不發表也不放在心

上。  

      現在，年輕人！如果你因為看到幾篇稿子回航就令你沮喪消沉，那請

聽我張狂的大笑吧！一個怕退稿的人可怎麼去面對衝鋒陷陣的人生呢？退

稿的災難只是一滴水一粒塵的災難，人生的災難才叫排山倒海呢！碰到退

稿也要沮喪─快別笑死人了！  

                     （改寫自張曉風〈你不能要求簡單的答案〉）  

依據上文，下列甲、乙兩項推斷，正確的選項是：  

甲、  作者的退稿遭遇，到現在都仍不時出現  

乙、  作者以為現今年輕人面對挫折的抗壓力太弱  

(A)甲、乙皆正確  (B)甲正確，乙錯誤  

(C)甲、乙皆無法判斷  (D)甲無法判斷，乙正確  

 

 

 

 

17-19 為題組。閱讀下文，回答 17-19 題。 

甲 

    住入新的家屋，我喜歡小小的世界收容該存在的每一事物。每一個櫥櫃、抽屜，讓細

小事物各安其位。一盆赭紅色的蘭花兀自把花瓣一一打開，彷彿是杜詩在我眼前輕輕告

訴：「易識浮生理，難教一物違。」我相信，美好的秩序將會帶著我走進未來。《空間詩

學》這麼辯證如其所是的那些：「房間裡的私祕感，變成了我們的私祕感。相關的是，私

祕空間變得如此靜謐、如此單純，房間裡的所有寂靜都被定位，聚集了起來。」 

一直要到祖父過世六年後的今天，我才稍稍讀懂了歸有光的〈項脊軒志〉和白先勇的

〈樹猶如此〉。在與不在之間，由是觸動了心緒。歸有光的枇杷樹在那麼多人離他而去之

後，終於亭亭如蓋。白先勇則是春日負暄，於百花競相開發的園林中，抬望「一道女媧煉

石也無法彌補的天裂」。我想王家衛的《花樣年華》大略異曲同工，男主角周慕雲（梁朝

偉飾）遠赴吳哥窟，將滿腔祕密與傷痛對著樹洞呢喃托出，然後抓一把泥土封住樹洞。不

料樹洞長出了嫩苗，小小的樹身正在伸展⋯⋯ 

「木猶如此，人何以堪？」以樹為喻，情感的生發曲致而委婉，這不能不跟個別的生

命歷程有關。  （節錄自凌性傑〈所有事物的房間—讀〈項脊軒志〉） 

 

乙  

余稍為修葺，使不上漏。前闢四窗，垣牆周庭，以當南日，日影反照，室始

洞然。又雜植蘭、桂、竹、木於庭，舊時欄楯，亦遂增勝。借書滿架，偃仰嘯歌，

冥然兀坐，萬籟有聲。而庭階寂寂，小鳥時來啄食，人至不去。三五之夜，明月

半牆，桂影斑駁，風移影動，珊珊可愛。…  

余既為此志，後五年，吾妻來歸，時至軒中，從余問古事，或憑几學書。吾

妻歸寧，述諸小妹語曰：「聞姊家有閤子，且何謂閤子也？」其後六年，吾妻死，

室壞不修。其後二年，余久臥病無聊，乃使人復葺南閤子，其制稍異於前。然自

後余多在外，不常居。  

庭有枇杷樹，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蓋矣。  

（節錄自歸有光〈項脊軒志〉） 

 

17、下列有關甲、乙二文中「空間」的敘述，最適當的是：  

(A) 二文皆是作者整修舊居後，書寫因空間調整而有的思人感懷  

(B) 二文皆透過空間中的安靜氛圍，透露此時心中孤獨寂寞的傷懷 

(C) 甲文的「祖父過世」顯示思親之切，乙文的「室壞不修」暗示作者尚未走出喪妻之痛 

(D) 甲文直接指出祖父過世時間，乙文則以「五年」、「六年」揭示作者與妻曾同住故居 1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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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植物」在甲、乙二文中的意義，最適當的解說是： 

(A) 甲文的蘭花象徵歲月靜好 

(B) 乙文的蘭花象徵蓴鱸之思 

(C) 二文皆提及親人亡故後「植樹」紀念的舉動 

(D) 二文皆透過「樹在人去」領悟生死有命，不可執著 

 

19、「以樹為喻，情感的生發曲致而委婉，這不能不跟個別的生命歷程有關。」下列相關

說明錯誤的是： 

(A) 歸有光的枇杷樹終於亭亭如蓋，是藉枇杷樹書寫思念之深情 

(B) 白先勇於百花競相開發的園林中卻望見天裂是日中則昃的自然之理 

(C) 王家衛《花樣年華》中封住的樹洞卻長出伸展的嫩苗，象徵意涵一如亭亭如蓋的枇杷

樹 

(D) 項脊軒庭院中的桂影斑駁，在歸有光眼中是如此舒緩優美，在於整修後整體環境的影

響 

 

20-22 為題組。閱讀下文，回答 20-22 題。 

    韓愈的師說，在古文辭類纂中放在第一類「論辨類」中，該文淺顯易懂示範論辨、說

服的精義。學習本文不僅能得作文之法，對未來學術研究或職場工作皆有莫大助益。 

   論辨首重定義，對一個抽象概念作出準確而高人一等的定義，是論辨勝利的首要目

標，韓愈：「         」就是經典的 Catch Phrase，該定義無疑是超越了一般「句讀」、

「百工」等技術面的認知，而以更高的認識來闡述自己欲辯護的主張。這個主張歷經千年

無法被推倒，仔細閱讀，師說全文都是圍繞著這個定義而開展，當你的對手無法攻破你這

個定義，你就是論辨中的勝利者。 

    論辨其次重於舉證，師說包括了對現實和心理的分析，論證「恥學於師」的實況，再

轉入孔子、萇弘、老子等聖賢及專家的證例，辨明「道」、「業」、「惑」的問題。是知優良

的論辨，有三個層次：分析現實（發現問題、研究動機）→提出看法（充分定義、闡述內

涵）→論證補充（舉證說明、完備邏輯），而師說全篇就是這個過程的示範，學生要建立

思考方法，也就是要學這個。 

    要定義一個物質性的東西，如：原子、位能、小行星、基金……等非常容易，但要定

義抽象的概念， 如：「正義」、「效率」、「理性」、「富裕」……等非常困難。因此學會觀察

與深思，擁有高出他人的見解才能真正做出定義，也才能寫文章和做業務行銷，因為一個

完美的定義，代表對人情世務的理解，以及理性思考、旁徵博引的結晶。師說歷經千餘年

而金剛不壞，用淺顯易懂的例證示範如何使用語言來思辨議題，證明學國文非常有用。

(節選自 徐國能 〈古今文讀 15篇〉) 

 

20、閱讀上文，      中應填入的文句是： 

(A) 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 

(B) 位卑則足羞，官盛則近諛 

(C) 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 

(D) 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 

 

21、「師說包括了對現實和心理的分析，論證『恥學於師』的實況。」 依據文意，下列相

關對應錯誤的是： 

(A) 郯子之徒，其賢不及孔子 

(B) 句讀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師焉，或不焉 

(C) 問之，則曰：彼與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 

(D) 古之聖人，其出人也遠矣，猶且從師而問焉；今之眾人，其下聖人也亦遠矣，而恥學

於師 

 

22、「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藝經傳，皆通習之。不拘於時，請學於余。余嘉其

能行古道，作師說以貽之。」依據文意，李蟠獲得韓愈撰文的條件說明，最為完整的是： 

(A) 年十七 

(B) 好古文 

(C) 六藝經傳 

(D) 不拘於時 

 

23-25 為題組。閱讀下文，回答 23─25 題。 

 

薩提爾人物冰山理論 

1、 行為(言語、動作) 。人與人相處時，展現出來的話

語、動作。 

2、 情緒(心理感受)。人對周遭人事物所產生的情緒、心

理感受。 

3、 期待(心理感受)。心中期望自己或他人，應採取某種

行動或獲得某種成就。 

4、 渴望(價值、意義)。內心深處與生俱來的渴望，像是

愛人、被愛、被接納、被尊重、被關懷、被認同、擁

有自由、過得有意義等，是個人生存價值的展現，也

是成長的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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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依據薩提爾人物冰山理論，〈項脊軒志〉中人物行為下的情緒說明，最適當的是： 

(A)「東犬西吠，客踰庖而宴，雞棲於廳」從行為的描述中呈現對家族衰敗，朝不保夕的

擔憂 

(B) 輕輕一句「兒寒乎？ 欲食乎？」及以指叩門扉的動作，寫出慈母耳提面命、無微不

至的呵護 

(C) 「何竟日默默在此」、「兒之成，則可待乎」這些話語，「以手闔門」、「持一象笏至」

這些動作，表現出祖母對孫兒愛深責切的糾結矛盾 

(D) 回憶夫妻生活：「問古事」、「憑几學書」、「述諸小妹語」，夫妻之間的言語、動作呈現

出鶼鰈情深、無事不語的真情 

 

24、《倚天屠龍記》裡面一段故事，少林空見神僧為化解金毛獅王謝遜的殺業，不惜以性

命相殉，身受謝遜一十三拳。他死前有個心願：「但願你今後殺人之際，有時想起老衲。 

依據薩提爾人物冰山理論，空見神僧言語、動作下的行為用意，呼應最適當的是： 

(A) 飛來山上千尋塔，聞說雞鳴見日升。不畏浮雲遮望眼，只緣身在最高層 

(B) 橫看成嶺側成峯，遠近高低各不同。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 

(C) 浩蕩離愁白日斜，吟鞭東指即天涯。落紅不是無情物，化作春泥更護花 

(D) 自小刺頭深草裏，而今漸覺出蓬蒿。時人不識凌雲木，直待凌雲始道高 

 

25、有光七歲，與從兄有嘉入學。每陰風細雨，從兄輒留，有光意戀戀，不得留也。孺人

中夜覺寢，促有光暗誦《孝經》，即熟讀，無一字齟齬，乃喜。 

依據薩提爾人物冰山理論，歸有光對孺人行為的理解，最適合的是： 

(A) 母愛是一條長長的路，是漂泊天涯的縷縷思念 

(B) 母愛是一縷陽光，讓心靈在寒冷的冬天也能感到溫暖 

(C) 母愛柔中有剛，是撒在你傷口上疼在她心上的那把鹽 

(D) 母愛是一泓深潭，以容納百川的胸懷，對待子女的一切 

 

二、多選題（占 32 分）  

說明：第26題至第33題，每題有5個選項，其中至少有一個是正確的選項，請將正確選項畫

記在答案卡之「選擇題答案區」。各題之選項獨立判定，所有選項均答對者，得4分；

答錯1個選項者，得2.4分；答錯2個選項者，得0.8分；答錯多於2個選項或所有選項

均未作答者，該題以零分計算。 

 

 

 

26、下列各組文句「」內的詞，前後意義相同的是： 

(A) 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B) 郯子之「徒」／「子為誰？」曰：「為仲由。」是魯 孔丘之「徒」與 

(C) 句讀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師焉，或不焉／「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 

(D) 生乎吾前，其聞道也，固先乎吾，吾從「而」師之／ 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E) 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也 ／古者天子必內有異姓大夫，「所以」正骨肉也 

 

27、下列文句畫底線處的詞語，運用錯誤的是：  

(A) 在項脊軒中焚膏繼晷的歸有光，期許自己有一天終能達成大母心有鴻鵠的期待 

(B) 韓愈個性耿介，議事直言不諱，因而兩度遭到貶謫，實踐儒道用行舍藏的精神 

(C) 孔子肯定子路能與朋友分享車、馬、衣、輕裘，是無私奉獻暴虎馮河的豪傑氣度 

(D) 超人老師依循能近取譬的思考脈絡，同理學生行為背後的原因，給予彈性學習空間 

(E) 歸有光對母親的舐犢情深之處，選擇藉由書寫母親日常中的言語、動作來深刻寄託 

 

28、〈師說〉：「句讀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師焉，或不焉」文意的意思為「句讀之不

知，或師焉；惑之不解，或不焉」下列文句具有相同邏輯關係的是：   

(A) 朔氣傳金柝，寒光照鐵衣，將軍百戰死，壯士十年歸 

(B) 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 

(C) 西伯幽而演易，周旦顯而制禮；不以隱約而弗務，不以康樂而加思 

(D) 牠們曾交錯湧疊，也曾高速接近船舷又敏捷地側翻；如在表演水中疊羅漢，如流星一

樣劃一道弧線拋射離 

(E) 他以為老師的責任在於「傳道、授業、解惑」，是先王之教的仁義道德。他所要對抗的

是六朝以來尊崇佛老的風氣，想要恢復的是兩漢以上儒者稱師的傳統 

 

29、漢語語法的表現方式之一是詞在句中的位置順序，一般是固定的。但是，古文中的賓

語，在一定條件下，卻必須放在動詞前。例如：「子行三軍，則誰與」中的「誰與」在此

應為「與誰」。下列屬於相同語序變化的是： 

(A) 故舊不遺，則民不偷 

(B) 小學而大遺，吾未見其明也 

(C) 巫醫、樂師、百工之人，不恥相師 

(D) 方二人之昧昧於一隅也，世何足以知之 

(E) 外祖與其三兄皆以貲雄；敦尚簡實，與人姁姁說村中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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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下列相關敘述，正確的選項是：  

   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長沮曰：「夫執輿者為誰？」子路曰：

「為孔丘。」曰：「是魯 孔丘與？」曰：「是也。」曰：「是知津矣！」問於桀溺，桀溺

曰：「子為誰？」曰：「為仲由。」曰：「是魯 孔丘之徒與？」對曰：「然。」曰：「滔滔

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耰而不

輟。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群！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

丘不與易也。(論語 微子第十八．6) 

  註： 仲由，字子路   顏回，字子淵     

(A) 古人在稱人、自稱時，實際體現尊卑之禮，例如，文中「子路」之稱為謙卑之意 

(B)「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與「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皆以自稱來表示謙遜之意 

(C)「是知津矣」與「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皆因不認同對方的行為而語出譏諷之意 

(D)「辟人之士」與「斯人之徒」皆為孔子，表達出處亂世而不改其志向的聖人氣象 

(E)「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的「道」，可以用「師者，所以傳道」的「道」來實現 

  

31、韓愈〈師說〉：「孔子師郯子、萇弘、師襄、老聃」，相傳孔子曾問「禮」於老

聃。閱讀下列有關老子、孔子論「禮」以及後學的相關討論，選出解釋適當的

敘述：(改寫自 108 學測) 

    

 

 

 

 

 

 

 

 

 

 

 

 

 

 

      

                                                                    

(A) 依老子的看法，人間若有「道」，便無須用「禮」 

(B) 孔子「玉帛云乎哉」的看法，即憂心「禮」僅「尚其意不尚其文」 

(C) 吳子良認為：「禮」的內在應重於形式，因此老子有矯枉過正之弊 

(D) 朱熹認為：老子對「禮」有一定的認知，因此提出禮多會招致混亂 

(E)〈禮運〉所云：「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與老子對「禮」的看法相似 

32、「古之聖人，其出人也遠矣，猶且從師而問焉；今之眾人，其下聖人也亦遠矣，

而恥學於師。是故聖益聖，愚益愚，聖人之所以為聖，愚人之所以為愚，其皆出

於此乎！」這段文字既揭示「聖」、「愚」對比，也運用「古之聖人」、「今之眾人」

的事例來論述文旨。下列文句，使用舉例強化對比以說明論述文旨的是：   

(A) 愛其子，擇師而教之，於其身也則恥師焉，惑矣 

(B) 孔子師郯子、萇弘、師襄、老聃。郯子之徒，其賢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則

必有我師。」 

(C) 我曾見過二人手談，起先是坐著，神情瀟灑，望之如神仙中人，俄而棋勢吃緊，兩人

都站起來了，劍拔弩張，如鬥鵪鶉 

(D) 常常想起孔子，想起蘇格拉底，也想起加利利的耶穌。他們各自以獨特的方式理解了

人生，洞見（或發明）了我們如今熟悉得像是父親教訓時老掛在嘴邊的那幾句口頭禪一樣

的真理，然後人們就自動自發圍攏過來聽他們說話，執弟子之禮，奉師門之教 

(E) 純貴妃不認為自己的『雅』會輸給魏瓔珞的『俗』，卻又無可奈何。她發現弘曆留在鍾

粹宮的日子越來越少，去延禧宮的日子越來越多，就好像世間一切俗人，偶爾管弦絲竹，

但多數時候還是要柴米油鹽 

 

33、下列對於「古文運動」的發展，敘述正確的是：  

   魏晉六朝駢體文盛行，文章漸趨華麗，重排偶、用典故、講音律，內容日趨空洞，形

成重視形式、華而不實的現象。(A)中唐韓愈、柳宗元倡議漢魏風骨，為唐代古文運動的

先驅，前者憂慮師道淪喪，藉李蟠問學的機會，闡明「師道」的真義；後者寫〈答韋中立

論師道書〉，說明韓愈力圖改正恥於從師的風氣。然而時至晚唐古文又衰。直到宋初，西

崑體盛行，(B)北宋歐陽脩為文壇領袖，復倡古文，以明道致用為主，與弟子曾鞏、王安

石、三蘇相應合，古文遂為文章之正宗。 

   發展至明朝，以楊士奇、楊榮、楊溥等三人為代表，作品內容多歌功頌德，應制酬答

之作的「臺閣體」興起後，因內容過於空泛平庸，(C)遂有主張「文必秦漢，詩必盛唐」，

以復古為主，重視書寫真摯情意的「秦漢派」；繼而又有以茅坤、歸有光、唐順之等人為

代表，(D)為文尊《史記》、唐宋八大家的「唐宋派」，其中，茅坤編寫了《唐宋八大家文 

鈔》一書，(E)而歸有光創作〈項脊軒志〉，藉軒寫人，呈現疏淡自然，情感真摯的文風， 

對清代桐城派影響甚深。之後，以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等三兄弟為代表的「公安

派」，也以反對擬古為主張，提倡重視小說戲曲的文學價值。

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

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

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 

他曾為柱下史，故禮自是理會得，所以與孔子說得如此好。

只是他又說這箇物事不用得亦可，一似聖人用禮時反若多

事，所以如此說。〈禮運〉中「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等

語，便自有這箇意思。  

老子 
蓋聃之於禮，尚其意不尚其文，然使文

而可廢，則意亦不能獨立矣。此（指「禮

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老子鑑文之弊，

而矯枉過正之言也。  

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  

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  

孔子 

吳子良 
(宋代學者 ) 

老子云：「夫禮，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孔子又卻問禮於他，不知何故？  

朱
熹
學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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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卷請繳回                        班級            座號          姓名 

三、非選擇題 (佔 18 分) 

(一) 翻譯 (佔 5 分) 

1、位卑則足羞，官盛則近諛  (2%) 

 

 

 

2、東犬西吠，客踰庖而宴，雞棲於廳 (3%) 

 

 

 

 

 

 

(二) 問答式默寫 (佔 13 分) 

說明：1、作答於心智圖表中 

      2、每一答案格不限定只有一句，每一題的分數不代表句數， 

         所寫文字可超出框格。 

      3、每一句，錯、漏、多字，皆扣 1 分。  

 

默寫心智圖(一) 

說明：本次教學課次內容，可依儒道思想及其實踐來加以串聯。請同學在心智圖表(一)，

以原文回答 1-4 題 

 

1、曾子以哪二個字來解讀孔子之道 ? ( 1%  錯 1 字以上 0 分) 

2、顏淵問仁，孔子的回答 ? (3%   1 句 1 分，錯 3 句以上 0 分) 

3、顏淵問實踐「仁」的細目，孔子的回答 ?(1%   錯 1 句以上 0 分) 

4、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眾，何如？可謂仁乎？」，孔子的回答 ?   

(3%   1 句 1 分，錯 3 句以上 0 分) 

 

 

圖表(一) 

 

 
                                                                               

默寫心智圖(二) 

說明：韓愈〈師說〉善用對比手法論證，下列 3.4.5 段對比後的「結果」和「評論」，請同

學在心智圖表(二) ，以原文回答 5-7 題。 

5、韓愈的評論 (2%  1 句 1 分，錯 2 句以上 0 分) 

6、韓愈以為產生的結果 (1% ) 

7、韓愈的評論 (2%  1 句 1 分，錯 2 句以上 0 分) 

圖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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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試題結束        



市立台中一中 108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一次期中考  高一國文 試題   科目代碼：01 

考試範圍：師說、只因為年輕啊、項脊軒志、論語選(一)(二)、站在高崗上、先妣事略 

考試提醒：1、答案卡因劃記問題導致電腦無法判讀，酌扣 5 分。 

          2、非選擇題，請以黑色原子筆作答。 

1 2 3 4 5 6 7 8 9 10 

D D C B B A D A D B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B A C B B D C A B D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A B D C C CE ABCE CD AB BE 

31 32 33        

ADE AB or ABE B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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