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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立臺中第一高級中等學校 108學年度第一學期期末考   

                          高一國文 試題                科目代碼 01 

請依規定於答案卡上畫記，如未確實畫記而影響讀卡作業者扣該科成績 5 分  

一、 單一選擇題（第 1 題至第 28 題，每題 2 分，共 56 分） 

（  ）1. 以下皆為髟部所屬之字，請依照詩文之意，填入適當的字：  

【甲】君不見，高堂明鏡悲白□，朝如青絲暮成雪。  

【乙】面如傅粉，脣若塗硃，下頦上真個一根□鬚也不曾生，且是標緻。 

【丙】雲□花顏金步搖，芙蓉帳暖度春宵。 

【丁】霧鬢風□，柳眉星眼，有傾國傾城之貌。 

 （Ａ）鬚、髭、髮、鬟。 

（Ｂ）髮、髭、鬢、鬟。 

（Ｃ）鬢、髯、鬟、髮。 

（Ｄ）髮、髯、鬢、鬟。 

（  ）2. 下列各組文句「 」內的字，前後意義相同的選項是：  

 （Ａ）使君「一」何愚／「一」不留神。 

（Ｂ）使君「謝」羅敷／閉門「謝」客。 

（Ｃ）寧可共載「不」／或師焉，或「不」焉。 

（Ｄ）相「去」萬餘里／大勢已「去」。 

（  ）3. 下列文句敘述，用字完全正確的是： 

 （Ａ）火燄燄的太陽雖然還未直照，但路上的沙土彷彿已是閃礫地生光。 

（Ｂ）他似乎聽到背後有許多人笑，又彷彿看見這笑聲就從那深遂的鼻孔的海裡出來。 

（Ｃ）他侘異地看著我，過了一會，眼光便移到他自己的膝髁上去了，於是就吸菸，沒有

回答。 

（Ｄ）灰白色的沉重的晚雲中間時時發出閃光，接著一聲鈍響，是送竈的爆竹；近處燃放

的可就更強烈了，震耳的大音還沒有息，空氣裡已經散滿了幽微的火藥香 

（  ）4. 下列「 」中的詞語，字形完全相同的選項是：  

 （Ａ）「ㄩ」腐可憫／「ㄩ」談闊論／降貴「ㄩ」尊。 

（Ｂ）不事「ㄧㄥˊ」生／蠅「ㄧㄥˊ」狗苟／步步為「ㄧㄥˊ」。 

（Ｃ）批判「ㄒㄧ」利／靈「ㄒㄧ」相通／扶老「ㄒㄧ」幼。 

（Ｄ）嚴重「ㄐㄧㄢ」督／品學「ㄐㄧㄢ」優／「ㄐㄧㄢ」善天下。 

（  ）5. 關於《小王子》全書的關鍵概念就是「馴服」，法文寫作 apprivoiser，中文一般將其譯為

「馴服」或「馴養」。譯者曾為此困擾很久，最後因為小王子和狐狸是朋友，關係平等，

於是採用「馴服」，捨棄含有命令語氣、上對下關係的「馴養」。請問按照語氣判斷，下

列何者的語氣，屬於含有命令、指示的上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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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               （Ｂ）                                                                  

 

 

 

 

 

 

（Ｃ）               （Ｄ） 

 

 

 

 

 

 

（  ）6. 「雙關」，指的是一個詞語同時關顧到兩種事物或兼含兩種意義的修辭方法，包括字音的

諧聲，字義的兼指，都是「雙關」的常用技巧。例如〈飲馬長城窟行〉裡「綿綿思遠道」，

「綿綿」既指草絲的綿延，也是思念的綿延，一詞含有兩個意義，下列選項中，同樣屬

於「字義雙關」為何者： 

 （Ａ）「他鄉各異縣，「輾轉」不可見。 

（Ｂ）桐樹生門前，出入見「梧子」。 

（Ｃ）東邊日出西邊雨，道是無「晴」還有「晴」 

（Ｄ）「蓮子」心中苦，「梨兒」腹內酸。 

（  ）7. 文學作品要求有順序、有層次的敘述技巧，來表達作家眼中的世界。舉例來說，〈行行重

行行〉中由「相去萬餘里」到「各在天一涯」，空間移轉由小而大，傳遞著遊子遠行的悵

惘。下列何者也採用「由小而大」的空間敘事： 

 （Ａ）平林漠漠煙如織，寒山一帶傷心碧，暝色入高樓，有人樓上愁。 

（Ｂ）人言落日是天涯，望極天涯不見家。已恨碧山相阻隔，碧山還被暮雲遮。 

（Ｃ）碧雲天，黃葉地，秋色連波，波上寒煙翠。山映斜陽天接水。芳草無情，更在斜 

陽外。 

（Ｄ）日射紗窗風撼扉，香羅拭手春事違。迴廊四合掩寂寞，碧鸚鵡對紅薔薇。 

（  ）8. 希臘哲學家蘇格拉底與詭辯學家希比阿斯有過著名對話： 

蘇：什麼是美？ 

希：美是漂亮小姐 

蘇：難道豎琴不美嗎？而最美的猴子比起人，卻還是醜的。所以美是在統一的基礎下，

被比較出來的概念。 

──（改寫自柏拉圖：〈大希庇阿斯篇〉） 

可知「美」無法被明確的定義出來，而是主觀的、被比較出來的標準，試從下列文句當

中，由醜到美的排列出美感的程度： 

【甲】比如我的五叔婆吧，她既矮小又乾癟，頭髮掉了一大半，卻用墨炭劃出一個四四

方方的額角，又把樹皮似的頭頂全抹黑了。 

【乙】母親烏油油的柔髮卻像一匹緞子似的垂在眉頭，微風吹來，一綹綹的短髮不時拂

細菌和你都不

准過來，因為

你的身邊只能

是我走去的位

置！ 

─血小板 

作為探險家我從來不用

地圖，卻在你的眼裡迷了

路。 

─ 伊澤瑞爾 

 

考慮好當電學

之母了嗎？ 

─法拉第 

我的原則就是不

貳過，直到遇見

你這個美麗的錯

誤，我願意一錯

再錯。 

─顏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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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她白嫩的面頰。 

【丙】她的皮膚好細好白，一頭如雲的柔鬢比母親的還要烏，還要亮。 

 （Ａ）甲乙丙。 

（Ｂ）甲丙乙。 

（Ｃ）丙甲乙。 

（Ｄ）丙乙甲。 

（  ）9. 作為憶舊文學，〈髻〉文中藉著人物的姿態代換，寄託時光流逝、人生無常的感慨，下列

何者屬之： 

 （Ａ）母親年輕的時候，一把青絲梳一條又粗又長的辮子，白天盤成了一個螺絲似的尖

髻兒，高高地翹起在後腦，晚上就放下來掛在背後。 

（Ｂ）母親不能常常麻煩張伯母，自己梳出來的鮑魚頭緊繃繃的，跟原先的螺絲髻相差

有限，別說父親，連我看了都不順眼。 

（Ｃ）有時劉嫂與陳嫂一起來了，母親和姨娘就在廊前背對著背同時梳頭。只聽姨娘和

劉嫂有說有笑，這邊母親只是閉目養神。陳嫂越梳越沒勁兒，不久就辭工不來了。 

（Ｄ）我點起腳尖，從鏡子裏望著母親。她的臉容已不像在鄉下廚房裏忙來忙去時那麼

豐潤亮麗了，她的眼睛停在鏡子裏，望著自己出神，不再是瞇縫眼兒的笑了。 

（  ）10. 期末考將至，身為一中生的安道隆苦讀《樂府詩集》，看到一段眼熟的詩句:「宿昔不梳

頭，絲髮被兩肩。婉伸郎膝上，何處不可憐。」想起自己也曾經看過這麼美麗的女孩，

秀髮披肩、清純可人，連忙翻出照片來找尋似曾相識的身影，下列何者可能是他要找尋

的對象： 

 （Ａ）一個丫頭在旁邊用一把粉紅色大羽毛扇輕輕地扇著，她輕柔的髮絲飄散開來，飄得

人起一股軟綿綿的感覺。 

（Ｂ）她亮著半個光禿禿的頭頂，只剩後腦勺一小撮頭髮，飄在背上。 

（Ｃ）她穿著灰布棉袍，鬢邊戴著一朵白花，頸後垂著的再不是當年多彩多姿的鳳凰髻或

同心髻，而是一條簡簡單單的香蕉卷。 

（Ｄ）烏油油的柔髮卻像一匹緞子似的垂在肩頭，微風吹來，一綹綹的短髮不時拂著她白

嫩的面頰。 

（  ）11. 〈髻〉運用多次將母親和姨娘的形象對比，造成印象的衝突以達成戲劇般的張力，下列

何者的解讀正確： 

 （Ａ）「姨娘烏亮如雲的柔髮挽一個大大的橫愛司髻」與「母親梳得緊繃繃的鮑魚頭」：

姨娘的嫵媚柔美與母親的堅強剛烈對比。 

（Ｂ）「姨娘洗頭從不揀七月初七 。一個月裏都洗好多次頭」與「每年的七月初七，母親

才痛痛快快地洗一次頭」：姨娘的新潮開放與母親的傳統保守對比。 

（Ｃ）「姨娘贈送翡翠耳環」與「母親手持黃楊木梳」：姨娘的雍容富貴與母親的貧窮樸

素對比。 

（Ｄ）「姨娘捶肩梳理一小把頭髮」與「母親剪去稀疏的短髮」：姨娘到老都時尚愛美與

母親一生甘於平淡對比。 

（  ）12. 安道隆為大眾傳播社的期末公演〈孔乙己〉做彩排，他參考課文中「咸亨酒店」的格局

圖，並且要把演員安插進去，下列哪個位置安排是正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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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短衣幫：靠櫃外站着，熱熱的喝了休息。 

（Ｂ）長衫客：要酒要菜，慢慢地坐喝。 

（Ｃ）孔乙己：站着喝酒而穿長衫的唯一的人。 

（Ｄ）小夥計：掌櫃說，樣子太傻，怕侍候不了長衫主顧，就在外面做點事罷。 

（  ）13. 「咸亨酒店」是個微型社會，孔乙己格格不入於酒客族群中，象徵著舊時代中讀書人矜

持無用知識和身分，導致無法融入社會的悲劇，以下哪一個行為最能具體的表現這種困

境： 

 （Ａ）孔乙己點「兩碗酒」、「一牒茴香豆」，並且排出九文大錢。 

（Ｂ）孔乙己是唯一站著喝酒又穿長衫的人，長衫又髒又破、佈滿補丁。 

（Ｃ）孔乙己從來不拖欠酒店的欠款，而且會和小孩子分享茴香豆。 

（Ｄ）孔乙己穿著夾襖，兩腿盤著，用手慢慢爬來咸亨酒店點一碗酒。 

（  ）14. 魯迅的小說常藉由人物形象的塑造，寫盡當代面臨的社會問題，以下何者的配對敘述正

確？ 

   人物形象 社會問題 

（Ａ） 短衣幫 弱者欺騙更加弱勢的人。 

（Ｂ） 丁舉人 墨守成規被時代淘汰的人。 

（Ｃ） 掌櫃 利字當頭鋌而走險的人。 

（Ｄ） 小夥計 潛移默化而漸漸冷漠的人。 
 

（  ）15.. 咸亨酒店中招待不少顧客，善良的人卻是少數，以下敘述何者可以視為是善良的品行？ 

 （Ａ）短衣幫要親眼看着黃酒從罎子裏舀出，看過壺子底裏有水沒有，又親看將壺子放

在熱水裏，然後放心。 

（Ｂ）孔乙己從不拖欠，間或沒有現錢，暫時記在粉板上，但不出一月，定然還清，從粉

板上拭去了孔乙己的名字。 

（Ｃ）掌櫃取下粉板說，「孔乙己還欠十九個錢呢！」到第二年的端午，又說「孔乙己還

欠十九個錢呢！」。 

（Ｄ）小夥計面對孔乙己的教學，先是略略點一點頭，然後回過臉去不予理會，最後努

着嘴走遠了。 

（  ）16. 魯迅是近代中國文學史的重要作家，下列是他名下附屬的關鍵字，請找出正確的搭配： 

 

（Ｂ） 

（Ａ） 

（Ｃ） 

（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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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詩醫：魯迅曾在日本習醫，主張醫國如醫病，積極改善人民思想的劣根性。 

（Ｂ）文學救國：魯迅主張「救國救民需先救思想」，辦了許多演講來啟迪民智。 

（Ｃ）匕首：特指魯迅的雜文風格短小精悍，往往能一針見血指出國民性格的弊病。 

（Ｄ）新文學之父：魯迅響應白話文運動，創作中國第一部白話小說《阿 Q 正傳》。 

 

【題組】 閱讀資料一、資料二，回答 17-18題： 

【資料一】 

哲學家盧梭曾經指出，音樂相當於人類語言中的情緒語氣。自然史學者達爾文則認

為，人類藉由音樂來表達情感，跟許多雄性動物藉由歌唱來求偶的行為一脈相承。最近

的腦造影研究支持了上述觀點。神經科學家發現，大腦額葉的下方區域不僅處理情緒語

氣，也處理音樂旋律及和聲訊息。換句話說，情緒語氣認知跟音樂認知具有類似的神經

基礎。 

人類表達情緒的一些嗟嘆與呼喊，成為音樂的模仿對象，並且可以由樂器來演奏。

藉由以上的分析，我們知道音樂的某些形式特性其實是模仿人們的情緒反應，因此能夠

讓聽眾理解音樂中所表達的情緒，甚至進一步產生情緒反應。當聽者被音樂引發強烈情

緒時，身體的變化會顯示在某些生理指標上面。 

由外界刺激所導致的警醒與亢奮狀態，會促進手部汗腺的分泌，皮膚導電度隨即上升，

這就是膚電反應。外界刺激傳入後 1到 3 秒內的任何膚電反應，都屬於這刺激所造成

的結果。什麼樣的音樂可以造成膚電反應呢？這個問題的答案雖然因人而異，甚至同一

位聽眾在不同情境下的反應也不盡相同。但是根據近年的實驗研究，可以引起聽眾膚電

反應的音樂特徵多半跟音樂轉折有關，包括：音量或音域的改變、特殊的和聲或旋律進

行、新的聲部或樂器進入、從樂團伴奏銜接至獨奏（獨唱）之處、新的段落開始。在諸

多生理指標中，手指溫度或許可以反映情緒的正負價位（valence）。聆聽令人悲傷或害

怕的音樂會造成指溫下降，反之，聆聽引發快樂情緒或令人放鬆的音樂會造成指溫上升。

慈濟大學護理系研究發現，老年人與重度憂鬱患者在聆聽放鬆音樂時，他們的指溫呈現

上升趨勢。由於音樂可以影響空間氛圍與人們的心情，因此在醫療機構裡面，以音樂來

輔助照護病患的工作，近年已經相當普遍，其中病患的生理指標是評估音樂效果的重要

依據。有研究指出，接受手術的病患若是在手術前後數日聆聽自己喜歡的音樂，可以降

低呼吸速率與血壓的收縮壓，並且改善心情。另外，音樂也可以應用在早產兒的照護。

有實驗指出，播放搖籃曲能夠改變早產兒的心跳速率，提升活動力與血氧飽和濃度，增

進對於能量和營養的攝取。 

聆聽紓壓音樂可以防止免疫力因持續壓力而下降，而歌唱也有如此效果。一項研究

探討參加業餘合唱團對於身心狀態的影響，結果發現合唱可以增加唾液中的免疫球蛋白 

A。 

音樂可以紓壓，相信許多人都有親身經驗，上述的研究結果並不令人意外。但是，

音樂的紓壓機制究竟呢？解答這個問題的鑰匙之一，可能就是催產素（oxytocin）。催產

素是一種哺乳動物特有的激素，如它的名稱所示，這個激素在雌性哺乳動物生產時會大

量釋放，促進分娩，母親乳汁的產生也有賴催產素的作用。除此之外，催產素對於各種

動物行為也有相當廣泛的影響。它可以增進社會認同、人際互信、同理心、夫妻（情侶）

間的情感鍵結、親代照應、依附行為，這些情感聯結可以減低焦慮與恐懼，避免在壓力

來臨時產生太過強烈的反應。有些音樂可以舒緩壓力、減低焦慮，其感人力量可能是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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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在催產素系統上。有一項實驗顯示，在手術前讓病患聆聽紓壓音樂，可以提升血液中

的催產素，使他們放鬆心情。另一項實驗發現，歌唱課程可以提升血液中的催產素。以

上這些實驗顯示，音樂就像是隱形的親友，給予支持、帶來溫暖，音樂的效果似乎類似

於親友的陪伴或擁抱。 

誠如哲學家尼采所說：「沒有音樂，生命會是一種錯誤。」音樂雖然相當抽象，但

是它的某些形式其實模仿著情緒反應，因此能夠讓我們體驗情緒。人們藉由音樂活動以

及活動中的身體動作，促進人際情感交流，這樣的交流可以彌補語言溝通的不足，並且

支持著人與人之間的愛與合作。（改寫自蔡振家：音樂與情緒反應，《科學發展》，2015

年 2月，506期） 

 

【資料二】 

青青河畔草，綿綿思遠道。遠道不可思，宿昔夢見之。夢見在我旁，忽覺在他鄉。他鄉

各異縣，輾轉不相見。枯桑知天風，海水知天寒。入門各自媚，誰肯相為言。 

客從遠方來，遺我雙鯉魚。呼兒烹鯉魚，中有尺素書。長跪讀素書，書中竟何如。上言

加餐食，下言長相憶。（漢樂府：〈飲馬長城窟行〉） 

（  ）17. 音樂和人類情緒息息相關，因此透過音樂的控制，可以改善情緒困擾而產生的身心問題。

根據【資料一】，何者是音樂治療的原理： 

 （Ａ）提高呼吸速率與血壓的收縮壓，調節生理、心理來改善身心。 

（Ｂ）提升活動力與血氧飽和濃度，增進營養的攝取來改善身心。 

（Ｃ）增加血液中免疫球蛋白 A，提高抵抗力來改善身心。 

（Ｄ）抑制催產素激發，加強同理心等情感連結來改善身心。 

（  ）18. 比對【資料一】和【資料二】，若根據「指溫」此一生理指標，測量聽眾聆聽〈飲馬長城

窟行〉的指溫變化，最可能接近哪一張圖示： 

                            

（Ａ）              

 

             

 

 

                          
                          

                      時間（秒）                       時間（秒） 

                          

 

 

 

 

             

 

         

                           時間（秒）                       時間（秒） 

（  ）19. 「閨怨」是中國傳統文學中的常見主題，諸如「女子思夫」的題材均屬之，如「青青河

畔草，綿綿思遠道」，綿延不絕的思念都朝向丈夫一人奔流而去，深情幽怨，下引詩句當

中，何者屬於閨怨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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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胡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相去日已遠，衣帶日已緩。浮雲蔽白日，遊子不顧返。 

（Ｂ）東方千餘騎，夫婿居上頭。何用識夫婿？白馬從驪駒。青絲繫馬尾，黃金絡馬頭。 

（Ｃ）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爲樂當及時，何能待來茲？ 

（Ｄ）昔作女兒時，生小出野里。本自無教訓，兼愧貴家子。受母錢帛多，不堪母驅使。 

（  ）20.   根據內政部的調查（如右圖）指出，台

灣近年來的離婚率在亞洲名列前茅，領先於

新加坡、日本，稍次於中國、新加坡。 

  學者研究歸納出五點離婚理由：家庭暴

力、外遇、遺棄、個性不合和婆媳問題。 

  家庭和樂，是許多人的夢想，試上述五

點理由檢視〈行行重行行〉古詩，以現代人

的眼光判斷感情生變的問題何在： 

 （Ａ）行行重行行，與君生別離：用四個「行」作疊字，極言生離不能相見之悲，點出

個性不合、避不見面的問題。 

（Ｂ）胡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以鳥獸依戀故土為喻，怒斥丈夫禽獸不如，點出遺棄

妻子、久不歸家的問題。 

（Ｃ）浮雲蔽白日，遊子不顧反：用浮雲遮蔽陽光為喻，質疑丈夫為人所迷惑，點出擔

憂外遇、不知返鄉的問題。 

（Ｄ）相去日已遠，衣帶日已緩：以衣帶漸鬆為題材，哀嘆丈夫剋扣食用，點出家庭暴 

力、虐待妻子的問題。 

（  ）21. 安道隆的複習進度來到樂府詩、古詩、近體詩的比較，可惜因為用功太晚導致抄寫錯誤，

以下是他的筆記，請協助他找出正確的選項： 

 樂府 古詩 近體詩 

（Ａ） 特色 可歌 不可歌 

（Ｂ） 作者 多民間 多文人 

（Ｃ） 內容 多言情，風格溫婉 多敘事，筆力遒勁 題材、風格多樣化 

（Ｄ） 別稱 歌行體 古體詩 格律詩 
 

（  ）22. 《小王子》書中，狐狸是智慧和友情的化身，牠教會了小王子怎麼去在平凡的萬物中，

建立獨一無二的人際關係，狐狸把這段建立過程稱為「馴服」，用心靈的溝通，過程中必

須付出時間、耐心、規律、以致成為儀式，讓對方成為了重要的存在，以下哪段敘述屬

於「馴服」的過程： 

 （Ａ）對我來說，你就是一個小男孩，像其他千萬個普通小男孩一樣。我不需要你，你

也同樣不需要我。對你來說，我也不過是一隻狐狸，和其他千萬隻狐狸一樣。 

（Ｂ）人類沒有時間去了解任何東西，他們總是習慣在商店裡購買現成的東西，但是世界

上還沒有任何一家商店可以買到友誼，因此，很多人類也就沒有朋友。 

（Ｃ）比如說，你下午四點來，那麼從三點鐘起，我就感到幸福無比，時間越接近，我

越感到快樂，到了四點鐘的時候，我就會如坐針氈，坐立不安。 

（Ｄ）我的玫瑰花可不一樣，在一般人的眼裡或許以為她跟你們一樣，但是單憑她一朵

就比你們全部加起來更重要。 

（  ）23. 從小王子和狐狸的對話中得知，「對於你馴服過的對象，你永遠負有責任」，所以「馴服」

關係想要達成的人際相處接近於下列哪一項的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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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征服和要求。 

（Ｂ）計畫和養成。 

（Ｃ）安心和隨緣。 

（Ｄ）愛護和珍惜。 

【題組】 以下節選自《小王子》的第一章，請閱讀完畢後，回答 24-25 問題： 

   當我六歲的時候，有一次我在一本敘述有關原始森林名叫「往日真實故事集」的書上

看到一張美麗奇特的畫。它上面畫有一隻蟒蛇在吞吃一隻野獸。 

那本書上說：「那些蟒蛇連一口都沒有咀嚼，就把牠們獵獲的動物整個兒吞吃掉，然後

就一動也不動的長眠六個月，來消化肚子裡的東西。」 

    那時候我對這類叢林中發生的奇怪事情想了又想，之後輪到我動手，我拿了一支彩

色鉛筆完成了我生平第一張畫。我的第一號畫就像這樣。 

我把我的傑作拿給大人看，我問他們我的畫是不是很可怕。 

 
  他們回答我說：「一頂帽子怎麼會很可怕？」 

  我畫的並不是一頂帽子。它表示一隻蟒蛇正在消化一隻象。為了使大人暸解我的意

思，我把蟒蛇的內部也畫出來。大人們經常需要很多的解釋。我的第二號畫就像這樣。 

   

  那些大人們勸我放下那些看得見內部或看不見內部的蟒蛇的畫，而把興趣轉到地

理、歷史、算術和文法上面。就這樣，在六歲的時候，我放棄了畫家的很好的事業。我

第一號和第二號的畫未得到成功使我很灰心。大人們從來不會一下子暸解一件事，而向

他們一遍又一遍的說明，對孩子來說，是件令人疲乏的事。 

    因此我不得不另外選擇一項職業，而我學會了駕駛飛機。世界上的每個角落我差不

多都飛過了。不錯，地理對我很有用。我只要睜眼一看，就可以分辨中國和亞利桑那。

當一個人在夜間迷失了路的時候，這會是很有用的。就這樣在我的一生中，我和一大堆

嚴肅的人有了密切的往來。我在大人群中生活了很久。我仔細的觀察過他們。我對他們

的意見並不因此而改變。當我遇見一位看起來比較明理一點的大人時，我就將我經常保

存著的第一號畫在他身上做試驗。我想知道他是否真正有理解力。但他經常回答：「這

是一頂帽子。」於是我就不再跟他談蟒蛇，也不談原始森林，也不跟他談星星。我遷就

他。我跟他談  ，談  ，談  ，談  。於是那位大人滿意了，他高興於能認識

這樣一位識時務的人。 

（  ）24. 此為《小王子》的第一章，從文中判斷，下列哪一個角色可能是敘述者： 

 （Ａ）小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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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多選題（第 29題至 35題，每題 4分，共 28分） 

說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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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9. 〈陌上桑〉：「來歸相怒怨，但坐觀羅敷。」下列文句中的「坐」，意思與之相同的是： 

 （Ａ）家累千金，「坐」不垂堂。 

（Ｂ）感此傷妾心，「坐」愁紅顏老。 

（Ｂ）飛行員。 

（Ｃ）蛇。 

（Ｄ）狐狸。 

（  ）25. 關於  ，下列哪一個選項適合填入： 

 （Ａ）橋牌／高爾夫球／政治／領帶。 

（Ｂ）玫瑰／美酒美食／燭光／鑽戒。 

（Ｃ）詩歌／莎士比亞／自由／紙筆。 

（Ｄ）定理／愛因斯坦／邏輯／數據。 

（  ）26. 大人不能立刻看懂孩子的畫，而需要被一遍又一遍的說明，哪一句話適合評論這個現象： 

 （Ａ）多麼奇怪的行星！人們缺少想像力，他們一再的反覆人家告訴他們的話。 

（Ｂ）許多人有許多不同的星星。對於那些旅行的人，星星是他們的嚮導。 

（Ｃ）這條路實在太遠了，我沒辦法帶走我的軀體，這太重了。 

（Ｄ）只有用心才能看清楚，事物的本質，用眼睛是看不見的。 

（  ）27.   上欲收承疇為用，命范文程諭降。承疇方科跣（注一）謾罵，文程徐與語（注二），泛

及今古事，樑間塵偶落，著承疇衣，承疇拂去之。文程遽歸，告上曰：「承疇必不死，惜

其衣，況其身乎？」 

  上自臨視，解所禦貂裘衣之（注三），曰：「先生得無寒乎？」承疇瞠視久，歎曰：「真

命世之主也！」乃叩頭請降。（《清史稿》） 

注一：科跣，不戴帽、赤腳。 

注二：徐與語，緩緩的和他說話。 

注三：衣之，為他披上衣服。 

 范文程成功招降洪承疇，依靠的是精細的觀人之法，下列所說何者正確？ 

（Ａ）從洪承疇拂去衣上灰塵的舉動，判斷他惜生畏死，必能招降，是「視其所以」。 

（Ｂ）從洪承疇科跣謾罵的舉動，判斷他在虛張聲勢，必將臣服，是「觀其所由」。 

（Ｃ）從洪承疇瞠視而叩頭的舉動，判斷他早有預謀，必定投降，是「察其所安」。 

（Ｄ）從洪承疇獄中忍飢受寒的舉動，判斷他不能持久，必會屈服，是「人焉廋哉」 

（  ）28. 依照孔子的政治理念，為政有一定的先後順序，以下排列何者正確？ 

 （Ａ）刑罰中→禮樂興→名正→言順→事成。 

（Ｂ）禮樂興→刑罰中→名正→言順→事成。 

（Ｃ）名正→言順→事成→刑罰中→禮樂興。 

（Ｄ）名正→言順→事成→禮樂興→刑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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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坐」中數千人，皆言夫婿殊。 

（Ｄ）停車「坐」愛楓林晚，霜葉紅於二月花。 

（Ｅ）公孫鞅之治秦也，設告相「坐」而責其實。 

（  ）30. 以下字詞皆為〈髻〉中的文句，請選出「 」中的字詞替換後文意未變的選項：  

 （Ａ）大太太，你也梳個「時髦」點的式樣嘛：得時。 

（Ｂ）這麼「老古董」的鄉下太太，梳什麼包梳頭呢：冬烘。 

（Ｃ）父親不久回來了，沒有買水鑽髮夾，卻帶回一位「姨娘」：小妾。 

（Ｄ）她的皮膚好細好白，一頭「如雲」的柔髮比母親的還要烏：牛山濯濯。 

（Ｅ）姨娘細潔的肌膚，嬝嬝婷婷的「水蛇腰兒」，越發引得父親笑瞇了眼：小蠻腰。 

（  ）31. 

 

為了複習默寫之便，安道隆下載了熱門的古風歌單，想要按照自己的喜好新增歌曲，又

考慮到時代、詩種，不想破壞選歌的一致性，以下甲、乙、丙、丁、戊都是安道隆的判

斷，請幫他選出敘述正確的選項： 

 
 （Ａ）甲：專輯名稱應命名為《樂府詩集》。 

（Ｂ）乙：最早的作者多來自民間，因此多數佚名，無法記載。 

（Ｃ）丙：時代分布以先秦到唐代為盛行時期。 

（Ｄ）丁：可選入歌曲包含〈行行重行行〉、〈陌上桑〉等。 

（Ｅ）戊：〈賣炭翁〉不沿襲舊題，是新樂府特色。 

（  ）32. 「以笑寫悲」是文學作品中常見的寫作手法，氣氛鋪陳得愈熱鬧開懷，想凸顯的主題就

愈被反襯得悽慘悲哀，下列何者屬之： 

 （Ａ）我手中捏著母親的頭髮，一綹綹地梳理，可是我已懂得，一把小小黃楊木梳，再

也理不清母親心中的愁緒。因為在走廊的那一邊，不時飄來父親和姨娘琅琅的笑

語聲。 

丙  

戊 賣炭翁 

   新樂府辭 

丁 

  竹枝詞 

  近代曲辭 

  長干行 

  雜曲歌辭 

  羽林郎 

  雜曲歌辭 

  蒿里行 

  相和曲辭 

  子夜歌 

  清商曲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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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說著的時候，黑妞早唱完了，後面去了。這時滿園子裏的人，談談笑笑；賣瓜子、

落花生、山裏紅、核桃仁的，高聲喊叫著賣；滿園子裏聽來都是人聲。 

（Ｃ）秀潔聽出他是有意幽默，有意製造輕鬆，有意大笑；胸中一時千頭萬緒，五味

雜陳，聽著金發伯那樣的笑聲，竟比哭聲更令人難以承受，卻也只能附和著笑。 

（Ｄ）劉姥姥便站起身來，高聲說道：「老劉，老劉，食量大似牛，吃一個老母豬不抬

頭。」自己卻鼓著腮不語。眾人先是發怔，後來一聽，上上下下都哈哈的大笑起

來。 

（Ｅ）孔乙己立刻顯出頹唐不安模樣，臉上籠上了一層灰色，嘴裏說些話；這回可是全

是之乎者也之類，一些不懂了。在這時候，衆人也都鬨笑起來：店內外充滿了快

活的空氣。 

（  ）33. 「象徵」是種藉由具體的事物或形象當媒介，將抽象的觀念、情感間接的表明出來的修

辭技巧，請選出以下選項敘述正確者：  

 （Ａ）「母親和姨娘就在廊前背對著背同時梳頭。只聽姨娘和劉嫂有說有笑，這邊母親

只是閉目養神」：藉梳頭象徵姨娘和母親的衝突和角力。 

（Ｂ）「因爲他姓孔，別人便從描紅紙上的『上大人孔乙己』這半懂不懂的話裏，替他

取下一個綽號，叫作孔乙己」：藉描紅紙象徵舊時代讀書人的食古不化。 

（Ｃ）「我傾聽過她的抱怨和自栩，甚至，我聆聽著她的沉默。她，是我的玫瑰」：藉

玫瑰象徵經過馴服、愛惜珍重的愛情。 

（Ｄ）「客從遠方來，遺我雙鯉魚。呼兒烹鯉魚，中有尺素書」：藉鯉魚藏書象徵兩情

相悅，即使分隔兩地仍然相思不斷。 

（Ｅ）「南陽劉子驥，高尚士也，聞之，欣然規往。未果，尋病終。後遂無問津者」：

藉劉子驥象徵有心人巧用心機，卻終究離夢想越來越遠的悵惘。 

【題組】 請閱讀下文，回答第 34-35 題： 

  作文與創作，差別是什麼？作文有模式，有正確意識，有功利目的（得獎），而創

作呢，講究的是恣意鬆放中自有法度，沒有已經設定好在那裡的正確意識，一般而言目

的不是功利的，是抒情，是面對自我，表現自我與世界的關係。而抒情，可以是遙遠的

煙花，也可以是手上的塵土，煙花之美是為了消逝，而塵土的摩擦是為了砥礪。消逝與

砥礪都會被記住。抒情即追憶。 

  因此，作文不重視真誠，而創作的基礎就是真誠，各文類裡，又以散文最為貼近寫

作者的面目、性格。回想那些多年來使我們追讀不輟的散文家，除了文字好，境界深或

見解新穎，大抵就是因為我們能捉摸到「真人」。這裡的「真」，不是指真人真事、沒

經驗過就不准寫，而是指性情的真。張愛玲小說〈封鎖〉裡寫女主角翠遠，「她家裡都

是好人，天天洗澡，看報，聽無線電向來不聽申曲滑稽京戲什麼的，而專聽貝多芬瓦格

涅的交響樂，聽不懂也要聽。世界上的好人比真人多」，〈紅玫瑰與白玫瑰〉裡佟振保

想隨身攜帶「對的世界」，任何情感投資都要先衡量上不上算，麻不麻煩──「好人」

是合乎社會要求的模樣，「對」的品味，「對」的生活方式，而「真人」──那就是各

式各樣了，可能不那麼「好」，不那麼「對」，需要抗拒或者解釋些什麼，有時候被當

成怪人，甚至異端，但是至少靈魂是舒坦的。可怕的是，「好人」當久了，「對的世界」

寫多了，那個「真人」也可能就真的壓到箱底，扁了，化了。 

  ……在最傑出的創作者筆下，仍可以看到那個「真人」的眉眼額角，魯迅雜文裡的

恨，追憶童年時的尖銳與懷念，周作人寫家鄉事物，最散淡的筆觸，最天然的韻節，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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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文散文裡邊城人事的天真、良善與荒蠻，徐志摩散文裡濃光豔影，最文雅的演員那樣

的身段……。戰爭總是沒有結束，可是散文逐漸掙脫了政治代言的位置，在那裡面，創

造了一個從普通生活出發，又與生活平行映照的世界，重新發現花的紅色，藤蔓的迂曲

的召喚，衣裳裡騰出煙雲，臥房或陽台的哲學，一種餘裕，一種生趣。 

（──改寫自楊佳嫻：〈煙花與塵土：讀散文〉） 

（  ）34. 作者探討「作文」和「創作」的區別，以下敘述何者正確： 

 （Ａ）作文是有功利目的性的，創作是放鬆抒情且面對自我的。 

（Ｂ）作文有一定的模式可以依循，創作則是自有法度沒有確切標準。 

（Ｃ）作文像塵土，用來砥礪心志，創作像煙花，用來挽回消逝的追憶。 

（Ｄ）作文基本上不重視真誠，創作的基礎就是真誠。 

（Ｅ）作文適合用散文來書寫，創作適合用小說來書寫。 

（  ）35. 作者說創作的「真」：「不是指真人真事、沒經驗過就不准寫，而是指性情的真」，以以

下何者適當詮釋了這裡所說的「真」： 

 （Ａ）「真人」和「好人」不同，「真人」不會衡量情感投資划算或麻煩與否，而是即使

和世界對抗、解釋，都要換來靈魂舒坦的真誠表現。 

（Ｂ）魯迅筆下的「真」表現在〈吶喊〉一文裡，明明中國人如同在「鐵屋子裡沉睡」

將要死去，卻仍然不惜用文章喚醒同胞覺悟的真誠熱血。 

（Ｃ）徐志摩筆下的「真」，表現在追求寫作技巧、用字遣詞的濃墨重彩上， 展現藝

術家醉心於文學而不斷力求精進的真誠精神。 

（Ｄ）「一種生趣」指的是不需要扣合嚴肅的政治，而能夠完全面對自己生活，抒發生

活瑣事的觀察和省思，為自己抒情的真誠書寫。 

（Ｅ）舉例來說，張曉風的〈只因為年輕啊〉、魯迅的〈藥〉就符合「一種生趣」的 

   普通生活，不和政治目的和社會議題掛勾的真誠態度。 

 

 

 

選擇題試題結束，別忘了默寫！ 

 

 

 

 

 

 

市立臺中一中 108 學年度第一學期期末考 高一國文 試題答案卷 
                                班級：     座號：     姓名：     

 三、默寫題：(共 16分，一句 1分，錯、漏、多字扣 0.5 分，扣至該題為 0 分為止)  

＊本大題為問答式默寫，請依原文回答 

＊請依題號作答，未依順序作答者該題不計分  

＊請連同答案卡一同繳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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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陌上桑〉裡使用用旁人眼光烘托羅敷美貌的句子是？（6 分） 

 

 

 

 

 

 

 

 

 

2.〈陌上桑〉裡羅敷誇讚丈夫官運亨通、地位不斷爬升的句子是？（4 分） 

 

 

 

 

 

 

 

3.〈行行重行行〉中的丈夫離開多久了？思婦在丈夫離開後有什麼身體變化？（2 分） 

 

 

 

 

 

 

4. 〈行行重行行〉中思婦推測丈夫久別不歸的原因，以及自述相思之苦和年華老去的句子是？（4

分） 

 

 

 

 

 

 

 

全卷試題結束，寒假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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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立臺中第一高級中等學校 108學年度第一學期期末考   
                          高一國文 答案            科目代碼 01 

1. 2. 3. 4. 5. 6. 7. 8 9. 10. 

B C D B D A C A D D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B C B D B C B D A C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D C D B A D A D BD CE 

31. 32. 33. 34. 35. 
 

ABE ACE ABCE ABD ABD 

 

一、單選 

1.【解析】 (甲)髮，可就下一句的青絲推出□為「髮」 (乙)髭：生在嘴邊的短毛。可就下頦上的位

子推出□為「髭」。《初刻拍案驚奇》 (丙)鬢：近耳旁兩頰上的頭髮。白居易〈長恨歌〉 

(丁)霧鬢風鬟：形容婦女髮型的秀麗脫俗。鬟：婦女頭髮挽成中空環形的一種髮髻。《清

平山堂話本．李元吳江救朱蛇》  

2.【解析】 (A)助詞／偶然 (B)詢問／辭去、拒絕 (C)同「否」／同「否」。韓愈〈師說〉  (D)離

／失掉 

3.【解析】 (A)礫→爍。魯迅〈示眾〉 (B)遂→邃。魯迅〈高老夫子〉 (C)侘→詫。髁，音ㄎㄜ。魯

迅〈孤獨者〉 (D)魯迅〈祝福〉  

4.【解析】 (A)迂／迂／紆。降貴紆尊：屈降尊貴的身分地位，謙遜待人 (B)營 (C)犀／犀／攜蠅營

狗苟：如蒼蠅般到處鑽營，如狗般卑劣苟且 (D)監／兼／兼 

5.【解析】 「不准」是命令語氣。 

6.【解析】 （Ｂ）（Ｃ）（Ｄ）都是諧音雙關，「梧子」解成「吾子」，「晴」解成「情」，「蓮子」解成

「憐子」，「梨兒」解成「離兒」。 

7.【解析】 （Ｃ）由小而大，（Ａ）（Ｂ）（Ｄ）由大而小 

9.【解析】 （Ａ）純寫母親年輕的頭髮豐厚之美（Ｂ）寫母親的保守、不想改變（Ｃ）寫母親和姨

娘的爭寵尖銳化，姨娘的活潑大方，和母親的木訥寡言（Ｄ）寫母親的臉容從年輕的豐

潤漸漸變得憔悴，寄託時光流逝、愛情不再的感慨。 

10.【解析】 題幹敘述的是青春少女的清純形象和愛情的純真面貌，（Ａ）寫姨娘的美麗柔媚，（Ｂ）

寫五叔婆的老邁醜怪（Ｃ）寫姨娘的年老淡泊（Ｄ）寫母親的青春純真。 

11.【解析】 （Ａ）姨娘的嫵媚柔美與母親的保守樸素對比（Ｃ）象徵姨娘的示好與母親的失寵，無

對比（Ｄ）姨娘、母親年老都是一樣的淡泊形象，無對比。 

12.【解析】 （Ａ）站在櫃台內部舀酒的是小夥計，（Ｂ）在櫃台外站著喝酒的是短衣幫，（Ｄ）在隔

壁房子裡坐著喝酒的是長衫客。 

13.【解析】 （Ａ）「排」字，寫孔乙己的刻意擺闊，（Ｃ）寫孔乙己的善良，（Ｄ）夾襖暗示孔乙己願

意放下代表讀書人身分的長衫。 

14.【解析】 （Ａ）弱者欺凌更弱勢的人。（Ｂ）考取科舉、仗勢欺人的人。（Ｃ）利字當頭、冷漠成

性的人。 

15.【解析】 （Ａ）寫短衣幫的計較和監督心態，（Ｃ）寫掌櫃的唯利是圖，（Ｄ）寫小夥計被潛移默

化成冷漠勢利的人 

16.【解析】 （Ａ）「詩醫」是台灣作家賴和的稱號，（Ｂ）魯迅主要由散文或小說創作來拯救思想（Ｄ）

魯迅第一部白話小說是《狂人日記》 

17.【解析】 （Ａ）「降低」呼吸速率與血壓的收縮壓，（Ｃ）增加「唾液」中免疫球蛋白 A，（D）「提

升」催產素激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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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多選 

29.【解析】 題幹：因為 (A)彎曲下肢，將臀部附著在座位上休息。與「站」相對。《史記．司馬相

如列傳》。語譯：家財萬貫的人，往往珍愛自己，不敢坐在屋檐下，以免被掉落的屋瓦

打破頭 (B)因為。李白〈長干行〉 (C)座位 (D)因為。杜牧〈山行〉 (E)處斷、定罪。

《韓非子．定法》。語譯：商鞅治理秦國，設立告姦獎賞，及誣告反坐的辦法，以求舉

發的真實性 

30.【解析】 (A)得時：得到時運，運氣好。 (B)老古董：比喻思想過時落伍的人。冬烘：迂腐。 (D)

牛山濯濯：今用以戲喻人禿頂無髮 (E)小蠻腰：小蠻為唐代詩人白居易的侍姬，纖腰，

善舞，故以「小蠻腰」形容女子的腰柔軟纖細  

31.【解析】 （Ｃ）兩漢到唐代為盛行時期（Ｄ）〈行行重行行〉為古詩。 

33.【解析】 （Ｄ）鯉魚借代書信，並非象徵用法。 

34.【解析】 （Ｃ）塵土和煙花都是創作，（Ｅ）散文和小說都適合創作，特別是散文最能貼近作者

的面目。 

35.【解析】 （Ｃ）文學技巧的追求不屬於「真」，也不屬於無目的性的創作。徐志摩的「真」表現

在「真」、「愛」、「美」的追求上。（Ｅ）魯迅的〈藥〉諷刺封建思想，有強烈的政治目

的和社會議題融入。 

 

三、默寫 

1. 行者見羅敷，下擔捋髭鬚。少年見羅敷，脫帽著帩頭。耕者忘其犁，鋤者忘其鋤。 

2. 十五府小吏，二十朝大夫，三十侍中郎，四十專城居。 

3. 相去日已遠，衣帶日已緩。 

4. 浮雲蔽白日，遊子不顧返。思君令人老，歲月忽已晚。 

18.【解析】 按照〈飲馬長城窟行〉文意，「青青河畔草……輾轉不相見」屬於第一部分，情感悲傷、

「枯桑知天風……誰肯相為言」屬於第二部分，情感更悲傷、「客從遠方來……下言長相

憶」屬於第三部分，情感喜悅，因此繪成圖表，指溫應從低點開始，再到更低點，最後

轉高。 

19.【解析】 （Ｂ）羅敷誇夫，出自〈陌上桑〉。（Ｃ）訴說惜時行樂。出自〈生年不滿百〉（Ｄ）趙蘭

芝求去之詞，出自〈孔雀東南飛〉。 

20.【解析】 （Ａ）詩句中僅言丈夫行走之遠、分離之悲，並未談到個性不合。（Ｂ）以鳥獸為喻，表

明鳥獸依戀故土，丈夫卻不知返家的悲哀，並非怒斥禽獸不如。（Ｄ）衣帶漸鬆指

的是妻子因相思而日漸消瘦，而非家庭暴力。 

21.【解析】 （Ａ）古詩不可歌。（Ｂ）古詩作者多文人。（Ｃ）樂府重敘事，古詩重言情。 

22.【解析】 （Ａ）未馴服（Ｂ）是沒有馴服觀念而產生的錯誤價值觀（Ｄ）是馴服的結果。 

23.【解析】 馴服的過程要讓對方感覺到幸福，且必須永遠負責，可知需要愛護對方且始終如一的

珍惜。 

24.【解析】 從「因此我不得不另外選擇一項職業，而我學會了駕駛飛機。」可知。 

25.【解析】 從「遷就他」可知談論的是和蟒蛇、原始森林、星星等孩童夢想相反的話題，而傾向於

「橋牌／高爾夫球／政治／領帶」等有實質利益的現實題材。 

26.【解析】 大人因為拘泥於圖形的外觀，沒有耐心去探究內在，因此無法立刻懂得孩子渾然天成的

創意和觀察，（Ｄ）可以做為這種現象的評語。（Ａ）批評一般人沒有自己的主見。（Ｂ）

追尋夢想的人會走在不一樣的道路上。（Ｃ）暗示小王子的死亡結局。 

27.【解析】 （Ｂ）「觀其所由」是觀察行為動機，洪承疇科跣謾罵屬於不願臣服的表現，並非虛張聲

勢。（Ｃ）「察其所安」是觀察行為之後是否安心自在，洪承疇瞠視久，表示是受當下的

感動，而非早有預謀。（Ｄ）「人焉廋哉」是人不能隱藏自己的意思，語忍飢受寒無關。 


	108133國文一（題目）
	108133國文一（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