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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立臺中一中 108學年度第一學期 第二次期中考  高一國文試卷 科目代碼：01 
命題範圍：龍騰版高一國文 L4 再別康橋至 L7 范進中舉、L12 中華文化基本教材(一)論語選讀第三篇立志為學、第四篇理想人格， 

補充教材桃花源詩 與銜接教材世說新語選                           

 

壹、單選題共 30題，每題 2分，共計 60分 

(     )1.下列各組「 」內的讀音，何者完全相同？ (A)撐「篙」／「蒿」草／「槁」木死灰 (B)「繽」紛／「擯」除／「嬪」

妃 (C)「塑」造／「溯」溪／矛「槊」 (D)「榆」蔭／矢志不「渝」／瑕不掩「瑜」  

（  ）2.下列各組「 」內的字，讀音完全相同的是： (A) 一步一「踱」／「渡」頭／「鍍」金 (B) 「啐」在臉上／「淬」

鍊／精「粹」 (C)「拴」在草棚／「詮」釋／消防「栓」 (D)「嗑」西北風／「溘」然長逝／「磕」頭  

（  ）3.下列選項「 」中的讀音，正確的是： (A)文「曲」星：ㄑㄩˇ (B)「哄」騙：ㄏㄨㄥ (C)「解」元：ㄐㄧㄝˋ 

(D)「摜」在地下：ㄔㄨㄞˋ  

 (     )4.徐志摩在〈再會吧康橋〉一文中曾說：「康橋！你永為我精神依戀之鄉。」下列詩句最能呼應這句話的是： (A)輕

輕的我走了，／正如我輕輕的來 (B)波光裡的豔影，／在我的心頭蕩漾 (C)在康河的柔波裡，／我甘心做一條水草 (D)

尋夢？撐一支長篙，／向青草更青處漫溯  

 (     )5.下列各句「 」中的成語運用，錯誤的是： (A) 這件原本陷入膠著的案情，在檢察官鍥而不捨的努力下，終於「豁

然開朗」 (B) 臺北市因為「阡陌交通」，所以生活機能相當便利 (C)春天來時，陽明山滿山都是杜鵑和櫻花盛開，處

處可見「落英繽紛」的景象 (D)為了推展讀書風氣，圖書館買了《諾貝爾文學獎全集》，結果卻「乏人問津」，借閱

紀錄一片空白   

 (     )6.以下是節錄自徐志摩散文詩〈常州天寧寺聞禮懺聲〉的幾段文字，請依文意仔細推敲，選出最適合填入□□的選項： 

  有如在月夜的沙漠裡，月光溫柔的手指，輕輕的撫摩著一顆顆熱傷了的□□，在鵝絨般軟滑的熱帶的空氣裡，聽一個 

□□的鈴聲，輕靈的，輕靈的，在遠處／／響著，近了，近了，又遠了……這鼓一聲，鐘一聲，磬一聲，□□一聲， 

佛號一聲……樂音在大殿裡，迂緩的，漫長的迴盪著，無數衝突的波流諧和了，無數相反的色彩淨化了，無數現世的 

□□消滅了…… 

(A)心靈／清脆／長歎／因果 (B)沙礫／駱駝／木魚／高低 (C)巨石／響亮／梵音／報應 (D)珍珠／淒涼／長吟／ 

苦難   

 (     )7. 梁啟超在《陶淵明》一書中論及：「淵明本是□□出身，律己甚嚴，從不肯有一毫苟且卑鄙放蕩的舉動，一面卻又

受了當時□□和慧遠一班□□徒的影響，形成他自己獨得的人生見解。」請根據文意及對陶淵明的認知，判斷最適合填

入□中的應為： (A)道家╱理學╱佛教 (B)道家╱玄學╱清教 (C)儒家╱玄學╱佛教 (D)儒家╱理學╱清教  

 (     )8.〈發現事理的樂趣．花朵之美〉：「當你欣賞一朵花時，科學知識只會增添更多興奮、更多神祕、更多讚嘆。」依

據上文，最符合文意的選項是： (A)說明美也可以包含知性與感性 (B)說明科學與美學不可一概而論 (C)說明美學可

以改變傳統的科學 (D)說明美學未來將被科學所取代  

 (     )9.請依文意選出排列最適當的選項： 

「西方文明具有兩項偉大傳統，做為它的支柱， 

(甲)永遠保持不確定的態度。 

(乙)為了進行探索，必須坦承「不知為不知」。 

(丙)其中之一是科學的冒險精神， 

(丁)向任何未知挑戰。 

(戊)在沒有找到比較確切的答案之前，不隨意判斷， 

總結一句：即智者的謙虛。」（理查．費曼《費曼的主張》） 

(A)甲乙丙丁戊 (B)乙戊甲丁丙 (C)丙丁乙戊甲 (D)丁丙戊甲乙  

 

(     )10.「阿堵」是六朝以來習見的稱代詞，猶如現代所說的「這個」。《世說新語》記載雅尚玄遠的王衍不屑講「錢」字，

而稱之「阿堵物」，因此後世文人多以「阿堵物」稱代錢。下列文句中，「阿堵」所稱代的對象不是「錢」的選項是 （Ａ）

世情看冷暖，人面逐高低。任是親兒女，還隨「阿堵」移 （Ｂ）蒓絲老盡歸不得，但坐長饑須俸錢。此身不堪「阿堵」

役，寧待秋風始投檄 （Ｃ）秀才竊喜，自謂暴富，頃之，入室取用，則滿室「阿堵」物皆為烏有，惟母錢十餘枚寥寥

尚在 （Ｄ）顧長康畫人，或數年不點目精。人問其故？顧曰：四體妍蚩，本無關於妙處；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                                                      

〔95.學測〕 

 (     )11.語言裡將語音合併的合音連讀現象，即所謂「合音字」，如：「不可」合音為「叵」。下列「 」中的詞語屬於合

音字的是： (A)「夯」貨 (B)提綱「挈」領 (C)不「消」你說 (D)不便「叨」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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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2.下列各文句中的「見」字，意義前後相同的是： (A)岳父「見」教的是／慈父「見」背 (B)獨有諸葛亮識「見」

勝我／秋扇「見」捐 (C)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圖窮匕「見」 (D)只「見」他丈人胡屠戶，手裡拿著一副大

腸和一瓶酒／匹夫「見」辱  

 (     )13.下列選項為各小說卷頭語，與《儒林外史》一書相關的是： (A)姑妄言之妄聽之，豆棚瓜架雨如絲。料應厭作人間

語，愛聽秋墳鬼唱詩 (B)滾滾長江東逝水，浪花淘盡英雄。是非成敗轉頭空，青山依舊在，幾度夕陽紅 (C) 人生南北

多歧路，將相神仙，也要凡人做。百代興亡朝復暮，江風吹倒前朝樹。功名富貴無憑據，費盡心情，總把流光誤。濁酒

三杯沉醉去，水流花謝知何處 (D)吾人生今之時，有身世之感情，有家國之感情，有社會之感情，有宗教之感情。其

感情愈深者，其哭泣愈痛  

 (     )14.《論語．為政》中記載︰「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禮記．曲禮》中也有一段

文字：「人生十年曰幼，□。二十曰弱，□。三十曰壯，有室。四十曰強，而□。五十曰艾，服官政。六十曰耆，指使。

七十曰老，而傳。八十、九十曰耄。……百年曰期，頤。」說明人生不同階段的不同要求。請判斷□內依序適合填入的

是： (A) 學／冠／仕 (B) 教／冕／仕 (C)學／冕／知 (D)教／冠／知  

 

15-19為題組 

閱讀下文，回答 15-19題 

   (一)過江諸人，每至美日，輒相邀新亭，藉卉飲宴。周侯中坐而歎曰：「風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異！」皆相視流淚。唯

王丞相愀然變色曰：「當共勠力王室，克復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對！」(世說新語 言語) 

   (二)王子猷嘗行過吳中，見一士大夫家極有好竹；主已知子猷當往，乃灑埽施設，在聽事坐相待。王肩輿徑造竹下，諷嘯

良久；主已失望，猶冀還當通。遂直欲出門，主人大不堪，便令左右閉門，不聽出。王更以此賞主人，乃留坐，盡歡而去。(世

說新語 簡傲篇) 

(  )15.「過江諸人，每至美日，輒相邀新亭，藉卉飲宴」意謂： (A)天朗氣清，相邀聚會宴飲 (B)家有喜事，大宴賓客 

 (C)雲淡風輕，舉酒獨酌 (D)江水滔滔，感歎時間之不待人。 

(  )16.「風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異」意謂： (A)風雲變色，山河為之撼動 (B)不凡的風景，山河展現其特殊的景致  

(C)風景依舊宜人，然故國山河已變色 (D)山河景致的雄偉壯盛，正是風景不俗的見證。 

(  )17.「王丞相愀然變色曰：「當共勠力王室，克復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對！」意謂丞相王導： (A)痛責在座諸人男兒有 

淚不輕彈 (B)鼓勵在座之人應振作精神共商復國之計 (C)嘲笑在座諸人膽小無用(D)因在座諸人的冷漠而感到痛心。 

(  )18.王子猷到士大夫家目的是： (A)拜訪好友 (B)欣賞美竹之姿 (C)因主人之熱情相邀(D)臨時起意，心血來潮。 

(  )19.「主人大不堪」的原因是： (A)王子猷回絕主人之邀 (B)王子猷與主人有過節 (C)王子猷不在意主人的精心安排 

準備 (D)王子猷的為人令主人失望。  

 

(     )20.談話或寫作時，把方言、俗語、吃澀、錯別，故意加以記錄或援用者，稱為「飛白」。下列屬於「飛白」用法的是： 

(A)京報連登黃甲 (B)不要失了你的時了 (C)我小老這一雙眼睛卻是認得人的 (D)癩蝦蟆想吃起天鵝肉  

 

21-24為題組(107年學測試題) 

閱讀下文，回答 21-24題。 

陶醉於田園的陶潛，是否曾為他決定隱居後悔過？是否有時候也想過另外一種生活？清代以降的批評家已開始質疑陶潛作

為一個隱士的「單純性」——詩人龔自珍就把陶潛當成有經世抱負的豪傑之士，可與三國時代的諸葛亮相比擬：「陶潛酷似臥

龍豪，萬古潯陽松菊高。莫信詩人竟平淡，二分梁甫一分騷。」很顯然，龔自珍並沒有把陶潛當作一個平淡的人。對龔氏及其

同時代的人而言，陶潛代表了一個典型的知識分子，有出仕的凌雲之志卻扼腕而棄之——因為生不逢時。 

其實早在唐代，詩人杜甫便已經對陶潛作為一個恬然自樂的隱士形象提出質疑。杜甫在其〈遣興〉一詩中說：「陶潛避俗

翁，未必能達道。觀其著詩集，頗亦恨枯槁。」學者李華認為杜甫所要傳遞的訊息是：「陶淵明雖然避俗，卻也未能免俗。何

以知之？因為從陶潛詩集來看，其中很有恨自己一生枯槁之意。」李華將杜甫詩中的「枯槁」解作「窮困潦倒」是很有理由的，

因為陶潛〈飲酒〉第十一首用了同一個詞來形容孔子得意門生顏回的窘迫：「顏生稱為仁，榮公言有道。屢空不獲年，長飢至

於老。雖留後世名，一生亦枯槁……」。我們自然可以聯想到當杜甫試圖揭開清貧隱士陶潛的面具時，實際上也是自我示現。

浦起龍在評解杜甫〈遣興〉時，便指出：「嘲淵明，自嘲也。假一淵明為本身象贊」。由此，也就解釋了為什麼杜甫詩作中一

再提到陶潛。而實際上，杜甫正是第一個將陶潛提升到文學經典地位的人。 

然而在過去的數世紀內，批評家一直誤讀杜甫，或者可以說是對杜甫解讀陶潛的誤讀。由於批評家常將「枯槁」解作「風

格上的平淡」，自然而然會認定杜甫以其〈遣興〉一詩來批評陶潛的詩風。這種誤解導致明代學者胡應麟在其《詩藪》中以為

「子美之不甚喜陶詩，而恨其枯槁也」。後來朱光潛也沿襲了胡應麟的說法。這一有趣的誤讀實例證實了：經典化的作者總是

處於不斷變化的流程中，是讀者反饋的產物。（改寫自孫康宜〈揭開陶潛的面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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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下列敘述，符合文中龔自珍對陶潛看法的是：  

(A)陶潛一生固窮守節，為傳統知識分子的典型  

(B)陶潛與屈原、諸葛亮相同，均懷有濟世之志  

(C)陶潛才德堪比諸葛亮，竟自甘於平淡，令人惋惜  

(D)陶詩風格平淡，實受〈梁甫吟〉、〈離騷〉影響 

(   )22. 作者認為歷來批評家對杜甫〈遣興〉一詩，所產生的誤讀是：  

(A)以為杜甫嘲諷陶潛猶未能達道  

(B)以為杜甫批評陶潛的詩風枯槁 

(C)認為杜甫質疑陶潛的隱士形象  

(D)認為杜甫藉陶潛自嘲窮困潦倒 

(   )23. 依據上文，作者所不認同的前人論述是：  

(A)杜甫對陶潛詩的詮釋  

(B)龔自珍對陶潛的評論  

(C)浦起龍對杜詩的詮釋  

(D)胡應麟對杜甫的評論 

(   )24. 上文認為「經典化的作者，是讀者反饋的產物」，圖像也是讀者反饋的一種形式。甲、

乙二圖皆以陶潛的歸隱生活為背景，下列敘述，最無法從圖中獲悉的是：  

(A)甲圖藉「採菊東籬」、「見南山」表現陶潛的閒適  

(B)乙圖用飢餓難耐、流眼淚顛覆陶潛清貧自守的形象 

(C)甲圖描繪陶潛功成不居，乙圖則描繪陶潛樂極生悲  

(D)對陶潛形象的詮釋，甲圖重精神面，乙圖重物質面 

 

 (     )25.以下是一中一年級四位同學讀完〈再別康橋〉一詩後的心得分享，其中對此詩理解錯誤的是： (A)就形式而言，

本詩具有格律與整齊之美，是新月派的典型作品 (B)全詩以華美的語言、和諧的聲律描寫康橋之美，表現出詩人對康

橋的眷戀 (C)詩末「揮一揮衣袖，／不帶走一片雲彩」，代表作者痛下決心告別康橋的一切，打算重新開始新生活 (D)

詩中從黃昏寫至黑夜，由天空、河畔、水面再寫到天空，場景變化多，正呼應詩人回憶之美好與再別之惆悵  

 

 (     )26.小美讀完〈桃花源記〉後，將漁人在桃花源中所見之景進行分類，並製作表格分析，其中需要修改的地方是： 

選項 分析 〈桃花源記〉 

(A) 農業社會，自給自足 良田、美池、桑、竹之屬 

(B) 性情純樸，熱情好客 
便要還家，設酒、殺雞、作食。／餘人各

復延至其家，皆出酒食 

(C) 迥異現世，撞進仙境 
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黃髮垂髫，並怡然

自樂 

(D) 與世隔絕，不知世事 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 

 

(     )27.在〈發現事理的樂趣．窗邊的霸王龍〉中，作者陳述了認識科學的方法，其運用的寫作手法為： (A)引用自己學生

時期和同學分組討論的經驗作為說明 (B)以童年與父親之間的互動、玩遊戲時的小疑惑為例 (C)透過和朋友攜手合作，

帶出實驗和求證的科學精神 (D)透過數位科技與父親互動，由此激發各種靈感創意  

 (     )28.下列關於費曼的生平經歷與成就，敘述錯誤的選項是： (A)畢業於麻省理工學院 (B)曾被美國政府徵召參加原子

彈計畫 (C)曾以相對論的研究榮獲諾貝爾化學獎 (D)擅長以深入淺出、活潑有趣的方式解釋科學概念  

 

 (     )29.關於〈范進中舉〉一文的寫作說明，正確的是： (A)以議論說理方式，加強諷刺效果 (B)以范進的「發瘋」一事

作為全文的主線脈絡 (C)全文以范進為主，以第一人稱敘事角度敘述情節 (D)依照時間順序展開情節，由中秀才寫到

中舉再寫到發瘋  

(     )30.〈范進中舉〉一文中，所用的詞語解釋，正確的選項是： (A)「宗師說我火候已到」：表示老師肯定學生的修養已

夠 (B)「京報連登黃甲」：預祝來日狀元及第之意 (C)「把個女兒嫁與你這現世寶」：意指得乘龍快婿 (D)「自古無

場外的舉人」：表示舉人皆為內定  

 

 

梁甫：即〈梁甫吟〉，史載諸葛亮好為

此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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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多選題共題 6，每題 3分，共計 18分(每題選項答錯，倒扣 1/5題分) 

  

(     )31. 「將」字是章回小說中常用的語詞，有時是置於動詞後面以助語氣的助詞，相當於口語的「了」。下列各文句中的

「將」字，其用法符合上述說明的是： (A)三匹馬闖「將」來 (B)一個嘴巴打「將」去 (C)那隻手隱隱的疼「將」起

來 (D)他爬「將」起來，又拍著手大笑 (E)老太太慌了，慌「將」幾口開水灌了過來  

 

(     )32.在語文中描述人、事、物時，轉變其原來的性質，化成另一種本質不同的人、事、物來形容，稱為「轉化」。例如

「花兒笑了」將花轉化成人；「我把歡聚時的笑聲一一撿起來」則是將抽象的聲音轉化成具體的事物。以上例句的表現

技巧皆為「轉化」。下列〈再別康橋〉的詩句，亦有運用相同技巧的選項是： (A)我揮一揮衣袖，／不帶走一片雲彩 

(B)波光裡的豔影，／在我的心頭蕩漾 (C)滿載一船星輝，／在星輝斑斕裡放歌 (D)夏蟲也為我沉默，／沉默是今晚的

康橋 (E)那榆蔭下的一潭，／不是清泉，是天上虹  

 

 (     )33.下列「 」中的字義，前後皆不相同的是： (A)未「果」，尋病終／言必信，行必「果」 (B)芳草「鮮」美，落

英繽紛／巧言令色，「鮮」矣仁 (C)便「要」還家，設酒、殺雞、作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 (D)「緣」溪行，

忘路之遠近／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 (E)未若柳絮「因」風起／「因」起徬徨  

  

(     )34.下列作品、作家、時代及體裁，對應完全正確的選項是 (A)〈虬髯客傳〉／元稹／唐人傳奇小說 (B)《水滸傳》／

施耐庵／宋人話本小說 (C)《儒林外史》／吳敬梓／清代章回小說 (D)《聊齋志異》／蒲松齡／清代志怪小說 (E)

《世說新語》／劉義慶／南朝宋志人小說。   

  

(     )35.「斗」是中國古代的一種量器，也常用來形容事物的大小程度。下列文句中的「斗」字，含有「小」或「少」義的

選項是：(A)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 (B)事關重大，請恕我「斗」膽直言  (C)盛夏時節，「斗」室裡顯得酷

熱難當 (D)子貢問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 (E)今欲致天下之士，民有上書求見者，

輒使詣尚書問其所言，言可采取者，秩以升「斗」之祿，賜以一束之帛  

 

 (     ) 36.關於年齡的表示方法，以下算式何者正確？ (A) 周晬＜始齔＜期頤＜知非＜杖國 (B)而立之年＋不惑之年＝古稀

之年 (C)風信之年＋致仕之年＜耳順之年 (D)強仕之年＋知命之年＞從心之年 (E) 志學之年＝束髮之年＝及笄之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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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立臺中一中 108學年度第一學期 第二次期中考  高一國文試卷 答案卷 

班級：____________ 座號：__________ 姓名：____________ 

參、【非選題-默寫】(15分，每錯、落、衍一字，扣 0.5分) 

默寫一 ：桃花源詩、桃花源記之比較(9分) 

 

 桃花源詩 桃花源記 

1. 
嬴氏亂天紀，賢者避其世。 

黃綺之商山，伊人亦云逝。(2分)  

2. 往跡浸復湮，來逕遂蕪廢。(2分)  

3. 相命肆農耕，日入從所憩。(1分)  

4. 桑竹垂餘蔭，菽稷隨時藝。(1分)  

5. 荒路曖交通，雞犬互鳴吠。(2分)  

6. 借問游方士，焉測塵囂外。(1分)  

 
 
默寫二  ：論語選讀 (6分) 
 

 問題 原文作答 

1. 
子貢問：「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孔

子心目中的「上士」如何？(3分)  

2. 
孔子言君子自少而壯而老三階段，少

時所應戒除檢點的事？(3分)  

 

【非選題-翻譯畫底線的句子】(7分) 

 

1.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3分) 

 

 

  

2.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2分) 

 

 

 

3.其中往來種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黃髮垂髫，並怡然自樂。(2分) 

 

試題結束 

答案卷請繳回 



市立臺中一中 108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二次期中考高一國文試卷參考答案 

壹、單選題共 30題，每題 2分，共計 60分 

1. 解答  D  解析  (A)ㄍㄠ／ㄏㄠ／ㄍㄠˇ (B)ㄅㄧㄣ／ㄅㄧㄣˋ／ㄆㄧㄣˊ (C)ㄙㄨˋ／ㄙㄨˋ／ㄕㄨ

ㄛˋ (D)ㄩˊ  

2. 解答  B   解析  (A) ㄉㄨㄛˋ／ㄉㄨˋ／ㄉㄨˋ (B) ㄘㄨㄟˋ (C)ㄕㄨㄢ／ㄑㄩㄢˊ／ㄕㄨㄢ (D)

ㄏㄜˊ／ㄎㄜˋ／ㄎㄜ  

3. 解答  C  解析  (A)ㄑㄩ (B) ㄏㄨㄥˇ (D)ㄍㄨㄢˋ 

4. 解答  C  解析  (A)描寫告別時的灑脫 (B)描寫對康橋眷戀，但強度弱於與康河合而為一 (C)甘心成

為一株水草，與康河合而為一，可見其極端愛戀 (D)象徵康橋曾為其追尋夢想的地方  

5. 解答  B 解析  (B )阡陌交通：田間道路相通。臺北市為都市，用於此處語意不恰當 

6. 解答  B  

 解析  此詩是寫在佛寺中聽禮懺，心中感到無比寧靜諧和，受傷的心靈彷彿也因禮懺聲的撫慰而平

靜，就如同月光撫慰沙漠中被陽光灼傷的「沙礫」；因為在沙漠中，所以聽到的是「駱駝」的鈴聲。

禮懺時的聲音除了鐘、鼓、磬、僧人口誦的佛號外，還有「木魚」的敲擊聲；在佛陀眾生平等的思想

中，萬物是沒有貴賤等差之分別的，故所有人間的「高低」都消滅了 

［分析選答原因］為呼應「沙漠」，所以「沙礫」是最恰當的，心靈、巨石、珍珠都不符合沙漠之景；

沙漠中駱駝脖子上常掛著鈴，「駱駝」的形象比其他形容聲音的「清脆」、「響亮」等更貼近詩中所

要營造的氣氛；「木魚」可呼應前面的鼓、鐘等樂器，較其他三者為佳；前文有「衝突的波流」、「相

反的色彩」，可知作者在此處使用比喻、象徵手法，而不直接說明其內容，「因果」、「報應」、「苦

難」都太過直接，與前文的寫作技法不同，故捨去 

7. 解答  C  解析  由「律己甚嚴，從不肯有一毫苟且卑鄙放蕩的舉動」可判斷出陶淵明原為儒家出身；

陶淵明身處晉、宋之際，當時正流行玄學思潮；而佛教的部分思想與老莊玄學思想類似，在玄學盛行的形勢下，

佛教徒們為使佛教得到更大發展，便紛紛以玄學來解釋印度佛學，於是產生了佛教玄學  

8.解答  A 

9. 解答  C  解析  文章一開始提到西方文明具有兩項偉大傳統，所以先介紹「其中之一」的特質，而「冒

險精神」的特質就是「向任何未知挑戰」。則（丙）（丁）相連。「不知為不知」則會「在沒有找到比較確

切的答案之前，不隨意判斷」，而「不隨意判斷」則會「永遠保持不確定的態度」。故（乙）（戊）（甲）

相連  

10. 解答   D 

解析 （Ａ）出自《拍案驚奇》第二十六回。「阿堵」意同於錢。全句指「世態冷暖，人情往往與身分地位有關，

即使是親生兒女，有時還是依著富貴財力而有不同對待態度」。（Ｂ）出自宋‧陸游〈思歸引〉。「阿堵」意

同於錢。全句指「故鄉的蓴絲已經枯老了，依然回返不得，因為必須仰賴俸祿解決生活問題。我已無法忍受被

金錢勞役的生活，哪能在暮年之際等待新的官職派令。」補注：晉朝張翰因見秋風起，乃思吳中菰菜、蓴羹、

鱸魚膾，有歸隱故里之思。（Ｃ）出自《聊齊志異‧勞山道士》。「阿堵」意同於錢。（Ｄ）出自《世說新語

‧巧藝篇》。「阿堵」意同「這、這個」，為六朝及唐人常用的指稱詞。全句指「晉朝顧愷之善畫人像，有時

畫好的人形間隔數年還不點上眼睛。他人問起原因時，顧愷之說：『因為人物的身形美醜與神情意態無關，最

傳神的神情意態，就在這個（眼睛）之上。』」 

11. 解答   C 解析  (A)ㄏㄤ (B)ㄑㄧㄝˋ (C) 「ㄒㄧㄠ」，「需要」之合音 (D) ㄊㄠ  

12. 解答  A  

 解析  (A)見，無義，置於動詞之上，說明動詞之下省略的賓語。「慈父見背」意謂父親背棄了我（指父親過

世）。李密〈陳情表〉 (B)見解、見識。羅貫中《三國演義．用奇謀孔明借箭》／被。「秋扇見捐」意謂涼

爽的秋天一到，扇子就被棄置不用。比喻女子失寵而遭受冷落。蕭統《昭明文選．班婕妤．怨歌行》 (C)看



見。陶淵明〈飲酒〉之五／音ㄒㄧㄢˋ，顯現。《戰國策．燕策三》 (D)看見／被。「匹夫見辱」意謂一般

人被侮辱。蘇軾〈留侯論〉  

13. 解答  C 解析  (A)蒲松齡《聊齋誌異》。判斷關鍵：「愛聽秋墳鬼唱詩」 (B)羅貫中《三國演義》。

判斷關鍵：「浪花淘盡英雄」 (C) 判斷關鍵：「功名富貴無憑據，費盡心情，總把流光誤 (D)劉鶚《老殘

遊記》。判斷關鍵：「有身世之感情……有宗教之感情」」  

14. 解答   A 

 解析  題幹原文：《禮記．曲禮》︰「人生十年曰幼，學。二十曰弱，冠。三十曰壯，有室。四十曰強，而

仕。五十曰艾，服官政。六十曰耆，指使。七十曰老，而傳。八十、九十曰耄。……百年曰期，頤。」 

題幹語譯：人生十歲稱為「幼」，開始就學。二十歲稱為「弱」，行加冠之禮。三十歲稱作「壯」，結婚成立

家室。四十歲稱作「強」，可以出仕做官。五十歲稱作「艾」，可以執掌治理大眾之事。六十歲稱作「耆」，

能憑藉經驗指導別人做事。七十歲稱為「老」，應把工作交付給後人。八十、九十歲稱作「耄」……百歲稱作

「期」，接受各方面的供養  

15-19 解答  15.A  16.C 17.B  18.B  19.C 

  解析  語譯：(一)晉室南渡的王公貴族，每到天氣晴和，就相約到新亭，坐在草地上宴飲。周侯在座位上

感歎：風景和以前相同，但心中感受不同了！其他人也都相對流淚，十分感傷。只有宰相王導臉色大變，十分

嚴肅，他說：大家正應該效忠國家，光復中原，怎可學楚囚相對，坐困愁城！ 

(二)王徽之曾經過吳郡，看見一士大夫家有很多好竹；主人已經知道徽之一定會來，就打掃布置房屋，在中庭

上坐著等他。王坐轎直接來到竹林下，吟詠呼嘯了很久；主人很失望，然而仍希望和他交往。徽之看完竹林就

想直出園門，主人非常難過，就教僕人把門關上，不讓他出去。王倒因此欣賞主人，就留下來，賓主盡歡才離

去。 

20. 解答  D 解析  「飛白」修辭是生活用語的一部分；文學上，以小說、戲劇的使用頻率較高 (D )

選項引用俗語「癩蝦蟆想吃起天鵝肉」，是為「飛白」 

21-24 解答    21. B 22.B 23.D 24.C 

解析 21. 題幹：龔自珍〈雜詩〉語譯：陶潛的豪氣和諸葛亮很像，萬古以來他的形象如同潯陽那松樹、

菊花一樣清高。不要相信詩人竟然甘於平淡，他的詩三分當中帶有二分諸葛亮〈梁甫吟〉的風格，以及一

分屈原〈離騷〉的精神。杜甫〈遣興〉語譯：陶潛是遠避俗情的人，實際上未必能背離世道。看他所寫的

詩集，也頗遺憾那種枯槁的情形。陶潛〈飲酒〉第十一首語譯：顏回被稱為仁者，榮公被稱說為有道之人

（榮公即榮啟期，春秋時隱士）。但是顏回常常沒飯吃而早過世，而榮公則是長年飢餓一直到老。雖然都

留有被後世稱頌的美名，但他們一生真是憔悴…… 

(B)由「龔自珍就把陶潛當成有經世抱負的豪傑之士，可與三國時代的諸葛亮相比擬」，及「莫信詩人竟平

淡，二分梁甫一分騷」可知。 

22. (B)由「批評家一直誤讀杜甫」、「批評家常將『枯槁』解作『風格上的平淡』」可推知，批評家誤以為杜

甫的「頗亦恨枯槁」是說陶潛的詩風是平淡的，然實際上杜甫是在說陶潛的生活困窘。 

23. (D)由「這種誤解導致明代學者胡應麟」，及「這一有趣的誤讀」可知。 

24. (C)甲圖的東籬菊花與翹首見南山，實未能見出有陶潛功成不居的形貌，乙圖的「咕嚕」及眼前的空碗，以

及背後想像滿溢的一碗飯，都沒有可「樂而生悲」的事情。 

25. 解答  C 解析  (C)「揮一揮衣袖，／不帶走一片雲彩」表現出離別的惆悵無奈，而非決心開

始新生活之意。雖然康橋帶給作者豐富的性靈感受，但此刻卻意識到自己無力改變任何事物，因

此這表面上看起來瀟灑自在的一句，其實相當落寞感傷 

26. 解答  C  解析  (C)由「男女衣著，悉如外人」可知桃花源人的活動、衣著與外界並無不同，

是人而非神。分析應改為：安詳和諧， 

27. 解答  B 解析  (A)並非引用和同學分組討論的經驗 (C)並未和朋友攜手合作 (D)沒有透過數位科技  

28. 解答  C  解析  (C)以量子電動力學的研究榮獲諾貝爾物理學獎  



29. 解答  D  解析  (A)以前後對比方式凸顯人情冷暖，加強全文諷刺的效果 (B)以「中舉」為

全文的主線脈絡 (C)以第三人稱全知觀點敘事  

30. 解答  B 解析  (A)比喻學識修養的功力 (C)丟人現眼的傢伙 (D)沒有不進考場而能中舉者 

 

貳、多選題共題 6，每題 3分，共計 18分(每題選項答錯，倒扣 1/5題分) 

31. 解答  ABCD  解析  (E)拿   

32. 解答  BCD  解析  (A)以「雲彩」象徵過去多采多姿的歲月 (B)「蕩漾」使抽象的「豔影」形象化 

(C)「載」使抽象的「星輝」形象化 (D)「沉默」使「夏蟲」人性化 (E)譬喻，把潭水隱喻為虹  

33. 解答  ABCDE  解析  (A)實現／果敢堅決。《論語．子路》。語譯：說話必定信實，做事必

定果敢 (B)色彩明亮／少。《論語．學而》。語譯：花言巧語，滿臉笑容的人，很少有仁愛之心 

(C)邀請／求取。《孟子．公孫丑上》。語譯：不是想求得鄰里朋友們的稱讚 (D)沿著／因為。蘇

軾〈題西林壁〉。語譯：無法認識廬山的全貌，只因為身處在廬山中 (E)憑藉／於是。《世說新

語上》。語譯：不如說像柳絮憑藉著風而飄揚／語譯：於是起身徘徊。  

34 解答 ：CDE 解析：(A)〈虬髯客傳〉的作者是唐‧杜光庭。唐‧元稹所作為《會真記》，又名《鶯

鶯傳》。(B)《水滸傳》為元末明初的章回小說。 

35. 解答   ACDE  解析  (A)斗量，指數量眾多但與海水相較則小了 (B)斗膽，大膽。謂膽如斗大的意思 

(C)斗室，狹小的房間。謂房間如斗一般大 (D)斗筲之人，喻德薄量淺的人。出自《論語．子路》 (E)升斗

之祿，微薄的俸祿  

36. 解答  BDE  解析  (A) 各年齡代稱的數字依序為一、七或八、一百、五十、七十 (B)三十加

四十等於七十 (C)二十四加七十大於六十 (D)四十加五十大於七十 (E) 皆為十五歲 

參、【非選題-默寫】(15分，錯、落、衍一字，扣 0.5分) 

默寫一 ：桃花源詩、桃花源記之比較(9分) 

     1.先世避秦時亂，率妻子邑人來此絕境。2. 不復出焉，遂與外人間隔。 

     3. 其中往來種作。4. 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5. 阡陌交通，雞犬相聞。 

     6. 後遂無問津者。 
 
默寫二  ：論語選讀 (6分) 

      1.行己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2. 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 

 

【非選題-翻譯畫底線的句子】(7分) 

1. 解答  君子對於天下的事情，既不先存絕對要如此的成見，也不先存絕不如此的成 

          見，唯有依從義理。 

2. 解答  說話必定信實，行事必定必果敢堅決，能堅定自守 ，但未能通權達變，這 

          種仍是才識器量不足的人。 

3. 解答  在桃花源中往來耕作的人，男女所穿的衣服，完全像桃花源外的人一樣， 

          老人和兒童，都安適愉快而自得其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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