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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立臺中一中 108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一次期中考 高一國文 試題 

一、單選題(40 分)          未依規定畫卡，造成讀卡困難，扣 5 分 

說明：第 1 題至第 20 題，每題有 4 個選項，其中只有一個是正確或最適當的選項，請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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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各組「 」內的字，讀音相同的是： 

(A)向我「瞟」視／虛無「縹」緲 

(B)「檣」傾楫摧／稼「穡」之道 

(C)小事一「樁」／夕「舂」未下 

(D)扣住肩「胛」／吃大「閘」蟹 

2、下列各組文句「」內的詞，意義相同的是： 

(A)西湖最「盛」，為春為月／羅紈之「盛」，多於堤畔之草 

(B)霪雨霏霏，連月不「開」／茅茨疏易溼，雲霧密難「開」 

(C)「去」國懷鄉，憂讒畏譏／相「去」萬餘里，各在天一涯 

(D)岸芷汀蘭，郁郁「青青」／史君兩鬢尚「青青」，學道仍拋後院笙 

3、下列文句，完全沒有錯別字的是：  

(A)新冠肺炎肆虐，卻有人趁機謀取暴利，枉顧社會責任，真是令人氣憤 

(B)同學搭乘大眾運輸工具上下學時，在密閉車箱中應配戴口罩，避免口沫傳染 

(C)明明之中，生死或有定數，但我們仍能積極把握每一個當下，活出精采人生 

(D)疫情期間，大家多往戶外活動，以致假日山區公路湧進大量車潮，造成交通壅塞 

4、下列是一段古典散文，依據文意，甲、乙、丙、丁、戊排列順序最恰當的是：  

    脩之來此，樂其地僻而事簡，又愛其俗之安閒。  

(甲 )俯而聽泉。  

(乙 )掇幽芳而蔭喬木，  

(丙 )風霜冰雪，刻露清秀，  

(丁 )既得斯泉於山谷之間，  

(戊 )乃日與滁人仰而望山，  

四時之景，無不可愛。又幸其民樂其歲物之豐成，而喜與予遊也，因為本其山川，

道其風俗之美，使民知所以安此豐年之樂者，幸生無事之時也。  

                                            (歐陽脩〈豐樂亭記〉) 

(A)戊甲丁乙丙                  (B)丙戊甲乙丁 

(C)丁戊甲乙丙                  (D)甲戊丁丙乙 

5、下列文句畫底線處的詞語，運用恰當的是： 

(A)文壇巨擘楊牧老師病逝，享壽八十歲，書迷無法再親炙風采，真可謂天喪斯文 

(B)從有症狀傳染者到無症狀帶原者，新冠肺炎傳播途徑詭譎變化，令人憂讒畏譏 

(C)佇立花蓮海邊翹首盼望太平洋，一碧萬頃。遊客至此，無不心曠神怡，寵辱偕忘 

(D)澳洲夏季天候乾旱，引發森林中的電光石火，火勢一發不可收拾，嚴重危及自然資源 

科目代碼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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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下列文句，不屬被動用法的是： 

(A)匹夫見辱，拔劍而起 

(B)梅花為寒所勒，與杏桃相次開發 

(C)李氏子蟠，不拘於時，請學於余 

(D)生乎吾前，其聞道也，亦先乎吾，吾從而師之 

7、下列有關文句，闡釋或說明不正確的是： 

(A)「沙鷗翔集，錦鱗游泳」分別從空中及水中描述鳥和魚在晴天時的活動 

(B)「北通巫峽，南極瀟湘，遷客騷人，多會於此」點出岳陽樓位處交通要道 

(C)「銜遠山，吞長江」以「銜、吞」二字點靜態為動態，鮮活地摹寫洞庭湖的壯闊水勢 

(D)「浮光躍金、靜影沉璧」形容湖面日夜之景，有時日光閃爍似黃金，有時月影倒映如白璧 

8、下列最不可能為公安派文學主張的是：  

(A)世道改變，文亦因之；今之不必摹古者，亦勢也  

(B)當代無文字，閭巷有真詩。卻沽一壺酒，攜君聽竹枝  

(C)行之乎仁義之途，游之乎詩書之源，無迷其途，無絕其源，終吾身而已矣  

(D)文章新奇，無定格式，只要發人所不能發，句法字法調法，一一從自己胸中流出，此真新  

  奇也                                             

9、〈從占星術到天文學〉一文中，作者針對占星術及天文學的差異提出個人的見解及說明，     

  請判斷下列文句的思考觀點，不符合文中對「占星術是偽科學」認定的是： 

(A)因為劃分成十二個星座，所以全球人口的十二分之一，約莫五億人左右，應該有著類似的  

  性格 

(B)利用一個人出生的那一刻太陽、月亮，及各行星在天空中的位置，建構出一幅「天宮圖」， 

  然後再依據此圖解釋此人的個性及命運，甚至預測每日運氣 

(C)早年先民為占星所做的許多觀測（尤其是對行星位置的觀測），使得一部分對追求真理有興 

  趣的人，從這些現象的背後慢慢找出天體運行的道理來，促成今天從歐洲萌芽的現代天文學 

  的發展 

(D)不同流派的占星學家對同一個人的預測，卻常有天壤之別。到了年終歲尾，報上總會刊出所 

  謂世界十大預言家對明年的世界局勢、各國領袖的命運等預測，但有時針對同一個人，卻會 

  有截然不同的預測                                                 

10、〈醉翁亭記〉中依時序變化，描寫四時美景，令人印象深刻，下列前後季節相同的是： 

(A)水落石出／綠煙紅霧，彌漫二十餘里 

(B)佳木秀而繁陰／葉上初陽乾宿雨、水面清圓，一一風荷舉 

(C)風霜高潔／六出飛花入戶時，坐看青竹變瓊枝。如今好上高樓望，蓋盡人間惡路歧 

(D)野芳發而幽香／荷盡已無擎雨蓋，菊殘猶有傲霜枝。一年好景君須記，最是橙黃橘綠時 

11、〈醉翁亭記〉一文的寫作特色，說明不正確的是：  

(A)駢散相間，交錯運用四字句和六字句，讀來具有節奏感 

(B)全文用了二十一個「也」字，使得文意層次分明，兼有押韻作用 

(C)全文由景到情，因遊而生「醉」，「樂」是表象，「醉」為本質 

(D)全文用了二十五個「而」字，斷開整齊句子，使得節奏起伏，情韻無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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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3 為題組 

閱讀甲、乙二文，回答 12-13 題。 

甲 

    已而，夕陽在山，人影散亂，太守歸而賓客從也。樹林陰翳，鳴聲上下，遊人去而禽鳥樂也。

然而禽鳥知山林之樂，而不知人之樂；人知從太守遊而樂，而不知太守之樂其樂也。醉能同其樂，

醒能述以文者，太守也。太守謂誰？廬陵歐陽脩也。     節選自歐陽修〈醉翁亭記〉 

乙 

    嗟夫！予嘗求古仁人之心，或異二者之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廟堂之高，則憂

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是進亦憂，退亦憂；然則何時而樂耶？其必曰：「先天下之憂而

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乎！噫！微斯人，吾誰與歸？        節選自范仲淹〈岳陽樓記〉 

12、甲文中總結禽鳥之樂、遊人之樂及太守之樂，下圖最接近三者關係的是： 

 (A) 

 

 (B)   

 

三者之中，兩兩相關聯，最終有共同快樂的

原因 

三者屬層層烘托關係，而以「太守之樂」境界

最高 

 (C) 

 

 (D) 

 

 

 

 

 

 

以「禽鳥之樂」為中心，開展出「遊人之樂」

及「太守之樂」 

   

 

 

 

 

「禽鳥之樂」與「遊人之樂」的共同點是「太

守之樂」 

13、下列敘述，說明正確的是： 

(A)兩文都呈現出身為知識分子應有的自覺高度 

(B)兩文都展現出喜怒不形於色，不受外在環境或己身遭遇影響的定力 

(C)乙文「微斯人，吾誰與歸」的「斯人」與甲文中「人知從太守遊而樂」的主詞是同種人 

(D)甲文的「醉能同其樂，醒能述以文」者，即乙文的「進亦憂，退亦憂」，呈現出官民同樂的 

  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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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5 為題組 

    ……旅行是一種滌洗，是一種探索。我可以花一個早上坐在平整如鏡的小湖邊看高巒的倒影，

飛鳥掠過半空的蹤跡；或站立參天的針葉林間，為一隻麋鹿不期然的出現，屏息長久不敢出聲驚

動；或倚著欄杆注視千萬活水的瀑布，從雲煙的山頭雷轟傾瀉，濺起無窮的溼寒，又落在曠古的

青苔上，注入冷澗，終於緩緩流去，切過開滿黃花的草原，向海洋的方向。 

   有時單獨旅行最能體會環境。你一個人在陌生的地方顧盼尋覓，說是看風景，其實是在看自

己如何在看著風景，那時你的心思最敏銳，精神最飽滿，周圍一點聲響，一片色彩，任何細微的

變化都逃不過你急切的捕捉，那麼好奇，那麼準確。我們都不是喜歡熱鬧的人，可是我們不能安

於狹窄的斗室空間。有一次我千里迢迢到了巴黎，進了旅館十二層高的房間，將行李放下，站在

窗前看高低錯落古今多變的房子，那色調和風姿，忽然就攫獲了所有的巴黎形象，那些歷史和傳

統。我心想：到了巴黎，這就是巴黎。遂坐下攤開一疊紙，振筆疾書。到了就好了，知道我已經

在巴黎就夠了，我竟酖於這個感受，一時失去觀光街頭的心情，因為急著想表達的是這個「到了」

的感受，不是去滿足那左顧右盼的心情。我一個人坐在旅館窗前寫著，看到美麗的巴黎，其實我

可能只是看到自己坐在巴黎的旅館窗前寫著，並因為看到自己那樣在窗前寫著而格外感動。…… 

    你何妨就在內心先確定一個廣泛的目標？先在家裡勾畫出完整的憧憬，布置一些可能發生的

情節，以想像的陌生世界為背景，把自己血肉之軀投射進去，堅持自己所追求所要的東西，然後

出門。這樣的旅行說不定會因為一切都不如理想而大失所望，但失望何嘗就不是一件莊嚴的理由？

這樣的旅行是充滿目的和意志的，是學習的歷程，是考驗，是一種探險。我相信這個方式最適合

你。你來信裡提到了夏天出門的計劃，每一個計劃都令我羨慕，而我希望你除了安排行程日期以

外，也為自己的心情意志去安排一個方向，嘗試去完成那方向的指引，以最大的敏感去體驗所有

的色彩和聲音，人的容貌，文化的形跡，和大自然擁有的一切。那是我們積極的投入參與，那是

一種挑戰，而不只是奢侈的觀光旅行。那正是一個青年詩人的自我追尋，一個青年詩人的「壯遊」。                                     

(節選自楊牧〈壯遊〉) 

14、根據上文，最符合文意的是： 

(A)作者認為的旅行必須有一段長足時間，才能稱之為壯遊 

(B)作者認為旅行前一定要有周全計劃，以免臨時出狀況掃了遊興 

(C)作者認為旅行是一種對自己的完成、心情的轉換，有沒有真的到臨無妨 

(D)作者認為在旅行中常能體察靜觀外物之喜悅，使自然與人文世界互相感應 

15、下列說明，最不符合文意的是： 

(A)「你一個人在陌生的地方顧盼尋覓，說是看風景，其實是在看自己如何在看著風景」利用異 

  地空間可以將自己抽離出來，以比較客觀的角度來認識自己 

(B)「站在窗前看高低錯落古今多變的房子，那色調和風姿，忽然就攫獲了所有的巴黎形象，那 

些歷史和傳統」藉遊巴黎為例，說明自己迷惑於巴黎的歷史人文 

(C)「那時你的心思最敏銳，精神最飽滿，周圍一點聲響，一片色彩，任何細微的變化都逃不過 

  你急切的捕捉，那麼好奇，那麼準確」作者提出單獨異地出遊的好處是可激發敏銳的心思及 

  感官反應 

(D)「或倚著欄杆注視千萬活水的瀑布，從雲煙的山頭雷轟傾瀉，濺起無窮的溼寒，又落在曠 

  古的青苔上，注入冷澗，終於緩緩流去，切過開滿黃花的草原，向海洋的方向」，鏡頭移動 

  先由上再到下，然後平視延伸，以舒緩的筆調呈現視聽，蘊含觀看者的深情 

16、下列有關各文學家，敘述正確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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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歸有光作品疏淡自然而有情，擅長敘寫家庭瑣事，深受清代桐城派的推崇  

乙、陶淵明詩文自然質樸，平淡有致，情感真摯，其詩被當時代譽為五言詩之冠冕 

丙、歐陽脩散文風格平易清新，抒情委婉，以倡導古文自任，其詩詞清麗婉約，情味深長 

丁、韓愈倡導先秦樸實無華的散文，承繼儒家道統，蘇軾稱「文起八代之衰，道濟天下之溺」 

戊、袁宏道強調文學應「重性靈、貴獨創」，以清新自然的筆調寫下一系列有關西湖的遊記， 

   抒發自己被貶謫到吳縣仍能藉山水轉換逆境的襟懷  

(A)二個 (B)三個 (C)四個 (D)五個                        

17、下列文句，解說不正確的是： 

(A)「樹林陰翳，鳴聲上下」以聽覺摹寫禽鳥悠遊山林的快樂 

(B)「蒼顏白髮，頹然乎其間者」呈現出借酒澆愁、頹廢度日的太守身影 

(C)「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廢具興，乃重修岳陽樓」肯定滕子京處政有才，行事有序 

(D)「臨谿而漁，谿深而魚肥；釀泉為酒，泉香而酒洌。山肴野蔌，雜然而前陳者，太守宴也」就地取 

   材可見太守親民形象及歲稔物豐的景象 

18、有關〈晚遊六橋待月記〉，寫作特色說明不正確的是： 

(A)題文照應，如以「蘇堤」照應題目「六橋」 

(B)依序列出濃媚、艷冶、趣味，使審美層次逐級遞升 

(C)映襯得宜，如以梅花映襯桃花，以午未申三時映襯朝夕及月夜 

(D)「余時為桃花所戀，竟不忍去湖上」表現出袁宏道對美的事物之深情                     

19、關於郁達夫〈山水及自然景物的欣賞〉一文，說明正確的是： 

(A)由「家花不及野花香」可知人喜歡親近大自然，因為美於人工造景 

(B)「天地歲時、社會人事，靜而觀之，無一不是自然，無一不可以資欣賞」意近於「萬物靜觀 

  皆自得，四時佳興與人同」 

(C)「鄉下愚夫愚婦的千里進香，都市裡寄住的小市民的窗檻栽花，都是欣賞自然的心情的一絲 

  表白」說明市井小民的活動太過厘俗、膚淺 

(D)「孔夫子到了川上，就覺悟到了他的棲棲一代，獵官求仕之非；太史公遊覽了名山大川，然 

  後才死心塌地，去發憤而著書。」說明自然可以讓人忘懷名利，興起隱居的念頭 

20、下列關於明代文風的流變與發展，敘述不正確的是： 

(A)明初文風頗具開國氣象，雍容典雅，精警不足，如劉基、宋濂、方孝儒，並稱明初三大家 

(B)前七子主張復古主張，提出「文必秦漢、詩必盛唐」的口號，主導明代中葉文壇風氣 

(C)歸有光、茅坤等人反對前七子徒具形式之擬古、剽竊古人作品，提倡宗法唐宋散文，被稱為 

  唐宋派 

(D)袁宏道三兄弟反對模擬剽竊，提出「獨抒性靈、不拘格套」的看法，為晚明散文開出一股  

  清新的風氣 

二、多選題（占 40 分） 

說明：第 21 題至第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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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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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下列各組文句「 」內的詞義，前後相同的是： 

(A)石簣數「為」余言／安可「為」俗士道哉 

(B)春和「景」明，波瀾不興／「景」翳翳以將入 

(C)此人一一為「具」言所聞／政通人和，百廢「具」興 

(D)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微斯人，吾誰與「歸」 

(E)朝暉夕陰，「氣象」萬千／如今雖說不似先年那樣興盛，較之平常仕宦之家，到底「氣象」 

  不同 

22、下列有關文化知識，說明恰當的是：        

(A)因屈原寫作離騷之故，故詩人可稱為騷人、騷客 

(B)「檣傾楫摧」中的「楫」是划船的工具，也可稱為「槳」或「棹」或「篙」 

(C)古代因時間長度不同，語彙也不同，由短到長依序可用一稔一紀一秩一甲子來稱說 

(D)古代用來指稱老人的語詞，多以其形貌變化的特徵為主要概念，如二毛、傴僂、黃髮  

(E)酒是華人文化中不可少的，用來指酒器的詞也很多，如「觥」「籌」交錯、曲水流「觴」 

23、下列各組文句「」內，字形相異的是： 

(A)「ㄈㄟ」聲國際╱「ㄈㄟ」短流長 

(B)不「ㄎㄢ」之論╱不「ㄎㄢ」入目  

(C)多「ㄈㄟˋ」唇舌╱曠日「ㄈㄟˋ」時 

(D)不虞「ㄎㄨㄟˋ」乏╱功虧一「ㄎㄨㄟˋ」 

(E)不可「ㄒㄧㄚˊ」昵╱虎兕出「ㄒㄧㄚˊ」 

24、下列有關〈岳陽樓記〉一文，敘述正確的是：  

(A)本文以「謫」字為線索，表明憂樂無所動心的意志 

(B)作者因慶曆新政失敗，和好友滕子京同貶於岳州，登臨岳陽樓時，觸景生情而作  

(C)文中先以晴喜雨悲對比，再以「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以抒寫懷抱 

(D)本篇主旨乃抒寫「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生命態度，並以古仁人胸襟與友好勗勉 

(E)滕子京使岳州「政通人和」，歐陽修在滁州「與民同樂，皆為「後天下之樂而樂」的實踐 

25、閱讀甲乙兩首詩，最符合文意的是：                                    

甲   

昔聞洞庭水，今上岳陽樓。 

吳楚東南坼，乾坤日夜浮。 

親朋無一字，老病有孤舟。 

戎馬關山北，憑軒涕泗流。 

              杜甫〈登岳陽樓〉 

 

(A)甲詩呈現出詩人對家國未靖的關懷，眼淚乃為己為國而流 

(B)甲詩直接描寫洞庭湖水天一色的景色，著意表現洞庭湖雄偉氣勢 

(C)兩文作者都符合范仲淹〈岳陽樓記〉中所謂「前人之述備矣」的「前人」 

(D)乙詩以垂釣者借指有力者，魚借指功名，說明自己想為朝廷效力卻苦無機會 

(E)乙詩以敘事起筆，前四句緊扣湖與樓的關係而寫，由時間與空間的交互取材，將景色描 

  繪得壯闊亙永 

乙 

八月湖水平，涵虛混太清。 

氣蒸雲夢澤，波撼岳陽城。 

欲濟無舟楫，端居恥聖明。 

坐觀垂釣者，徒有羨魚情。 

     孟浩然〈望洞庭湖贈張丞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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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散文書寫中，空間的畫面感是作者有意、無意間要構築的世界，以呈現其懷抱或理想。下 

   列文本中的空間書寫，敘述正確的是： 

(A)〈醉翁亭記〉作者在遊宴於滁州山水的空間時，呈現了「物阜民豐」的和樂，在朝暮及四季  

  的山水美景裏，呈現了「與民同樂」的淑世情懷  

(B)〈岳陽樓記〉則描述登臨斯樓時可能見到的晴雨兩種湖景空間，在喜悲感受外，再推出「先 

  憂後樂」的高度，摒棄個人的小悲小愁，印證人處於天地間該有的身影與意義 

(C)〈桃花源記〉作者藉漁人的經歷為線索，描寫武陵郡中「土地平曠，屋舍儼然」的富足環 

  境，與「黃髮垂髫，並怡然自樂」的恬靜氛圍，刻繪一個自然與人文俱美的理想境界 

(D)〈項脊軒志〉先寫軒的狹小、破舊與昏暗，繼寫經過修葺之後的優美、恬靜。「三五之夜， 

  明月半牆，桂影班駁，風移影動，珊珊可愛。」文字間建構出一種清雅和諧的小天地，顯露 

  出作者心情的怡悅與志趣的高潔 

(E)〈晚遊六橋待月記〉中所呈現的西湖空間，不是與現實相左、對於人生與社會的感嘆或期許 

 ；也不是創造於自己內心，古往今來哲理的思維；而是一個獨特的審美天地，以外在的景物或 

  事物為陪襯、以自己為中心，抒發性靈 

27、根據〈丁挽〉一文下列有關敘述，正確的是： 

(A)作者以為「為著海是心情」，因為海上生活常讓作者感受到任性的自由和解放 

(B)「魚叉刺入背脊後，丁挽會全身僵硬無力，只能沉沉下潛」可知丁挽的最大罩門是牠的背脊 

(C)「與一般漁船不同，鏢丁挽的鏢魚船，在這個起風季節解開纜繩，迎著風浪出海」顯示出丁 

  挽的獨特魚性，海象不佳依然出沒於海上  

(D)「當船隻受浪停阻時，丁挽那根尾鰭左招右搖，在船隻前頭游出緩緩曲線，彷彿舉著一根標 

  示旗隨時在提醒我牠所在的位置，和牠示威式的等候」描寫丁挽不忍漁船受困，想要幫忙的 

  姿態 

(E)「丁挽始終把尾鰭露出水面一定高度，像一支豎立在海面的小旗子。即使在那根旗子被鏢魚 

  船發現而展開追逐時，牠也會像一個奔跑的旗手，一個意氣風發不輕易降下旗子的旗手」由 

此可見丁挽習性喜歡和人親近，常主動接近漁船 

28、下列語詞的指稱對象，正確的是： 

(A)微「斯人」，吾誰與歸→滕子京 

(B)此則岳陽樓之大觀也，「前人」之述備矣→唐賢今人 

(C)人知從太守遊而樂，而不知太守之樂「其」樂也→歐陽脩 

(D)嗟夫！予嘗求古仁人之心，或異「二者」之為，何哉？→遷客、騷人 

(E)此樂留與山僧遊客受用，安可為「俗士」道哉→指止在午未申三時遊西湖的杭人 

29、關於下列經典篇章的解讀，正確的是： 

(A)陶淵明在〈桃花源記〉藉由虛構現實世界中未曾見過的景象，表達他對理想國度的渴望 

(B)范仲淹〈岳陽樓記〉旨在抒發遷客騷人的覽物情懷，展現「雨悲晴喜」的進退自處之道 

(C)歸有光〈項脊軒志〉中舉「蜀清及諸葛亮」為例，期許自己也能做到有守有為，光耀門庭 

(D)袁宏道〈晚遊六橋待月記〉以西湖之美在月景，記遊以景物濃淡為序，點染出「待月」的趣 

  味 

(E)歐陽脩〈醉翁亭記〉「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間」，陳述個人不以貶謫為意，而能隱 

  於山林之間的安適心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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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下列選項中所指涉的歷史人物，屬於唐宋八大家的是： 

(A)並未成翁，到處也須杖履；不能一醉，此來辜負山林 

(B)窮秀才，憂天下，買義田，服西夏；寵與辱，皆自由，樹風範，稱一流 

(C)修《詩》、《書》／作《春秋》，含笑，栽植／那七十二株等待茂盛的杏樹 

(D)自從你被謫至人間後／酒變成了你藉以狂妄的理由／可是蜀道難啊／ 蜿蜒恰如仕途. 

(E)最遠的貶謫，遠過賈誼／只當做乘興的壯遊，深入洪荒／獨啖滿島的荔枝，絳圓無數 

三、混合題(7 分)  

請閱讀甲乙二文並回答下列問題 

甲 

    投壺又稱「博壺」，既是博奕的器具也是博戲之名。始見於春秋，盛行於漢唐，清代漸衰。

壺形廣口大腹、初為陶製，後以瓷或金屬製成。其法為賓主各持壺矢，距壺五至九尺，向壺內投

擲，以籌或馬①計數，投四矢為一局，司射之人為勝者計籌立馬，立三馬為勝，負者受罰。 

    投壺遊戲最遲在春秋末就已出現，流行於宮廷及上層社會，至戰國時逐漸興於民間，並且可

男女同席，邊喝酒邊投壺，至漢代已頗為盛行，到了唐代依然是很普遍的活動。投壺最早的文字

記載出現在禮記，其中描述的進行方式，既表現出主、賓的誠意，也表現出君子之爭的雍容風度。

歷經各朝，投壺逐漸高度遊戲化發展，宋代司馬光有鑑於投壺的精神已經變質，取巧之法增多，

作了《投壺新格》，修改許多非正統的遊戲計分方式。    

    壺的外觀也因各朝有所變化：唐時的壺，口闊腹大，頸部細長，腹內裝滿豆子，投矢時如用

力過猛則會讓已投入的矢彈出；宋元之後使用的壺，口徑及壺腹較小，口旁附雙豎耳。而現藏於

中國體育博物館、經考據為明朝時的「鐵投壺」，壺為長頸，頸部鑄有一龍，腹部分鑄有四個獸

頭，造形與宋司馬光《投壺新格》中有關投壺外觀的描述一致，可知其造形為宋元以來的基本樣

式。                                  【註】①馬：馬形陶器。  

                                            (節錄自崔樂泉《中國古代體育文物圖錄》) 

乙 

    北宋時著名歷史學家司馬光撰寫的《投壺新格》一書中，對投壺的規則作了修改，對投壺的

意義和技術要領作了詳細闡述。司馬光還在書中記載了好多較難的投壺技藝，如 

【有初】就是第一箭就投中了壺口，得十籌； 

【貫耳】就是投中了壺耳的小孔，得十籌； 

【連中】第一箭中壺口後，第二箭也同樣投進了壺口，得五籌； 

【有初貫耳】如果是第一箭就中了貫耳，得二十籌； 

【連中貫耳】第二箭和第一箭一樣也中了貫耳，得十籌； 

【驍箭】就是投進壺口又彈了出來再掉進壺口，得十籌； 

【倚杆】箭斜倚在壺口處，而不是掉入壺底部，得十五籌； 

【耳倚杆】箭斜倚在壺耳處，得十五籌； 

【帶韌】投進壺耳，但是箭頭卻沒有落地，得十五籌； 

【浪壺】箭在壺口上旋轉了一下成倚杆，得十四籌； 

 司馬光在書中對投壺雜技藝術做了總結性整理和研究，是很有價值的。                                                       

( 節選自纖尋歷史〈《知否》中投壺遊戲沒看懂？細說小明蘭是如何贏了顧二的〉) 

 

1、下列關於投壺器具隨朝代的演變，說明不正確的是：(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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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口徑及壺腹由大逐漸變小 

(B)明代的投壺口旁始有雙耳造形 

(C)製造材質及造型越來越堅固、精緻 

(D)宋代的投壺始有龍和獸首的雕飾造形 

2、炭治郎與太守歐陽修同遊滁州，兩人玩起投壺遊戲，獎品是太守自己私下寫的史書(唐以後 

  唯一私修正史)。炭治郎先擲，第一箭擲進壺口，第二箭投中了壺耳的小孔，另一箭斜倚壺耳   

  未落地，第四箭投進彈出再掉回壺口；太守歐陽修則連中兩箭壺口，第三箭在壺口上旋了一 

  下再斜倚，最後一箭投中了壺耳小孔，依據《投壺新格》的規則，請問誰是贏家？贏了幾 

  籌？(每答 1 分，二答都對才給分)，獎品是哪一本書？ (寫出書名，1 分) 

3、根據上述引文，司馬光作《投壺新格》一書的原因應為何(30 個字以內，2 分)(不可只截取原 

  文，須有完整敘述) 

 

   答   案   卷   

三、混合題(7 分)(請用黑筆作答，依題號書寫於作答區，未依規定作答不給分) 

題號 作答區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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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卷請繳回                   請用黑筆作答，違者扣 5 分 

                                   班級      座號           姓名                   

四、默寫題：(共 13 分，一句 1 分，錯、漏、多字扣 0.5 分，扣至該題為 0 分為止) 

1、請依原文寫出歐陽修〈醉翁亭記〉中所描摹滁州朝暮之美景(共 4 句 3 分) 

 

 

 

 

 

 

 

2、請依原文寫出歐陽修〈醉翁亭記〉所描寫人民在宴會中宴飲活動的歡樂情形(共 7 句 6 分) 

 

 

 

 

 

 

 

 

3、請依原文寫出袁宏道在〈晚遊六橋待月記〉中，所描摹西湖朝煙夕嵐的清雅之景(共 5 句 4 分) 

 

 

 

 

 

 

 

 

 

 

 

 

題目結束 

 



市立臺中一中 108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一次期中考  高一國文試題 

參考答案請斧正 

 答案 詳解 

1 (A) 解析：(A) ㄆㄧㄠˇ (B) ㄑㄧㄤˊ／ㄙㄜˋ (C)ㄓㄨㄤ ／ㄔㄨㄥ  

(D) ㄐㄧㄚˇ／ㄓㄚˊ 

2 (B) 解析：(A)美／多(B)雲霧消散／雲霧消散。唐．杜甫〈梅雨〉詩(C) 離開／距離 

(D)通「菁」，茂盛的樣子／形容鬢髮烏黑。宋．朱熹〈和秀野蘄簟之句〉詩 

3 (D) 解析：(A)罔顧 (B)車廂 (C)冥冥之中 

4 (C) 

 

解析：（丁）「既…」和(戊)「乃…」句型應銜接，而(甲)俯而聽泉和(戊)的仰

而望山句型相似故銜接在其後，(乙)為春夏之景濃縮成一句(丙) 二句乃秋冬之

景，按四季順序描寫 

5 (A) 

 

解析：(A)斯文指禮樂制度教化。《論語．子罕》：「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

不得與於斯文也。」天喪斯文可用於哀輓學界喪者的輓辭，見《教育部成語典》；

斯文也可以指文人 (B)擔憂遭毀謗，害怕被譏諷(C)形容非常期待，見《教育部

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 (D) 閃電呈現的亮光，火石擊發的火光。比喻轉瞬間即

逝，見《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 

6 (D) 

 

解析：(A)匹夫「見」辱：表被動 (B) 梅花「為」寒所勒：表被動(C)不拘「於」

時：表被動(D) 吾從而「師」之：以…為師(意謂動詞) 

7 (D) 解析： (D)都是夜景，前句為動景後句為靜景 

8 (Ｃ) 

 

解析：(Ａ)文學應與時俱進。出自袁宏道《與江進之》(Ｂ)重視通俗文學。竹枝

詞為民間歌謠，由詩中可見袁宏道認為竹枝詞才是當代真正的詩歌。出自袁宏

道〈答李子髯〉(Ｄ)「句法字法調法，一一從自己胸中流出」為「獨抒性靈」；

「無定格式，只要發人所不能發」為「不拘格套」的理論。出自袁宏道〈答李

元善〉(Ｄ) 譯  在仁義的道路上行進，在《詩》《書》的源泉裡游弋，不要迷

失道路，不要斷絕源頭，終我一生都這樣做而已。韓愈認為他要闡明道理，此

帶有「明道」的思想，與公安派不合。出自韓愈〈答李翊書〉。 

9 (C) 解析：(C)從科學發展的歷程來看，肯定占星術對天文學的貢獻 

10 (B) 解析：(A) 冬／春 (B) 夏／夏。出自宋周邦彥〈蘇幕遮·燎沉香〉(C) 秋／冬。

出自晚唐高駢〈對雪〉(D)春／冬。出自蘇軾〈冬景〉 

11 (C) 解析：(C) 全文由景到情，因遊而生「樂」，「醉」是表象，「樂」為本質 

12 (B)  

13 (A) 

 

解析： (B) 兩文都未提到喜怒不形於色的表現(C)「斯人」指仁人志士；「人

知從太守遊而樂」的主詞是滁人(D)乙文未提到官民同樂，而是憂國憂民 

14 (D) 

 

解析：A)壯遊之為壯，不在時間之長短，而在旅遊本身所帶來的厚重感 (B) 但

失望何嘗就不是一件莊嚴的理由(C)作者酖於親臨現場的存在感 

15 (B) 解析：(B)感受到歷史人文的參與感和厚重感而非迷惑 

16 (B)甲丙丁正

確 

解析：乙、陶淵明的詩文與當時代華美文風不同，鍾嶸《詩品》只把陶潛詩放

在「中品」。五言詩之冠冕是指《古詩十九首》，劉勰《文心雕龍·明詩》篇讚

美說：「觀其結體散文，直而不野，婉轉附物，怊悵切情，實五言冠冕也。」

戊、袁宏道是請辭吳縣知縣非被貶 

https://www.arteducation.com.tw/authorv_40ce21be572d.html
https://www.arteducation.com.tw/shiwenv_faf9dc70bff2.html


17 (B) 解析：(B) 寫出太守縱情自適超然物外的形象 

18 (B)  解析：(B) 艷冶、濃媚、趣味 

19 (B) 

 

解析：(A) 以「家花不及野花香」，說明人喜新厭舊的特質(C)說明欣賞自然山

水的門檻不高，只要有心都可以是自然景物與高山大水的初步欣賞者(D) 自然

可以使人有所體悟，啟發性靈，不一定是隱居 

20 (A) 解析：(A) 或氣勢深閎或雄渾壯闊。雍容典雅，精警不足的是臺閣體 

21 (A) (B) (C) 解析：(A) 向、對 (B) 日光(C) 詳細、全 (D) 稱許／依附(E)景象／景況、氣

派。《三國演義》第二回  

22 (A) (D) 

 

解析：(B)篙是撐船的工具 (C) 依序應為：一稔(一年)一秩(十年)一紀(十二年)

一甲子(六十年) (E)「籌」是記數的工具 

23 (B)(D)(E) 

或(B)(C)(D)(E) 

解析：(A)蜚(飛) (B)刊╱堪(C)費 (D)匱╱簣(E)狎╱柙 

註：曠廢時日亦可用曠費時日 

24 (A) (C) (D)(E)

或：(C) (D) 

解析： (B) 作者此時在鄧州，乃應滕子京之託而寫 

25 (A) (C)(D)  解析：(B) (E)顛到 

26 (A) (B) (D)(E) 解析：(C)是虛構的桃源村，非武陵郡  

27 (A) (B) (C)  解析：(D) 等候勾引著船隻前來追逐(E)顯示丁挽不服輸的頑強性格 

28 (B) (E) 解析：(A)古仁人(C)滁州人民 (D)遷客騷人因晴而喜、因雨而悲的表現 

29 (C) (D) 

 

解析： (A)建構一個平凡農村景象(B)范仲淹〈岳陽樓記〉以「遷客騷人」和「古

仁人」對照，顯示自我「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胸懷(E)非隱於

山林，而是造福於民、與民同遊，陶醉於山林美景之樂  

30 (A)(E) 解析：(A)佚名(B) (C)孔子(D) 李白 (E)余光中〈夜讀東坡〉 

三、混合題(7 分)(請用黑筆作答，依題號書寫於作答區，未依規定作答不給分) 

題號 作答區 

1. (B)宋代投壺口徑即有雙耳造形  D 也給分(是否宋代始有或更早無法確定)   ( 2 分) 

2. 
炭治郎 10+10+15+10=45 

  太守 10+5+14+10=39      炭治郎贏 6 籌   (2 分) 

新五代史          (1 分) 

3. 參考答案   司馬光因為投壺本身承載的禮節精神變質，加上取巧方法太多而做此書。                         

(2 分) 

四、默寫題：(共 13 分，一句 1 分，錯、漏、多字扣 0.5 分，扣至該題為 0 分為止) 

1. 請依原文寫出歐陽修〈醉翁亭記〉中所描摹滁州朝暮之美景(共 4 句 3 分) 

(若夫)日出而林霏開，雲歸而巖穴暝，晦明變化者，山間之朝暮也 

2. 請依原文寫出歐陽修〈醉翁亭記〉所描寫人民在宴會中宴飲活動的歡樂情形(7 句 6 分) 

宴酣之樂，非絲非竹。射者中，弈者勝，觥籌交錯，起坐而諠譁者，眾賓懽也。 

3. 請依原文寫出袁宏道在〈晚遊六橋待月記〉中，所描摹西湖朝煙夕嵐的清雅之景(5 句 4 分) 

其實湖光染翠之工，山嵐設色之妙，皆在朝日始出，夕舂未下，始極其濃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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