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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立臺中一中 108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二次期中考 高一國文 試題 

科目代碼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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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題答案卡區」。各題答對者，得 2 分﹔答錯、未作答或劃記

多於一個選項，該題以零分計算 

1.下列各組「」內的讀音，字形皆相同的是： 

 (A)所向披「ㄇㄧˇ」╱鉅細「ㄇㄧˇ」遺╱「ㄇㄧˇ」平叛亂 

 (B)奸詐狡「ㄎㄨㄞˋ」╱「ㄎㄨㄞˋ」炙人口╱市「ㄎㄨㄞˋ」之人 

 (C)黃髮垂「ㄊㄧㄠˊ」╱「ㄊㄧㄠˊ」齔之齡╱「ㄊㄧㄠˊ」和鼎鼐 

 (D)輕「ㄌㄨㄥˇ」慢撚╱圍「ㄌㄨㄥˇ」過來╱「ㄌㄨㄥˇ」總合計 

甲、蘇軾〈金山夢中作〉詩云：「江南賈客木棉裘，會散金山月滿樓。夜半潮來風又

熟，臥吹簫管到揚州。」紀昀評：「今海舶有風熟之語，蓋風之初作，轉移不定，過

一日不轉則方向定，謂之風熟」。「風熟」是宋朝當時的俗語。蘇軾、黃庭堅的詩，點

化了許多俗語成為詩句，□□□□更是黃庭堅提出的主張，好處是使詩能雅俗共賞。 

乙、杜甫詩最大的特色為結合時事，加入議論，以散文入詩，不再侷限以抒情為主的

技巧。杜甫「破體」的技巧，影響韓愈以及宋朝詩人。宋朝詩人好□□□□的詩法，

成了宋詩的特色。 

2.閱讀上列短文的敘述，□□□□內的詞依序應填入何者﹖ 

 (A) 甲、奪胎換骨╱乙、點鐵成金 

 (B) 甲、化俗為雅╱乙、以文為詩 

 (C) 甲、活法做詩╱乙、破體為美 

 (D) 甲、句中有眼╱乙、妙悟神韻 

宋朝洪州分寧（今江西修水）出產雙井茶，種植在修江北岸，所謂「綠叢遍山野，處

處有茶香。」雙井茶狀如鳳爪，芽葉肥壯，白毫特多，色碧味雋，故又有白茶、龍鬚、

雲腴、鳳爪、雪芽等美譽。北宋文人□□□因家鄉在此，當時有「分寧一茶客」的稱

號。他的詩時常稱頌雙井茶，也寫詩贈茶給師長朋友。元祐年間，他在京都任職時，

收到家鄉寄來的「雙井茶」，欣喜之餘，他將茶葉分出一部份贈送好友□□。並寫詩

贈之云：「人間風日不到處，天上玉堂森寶書。想見東坡舊居士，揮毫百斛瀉明珠。

我家江南摘雲腴，落磑霏霏雪不如。為君喚起黃州夢，獨載扁舟向五湖。」詩情深意

切，傳為佳話。 

3.閱讀上文的敘述，下列的選項何者正確﹖ 

 (A) 空格□□□的文人為黃庭堅，詩中的「雲腴」代指京師 

 (B)上述茶詩所贈與的對象，空格□□，應為蘇軾，從詩意推斷蘇軾曾經被貶謫到黃州 

 (C)上述茶詩應該是七言古詩，第二句不押韻。 

 (D)「獨載扁舟向五湖」用歷史人物春秋吳王夫差，來比擬受贈者位至王侯 

4.關於唐詩和宋詩，研究者認為唐詩為酒，浪漫醉人。而宋詩為茶，是譬喻宋詩哪一種特

色﹖ 

 (A)樸實深刻 (B)穠華繁采 (C)意氣浩然 (D)情韻取勝 

5-6 為題組 

甲、「清新」是蘇軾美學思想的重要觀念之一，在其詩〈書晁補之所藏與可畫竹〉提到

文與可畫竹云：「與可畫竹時，見竹不見人。豈獨不見竹，嗒然遺其身。其身與竹化，

無窮出清新。莊周世無有，誰知此疑神。」細繹全詩，我們發現語脈條貫清晰，蘇軾

按照創作過程依序抒寫，先是畫家意欲創作，然後熟視對象、下筆繪製，當其創作時，

先是只見對象而無視他物存在，接著連主體自身都嗒然喪焉，然後是其身與竹化，因

與竹化才接著有無窮的清新出現。很清楚地，無窮出清新是在其身與竹化之後產生的。

因為其身與竹化時，創作主體進入竹的精神世界，竹的品格也就成為創作主體的品格。

蘇軾〈文與可畫篔簹谷偃竹記〉曾記載文與可畫竹過程乃是「先得成竹於胸中，執筆

熟視，乃見其所欲畫者，急起從之，振筆直遂，以追其所見，如兔起鶻落，少縱則逝

矣。」畫者起意創作時，應是先「執筆熟視，乃見其所欲畫者」，待對「其所欲畫者」

有全然的把握，才能「得成竹於胸中」，然後畫者為了捕捉「少縱則逝」的成竹，因而

「急起從之，振筆直遂」，而致完成畫作。因為成竹乃是存在於創作主體胸中。因此，

創作主體胸次如何同樣會影響觀照對象的風貌。而「意」乃是由創作者精神品格構成，

當此意貫注到創作對象時，畫中之竹便能因此具有獨特氣質以致栩栩如生，與眾不同，

所以並非「經驗世界之心靈化」，而是「對象世界之人文化」。──改寫自謝佩芬〈蘇

軾「清」論研究〉 

乙、元代畫家趙孟頫認為：「石如飛白木如籀，寫竹還與八法通。」認為畫與書法的永

字八法相通。後人徐沁《明畫錄》更引伸說：「顧文人寫竹，原通書法，枝節宜學篆隸，

布葉宜學草法。」靈活應用寫字的筆法畫竹。──改寫自衣若芬《蘇軾題畫文學研究》 

5.閱讀甲文和乙文，並印證張李德和〈畫菊自序〉一文的敘述，何者正確﹖ 

 (A)依照趙孟頫的看法，畫竹的方法和書法無關。所以〈畫菊自序〉也說：「工書工畫，各

有專長。」 

 (B)「得比勁節長垂，千人共仰。」強調畫家意欲創作，需先精通筆畫長短，書法得到眾

人肯定時，再下筆作畫 

 (C)「胸有成竹」，是指畫家對其所欲畫的竹已有全然的把握 

 (D)蘇軾強調畫竹寫「意」，只因畫者創作過程無須熟視對象，憑主觀的意念下筆即有清新

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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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關於張李德和〈畫菊自序〉一文的敘述，何者正確﹖ 

 (A)「銀鉤鐵畫」，形容畫竹要調配顏色如銀般的剛勁 

 (B)「管夫人之墨竹」，管夫人指元代女書畫家管道昇 

 (C)「儷白妃青」，強調靈活應用寫字的筆法畫竹 

 (D)「紙上生風」，強調畫竹時要在風雨中實際寫生，才能畫的好 

7-8 為題組 

秀姑坪是一則令人驚心動魄的故事，是一個龐大而成熟的玉山圓柏社會在火神肆虐下

集體滅亡的慘烈故事。當我循著白洋金礦營地背後的山坡而上，穿過一段乾涸的谷地

和一大片在晨曦下閃閃生輝的黑色板岩碎石坡，終於走到秀姑坪這處位於台灣屋頂上

的鞍部草原時，我立即就被那種悲涼中又帶著濃烈的肅殺之氣的景象給驚嚇住了。 

草原遼闊，在盛夏的七月裡卻猶泛著枯黃。而就在低矮的箭竹草地裡，在山坡上，許

許多多的玉山圓柏枯木，或仆臥橫陳，或殘斷散置，或像戰士般在身首異處後仍破撐

著，遲遲不肯倒下，□□□□。往南的山凹裡更是壯觀，一株株巨大的圓柏白木，長

數十尺，胸徑有的達五、六十公分，大都還保持著相當完整的軀幹，數目眾多，累累

倒臥，屍骨雜錯，全部在陽光下閃爍著銀灰色的光，隱約發出一種□□□□的氣息。 

我在這些零亂的白色遺屍間穿行，有時在一棵直立不屈的大枯幹旁停下腳步，仰望頂

端剝裂扭折的殘幹猙獰地映著蒼穹，常覺得似乎走入了一個□□□□的戰場，彷彿可

以聽到風火飆飆亂竄的聲音，枝葉劈啪燃燒的聲音，一棵棵巨大的圓柏在□□□□的

嘶喊，以及轟然倒下時的厲吼，黑煙與火光，飛灰與木屑，遮去了半邊天，風雲變色，

在這個島嶼的屋脊上，在一個遙遠的年代。 

怎麼會這樣子呢？這場大火是怎麼發生的？這是一場怎樣蔓延的大災難啊！甚至接

近秀姑巒山頂，竟也躺著一根根圓柏大喬木火焚後筆直的軀體！ 

專家是這麼估測的：秀姑坪一帶的這些玉山圓柏，大約毀於兩百年前，當時它們的樹

齡則約有四千歲了。 

7.上引陳列的〈秀姑坪〉一文，□內的詞依序應填入 

 (A)差牙突兀、浪漫不屈、平靜無聲、無懼浴火 

 (B)盤曲矯健、鍾靈毓秀、義無反顧、盡情竭力   

 (C)參天入地、見證歷史、氣概不凡、豪邁英勇   

 (D)遍野狼藉、詭異森寒、硝煙瀰漫、搏鬥掙扎 

8.承上題〈秀姑坪〉一文的第三段，作者利用豐富的想像力，透過形象化的語言，把實際

上不聞不見的事物，說得如見如聞，使人如身臨其境。下列何者同樣是使用「示現」修辭﹖ 

 (A)至於負者歌於途，行者休於樹，前者呼，後者應，傴僂提攜往來而不絕者，滁人遊也 

 (B)或許我的審美眼光不如我的藝術家朋友，但還是能夠欣賞花朵之美。同時我還能看見

更多的東西。想像花朵成千上萬個細胞，細胞內繁忙而複雜的活動，這也是美   

 (C)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踰牆走，老婦出門看   

 (D)羅敷喜蠶桑，採桑城南隅。青絲為籠係，桂枝為籠鉤。 

9.下列均為〈玉山去來〉一文中的文句，何者描寫外在周遭景況與登頂過程的危險？   

 (A)當我登上山頂，山頂上宇宙洪荒般詭譎的氣象，剎那間就將我完全鎮懾住了   

 (B)大幅大幅成匹飛揚的雲，不斷地一邊絞扭著，糾纏著，蒸騰翻滾，噴湧般綿綿不絕從

東方冥冥的天色間急速奔馳而至   

 (C) 經過幾小段碎石坡以後，矮樹也漸少了，風，卻更強勁，陣陣拍打著身邊的裸岩，咻

咻颳叫。我斜靠在一處樹石間休息，腳下的急斜坡掩沒在黑暗裡   

 (D) 大斜坡、深谷、北峰，以及從北峰傾斜東去的山嶺，都在薄薄的曙色風霧中時隱時現。 

10.黃庭堅〈寄黃幾復〉：「桃李春風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燈。」兩句所描繪的情景形成對

比，凸顯其思念之情。下列文句同樣採用對比手法的是： 

 (A)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陽中的新娘／波光裡的豔影／在我的心頭蕩漾 

 (B) 我一邊聽那聲音在我身旁飄浮懸蕩，一邊聽著自己的心跳和踩在碎石上的跫音，一步

步地繼續往那黝黑的高處摸索，彷彿是史前地球上的一個跋涉者  

 (C)一個小和尚坐在大廟裡，門突然打開的時候，看見外邊的花、草地和姑娘，門再關上

的時候，心關不住了 

 (D)蟬聲是一陣襲人的浪，不小心掉進小孩子的心湖，於是湖心拋出千萬圈漣漪如千萬條

繩子，要逮捕那陣浪 

11-12 為題組 

甲詩、 

驀地起風波，狂囂及犬豕。驚破黑甜鄉，愴惶不及履。急遽避中庭，抱孫携幼女。危

機一髮間，狼狽出堂所。狂呼妹姪兒，舉家幸皆致。激震尚連催，魂飛魄散褫（註 1）。

立足既不牢，死生度外置。記得狂奔時，有物墜背趾。簷瓦如彈飛，險遭破頭耳。身

如坐搖籃，蟄伏猶頹倚（註 2）。四鄰忽悲鳴，遍地哀聲起。……劇憐無家者，徬徨失

故址。寒雨迫交加，哀鴻滿地是。……（節錄自張李德和〈震災吟〉） 

（註 1）褫：音ㄔˇ，恍神而無生氣謂之「褫魄」。（註 2）蟄伏猶頹倚：意指地震發生

時，人們為了穩住不倒，本能地如動物藏伏土中一般蜷縮低伏，但還是傾倒失衡。  

乙詩、 

歲在丁卯七月秋，星斗滿天月似鉤。無端半夜天災起，驚動家家幽夢裡。朱戶柴門啟

不開，越牆穿窗急倒屐。倉皇呼籲竟無門，頃刻一家判生死。山川震動似雷鳴，地轉

天翻實可驚。消盡電燈成黑獄，嘈嘈耳邊呼喚聲。天色欲明偏不明，此時一刻似一更。

不知震動還多少，眠庭枕草何時了。荒磚破瓦亂成堆，財散人亡劇可哀。樂土傷心遭

惡劫，蒼生元氣何時恢。（陳黃金川〈震災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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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甲詩是張李德和〈震災吟〉，寫昭和十六年（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十七日，家家戶戶正

忙於歡慶年終、等待迎接新歲到來之際，竟發生死傷千餘人的大地震。下列敘述，何者正

確﹖ 

 (A)「驀地起風波」接連四句描繪地震突然發生，讓人措手不及，倉促逃難 

 (B)「急遽避中庭」接連四句描繪震災時，堂所周圍到處是狼狽和野狗   

 (C)「激震尚連催，魂飛魄散褫。」描寫遭遇地震時許多人為避難逃入鬼屋   

 (D)「劇憐無家者」接連四句強調地震時，許多街上的遊民臨時安置在還未倒塌的空屋中 

12.乙詩是陳黃金川〈震災行〉，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朱戶指貧寒百姓之家，柴門指豪門富貴之家。 

 (B) 「朱戶柴門啟不開」接連四句描繪震災時驚險的逃亡畫面   

 (C) 「山川震動似雷鳴，地轉天翻實可驚。」寫地震平息後的重建景象 

 (D)「荒磚破瓦亂成堆」接連四句強調地震時，許多盜匪惡徒趁亂打劫 

13.下列對陳黃金川〈女學生〉一詩的敘述，正確的是： 

 (A)女學生是作者的妹妹自稱，並以她的勤學態度激勵作者陳黃金川 

 (B)是一首七言古詩，旨在抒寫作者跳脫傳統對女性的限制，立志讀書的精神   

 (C)透過女性居處空間的狹隘，對比寬廣世界，在對照中寫出投筆從戎的志氣   

 (D)詩末作者以為怎麼可以在女性受教權平等的時候，隨便將天生的才能平白地浪費掉，

寫出懷抱與態度。 

14.白居易〈琵琶行并序〉：「曲罷曾教善才伏，妝成每被秋娘妒。五陵年少爭纏頭，一曲紅

綃不知數。」詩中以善才、秋娘、五陵年少側面烘托出琵琶女年輕之美好狀態。下列文句

同樣採用側面烘托法的是： 

 (A)丁挽尖嘴如釘，勁力如挽車，在討海人眼中，丁挽是一條尖銳刁鑽的大魚 

 (B)今歲春雪甚盛，梅花為寒所勒，與杏桃相次開發，尤為奇觀 

 (C)行者見羅敷，下擔捋髭鬚。少年見羅敷，脫帽著帩頭 

 (D)後來我才曉得，山有千百種容貌和姿色 

15.關於〈琵琶行〉一詩解釋與敘述，何者錯誤： 

 (A)琵琶女彈奏琵琶的動人聲情描寫，實際上也呼應琵琶女自身的人生起伏故事 

 (B)琵琶女彈奏琵琶指法純熟，其中「輕攏慢撚抹復挑」共是四種指法 

 (C)自居易寫琵琶女今昔身世為「昔詳今略」，而寫自巳遭遇則為「昔略今詳」，可謂詳略

互用，剪裁得宜 

 (D)「秋月春風等閒度」，與「等閒之輩」的「等閒」意同。 

16.陳列〈玉山去來〉一文，以「人性化」筆法來寫景的段落為何者﹖ 

 (A)大幅大幅成匹飛揚的雲……狂烈呼嘯，洶洶衝捲，聲勢赫赫，一直覆壓到我眼前和頭

上，如山洪的暴濺吟吼 

 (B)光和風雲，以及其他什麼時候的雨雪雷電，都瞬息萬變地在這個山間世界裡作用嬉戲 

 (C)許多名山大嶽，此時都濃縮在我四顧近觀遠眺的眼底 

 (D)那捉摸不定的特性裡，透露的卻又是巨大無朋，如如不動的永恆的東西 

17.賴和的小說《一桿「稱仔」》，「稱仔」是臺語，「秤」的意思。「秤」本是公正、客觀的

象徵，作者加上引號，借以反諷執法者的失衡失準、統治者的不公無義，可視為「特定象

徵」。下列可視為「特定象徵」的選項是： 

 (A)賴和〈一日裡的賢父母〉中，日本警察吃飽後，把剩下的殘肴餘飯賞給百姓，「剩菜」

象徵日本警察對待臺灣百姓的慈愛 

 (B)琦君〈髻〉除以髮象徵「愁緒」，也以「髻」象徵母親與姨娘之間的「心結」，以「髻」

的變化象徵母親與姨娘關係及人生觀的轉變 

 (C)陳列〈玉山去來〉中因登山隊的幾位隊員在急勁酷寒的「風」中顫抖著身子，「風」的

變化象徵台灣的政局詭譎變化 

 (D)魯迅〈孔乙己〉將咸亨酒店描繪逼真，使「咸亨酒店」成為理想社會的象徵 

18.言談中有時會透過「吃虧讓步」的態度或方式表達善意，以求達成良好的互動。下列畫

底線處的對話，運用此一言談技巧的選項是： 

 (A)只要有人與海湧伯談起鏢丁挽的種種，他的回答始終簡短一致：「啊！無輸無贏啦。」 

 (B) 在丁壯區長人人身上都水淋漓，又不敢散去，下午風大起來，各人皆戰慄不住，有的

走爐邊想借火烤烤衫褲，署長不住把人趕說：「那骯髒的身子不許近去。」 

 (C)誠實的參，亦就掛上稱仔稱一稱說：「大人，真客氣啦！才一斤十四兩。」「不錯罷？」

巡警說。「不錯，本來兩斤足，因是大人要的……」參說。這句話是平常買賣的口吻，不是

贈送的表示 

 (D)母親才過三十歲，卻要打扮成老太太，姨娘看了只是抿嘴兒笑，父親就直皺眉頭。我

悄悄地問她：「媽，你什麼不也梳個橫愛司髻，戴上姨娘送你的翡翠耳環呢？」母親沉著臉

說：「你媽是鄉下人，那兒配梳那種摩豋的頭，戴那講究的耳環呢？」 

19.有關賴和生平以及他的文學創作，下列敘述錯誤的是：   

 (A)棄醫從商致富，博施濟眾，受鄉人敬重，故有「彰化媽祖」之稱   

 (B)作品富有悲天憫人的精神，採用寫實手法，控訴殖民政府的壓迫   

 (C)幼年習漢文，終身使用漢文創作，兼擅新舊文學   

 (D)作品內容多針砭時政，抗議強權，追求人性尊嚴，反映民生疾苦 

20.下列關於張李德和其人其事的敘述，正確的是： 

 (A)本名李德和，結婚後冠夫姓，改為張李德和，有臺南鹽水女史、題襟亭主人等稱號   

 (B)擅長詩文，其詩數量可觀，專以家庭細事為題材，語言質樸，常挑戰突破格律   

 (C)擅長繪畫，多繪花、鳥，尤其喜愛菊、蘭，畫風優雅，為臺灣具有代表性的女性畫家   

 (D)自幼學習日文，曾在公學校擔任日語教師，婚後辭去教職，隨其夫婿在嘉義開業行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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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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將正確的

選項標示在答案卡之「標準題答案卡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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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安吏之亂後，唐朝社會動亂、政治腐敗，有識之士目擊社會問題日趨嚴重，希望能藉由

政治改良以風氣推行等方式挽救日漸式微的國勢，反映在文壇上則出現了古文運動與新樂

府運動。下列說明錯誤的選項是： 

 (A)白居易、元稹等人，承傳了王維社會寫實的風格，在詩中反映民生疾苦和社會弊端 

 (B)韓愈提倡「古文運動」，以復古道為目的，所謂「道」，是指儒家之道，並主張學習古

文要「師其意不師其辭，唯陳言之務去」 

 (C)柳宗元與韓愈同為中唐古文運動的推動者，並稱「韓柳」，柳宗元與韓愈「論文」之意

見與「道」的主張，不盡相同，但反六朝與復古的觀點是一致的 

 (D)「新樂府」，與漢魏樂府的主要不同之處在於，新樂府不入樂，但沿用舊題 

 (E)「新樂府運動」之宗旨，則是在於「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強調詩歌的

社會功能和諷諭作用 

22.倒反修辭，是指表面的意思與實際上相反，像朱自清的〈背影〉一文：「我現在想想，

那時真是太聰明了！」句子裡寫的是聰明，但實際上是罵自己愚笨，這就是倒反修辭。下

列賴和小說中的文句，何者使用此修辭法﹖ 

 (A)〈一桿「稱仔」〉中典當的「金花」實際上是倒反，指血本無歸 

 (B)〈一桿「稱仔」〉中的「稱錘」實際上是倒反，指生活壓力沉重 

 (C)〈一日裡的賢父母〉中，以「打魚」與民同樂，「與民同樂」標題即是倒反 

 (D)〈一日裡的賢父母〉中，「父母大人的慈愛是不能忘的」，即是倒反 

 (E)〈一桿「稱仔」〉中的「秦得參」指「真的慘」，即是倒反 

23.「激問」乃是提出問題，表面沒有答案，事實上答案就在問題的反面。如琦君〈髻〉：「這

個世界，究竟有甚麼是永久的，又有什麼是值得認真的呢？」即「沒有什麼是值得認真的」。

下列採用此修辭的選項是： 

 (A)詎甘繡閣久埋頭？ 

 (B)遷客騷人，多會於此，覽物之情，得無異乎？ 

 (C)作亭者誰？山之僧智僊也。名之者誰？太守自謂也 

 (D)君自故鄉來，應知故鄉事。來日綺窗前，寒梅著花未？ 

 (E)安得女權平等日，漫將天賦付東流？ 

24-26 為題組 

王小玉那雙眼睛，如秋水，如寒星，如寶珠，如白水銀裡頭養著兩丸黑水銀。左右一

顧一看，連那坐在遠遠牆角子裡的人都覺得王小玉看見我了；那坐得近的更不必說。

就這一眼，滿園子裡便鴉雀無聲，比皇帝出來還要靜悄得多呢！連一根針跌在地下都

聽得見響。王小玉便啟朱脣，發皓齒，唱了幾句書兒。聲音初不甚大，只覺入耳有說

不出來的妙境，五臟六腑裡，像熨斗熨過，無一處不伏貼，三萬六千個毛孔，像吃了

人參果，無一個毛孔不暢快。唱了十數句之後，漸漸的越唱越高，忽然拔了一個尖兒，

像一線鋼絲拋入天際，不禁暗暗叫絕。哪知他於那極高的地方，尚能迴環轉折；幾轉

之後，又高一層，接連有三、四疊，節節高起，恍如由傲來峰西面攀登泰山的景象：

初看傲來峰削壁千仞，以為上與天通；及至翻到傲來峰頂，才見扇子崖更在傲來峰上；

及至翻到扇子崖，又見南天門更在扇子崖上；愈翻愈險，愈險愈奇。那王小玉唱到極

高的三、四疊後，陡然一落，又極力騁其千迴百折的精神，如一條飛蛇，在黃山三十

六峰半中腰裡盤旋穿插，頃刻之間，周匝數遍；從此以後，愈唱愈低，愈低愈細，那

聲音就漸漸的聽不見了。滿園子的人，都屏氣凝神，不敢少動。約有兩三分鐘之久，

彷彿有一點聲音，從地底下發出。這一出之後，忽又揚起，像放那東洋煙火，一個彈

子上天，隨化作千百道五色火光，縱橫散亂，這一聲飛起，即有無限聲音，俱來並發。

那彈弦子的，亦全用輪指，忽大忽小，同他那聲音相和相合；有如花塢春曉，好鳥亂

鳴，耳朵忙不過來，不曉得聽哪一聲為是。正在撩亂之際，忽聽霍然一聲，人弦俱寂。

這時臺下叫好之聲，轟然雷動。──劉鶚《老殘遊記》〈明湖居聽書〉 

24.音樂的力量可感人極深，以下敘述何者涉及音樂予人的影響、感受？ 

 (A)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 

 (B)今夜聽君琵琶曲，如聽仙樂耳暫明 

 (C)昔韓娥東之齊，匱糧，過雍門，鬻歌假食，既去而餘音繞梁，三日不絕 

 (D)悽悽不似向前聲，滿座重聞皆掩泣 

 (E)聲音初不甚大，只覺入耳有說不出來的妙境，五臟六腑裡，像熨斗熨過，無一處不伏

貼，三萬六千個毛孔，像吃了人參果，無一個毛孔不暢快。 

25.「移覺」又稱「通感」，這是一種將某種感官的感覺移植到另一種感官上的寫法。例如

李賀詩句「楊花撲帳春雲熱」，以觸覺表現視覺。下列運用「移覺」手法的是： 

 (A)五臟六腑裡，像熨斗熨過，無一處不伏貼 

 (B)如一條飛蛇，在黃山三十六峰 半中腰裡盤旋穿插 

 (C)有如花塢春曉，好鳥亂鳴，耳朵忙不過來，不曉得聽哪一聲為是 

 (D)滿園子裡鴉雀無聲，連一根針跌在地下都聽得見響。 

 (E)像放那東洋煙火，一個彈子上天，隨化作千百道五色火光，縱橫散亂 

26.層遞，或稱遞進，是將意思一重又一重地展現出來的修辭手法。凡要說的事物有兩個以

上時，而且這些事物有大小、遠近、高低等比例，組成這些相關事物的句子又有一定的規

則，於是表達句子時，顯現出遞升或遞降的修辭技巧。下列運用「層遞」手法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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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環滁皆山也，其西南諸峰，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瑯琊也 

 (B)初看傲來峰削壁千仞，以為上與天通；及至翻到傲來峰頂，才見扇子崖更在傲來峰上；

及至翻到扇子崖，又見南天門更在扇子崖上；愈翻愈險，愈險愈奇 

 (C)王小玉那雙眼睛，如秋水，如寒星，如寶珠，如白水銀裡頭養著兩丸黑水銀 

 (D)然而禽鳥之山林之樂，而不知人之樂﹔人知從太守遊而樂，而不知太守之樂其樂 

 (E) 正在撩亂之際，忽聽霍然一聲，人弦俱寂 

27.〈一桿「稱仔」〉善用伏筆，使情節綿密，環環相扣。下列關於文中伏筆與其後呼應，

說明正確的是： 

 (A)以「得參遭釋後要妻子快些將金花贖回」為伏筆，暗示得參當時已有死之覺悟，正交

代後事   

 (B)秦妻說「今年家運太壞，明年家裡，總要換一換氣象才好」為伏筆，秦得參在除夕夜

而被釋放做明年將否極泰來之呼應   

 (C)秦家過年置辦「不可缺的金銀紙、燭」為伏筆，呼應秦得參殺警後家中「只銀紙備辦

在，別的什麼都沒有」   

 (D)「巡警們，專在搜索小民的細故，來做他們的成績」為伏筆，並以巡警仔細檢查稱花

的謹慎態度做呼應 

 (E)先寫秦得參釋放後「懷抱著最後的覺悟」為伏筆，以秦得參選擇與警察同歸於盡呼應 

荖濃溪營地附近，雪深數尺。溪水有一段已結冰。冷杉林下的箭竹全埋在雪下。冷杉

枝葉上也全是厚厚的白，似棉花的堆積，似刨冰。有時因枝葉承受不住重量。雪塊嘩

然滑落，滑落中往往撞到下層的枝葉，雪塊因而四下碎散飛濺，滑落和碰撞的聲音則

有如岩石的崩塌，在冰冷謐靜的原始森林間迴響。──陳列〈八通關種種〉 

大斜坡、深谷、北峰，以及從北峰傾斜東去的山嶺，都在薄薄的曙色風霧中時隱時現。

寒風囂叫，從那屬於荖濃溪源頭的谷地吹掃過來，沿著大碎石坡，直向這個風口猛衝。

我緊緊倚扶著危巖，努力睜眼俯瞰錯落起伏的山河，心中也一陣陣的起伏。──陳列

〈玉山去來〉 

28.依據上述文意，說明正確的是： 

 (A)「滑落和碰撞的聲音則有如岩石的崩塌。」有如岩石的崩塌是「明喻」 

 (B) 由於「聲音則有如岩石的崩塌」，所以在「謐靜」的森林中迴響。此為「映襯」修辭  

 (C)「我緊緊倚扶著危巖，努力睜眼俯瞰錯落起伏的山河，心中也一陣陣的起伏。」可謂

景情交融 

 (D)「寒風囂叫，從那屬於荖濃溪源頭的谷地吹掃過來，沿著大碎石坡，直向這個風口猛

衝。」為聽覺摹寫 

 (E)「大斜坡、深谷、北峰，以及從北峰傾斜東去的山嶺，都在薄薄的曙色風霧中時隱時

現。」可知作者描寫的景色為黃昏將至夜晚之時 

29-30 為題組 

賴和的小說〈蛇先生〉批判日本殖民地台灣的法律：「法律！啊！這是一句真可珍重

的話，不知在什麼時候，是誰個人創造出來？實在是很有益的發明，所以直到現在還

保存有專賣的特權。世間總算有了它，人們才不敢非為，有錢人始免被盜的危機，貧

窮的人也才能安分地忍著餓待死。因為法律是不可侵犯，凡它所規定的條例，它的權

威所及，一切人類皆要遵行。不然就是犯法，應當受相當的刑罰，輕者監禁，重則死

刑，這是保持法的尊嚴所必須的手段。恐法律一旦失去權威，它的特權所有者──就

是靠它吃飯的人，準會餓死，所以從不曾放鬆過。像這樣法律對於它的特權所有者，

是很有利益，若讓一般人民於法律之外有自由，或者對法律本身有疑問，於他們的利

益上便覺得有不十分完全。所以把人類的一切行為，甚至不可見的思想，也用神聖的

法律來干涉取締……」然而問題的歷史也就是歷史的問題，日本殖民統治者眼中的問

題人物的賴和，他的一生，以至他用以標幟民族自覺的大量使用台灣話的問題小說，

都強而有力地呈現了人類前史的終結期的劇痛的歷史問題，而這正是讀他的小說後不

能不肅然起敬的原因。──施淑〈稱子與稱錘──論賴和小說的思想性〉 

29.依據文意，印證〈一桿「稱仔」〉，說明正確的是： 

 (A) 法律保存有專賣的特權，但〈一桿「稱仔」〉中，稱仔並非官廳的專賣品 

 (B) 賴和使用台灣話的問題小說，〈一桿「稱仔」〉中，「生菜」是閩南語，「青菜」  

 (C)〈一桿「稱仔」〉中，「規紀」是閩南語，「規矩」 

 (D)「像這樣法律對於它的特權所有者，是很有利益。」〈一桿「稱仔」〉中，做官的人即

屬於特權所有者 

 (E) 侵犯法律輕者監禁，重則死刑。〈一桿「稱仔」〉中，秦得參因犯法被判死刑 

30.〈一桿「稱仔」〉與〈石壕吏〉文體不同，但有許多異曲同工之處。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就主題言，兩篇課文都是反映百姓受統治者壓迫的痛苦 

 (B)就主要人物所代表的意義，秦得參代表著廣大善良的臺灣人。石壕吏代表戰亂中廣大

的受害民眾 

 (C)就結局言，以市井傳言一個巡警被殺，暗示秦得參殺警後被判死刑的結局 

 (D)就結局言，〈石壕吏〉以「獨與老翁別」，暗示老婦已被帶走的結局 

 (E)〈石壕吏〉採取第一人稱的敘事觀點，作者杜甫參與故事之中，以第一人稱的旁觀者

敘述所見所聞 

 

 

三、混合題（12 分） 

陳列〈玉山去來〉云：「然後，就在那光與色的動晃中，忽然那太陽，像巨大的蛋黃，像橘

紅淋漓的一團烙鐵漿，蹦跳而出，雲彩炫耀。世界彷彿一時間□□□□，山脈谷地於是有



108 高一國文     第 6 頁，共 6 頁 

了較分明的光影。這時，我也才發現到，大氣中原先的那一場壯烈的展覽，不知何時竟然

停了。風雖不見轉弱，頭頂上的煙雲卻已淡散，好像天地在創世之初從猛暴的騷動混沌中

漸顯出秩序，也好像交響樂在一段管弦齊鳴的昂揚章節後，轉為沉穩，進入了主題豐繁的

開展部。我找了一個較能避風處，將身體靠在岩石上，也讓震撼的心情慢慢平息下來。」 

1.依據文意，說明正確的是（2 分，單選）： 

 (A)遣詞用字如雙聲詞：展覽、淡散 

 (B)遣詞用字如疊韻詞：淋漓 

 (C)摹寫時以化靜為動的手法，太陽「蹦跳」，極有動感 

 (D) 用「巨大的蛋黃」是以「層遞」修辭寫日出，呼應混沌中漸顯出秩序。 

2.依據文意，□□□□應填入哪四個字（2 分）﹖ 

3.文中譬喻景色變化如展覽，開啟如交響樂主題豐繁的開展部。 

3-1「主題豐繁」是作者對哪些景物的綜合印象﹖（4 分）（＊答案寫出景物即可，約 10 到

20 個字左右） 

3-2 作者以交響樂的聽覺感受形容情緒如何轉變﹖（4 分）（＊答案要寫出情緒前後不同的

轉變，約 20 個字左右） 

     

三、混合題（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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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3-2  

 

 

 

 

 

 

 

 

答案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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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分，一句 1 分，錯漏多字扣 0.5 分，扣到該題為 0 分為止） 

1.請依原文寫出白居易〈琵琶行〉中描摹音樂的句子（共 4 句，從銀瓶……裂帛。4 分） 

 

 

 

 

 

 

 

 

 

 

 

2.請依原文寫出黃庭堅〈寄黃幾復〉一詩中的第 5 句到第 8 句（共 4 句。4 分） 

 

 

 

 

 

 

 

 

 

 

                      

題 目 結 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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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立臺中一中 108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二次期中考 高一國文 試題詳解    

一、單選題(佔 40 分) 

題

號 

答

案 

詳解 

1 D (A)所向披「靡」╱鉅細「靡」遺╱「敉」平叛亂(B)奸詐狡「獪」╱「膾」炙

人口╱市「儈」之人(C)黃髮垂「髫」╱「齠」齔之齡╱「調」和鼎鼐。調和

鼎鼐指處理國家大事，就如同在鼎鼐中調味。(D)輕「攏」慢撚╱圍「攏」過

來╱「攏」總合計 

2 B 甲、化俗為雅╱乙、以文為詩 

3 B (A)茶樹在高處接觸雲氣而生長的葉子特别豐茂，所以用雲腴稱茶葉 (C)七言

古詩，第二句不押韻 (D) 用歷史人物春秋越國范蠡功成身退的典故 

4 A (A) 樸實深刻 

5 C (A) 畫竹的方法和書法有關  (B) 強調畫家創作，其作品能垂示品德，得到眾

人景仰  (D) 畫竹寫「意」，乃是存在於創作主體胸中。但創作時仍需觀照形

象，且完全掌握。 

6 B (A)形容要調書法筆法如銀般的柔媚，如鐵般的剛勁(C)強調作畫時調配顏色

(D)比喻畫作傑出，令人讚賞 

7 D (D) 從戰場，彷彿可以聽到風火飆飆亂竄的聲音。推測「硝煙瀰漫」一句 

8 B (A)互文(B)懸想示現 (C)「老翁」二句為對偶(D)「青絲」二句為對偶。 

9 C (A)描寫登上山頂所見洪荒的景象(B)形容登頂後觀雲海(D)指天漸漸明亮，得

以看到更多的景色。 

10 C (A)「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陽中的新娘」運用譬喻手法。節錄自徐志摩〈再別

康橋〉。(B) 描寫登玉山過程的孤寂感，用譬喻手法。出自〈玉山去來〉 (C)

「小和尚」與「大廟」，「門突然打開」與「門再關上」，「關上的門」與「關

不住的心」，「廟內」與「廟外」，「開門前小和尚的心」與「關門後小和尚的

心」等，文句在形式與內容上，均運用對比手法。(D)「蟬聲是一陣襲人的浪」

運用譬喻手法。「於是湖心拋出千萬圈漣漪如千萬條繩子」運用誇飾與擬人手

法。節錄自簡媜〈夏之絕句〉。 

11 A (B)描繪震災時驚險的逃亡畫面 (C)描寫遭遇地震時驚恐的心情(D)看出作者

悲天憫人的人道關懷精神。 

12 B (A)朱戶指豪門富貴之家。柴門指貧寒百姓之家。(C)描寫遭遇地震時驚恐的心

情(D)看出作者悲天憫人的人道關懷精神。題幹語譯：時間為丁卯年七月秋，

滿天星辰月彎如勾。無緣無故半夜發生了天災，家家戶戶紛紛從睡夢中驚醒。

不分貧富同陷這場天災，大家驚慌地翻牆越窗，急得鞋子都穿反。慌張匆忙

也不知要向誰大聲呼喊，轉瞬間一個家庭就面臨生離死別。地震時山川震動

像雷鳴，天地感覺都要翻轉過來，實在太過可怕。因地震而停電，人間頓時

成了黑暗的地獄，耳邊傳來的盡是人們嘈雜的呼喚聲。希望天趕快亮偏偏不

如願，這時一刻鐘漫長得像一個時辰。不知道地震結束了沒，這種睡在庭院

以草為枕的日子要到何時？荒地都是成堆殘破的磚瓦，財物損失殆盡、家破

人亡，實在太過悲哀。這片美好的土地遭逢此惡劫令人傷心，不知百姓元氣

何時才能恢復。 

13 D (A)是作者的自稱(B)是一首七言律詩 (C)透過女性居處空間的狹隘，對比寬廣

世界，在對照中寫出鷹揚萬里的志氣 

14 C (A)明喻(B)誇飾(D)人性化 

15 D (D)「秋月春風等閒度」的「等閒」指輕易。「等閒之輩」的「等閒」指平常、

一般。 

16 B (A)寫雲的動態，以衝捲、山洪暴濺等動作描寫雲的形象變化萬端 (C) 所寫視

野有尺寸千里，盡收眼底的趣味(D)體會變動表相下有永遠不變的主體本質。 

17 B (A)倒反修辭，諷刺地方大官剝削百姓 (B)特定象徵(C) 急勁酷寒的「風」象

徵高山天氣詭譎變化(D)「咸亨酒店」反諷孔乙己命運乖舛。 

18 C (A)寫海湧伯冷靜沉穩而謙卑。出自廖鴻基〈丁挽〉。(B)署長不住把人趕說：

「那骯髒的身子不許近去。」是「申斥」。出自賴和〈一日裡的賢父母〉。(C)

「因是大人要的……」語意上有準備「吃虧讓步」，但不至於要贈送。出自賴

和〈一桿「稱仔」〉。(D)作者母親所言帶有酸味的自我貶抑，表面說自己不配，

其實是不認同，沒有「吃虧讓步」的意思。出自琦君〈髻〉。 

19 A  (A)一生行醫，無從商致富 

20 C (A) 張李德和，有羅山女史、題襟亭主人等稱號(B)張李德和創作題材多樣，

謹守格律，用語工巧(D)張李德和自幼學習漢文，畢業後曾任公學校教師 

二、多重選擇題（佔 40 分） 

21 AD (A)王維改成杜甫  (D)「新樂府」自創新題 

22 C D (A)「金花」非倒反修辭(B)「稱錘」非倒反修辭(C)與民同樂標題：事實

上只有官員感到快樂，百姓苦不堪言，此處以倒反法點題「與民同樂」

之反差(D)父母大人的慈愛是不能忘的：文中的「父母官」未能視民如子，

反而是以「一日」的來訪，就足以使百姓受苦一整年，「父母大人」顯得

諷刺意味十足，哪有慈愛可言﹖以倒反修辭(E)「秦得參」指「真的慘」，

是雙關 

23 AB E (A) 激問，不甘。(B)激問，有異(C)提問，自問自答(D)懸問(E)激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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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A B 

CDE 

 (B)形容音樂動聽感人 

25 ABE  (A) 用觸覺表現聽覺 (B) (E)用視覺表現聽覺 

26 ABD (C)明喻(E)對比 

27 CE (A)應是臺灣人堅持不拖欠財物過年的習俗，展現誠信敦厚的品格(B)應是

與秦得參除夕夜被判坐監呼應(D)應與巡警索賄不成，憤而打斷稱仔，反

告秦得參違反度量衡規紀呼應。 

28 ABCD (E)曙色應是早晨。 

29 BCD (A) 稱仔是官廳的專賣品(E)秦得參沒有被判死刑。 

30 ADE (B)就主要人物所代表的意義，石壕吏代表唐代官府(C)就結局言，以市井

傳言一個巡警被殺，暗示秦得參殺警後自殺的結局。 

 

三、混合題（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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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單

選） 

答案(C) 【試題解析】(A) 雙聲詞：淋漓(B) 疊韻詞：展覽、淡散(D)「巨大

的蛋黃」用「譬喻」修辭寫日出。 

2（2 分） 豁然開朗 

 

第 3 題第一

小題（4 分） 

綜合對山風、雲彩、朝陽、山脈谷地的印象 

 

 

 

第 3 題第二

小題（4 分） 

視野從昂揚轉為沉穩，震撼的心情慢慢平息下來 

 

 

 

四、默寫題：（共 8 分，一句 1 分，錯漏多字扣 0.5 分，扣到該題為 0 分為止） 

1.請依原文寫出白居易〈琵琶行〉中描摹音樂的句子（共 4 句，從銀瓶……裂帛。4 分） 

銀瓶乍破水漿迸，鐵騎突出刀槍鳴。曲終收撥當心畫，四絃一聲如裂帛。 

 

2.請依原文寫出黃庭堅〈寄黃幾復〉一詩中的第 5 句到第 8 句（共 4 句。4 分） 

持家但有四立壁，治病不蘄三折肱。想得讀書頭已白，隔溪猿哭瘴煙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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