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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立臺中一中 108 學年度第二學期期末考 高一國文 試題 

一、單選題（占 30 分）     未依規定畫卡者扣 5 分  

說明：第1題至第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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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各個選項中，「 」內的讀音前後相同的是： 

（A）「紕」漏 ／「砒」霜 

（B）堆「砌」／「沏」茶 

（C）數「罟」／「怙」恃 

（D）偏「僻」／「癖」好 

2.下面各個選項中，「 」內的詞義前後相同的是： 

（A）其所以「放」其良心者／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 

（B）不著一字，盡得「風流」／我雖老了，年輕時也「風流」 

（C）去「國」懷鄉／以其郊於大「國」之間，斧斤伐之，可以為美乎 

（D）今兒老太太高興，這「早晚」就來了／「早晚」下三巴，預將書報家 

3.根據文意，文句次序排列最適當的選項是： 

 也許每一個男子全都有過這樣的兩個女人，至少兩個。娶了紅玫瑰， 

 甲、久而久之 

 乙、白的便是衣服上沾的一粒飯黏子 

 丙、白的還是「床前明月光」 

 丁、紅的變了牆上的一抹蚊子血 

 戊、娶了白玫瑰 

 □的卻是心口上一顆硃砂痣。 

（A）甲丁丙戊乙                       （B）丁丙甲乙戊 

（C）甲乙丁戊丙                       （D）乙丁戊甲丙 

4.關於簡媜的生平概述，請問下面的內容共有幾個錯別字： 

  簡媜出生農家，家鄉水禍頻仍，小時後父親的咒逝讓她籠罩陰影。她選擇堅強以對，努

力拓展人生。她寄情於寫作，用以自我療癒並記錄生活。大學時期以經在文壇展露頭角，至

今創作不綴，力求開拓現代散文的新境界。她的作品以抒情為主，文字清麗，對生命議題及

社會時事多有探索，也擅長描摩鄉土、親情和女性內心世界，近年來對老年問題的觀注，在

一次使她深受矚目。 

（A）六個                               （B）七個 

（C）八個                               （D）九個 

5.請閱讀甲乙兩文，判斷□□處應填入的選項分別為： 

 甲  

    □□是一種獨裁，它讓父親那兩道草叢似的眉毛在我臉上復活，也讓母親身上的藝文種

子埋入我體內。 

 

 乙  

  她隨著不可思議的溫柔而迴飛，企望成為永恆的一部分；她撫觸自己的身體，彷彿看到

整個宇宙已縮影在體內，她預先看見完美的秩序運作著內在沃野：河水高漲形成護河捍衛宮

殿內的新主，無數異彩蝴蝶飛舞，裝飾了絢爛的天空，而甘美的蜜奶已準備自山巔奔流而

下……。她決定開動沃野，全然不顧另一股令人戰慄的聲音詢問： 

  「妳願意走上世間充滿最多痛苦的那條路？」 

  「妳願意自斷羽翼、套上腳鐐，終其一生成為奴隸？」 

  「妳願意獨立承擔一切苦厄，做一個沒有資格絕望的人？」 

  「妳願意捨身割肉，餵養一個可能遺棄你的人？」 

  「我願意！」 

  「我願意！」 

  「我願意成為一個□□！」她承諾。 

（A）婚姻／菩薩 

（B）遺傳／母親 

（C）胎記／妻子 

（D）妊娠／女媧 

6.下列文句中，不屬於孟子思想的選項為： 

（A）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B）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 

（C）仁則榮，不仁則辱。今惡辱而居不仁，是猶惡濕而居下也。 

（D）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應之以治則吉，應之以亂則凶。 

 

科目代碼：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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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閱讀下面新聞內容，並選出正確的選項： 

  A地《逃犯條例》爭議從 6月 9日開始觸發連串大規模示威，從相對和平和人數破紀錄的

大遊行，逐步演變成暴力警民衝突。示威者說，和平示威沒有用，於是遍地開花，各個社

區、政府總部、立法會、警署、機場、地鐵站通通成為抗議場所。警方更頻繁使用催淚彈，

水炮車、橡膠子彈、布袋彈、警棍等武器被用於清場和控制局面，數百名示威者受傷。過千

人因涉及示威活動被捕，被控以襲警、非法集結及暴動等罪名。社會處於嚴重撕裂和對立，

民生經濟受到重創。西方國家敦促 B國要以人道方式處理 A地問題，尊重 A地人的言論自

由。B國政府反對外部勢力介入，表明要「止暴制亂」。 

                  （改寫自 BBC中文新聞  作者：林祖偉  發表日期：2019年 9月 16日） 

7.若以此篇新聞中 A 地示威者由和平示威轉為暴力衝突的原因，較貼近孟子的哪段言論： 

（A）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 

（B）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 

     掌上。 

（C）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 

     芥，則臣視君如寇讎。 

（D）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以天下之所 

     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 

8.《紅樓夢》中賈寶玉夢遊太虛幻境時，曾聞眾仙子演奏曲文，其中一首〈聰明累〉，可視為

文中腳色一生命運及下場的預言。請根據曲文內容，判斷這位腳色的外貌應該是： 

                 〈聰明累〉 

  機關算盡太聰明，反算了卿卿性命。生前心已碎，死後性空靈。家富人寧，終有個，家

亡人散各奔騰。枉費了意懸懸半世心，好一似蕩悠悠三更夢。忽喇喇似大廈傾，昏慘慘似燈

將盡。呀！一場歡喜忽悲辛。嘆人世，終難定！ 

（A）一雙丹鳳三角眼，兩彎柳葉吊梢眉；身量苗條，體格風騷；粉面含春威不露，丹唇未啟 

     笑先聞。 

（B）唇不點而紅，眉不畫而翠；臉若銀盆，眼如水杏。罕言寡語，人謂藏愚；安分隨時，自 

     云守拙。 

（C）面若中秋之月，色如春曉之花，鬢若刀裁，眉如墨畫，面如桃瓣，眼若秋波。雖怒時而 

     若笑，即瞋視而有情。 

（D）兩彎似蹙非蹙罥煙眉，一雙似喜非喜含露目。態生兩靨之愁，嬌襲一身之病。淚光點 

     點，嬌喘微微。閑靜時，如姣花照水；行動處，似弱柳扶風。 

9.《紅樓夢》第七十回〈林黛玉重建桃花社 史湘雲偶填柳絮詞〉中，詩社見柳絮飛舞，於 

  是發起填詞。其中薛寶釵見了其他人的詞作後，笑道：「終不免過於喪敗。我想，柳絮原是 

  一件輕薄無根無絆的東西，然依我的主意，偏要把它說好了，才不落套。所以我謅了一首 

  來，未必合你們的意思。」請根據上述內容，判斷薛寶釵所作的應該是哪一首： 

（A）粉墮百花州，香殘燕子樓。一團團逐對成毬。飄泊亦如人命薄，空繾綣，說風流！草木 

     也知愁，韶華竟白頭！嘆今生誰拾誰收？嫁與東風春不管，憑爾去，忍淹留。 

（B）漢苑零星有限，隋堤點綴無窮。三春事業付東風，明月梅花一夢。幾處落紅庭院？誰家 

     香雪簾櫳？江南江北一般同，偏是離人恨重！ 

（C）白玉堂前春解舞，東風捲得均勻。蜂團蝶陣亂紛紛。幾曾隨逝水？豈必委芳塵？萬縷千 

     絲終不改，任他隨聚隨分。韶華休笑本無根，好風頻借力，送我上青雲！ 

（D）空掛纖纖縷，徒垂絡絡絲，也難綰繫也難羈，一任東西南北各分離。落去君休惜，飛來 

     我自知。鶯愁蝶倦晚芳時，縱是明春再見隔年期。 

10.美國哈佛大學心理發展學家加德納於 1983 年提出多元智能理論，拋棄過去對於智力過度狹

窄的定義，而以多元智能組合來描述一個人的獨特智力天賦。請依據下方多元智能理論說明

表，結合張愛玲的〈天才夢〉一文，推論作者所具備的智能有幾項： 

智能類型 智能說明 

語文 Verbal/Linguistic 包括口頭語言運用及文字書寫的能力 

數理邏輯 Logical/Mathematical 包括數字和推理的能力 

空間 Visual/Spatial 包括對色彩、線條、形狀、形式、空間認識的能力 

肢體動覺 Bodily/Kinesthetic 善用身體來表達想法、感覺，及運用雙手創造事物的能

力 

音樂 Musical/Rhythmic 能察覺、辨別、改變和表達音樂，對節奏、音調、旋律

或音色有絕佳敏感度 

人際 Interpersonal/Social 對人的臉部表情、聲音和動作具敏感性，能察覺並區分

他人的情緒、意向、動機及感覺。 

內省 Introspective 能自我了解，意識到自己內在情緒、意向、動機、脾氣

和欲求，或是自律、自尊和自知的能力。 

自然 Naturalist 能認識植物、動物和其他自然環境的能力 

（A）二項                 （B）三項   

（C）四項                 （D）五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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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閱讀下面文章，並選出正確的選項： 

無論在世上的哪個角落，父母親動手虐待子女的新聞都不罕見，然而沒鬧出人命的隱性

虐待反倒藏得更深。家庭暴力不只是動手毆打或不給飲食衣物，也包括冰冷的精神虐待，揮

之不去的冷暴力令子女終身留下傷害。 

在日本，虐待子女的雙親被稱作「毒親」，施暴的母親，自然便是「毒母」。荼毒女兒的

母親，彰顯的是純女性世界的血緣內暴力。重視「組織和諧」的日本社會，目前風氣有些微

改變，較為正視個人需求，一向被壓抑的女性們，也開始挖掘過去不好對人說出口的傷痛，

披露出一代代母親對女兒施加的暴力，「毒母」儼然成了現今日本的流行詞彙。 

另一個流行的新詞則是「咒縛女兒的母親」，簡稱「咒縛媽媽」。母親長期束縛女兒的身

心，不知不覺，也把女兒推入不幸的深淵。做母親的將女兒視作自己的從屬物，而在這樣的

母親身邊成長的女兒，若不積極反抗逃離，便會在母親以愛為名的高壓控制下漸漸被剝奪自

己的個性，罹患親情的斯德哥爾摩症候群，往往也認定自己無法自主，盲目遵循母親的擺

佈。然而，聽媽媽的話換來的卻常是失敗，在日本社會的劇烈變遷中，執意遵循上一代的觀

念，無異刻舟求劍，母親與女兒的幸福其實已經迥然不同。 

  「墓守娘」一詞來自古日本傳統：最年幼的女兒沒有出嫁的權利，必須為父母養老送終

守墓。毒母的女兒們、咒縛媽媽的女兒們，為了不成為現代的墓守娘，透過書寫，奮力廓清

自身的價值，除去一身毒素。                       （節選自盧慧心〈毒母的女兒們〉） 

11.〈金鎖記〉中曹七巧的行為可與上文相互映證，下面敘述有誤的是： 

（A）曹七巧對長安施加了暴力與壓迫，她既是「毒母」，也是「咒縛媽媽」。 

（B）長安在母親的掌控下曾試圖逃離，但不敵母親的高壓控制而宣告失敗。 

（C）曹七巧常常以愛為名而阻撓婚事，實則是嫉妒女兒的幸福而加以破壞。 

（D）從〈金鎖記〉中七巧阻撓長安的婚事，可知七巧將女兒視為「墓守娘」。 

請閱讀甲、乙兩篇文章，回答 12-13 題：  

 甲  

  賈母因見窗上紗的顏色舊了，便和王夫人說道：「這個紗新糊上好看，過了後來就不翠

了。這個院子裏頭又沒有個桃杏樹，這竹子已是綠的，再拿這綠紗糊上反不配。我記得咱們

先有四五樣顏色糊窗的紗呢。明兒給她把這窗上的換了。……那個軟煙羅只有四樣顏色：一

樣雨過天晴，一樣秋香色，一樣松綠的，一樣就是銀紅的；若是做了帳子，糊了窗屜，遠遠

的看著就似煙霧一樣，所以叫作『軟煙羅』。那銀紅的又叫作『霞影紗』。如今上用的府紗也

沒有這樣軟厚輕密的了。」薛姨媽笑道：「別說鳳丫頭沒見，連我也沒聽見過。」鳳姐兒一面

說話，早命人取了一匹來了。賈母說：「可不是這個，先時原不過是糊窗屜，後來我們拿這個

作被作帳子試試，也竟好。明兒就找出幾匹來，拿銀紅的替她糊窗子。」劉姥姥念佛道：「我

們想它作衣裳也不能，拿著糊窗子，豈不可惜？」    （節錄自《紅樓夢》第四十回） 

 

 乙  

  賈母、薛姨媽都道：「慢些吃，不要嗆了。」薛姨媽又命鳳姐揀了菜。賈母笑道：「你把

茄鯗搛些喂他。」鳳姐聽說，依言搛些茄鯗送入劉姥姥口中，因笑道：「你們天天吃茄子，也

嘗嘗我們的茄子弄的可口不可口。」劉姥姥笑道：「別哄我，茄子跑出這個味兒來了，我們也

不用種糧食，只種茄子罷了。」眾人笑道：「真是茄子，我們再不哄你。」劉姥姥詫異道：

「真是茄子？我白吃了這半日。姑奶奶你再喂我些，這一口細嚼嚼。」鳳姐果又搛了些放入

口內。 

  劉姥姥因細嚼了半日，笑道：「雖有一點茄子香，只是還不像是茄子。告訴我是什麼方法

弄的，我也弄著吃去。」鳳姐笑道：「這也不難。你把才下來的茄子把皮籤了，只要淨肉，切

成碎丁子，用雞油炸了，再用雞脯子肉並香菌、新筍、蘑菇、五香腐干、各色乾果子，俱切

成釘子，用雞湯煨乾，將香油一收，外加糟油一拌，盛在瓷罐子裏封嚴，要吃時拿出來，用

炒的雞瓜一拌就是了。」劉姥姥聽了，搖頭吐舌說道：「我的佛祖！倒得十來只雞來配它，怪

道好吃！」                   （節選自《紅樓夢》第四十一回） 

12.根據甲、乙兩文的內容，請從下列文句中，選出敘述正確的選項： 

（A）從劉姥姥屢次口唸佛號，可知她不但具有宗教信仰，而且十分虔誠。 

（B）作者有意藉由劉姥姥的眼與讚嘆，讓讀者看見賈府飲食用度的奢豪。 

（C）從甲文內容，我們看見薛姨媽與王熙鳳兩人的孤陋寡聞、缺乏見識。 

（D）從乙文中劉姥姥對茄鯗的喜愛，可知她返家後會時常以之為盤中飧。 

13.承上題，若這兩段文字被收錄在《世說新語》當中，應會與下列哪個選項分類在同一門： 

（A）王戎有好李，賣之，恐人得其種，恆鑽其核。 

（B）孟昶未達時，家在京口。嘗見王恭乘高輿，被鶴氅裘。於時微雪，昶於籬間窺之，歎 

     曰：「此真神仙中人！」 

（C）王君夫以飴糒澳釜，石季倫用蠟燭作炊。君夫作紫絲布步障碧綾裹四十里，石崇作錦步 

     障五十里以敵之。石以椒為泥，王以赤石脂泥壁。 

（D）阮仲容、步兵居道南，諸阮居道北。北阮皆富，南阮貧。七月七日，北阮盛曬衣，皆紗 

     羅錦綺。仲容以竿掛大布犢鼻㡓於中庭。人或怪之，答曰：「未能免俗，聊復爾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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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閱讀下面文章，回答 14、15 題： 

  這是真的。 

  有個村莊的小康之家的女孩子，生得美，有許多人來做媒，但都沒有說成。那年她不過

十五六歲吧，是春天的晚上，她立在後門口，手扶著桃樹。她記得她穿的是一件月白的衫

子。對門住的年輕人同她見過面，可是從來沒有打過招呼的，他走了過來。離得不遠，站定

了，輕輕的說了一聲：「噢，你也在這裡嗎？」她沒有說什麼，他也沒有再說什麼，站了一

會，各自走開了。 

  就這樣就完了。 

  後來這女人被親眷拐子賣到他鄉外縣去作妻，又幾次三番地被轉賣，經過無數的驚險的

風波，老了的時候她還記得從前那一回事，常常說起，在那春天的晚上，在後門口的桃樹

下，那年輕人。 

  於千萬人之中遇見你所遇見的人，於千萬年之中，時間的無涯的荒野裡，沒有早一步，

也沒有晚一步，剛巧趕上了，那也沒有別的話可說，惟有輕輕地問一聲：「噢，你也在這裡

嗎？」                                 （張愛玲〈愛〉） 

14.根據文意，請選出敘述有誤的選項： 

（A）「春天的晚上」、「月白的衫子」、「桃樹」烘托出兩人的情深無儔與濃烈情愫。 

（B）「就這樣就完了」語帶雙關，滄桑地道出這個故事的結束與愛情的悲劇性質。 

（C）本文呈現出傳統女性的悲哀，對於愛情與婚姻均無自主能力，命運由人主宰。 

（D）從「剛巧」二字可以看出愛情是一種偶然，需要巧合與機緣，具有不確定性。 

15.承上題，整篇文章所呈現出來的意境，與下列哪個選項最為相符： 

（A）惟將終夜長開眼，報答平生未展眉 

（B）取次花叢懶回顧，半緣修道半緣君 

（C）安得世間雙全法，不負如來不負卿 

（D）此情可待成追憶，只是當時已惘然 

二、多選題（占 40 分）  

說明：第16題至第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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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下面「 」中的字形，前後相異的選項是： 

（A）邋「ㄊㄚˋ」／糟「ㄊㄚˋ」 

（B）「ㄆㄧˋ」謠 ／開「ㄆㄧˋ」 

（C）「 ㄔˋ 」陽 ／整「 ㄔˋ 」 

（D）寒「 ㄘㄤ 」／「ㄘㄤ 」海 

（E）「一ㄢˋ 」足／「ㄧㄢˋ」倦 

17.《紅樓夢》第三回中，曹雪芹以兩闋詞評價賈寶玉，其中有言：「行為偏僻性乖張，那管世 

   人誹謗」、「天下無能第一，古今不肖無雙」，可見賈寶玉不以世俗標準為生命準則，對封 

   建禮教與傳統思想展現反叛與挑戰。下面選項中，可以從中看出賈寶玉思想中不同流俗的 

   乖張與叛逆是： 

（A）女兒是水作的骨肉，男人是泥作的骨肉。我見了女兒，我便清爽；見了男子，便覺濁臭 

     逼人。 

（B）寶玉呆了半晌，忽然大笑道：「任憑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飲。」黛玉道：「瓢之漂水奈 

     何？」寶玉道：「非瓢漂水，水自流，瓢自漂耳！」黛玉道：「水止珠沉，奈何？」寶玉 

     道：「禪心已作沾泥絮，莫向春風舞鷓鴣。」 

（C）寶玉道：「罷，罷，我也不敢稱雅，俗中又俗的一個俗人，並不願同這些人往來。」湘 

     雲笑道：「還是這個情性改不了。如今大了，你就不願讀書去考舉人進士的，也該常常 

     的會會這些為官做宰的人們，談談講講些仕途經濟的學問，也好將來應酬世務，日後也 

     有個朋友。沒見你成年家只在我們隊裏攪些什麼！」寶玉聽了道：「姑娘請別的姊妹屋 

     裏坐坐，我這裏仔細髒了你知經濟學問的。」 

（D）晴雯笑道：「我慌張得很，連扇子還跌折了，那裏還配打發吃果子！倘或再打破了盤 

     子，更了不得了。」寶玉笑道：「你愛打就打，這些東西原不過是借人所用，你愛這 

    樣，我愛那樣，各自性情不同。比如那扇子原是扇的，你要撕著玩，也可以使得，只是 

    不可生氣時拿它出氣。就如杯盤，原是盛東西的，你喜聽那一聲響，就故意的碎了也可 

    以使得，只是別在生氣時拿他出氣。這就是愛物了。」 

（E）那寶玉本就懶與士大夫諸男人接談，又最厭峨冠禮服、賀弔往還等事，今日得了這句 

    話，越發得了意，不但將親戚朋友一概杜絕了，而且連家庭中晨昏定省亦發都隨他的便 

    了；……或如寶釵輩有時見機導勸，反生起氣來，只說「好好的一個清淨潔白女兒，也 

    學得釣名沽譽，入了國賊祿鬼之流。這總是前人無故生事，立言豎辭，原為導後世的鬚 

    眉濁物。不想我生不幸，亦且瓊閨繡閣中亦染此風，真真有負天地鐘靈毓秀之德！」 

 

http://cls.lib.ntu.edu.tw/HLM/retrieval/analysis/verse/under/under12.htm#12-6
http://cls.lib.ntu.edu.tw/HLM/retrieval/analysis/verse/under/under12.htm#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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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下面「  」中的詞語，古今義有所變化的選項有： 

（A）南宋文天祥「捨生取義」的壯烈精神，著實令人景仰。 

（B）凡事都須審慎評估再作決定，切記不可「出爾反爾」。 

（C）「民貴君輕」思想的實踐，便是讓人民作國家的主人。 

（D）由於生活壓力的關係，他正值盛年卻已「牛山濯濯」。 

（E）他那兔死狗烹、「得魚忘筌」的行為，為眾人所不齒。 

19.下列關於〈紅豆詞〉與〈好了歌注〉的分析，敘述適當的選項是： 

（A）林黛玉具有詩作文才，因此透過〈紅豆詞〉的內容表達對賈寶玉的深情與掛念。 

（B）「滴不盡相思血淚拋紅豆，開不完春柳春花滿畫樓」，以外在盛景反襯內心憂思。 

（C）「因嫌紗帽小，致使枷鎖扛；昨憐破襖寒，今嫌紫蟒長」諷刺世人的貪得無厭。 

（D）「反認他鄉是故鄉」一句，寫出人們離鄉背井，只為了汲營於功名利祿的荒謬。 

（E）曹雪芹藉由〈好了歌注〉道出了世事無常，繁華轉瞬成空、富貴如雲煙的感慨。 

20.關於張愛玲〈金鎖記〉的解讀，下列敘述中，錯誤的選項是： 

（A）長安與童世舫初見時，她「覺得自己的裝扮無懈可擊，可是她的身體完全是多餘的，縮 

   也沒處縮」，意指男方的殷勤帶給她壓迫感。 

（B）長安之所以決定退婚，是因為戒菸時期身體上的痛苦，與種種刺激兩面夾攻著，讓她精 

   神與肉體都不堪負荷，渾身骨骼都彷彿脫了節。 

（C）長安與童世舫訂婚後約會時，作者用「他們走的是寂寂的綺麗的迴廊──走不完的寂寂 

   的迴廊」，暗示兩人曲折的愛情，也暗示婚事難諧。 

（D）「長安舉起了她的皮包來遮住了臉上的陽光」，此處象徵著童世舫雖能繼續帶給長安溫 

   暖，但長安決心放棄婚事，也代表放棄了幸福。 

（E）文末曹七巧出場時的「日色昏黃」、「通入沒有光的所在」，及長安的玄色花繡鞋與白 

   絲襪停留在「日色昏暗的階梯上......走進沒有光的所在」，相同的氛圍及場景鋪陳，可 

   知長安已逐漸被母親完全控制，甚至成為另一個曹七巧。 

21.張愛玲細微地鏤刻著曹七巧的變態心理，尤其是那如利刃一般狠辣傷人的話語，被作者形

容為「她那平扁而尖利的喉嚨四面割著人，像剃刀片。」由此產生了驚心動魄的藝術效果。

請問下面曹七巧與旁人的對話中，無法表現出上述言語特質的選項是： 

（A）天生的敗家精！拿妳的錢不當錢。妳娘的錢是容易得來的？將來妳出嫁，妳看我有什麼 

      陪送給妳！給也是白給！  

（B）你那狼心狗肺，你道我揣摩不出麼？你別以為你教壞了我女兒，我就不能不捏著鼻子把 

     她許配給你，你好霸佔我們家的家產！ 

（C）好在咱們白哥兒的書倒不怕他查考……今年這孩子就吃虧在他爸爸他奶奶接連著出了 

     事，他若還有心念書，他也不是人養的！ 

（D）阿彌陀佛，我保不定別人不安著這個心，我可不那麼想，你就是鬧了虧空，押了房子賣 

     了田，我若皺一皺眉，我也不是你二嫂了。誰叫咱們是骨肉至親呢？我不過是要你當心 

     你的身子。 

（E）人都齊了，今兒想必我又晚了！怎怪我不遲到──摸著黑梳的頭！誰教我的窗戶衝著後 

     院子呢？單單就派了那麼間房給我。橫豎我們那位眼看是活不長的，我們淨等著做孤兒 

     寡婦了──不欺負我們，欺負誰？ 

22.簡媜散文風格多變，《水問》訴說大學女孩的閨閣心事，《月娘照眠牀》以追憶童年、記

錄故鄉人事的角度，書寫宜蘭的鄉間生活。《女兒紅》對女性角色進行反動與探尋，《紅嬰

仔》書寫成為母親的心路歷程，《誰在銀閃閃的地方，等你──老年書寫與凋零幻想》是對生

命的思索與建言。請根據上面五本書的主題簡介，以及下面表格所摘錄的各書佳句，找出配

對正確的選項： 

選項 書名 佳句摘錄 

（A） 《水問》 

我的愛情是一部水經，從發源的泉眼開始已然注定了流程與消逝。

然而，奔流途中所遇到的驚喜之漩渦與悲哀的暗礁，都是不得不的

心願。 

（B） 
《月娘 

照眠牀》 

這大紅喜宴上的一壇佳釀，固然歡了賓客，但從晃漾的酒液中浮影

而出的那副景象卻令人驚心：一個天生地養的女兒就這麼隨著鑼鼓

隊伍走過曠野去領取她的未知；那壇酒飲盡了，表示從此她是無父

無母、無兄無弟的孤獨者，要一片天，得靠自己去掙。從這個角度

體會，這酒，頗有風蕭蕭兮易水寒的況味，是送別壯士的。 

（C） 《女兒紅》 

煙囪是穿過屋頂通在外面的一條圓管。誰家煮飯，誰家的煙囪就冒

煙，從古早時代就是這款道理的。「阿母的本領真大，……隨便丟

幾根柴、幾把粗糠，一會兒就聽見第二鍋的油『茲茲』地吼著。放

了菜，鏟子炒幾下，又是一盤香。」 

（D） 《紅嬰仔》 

如此視之，父母子女之間相處，過一天便減少一日，終會印驗「時

間到了」之咒，無論是揮離或訣別。我自知永遠無法治愈恐懼，或

者，留在心上也有好處，我會隨時提醒自己寶愛親倫，珍惜時間。 

（E） 

《誰在銀閃

閃的地方，

等你》 

生命是一條永不回頭的河，不管發源地何等雄偉，流域多麼寬闊且

肥沃，終有一天，這河必須帶著天光雲影流向最後一段路。那閃爍

的光影不是歡迎，是辭行。 

http://www.mingjuzi.com/wisdom/6966/98847
http://www.mingjuzi.com/wisdom/6966/98847
http://www.mingjuzi.com/wisdom/6966/98847
http://www.mingjuzi.com/wisdom/6966/98847
http://www.mingjuzi.com/wisdom/6966/98847
http://www.mingjuzi.com/wisdom/6977/98720
http://www.tw117.com/mingyan-ju/33801/
http://www.tw117.com/mingyan-ju/33801/
http://www.tw117.com/mingyan-ju/33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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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下面文字雲所代表的均為先秦諸子思想，請閱讀五個選項的內容，判斷分別是哪個

門派的思想，並選出正確的對應內容： 

甲 乙 

 

 

丙 丁 

 

 

戊  

 

（A）甲：於石一也，堅白二也，而在于 

     石。故有知焉；有不知焉；有見焉， 

     有不見焉。故知與不知相與離，見與 

     不見相與藏。藏故，孰謂之不離？ 

（B）乙：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 

     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仁者 

     愛人，有禮者敬人。愛人者，人恒愛 

     之；敬人者，人恆敬之。 

（C）丙：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為人之所惡，故幾於道。居善地，心善淵，與善 

     仁，言善信，正善治，事善能，動善時。夫唯不爭，故無尤。 

（D）丁：今有一人，入人園圃，竊其桃李……當此，天下之君子皆知而非之，謂之不義。今 

     至大為攻國，則弗知非，從而譽之，謂之義。此可謂知義與不義之別乎？ 

（E）戊：故明君操權而上重，一政而國治。故法者，王之本也；刑者，愛之自也。夫民之 

     性，惡勞而樂佚。佚則荒，荒則不治，不治則亂，而賞刑不行於天下者必塞。 

24.從劉姥姥進大觀園的書寫，請問下列敘述正確的選項是： 

（A）眾人大笑時，曹雪芹並未描寫薛寶釵的笑貌，是有意凸顯寶釵的端莊矜持。 

（B）「一兩銀子，也沒聽見個響聲就沒了！」語帶諷刺，譏刺賈府的奢靡浪費。 

（C）劉姥姥拉著林黛玉，讚揚其美貌彷若神仙托生，誇張之餘亦能討賈母歡心。 

（D）賈迎春的飯碗都合到賈探春身上，可看出前者性格豪爽，不拘小節的性格。 

（E）劉姥姥彷彿是一面鏡子，客觀映照賈府的奢華，反映了富貴不足恃的道理。 

25.蔡詩萍：「悲壯是一種完成，而蒼涼則是一種啟示。斷然向一張故人的網羅告別說再見，

慧劍斬情絲，是悲壯的完成。然而，你終其一生，藏著那把劍，不時在心頭淡淡飄浮，一抹

幽幽暗暗的執著，那是一股蒼涼。張愛玲筆下的『不徹底的人物』，都負荷著時代的包袱，

但他們沒有選擇大徹大悟，或者，他們僅能小徹小悟，於是在時代的縫隙裡，求生求存，也

便是一個又一個的啟示了。（改寫自〈張愛玲 100〉之五）」下面五段文字皆出自小說的最後

一章，請問結局能以蒼涼來形容的選項有： 

（A）墳墓裡的厲勝男曾經是他憐憫過、恨過而又愛過的人。在她生前，他並不知道自己愛的 

     是她，在她死後方始發覺了。他現在才知道，他以前一直以為自己愛的是谷之華，其實 

     那是理智多於情感，那是因為他知道谷之華會是個「好妻子」。但是他對厲勝男的感情 

     卻是不知不覺中發生的，也可說是厲勝男那種不顧一切的強烈感情將他拉過去的。…… 

     他燒了秘笈，獨立墓前，宛如一尊石像，陽光把他的影子拉得長長的。他呆呆的望著自 

     己的影子，那影子忽然變了厲勝男的影子，他是生生死死也擺不開這個影子了。（梁羽 

     生《雲海玉弓緣》） 

（B）經文替他們解決疑難，大家心中明白了，都說：「穆聖的指示，那是再也不會錯的。」 

     有人便稱讚哈卜拉姆聰明有學問：「我們有甚麼事情不明白，只要去問哈卜拉姆，他總 

     是能好好的教導我們。」可是哈卜拉姆再聰明、再有學問，有一件事卻是他不能解答 

     的，因為包羅萬有的「可蘭經」上也沒有答案；如果你深深愛著的人，卻深深的愛上了 

     別人，有甚麼法子？白馬帶著她一步步的回到中原。白馬已經老了，只能慢慢的走，但 

     終是能回到中原的。江南有楊柳、桃花，有燕子、金魚……漢人中有的是英俊勇武的少 

     年，倜儻瀟灑的少年……但這個美麗的姑娘就像古高昌國人那樣固執：「那都是很好很 

     好的，可是我偏不喜歡。」（金庸《白馬嘯西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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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小叫化倒下了，倒下去的時候，他聽到百里長青說：「陸小鳳在閃躲金鵬的攻擊時，早 

    就用內力把綁我的繩索弄斷一場大戰，很快就結束。因為，普天之下，誰能敵得過陸小 

    鳳和西門吹雪？更何況是他們兩人聯手？更何況旁邊還有司空摘星和老實和尚？而且， 

    邪，終歸是勝不了正的。太陽逐漸升起，絲絲的陽光，映得地上的黃金閃閃生輝。百里 

    長青得意的笑著，看著鏢師搬運黃金裝箱。其中一個鏢師抬頭問百里長青：「是誰救了 

    我們？」「除了他；還有誰？」「他？他是誰？」「他就是我。」所有的鏢師都傻了， 

    因為說這句話的人，是三個人。小老頭除去化妝，原來是陸小鳳。小老太婆原來是老實 

    和尚。陸小鳳原來是司空摘星。所有的鏢師都笑了。牛肉湯更是笑得嘻嘻亂響。其中， 

    笑得最宏亮的人，竟然是陸小鳳。因為，他聽到了一個人的笑聲，這個人，是從來不笑 

    的。這個人，當然是西門吹雪。（古龍《劍神一笑》） 

（D）長壽的高湛依然掛著六宮都總管的頭銜，只是現在太后已恩准他養老，可以在宮中自 

    在度日，不須再受人使役。高湛十分喜歡那個玉雪可愛的小皇子，常去皇后宮中看他， 

    每次庭生抱小皇子在室外玩耍時，他都要堅持守在旁邊。「高公公，你要不要抱抱 

    他？」看著這滿頭白髮的老者眼巴巴在旁邊守護的樣子，庭生有時會這樣笑著問他，但 

    每次高湛都躬著身子搖頭，顫巍巍地說：「這是天下將來的主子，老奴不敢抱……」對 

    於他的回答，庭生似乎只當清風過耳，並不在意，仍舊滿面歡笑地，引逗著小皇子呀呀 

    學語。「看他們兄弟倆，感情可真是好，」旁邊的奶娘一邊笑微微地說著，一邊注意天 

    色，「不過也該抱進去了。天這麼陰，高公公，你覺不覺得……好像起風了？」「不， 

    不是起風了，而是在這宮牆之內……風從來就沒停過……」眯著昏花的雙眼，歷事三朝 

    的老太監如是說。（海宴《瑯琊榜》） 

（E）往事茫茫傾覆，我忽然覺得，這闕《山之高》，早已唱破了我的一生。週遭安靜極 

    了，彷彿人人都被這旋律浸染，只是默然傾聽。良久，德太妃才輕輕道：「先帝駕崩， 

    宮中不宜見樂聲的。」我淡然一笑，「無妨。畢竟有新帝登基之喜。」晨光融融清美， 

    我倦然微笑，已經是正章元年了。浮生恍若一夢，乾元年間事，皆是舊事，彈指剎那塵 

    煙。橫汾舊路獨自渡，空餘紅顏映殘陽。我轉眸，頤寧宮富麗華堂，空庭寂寞，日影漸 

    漸向晚，滿壁斜陽空。後來，我的予涵被過繼入清河王府，再後來，潤兒和涵兒都有了 

    自己的孩子。數十年後，潤兒的孩子沒有孩子了，涵兒的孩子，我的曾孫便被迎入宮成 

    為新帝。只是那時的事，我再不知了。孩子們自有孩子們的人生。而我的故事，已經完 

    了。浮生一夢，不過如此。（流瀲紫《甄嬛傳》） 

 

三、非選擇題（占 30 分）：須使用黑色原子筆，作答於答案卷上，並注

意答題序號，違者扣 5 分。  

（一）類推題（每格 1 分，共 5 分）  

 參考答案 對應答案 

1 仁 惻隱之心 義 （1） 

2 賈探春 秋爽齋 林黛玉 （2） 

3 千紅一窟 千紅一哭 萬艷同杯 （3） 

4 《唐宋八大家文鈔》 茅坤 《全唐詩》 （4） 

5 〈版權所有的人生〉中 

簡媜謂人生 
一部小說 

〈天才夢〉中 

張愛玲謂生命 
（5） 

（二）默寫（每句 1 分，共 11 分）：每句須全對才給分  

1.「穀不可勝食」的前提是：（1） 

2.「魚鱉不可勝食也」的前提是：（2） 

3.孟子所言的「王道之始」，是要做到讓人民：（3） 

4.使「七十者可以食肉」的條件是：（4）（5） 

5.使「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的條件是：（6）（7） 

6.孟子認為，如何才能做到「王天下」：（8）（9） 

7.孟子對梁惠王施政疏失的批評是：（10）（11） 

（三）填空（每格 1 分，共 4 分）：請根據原文，填入正確答案  

  孟子曰：「牛山之木嘗美矣。以其郊於大國也，斧斤伐之，可以為美乎？是其日夜之所

息，雨露之所潤，非無萌蘗之生焉，牛羊又從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見其濯濯也，以

為未嘗有材焉，此豈山之性也哉？ 

  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斤之於木也。旦旦而伐之，

可以為美乎？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則其旦晝之所為，有梏

亡之矣。梏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人見其禽獸

也，而以為未嘗有才焉者，是豈人之情也哉？                (節選自《孟子‧告子上》) 

孟子說理，善用譬喻。本文以牛山之木比喻人性，請結合原文與題目線索，完成以下表格： 

  本性 日夜之所息 外界反覆的戕害 呈現的結果 

1 牛山之木 （1） 萌櫱之生 （3） （4） 

2 人性 有仁義之心 （2） 旦晝之所為，有梏亡之矣 禽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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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混合題（ 1、 2、 7 題為問答題，每格 2 分； 3-6 題為單選題，每格

1 分。共 10 分）  

  賈寶玉在父親賈政的眼中，素來是叛逆且任性妄為，因長子賈珠早夭，故賈政對寶玉寄

予厚望，時常嚴厲管教。此次賈政誤信謠言，致寶玉受到父親責罰，鞭笞成傷。薛寶釵、林

黛玉二人前來關心探視時，作者運用筆力，寫出了薛林之異。小說內容節錄如下： 

  話說襲人見賈母、王夫人等去後，便走來寶玉身邊坐下，含淚問他：「怎麼就打到這步田

地？」寶玉嘆氣說道：「不過為那些事，問它作什麼！只是下半截疼得很，你瞧瞧打壞了哪

裏。」襲人聽說，便輕輕的伸手進去，將中衣褪下。寶玉略動一動，便咬著牙叫「噯喲」，襲

人連忙停住手，如此三四次才褪了下來。襲人看時，只見腿上半段青紫，都有四指寬的僵痕

高了起來。襲人咬著牙說道：「我的娘，怎麼下這般的狠手！你但凡聽我一句勸，也不得到這

步地位。幸而沒動筋骨，倘或打出個殘疾來，可叫人怎麼樣呢！」 

  正說著，只聽丫鬟們說：「寶姑娘來了。」襲人聽見，知道穿不及中衣，便拿了一床袷紗

被替寶玉蓋了。只見寶釵手裏托著一丸藥走進來，向襲人說道：「晚上把這藥用酒研開，替他

敷上，把那淤血的熱毒散開，可以就好了。」說畢，遞與襲人，又問道：「這會子可好些？」

寶玉一面道謝說：「好些了。」又讓坐。寶釵見他睜開眼說話，不像先時，心中也寬慰了好

些，便點頭嘆道：「早聽人一句話，也不至今日。別說老太太、太太心疼，就是我們看著，心

裏也疼……」剛說了半句，又忙咽住，自悔說的話急速了，不覺紅了臉，低下頭來。寶玉聽

得這話如此親切稠密，竟大有深意，忽見她又咽住不往下說，紅了臉低下頭只管弄衣帶，那

一種嬌羞怯怯非可形容得出者，不覺心中大暢，將疼痛早丟在九霄雲外。心中自思：「我不過

捱了幾下打，她們一個個就有這些憐惜悲感之態露出，令人可玩可觀，可憐可敬。假若我一

時竟遭殃橫死，她們還不知是何等悲感呢！既是她們這樣，我便一時死了，得她們如此，一

生事業縱然盡付東流，亦無足嘆惜，冥冥之中若不怡然自得，亦可謂糊塗鬼祟矣！」 

  方欲說話時，只見寶釵起身說道：「明兒再來看你，你好生養著罷。方才我拿來的藥交給

襲人了，晚上敷上保管就好了。」說著便走出門去。襲人趕著送出院外，說：「姑娘倒費心

了。改日寶二爺好了，親自去謝去。」寶釵回頭笑道：「有什麼謝處。你只勸他好生靜養，別

胡思亂想的就好了。要想什麼吃的、玩的，你悄悄的往我那裡取去，不必驚動老太太、太太

眾人，倘或吹到老爺耳朵裏去，雖然彼時不怎麼樣，將要對景總是要吃虧的。」說著，一面

去了。 

  這裏寶玉昏昏默默，只見蔣玉菡走了進來訴說忠順府拿他之事，一時又見金釧兒進來哭

說為他投井之情。寶玉半夢半醒，都不在意。忽又覺有人推他，恍恍忽忽聽得有人悲戚之

聲。寶玉從夢中驚醒，睜眼一看，不是別人，卻是林黛玉。寶玉猶恐是夢，忙又將身子欠起

來，向臉上細細一認，只見她兩個眼睛腫得桃兒一般，滿面淚光，不是黛玉卻是哪個？寶玉

還欲看時，怎奈下半截疼痛難禁，支持不住，便「噯喲」一聲，仍舊倒下，嘆了一聲說道：

「你又做什麼來了！雖說太陽落下，那地上餘熱未散，走了來倘或又受了暑呢。我雖然捱了

打，並不覺疼痛。我這個樣兒，也是裝出來哄他們，好在外頭布散與老爺聽，其實是假的。

你不可信真。」 

  此時林黛玉雖不是嚎啕大哭，然越是這等無聲之泣，氣噎喉堵，更覺得利害。聽了寶玉

這番話，雖有萬句言詞，只是不能說出口，半日方抽抽噎噎的說道：「你從此可都改了罷！」

寶玉聽說，便長嘆一聲道：「你放心！別說這樣話。我便為這些人死了，也是情願的！」一句

話未說了，只見院外人說：「二奶奶來了。」林黛玉便知是鳳姐來了，連忙立起身說道：「我

打後院子裡去罷，回來再來。」寶玉一把拉住說道：「這可奇了，好好的怎麼怕起她來？」林

黛玉急得跺腳，悄悄的說道：「你瞧瞧我的眼睛，又該她拿著取笑開心了。」寶玉聽說，趕忙

的放了手。黛玉三步兩步轉過床後，剛出了後院，鳳姐從前頭已進來了。                

                                                   （節選自《紅樓夢》第三十四回） 

  從《紅樓夢》中的判詞：「可嘆停機德，堪憐詠絮才；玉帶林中掛，金簪雪裡埋。」可知

曹雪芹有對比薛、林二人之意。請根據上文內容，先分析薛寶釵、林黛玉在探望賈寶玉時，

二人的言行舉止、情感表達上的差異，再比較賈寶玉的回應態度有何差別。 

◎若有錯字，每字扣 0.5 分。 

◎請勿直接引用原文作答，問答題每格作答字數限 30 字以內。 

 薛寶釵 林黛玉 

言行舉止（每格 2 分） （1） （2） 

情感的表達方式： 

A:真情流露 B:含蓄內斂 C:豪邁直爽 D:患得患失 

（請填入選項代號，每格 1 分） 

（3） （4） 

賈寶玉的回應態度： 

A:親暱 B:敬重 C:敷衍 D:反感 

（請填入選項代號，每格 1 分） 

（5） （6） 

承上題，請寫出判斷的理由（2 分） （7） 

 

試題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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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立臺中一中 108 學年度第二學期期末考 高一國文 答案卷 

班級：__________座號：______姓名：____________ 

三、非選擇題（占 30 分）：須使用黑色原子筆，作答於答案卷上，並

注意答題序號，違者扣 5 分。  

（一）類推題（每格 1 分，共 5 分）  

（1）  （2）  

（3）  （4）  

（5） 
 

（二）默寫（每句 1 分，共 11 分）：每句須全對才給分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三）填空（每格 1 分，共 4 分）：請根據原文，填入正確答案  

（1）  （2）  

（3）  （4）  

（四）混合題（ 1、 2、 7 題為問答題，每格 2 分； 3-6 題為單選題，每

格 1 分。共 10 分）  

（1） 

 

（2） 

 

（3）  （4）  

（5）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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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立臺中一中 108 學年度第二學期期末考 高一國文 解答 

 

一、單選題（每題 2 分，共 30 分） 

 答案 解析 

1 A （A）ㄆㄧ（B）ㄑㄧˋ／ㄑㄧ（C）ㄍㄨˇ／ㄏㄨˋ（D）ㄆㄧˋ／

ㄆㄧˇ 

2 C （A）亡失／至（B）韻味／追求流行（C）都城、國都（D）時候／

何時 

3 A  

4 D 出「身」、小時「候」、「驟」逝、「已」經、「嶄」露頭角、創作不

「輟」、描「摹」、「關」注、「再」一次 

5 B 甲文節選自簡媜《紅嬰仔》的〈細胞對話〉。乙文節選自簡媜《女兒

紅》的〈母者〉一文。從「整個宇宙已縮影在體內」暗示母親腹中所

孕育的新生命，「河水高漲形成護河護衛宮殿內的新主」指腹中的胎兒

受到羊水的保護，「甘美的蜜奶」比喻母體產生乳汁以餵養新生兒。割

肉「餵養一個可能遺棄你的人」，形容母親不求回報的愛。 

6 D 荀子的「自然天」天道觀 

7 C 孟子的民本思想 

8 A （A）王熙鳳（B）薛寶釵（C）賈寶玉（D）林黛玉 

9 C （A）林黛玉（B）薛寶琴（C）薛寶釵（D）賈探春 

10 C 包含語文、空間、音樂、內省等四項能力 

11 D （D）從小說中無從得知七巧是否盼女兒能為她養老送終 

12 B （A）口唸佛號是表達心中的讚嘆驚訝（C）描寫賈府的奢侈和賈母的

高貴（D）從劉姥姥的「搖頭吐舌」、「倒得十來只雞來配它」可知這

道菜的作法已超出了她的能力 

13 C （A）儉嗇（B）企羨（C）汰侈（D）任誕 

14 A （A）兩人對彼此的好感屬於淡淡的、曖曖的情愫 

15 D （A）元稹〈遣悲懷〉。翻譯：我只有終夜睜着雙眼，長遠懷念你；以

報答你終身清苦，從未喜笑開眉。（B）元稹〈離思〉。翻譯：倉促地

由花叢中走過，懶得回頭顧盼；這緣由，一半是因爲修道人的清心寡

慾，一半是因爲曾經擁有過的你。（C）倉央嘉措〈情詩〉。翻譯：世

間哪裡有兩全其美的辦法，既可以修道參佛，不辜負如來佛，又可以

不辜負她對我的深刻情意。（D）李商隱〈錦瑟〉。翻譯：這段情懷，

只能留待以後做為永遠的追憶；只是每當再想起昔日的情感，心中總

會有說不出的惆悵。 

 

二、多選題（每題 4 分，共 40 分） 

 答案 解析 

16 ACDE （A）遢／蹋（B）闢（C）熾／飭（D）傖／滄（E）饜／厭 

17 ACDE （A）傳統思想為重男輕女，賈寶玉卻是看重女性（B）此處林黛玉試

探賈寶玉的真心，而賈寶玉則表示心中唯有林黛玉一人（C）可看出

賈寶玉蔑視功名（D）從「你要撕著玩，也可以使得」、「你喜聽那一

聲響，就故意的碎了也可以」，可知賈寶玉對於惜物、愛物的觀念與常

人不同（E）從「釣名沽譽」、「國賊祿鬼」可知賈寶玉對意圖求取功

名之人的批評 

18 BDE （B）本指你怎麼對待別人，別人也會怎麼對待你。後比喻人的言行

前後反覆，自相矛盾。（D）本指山上無樹木，今多用以戲喻人禿頂無

髮。（E）比喻悟道者忘其形骸。也比喻人在達到目的以後，就忘記他

賴以成功的憑藉。今多指忘恩負義。 

19 BE （A）賈寶玉藉〈紅豆詞〉訴說對林黛玉的關懷（C）應為作繭自縛

（D）比喻誤把功名富貴、嬌妻兒孫當作生命的根本。 

20 AB （A）意指長安雖然外表全副武裝，但內心深處的缺乏自信，仍使她

無法掩飾內心的自卑。（B）退婚的原因是：這是她的生命裡頂完美

的一段，與其讓別人給它加上一個不堪的尾巴，不如它自己早早結束

了它。一個美麗而蒼涼的手勢。 

21 CD （C）為兒子長白的表現不佳找理由開脫（D）對姜季澤表示關切之

情。 

22 ADE （B）依內容提及女性出嫁後的孑然及孤獨，且出現佳釀，書名亦是

酒名，因此判斷應出自《女兒紅》（C）從「古早」、「阿母」、「柴火、

粗糠」等關鍵字可知，書寫的是童年的鄉村生活，因此判斷出自《月

娘照眠牀》。 

23 BCD （A）文字雲內容為法家，選項敘述為名家。翻譯：石，是一；而在

石中的堅（堅石）、白（白石）卻是二。這樣，便有摸得著的，有摸不

著的；有看得見的，有看不見的。因而，摸得著的（如堅石）便與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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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著的（如白）互相隱藏著。既然有互相隱藏，怎能說它們互相不可

分離呢？（B）儒家（C）道家（D）墨家（E）文字雲內容為名家，

選項敘述為法家。翻譯：所以明君掌握權勢而地位尊貴，統一政綱而

國家太平。所以明君掌握權勢而地位尊貴，統一政綱而國家太平。所

以，法令是稱五天下的根本，刑罰是愛護民眾的根本。民眾的本性是

好逸惡勞。安逸就要荒廢。荒廢就治理不好。治理不好就要混亂；如

果賞罰不能在全國實行，國家事業就必定得不到發展。  

24 AE （B）劉姥姥本人並無諷刺之意，作者有意呈現劉姥姥的簡樸，並與

賈家的奢侈作對比。（C）此處林黛玉應改為賈惜春，劉姥姥擅長察言

觀色，對林黛玉只有留神打量。（D）探春的碗合到迎春身上。 

25 ABDE （C）作者書寫的是激戰之後的真相大白，再加上向來不苟言笑的劍

客笑了，使整體氛圍增添一股輕鬆的氣息。 

 

三、非選擇題（共 30 分） 

（一）類推題（一格 1 分） 

（1）羞惡之心 （2）瀟湘館 （3）萬艷同悲 

（4）曹寅 （5）一襲華美的袍，爬滿了蝨子 

 

（二）默寫（一格 1 分，每格須全對才給分） 

（1）不違農時 （2）數罟不入洿池 （3）養生喪死無憾 

（4）雞豚狗彘之畜 （5）無失其時 （6）謹庠序之教 

（7）申之以孝悌之義 （8）七十者衣帛食肉 （9）黎民不飢不寒 

（10）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 （11）塗有餓莩而不知發 

 

（三）填空（一格 1 分） 

（1）嘗美矣 （2）平旦之氣 

（3）斧斤伐之、牛羊牧之 （4）濯濯 

 

（四）混合題（ 1、 2、 7 題為問答題，每格 2 分； 3-6 題單選題，每格 1

分。共 10 分）  

（1） 

1.「托」著丸藥探病，令眾人得

知自己對寶玉的關心，表現得體

大方。 

2.「紅了臉，低下頭來」可見寶

釵的矜持與端莊。 

3.認為寶玉挨打是事出有因，因

此以說教口吻，勸諫寶玉回歸正

途。 

（2） 

1.不願在人前顯露出對寶玉的

關心。 

2.眼睛哭得像核桃一般，可見

黛玉哭泣之久。 

3.無聲之泣代表哀痛到了極

致，對寶玉只有一句勸告，展

現了黛玉對寶玉行為的理解與

體貼，對寶玉受罰的沉痛與無

奈。 

（3） B （4） A 

（5） B （6） A 

（7） 寶玉對寶釵的道謝及讓座，可見對其敬重。勸慰黛玉的言論，可見對黛

玉的關切及推心置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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