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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立臺中女子高級中學 108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二次期中考 

高一國文科試題    班級：  姓名：     座號： 

本份試題共 7 頁，四大題。選擇題請作答於答案卡，非選擇題請作答於答案卷。 

第壹部分：選擇題(佔 55 分) 

一、單選題（1-20，每題 1.5 分，答錯不倒扣，共 30 分） 

1.下列各組「 」內的字，讀音皆不相同的選項是：   

（A）別出機「杼」／「紓」解壓力／婕「妤」           （B）「楔」子／「鍥」而不捨／帶「挈」 

（C）斗「筲」之人／不「肖」之徒／「捎」來訊息       （D）撐長「篙」／十字「鎬」／「槁」木死灰 

2.下列成語，錯別字最多的選項是：  

（A）劍拔孥張／剛愎自用／前倨後恭                   （B）亦步亦驅／付之闕如／以儆效尤 

（C）倒屣相迎／依老賣老／兄弟鬩牆                   （D）再接再厲／六馬仰沫／出其制勝 

3.下列各組文句，「 」內字義相同的選項是：  

（A）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比」去，以手闔門 

（B）功成名「遂」會歸老，請向東山為近鄰／尋向所誌，「遂」迷不復得路 

（C）「緣」木求魚，雖不得魚，無後災／「緣」溪行，忘路之遠近 

（D）只聽得一片聲的鑼響，三匹馬闖「將」來／一個嘴巴打「將」去，眾人和鄰居見這模樣，忍不住的笑 

4.下列是一段新詩，請依文意選出排列順序最恰當的選項： 

  假若我是一朵雪花，／翩翩的在半空裡瀟灑， 

 甲、這地面上有我的方向。 

 乙、我一定認清我的方向 

 丙、不去那淒清的山麓， 

 丁、飛揚，飛揚，飛揚， 

 戊、不去那冷寞的幽谷， 

  也不上荒街去惆悵／飛揚，飛揚，飛揚，／你看，我有我的方向！（徐志摩〈雪花的快樂〉） 

（A）丙丁乙甲戊 （B）丁甲戊丙乙 （C）乙丁甲戊丙 （D）甲丁戊丙乙 

5.下列引文皆為徐志摩的名句，請依文意推敲，判斷□中依序最適合填入的選項是：  

 甲、我知道總有一種愛超脫於紅塵的牽絆，卻不知道有沒有一種癡纏的等待終於紅塵之外！我

終究是你千年的白狐，灰飛煙滅後，我會等待下一次的□□。  

 乙、我像一個□□□，悄悄收藏起時光的底片，讓它變成陳年的私釀，然後在那個夏日的午後，

晾曬出任何與你有關的畫面。  

 丙、□□□□是最殘忍的遊戲，彼此追逐卻有永恆的距離。  

 （A）輪迴／釀酒人／雲霄飛車    （B）告別／拾荒者／雲霄飛車 

 （C）輪迴／拾荒者／旋轉木馬    （D）告別／釀酒人／旋轉木馬 

6.下列是三位學生討論〈桃花源記〉的片段，選出解讀、推斷正確的選項： 

 甲生：〈桃花源記〉是陶淵明虛構的故事，虛實交錯的手法讓人信以為真。其中，漁人就是虛構的人物，隱喻為

愚人，只有没有心機的人，才能夠進入理想的世界。至於太守則是貪婪為官者的形象，對桃花源有所企

圖的人是無法進入桃花源的。 

 乙生：漁人進入桃花源是出於偶然的機會，「忽逢桃花林」的「忽」正說明了這樣的機緣;而漁人發現桃花源，

是因為甚「異」之，出現靈異現象的引導，所以他才能在冥冥之中誤闖了桃花源。 

 丙生：我覺得劉子驥這個歷史上真實存在的隱士，應該有機會進入桃花源，之所以無緣進入桃花源，只能怪命

太短，不久就死了。由此可知，陶淵明認為有心機之人，以及短命的隱士都無緣進入桃花源。  

（A）甲、乙正確、丙錯誤          （B）甲正確、乙、丙錯誤 

（C）甲錯誤、乙無法判斷、丙正確      （D）甲正確、乙錯誤、丙無法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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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下列引文，依文意推敲，□中依序應填入的選項是：  

天下有一人知己，可以不恨。不獨人也，物亦有之。如□以淵明為知己，□以和靖為知己，竹以子猷為知己，

蓮以濂溪為知己，□以避秦人為之知己，石以米顛為知己，荔枝以太真為知己，茶以盧仝、陸羽為知己，香草

以靈均為知己，蓴鱸以季鷹為知己，蕉以懷素為知己，瓜以邵平為知己，雞以處宗為知己，□以右軍為知己，

鼓以禰衡為知己，琵琶以明妃為知己。一與之訂，千秋不移。(張潮《幽夢影》) 

（A）桃／梅／菊／書      （B）菊／杏／桃／鵝 

（C）菊／梅／桃／書      （D）菊／梅／桃／鵝 

8.下列關於甲、乙二首歌詠陶淵明詩的解讀，正確的選項是： 

 甲、陶潛酷似臥龍豪，萬古潯陽松菊高。 

莫信詩人竟平澹，二分梁甫一分騷。(龔自珍〈雜詩〉)  

 乙、南陽少，北窗老，兩臥千秋同矯矯。 

   南陽慶遭逢，北窗終潦倒。(陳起榮〈詠史〉) 

（A）甲詩中的「梁甫」，是指唐朝詩人杜甫             （B）乙詩中的「南陽」，是指〈桃花源記〉中的劉子驥 

（C）甲詩認為陶詩平淡有致，乙詩稱讚陶淵明卓然出眾  （D）甲、乙二詩皆共同提及的歷史人物有二位 

9.下列關於〈桃花源記〉與〈桃花源詩〉的敘述，錯誤的選項是：  

 （A）前者中的「不復出焉，遂與外人間隔」與後者中的「往跡浸復湮，來逕遂蕪廢」相互呼應 （B）前者以虛實

交錯的故事手法，鋪陳漁人進出桃花源的歷程，寄寓了對追尋理想世界的幻滅 （C）後者直接敘述桃花源的歷

史狀態，抒發作者的感慨與願望 （D）二者皆述及桃花源社會經濟自足，没有剝削、不必繳納賦稅的內容。 

10.小說中的人物性格、形象往往不直接明說，而間接透過言語動作呈現。下列是〈范進中舉〉中的文句，人物的

言語動作與性格、形象的說明不符合的選項是：  

 （A）我自倒運，把個女兒嫁與你這現世寶、窮鬼，歷年以來，不知累了我多少！如今不知因我積了什麼德，帶挈

你中了個相公，我所以帶個酒來賀你：表達胡屠戶得了便宜還賣乖的形象 （B）范舉人先走，屠戶和鄰居跟在

後面。屠戶見女婿衣裳後襟滾皺了許多，一路低著頭替他扯了幾十回：刻劃胡屠戶奉承巴結的性格 （C）若是

家門口這些做田的、扒糞的，不過是平頭百姓，你若同他拱手作揖，平起平坐，這就是壞了學校規矩，連我臉

上都無光了：表現胡屠戶庸俗勢利的嘴臉 （D）胡屠戶道：「你是個爛忠厚沒用的人，所以這些話我不得不教導

你，免得惹人笑話。」范進道：「岳父見教的是。」：表現范進諄諄受教的謙和性格。 

11.閱讀下文，周進逛貢院時「一頭撞在號板上」的主要原因是： 

        昔周進無事，閒著街上走走。看見紛紛的工匠，都說是修理貢院；周進跟到貢院門口，想挨進去看……雜

貨行主人指道：「這是『天』字號了，你自進去看看。」周進一進了號，見兩塊號板擺的齊齊整整；不覺眼睛裡

一陣酸酸的，長嘆一聲，一頭撞在號板上，直殭殭不醒人事。眾人多慌了，只道一時中了惡。行主人道：「想是

這貢院裡久沒有人到，陰氣重了，故此周客人中了惡。」金有餘道：「賢東！我扶著他，你且去到做工的那裡借

口開水來灌他一灌。」行主人應諾，取了水來，三四個客人一齊扶著，灌了下去，扶著立了起來。周進看著號

板，又是一頭撞將去；這回不死了，放聲大哭起來，眾人勸著不住。周進也不聽見，只管伏著號板，哭個不住；

一號哭過，又哭到二號，三號；滿地打滾，哭了又哭，哭的眾人心裡都悽慘起來。 

        眾人七手八腳，將他扛擡了出來，貢院前一個茶棚子裡坐下，勸他吃了一碗茶；猶自索鼻涕，彈眼淚，傷

心不止。內中一個客人道：「周客人有甚心事，為甚到了這裡這等大哭起來，卻是哭得利害？」金有餘道：「列

位老客有所不知，我這舍舅，本來原不是生意人；因他苦讀了幾十年的書，秀才也不曾做得一個，今日看見貢

院，就不覺傷心起來。」自因這一句話道著周進的真心事，於是不顧眾人，又放聲大哭起來。 

（節錄自《儒林外史》第二回） 

 （A）一生窮困，悲從中來         （B）中了惡靈，身不由己 

 （C）屢考屢敗，無緣中榜         （D）兒子赴試，失利傷心 

12.下列四則文句皆為明清章回小說的回目，請先根據相關線索判斷各屬於哪一部小說，然後選出敘述正確的選項： 

 甲：林瀟湘魁奪菊花詩，薛蘅蕪諷和螃蟹詠聖 

 乙：范學道視學報師恩，王員外立朝敦友誼 

 丙：林教頭刺配滄州道，魯智深大鬧野豬林 

 丁：趙雲截江奪阿斗，孫權遺書退老瞞 

 （A）甲為中國最早的章回小說       （B）乙是晚清最負盛名的譴責小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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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一國文科試題 

（C）丙是最為通行的章回小說       （D）丙、丁皆為小說界四大奇書之一 

13.閱讀下文，選出說明正確的選項： 

第一則、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 

第二則、 

 

（A）第一則旨在講述為學與人際往來的原則、方法 （B）第二則是針對第一則全章的內容，逐句討論其意涵 

（C）乙認為成德之事，比起學習更為重要 （D）甲對「人不知而不慍」的理解是，學習貴在深有所獲，不必在

意別人評價 

14.孔子回答子貢問士時，將「士」分為三個等級。下列選項，何者不包括在此三個等級之中：  

 （A）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    （B）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 

（C）行己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                        （D）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 

15.下列關於此詩的解讀，敘述錯誤的選項是： 

我騎著一匹拐腿的瞎馬，／向著黑夜裡加鞭；／向著黑夜裡加鞭，／我跨著一匹拐腿的瞎馬！／我衝入這黑綿

綿的昏夜，／為要尋一顆明星；／為要尋一顆明星，／我衝入這黑茫茫的荒野。／累壞了，累壞了我胯下的牲

口。／那明星還不出現；／那明星還不出現，／累壞了，累壞了馬鞍上的身手。／這回天上透出了水晶似的光

明，／荒野裡倒著一隻牲口，／黑夜裡躺著一具屍首。／這回天上透出了水晶似的光明！ 

（徐志摩〈為要尋一個明星〉）                     

                                                                            

  （A）「騎著一匹拐腿的瞎馬，向著黑夜裡加鞭」隱喻毫無頭緒盲目地瞎闖 （B）「為要尋一顆明星」句式的重複，

展現追求理想的熱切渴望 （C）「累壞了」一詞一再地出現，說明征途雖艱辛卻仍不懈怠 （D）此詩旨在表達堅

持追尋理想至死不悔的精神。 

16－18 為題組 

閱讀下列文字，回答 16─18題。 

甲 

  丁肇中在諾貝爾晚宴上刻意以華語致詞，內容不長，但有深意，其中一段是：「中國有一句古話：『勞心者

治人，勞力者治於人。』這種落後的思想，對在發展中國家的青年們有很大的害處。由於這種思想，很多發展

中國家的學生都傾向於理論的研究，而避免實驗工作。事實上，自然科學理論不能離開實驗的基礎，特別物理

學是從實驗產生的。」丁肇中希望由於他獲獎能夠促使發展中國家的學生「注意實驗的重要性」。 

  丁肇中成長於傳統社會，何以能夠避開他所言「落伍思想」的影響？其實他在密西根大學攻讀博士期間，

也一度想鑽研理論物理，但由於受到該校一位老師的啟發，才下定決心投入實驗。這位老師是理論物理學家烏

倫貝克（George Uhlenbeck），以提出電子自旋概念聞名。丁肇中在選擇研究方向舉棋不定之際，就教烏倫貝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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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他對丁肇中說，和普通的理論學家相比，普通的實驗學家對於科學的用處更大；在理論物理領域，能做

出有用研究的人很少，但是實驗工作多少都能有些價值。這番話點醒了丁肇中。 

  對於理論與實驗的關係，法國數學大師龐卡赫（Henri Poincare）有過這樣的闡述：「科學是建立在事實之

上，就好像房子是用石頭所建造，但是就如同房子不僅是一堆石頭而已，僅有一堆事實也不是科學。」龐卡赫

所點出的即是實驗學家蒐集了很多關於大自然的「事實」，但是如果沒有人把這些事實組織起來，成為有系統的

知識，這些事實也不會有太大意義。以龐卡赫的石頭比喻來說，烏倫貝克的看法可解釋成你如果有本事設計出

漂亮的房子，去做無妨，如果不行，就當個搬石頭的工人，因為這樣也有貢獻。 

  不過烏倫貝克並沒有全面性評價各種理論工作的意義，他似乎只強調了愛因斯坦相對論這種等級的理論，

難怪他會說「能做出有用（理論性）研究的人很少」。然而眾多驗證性、計算性、試探性的理論工作，也是科學

進展中所不能缺少的，就好比固然一棟建築的整體設計理念最為根本，但是每個房間的細部規劃也都是必要工

作。(高涌泉〈實驗學家 vs.理論學家〉) 

乙 

  孟子曰：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為備。如必自為而後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勞心，或勞力；

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孟子‧滕文公上》) 

丙 

父親教會我如何觀看萬物。有一天我正在玩「特快拖車」——是一輛邊緣有圍欄的小拖車，可以讓小孩拉

著跑來跑去。圍欄裡有顆球，拉著拖車跑時，我注意到球在動。所以我跑去跟父親說：「爸！我注意到一件好玩

的事。當我突然拉動車子的時候，球會往後滾，而當我突然停下來時，球居然往前滾了。」我問道：「為什麼啊？」

父親說：「沒有人知道。一般來說，萬物都傾向保持原來運動的狀況：動者恆動，靜者恆靜，這樣的特性稱為慣

性。但沒人真正知道為什麼會這樣。」 

  我很小就明白，父親不會隨便抓個名稱搪塞我，他很清楚「知道某樣東西的名稱」跟「了解某樣東西」是

完全不同的。他繼續說：「如果你觀察得更仔細，就會發現球並沒有往後滾。由於你拖著車往前跑，球看起來像

是往後滾，事實上，摩擦力讓小球稍稍向前呢！」所以我回到小拖車旁，把球放好，拉著拖車向前跑，看看父

親說的是否正確。確實如此，相對於地面來說，球果真往前動了一些，但由於拖車向前移動，因此球看起來像

是滾到後頭去了。父親就是用各式各樣的例證引導我，沒有任何壓力，只有生動有趣的討論，這才能得到深刻

的領悟。(費曼〈發現事理的樂趣〉) 

16.下列關於甲文的解讀，敘述正確的選項是： 

 （A）將理論學家比喻為搬石頭工人，實驗學家比喻為設計師 （B）借龐卡赫的石頭與房子的比喻，說明無論實

驗學家或理論學家對科學而言都是必要的 （C）烏倫貝克教授對丁肇中的啟發是，讓他認知到實驗與理論具有

同樣的重要地位 （D）作者認為實驗學家比起理論學家，前者更為重要。 

17.關於甲、乙文對於「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的認知與詮釋，敘述錯誤的選項是：  

（A）甲文引述丁肇中的話，認為理論的研究屬勞心之事，而實驗工作則是勞力之事 （B）乙文對於勞心者與勞

力者的劃分，主要著眼於社會分工的必要性 （C）甲文之所以認為「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的觀念對青

年有害，是因為使青年誤認為勞力者容易被剝削 （D）乙文認為勞力者有供養勞心者的義務。 

18.對於科學的態度，甲、丙二文共同談及的重要原則是：  

 （A）對現象要多加觀察                 （B）對於不清楚的事，不可敷衍應付  

（C）透過驗證的檢核，是不可或缺的原則 （D）實驗比理論更為重要 

19－20 為題組 

閱讀下文，回答 19─20題。 

      科舉既然把讀書當作手段，把做官當作目的，文化學和政治學上的人性內核也就被抽離；科舉的成敗關

及家族倫理的全部榮譽，於是家族倫理的親情牽累也就必須顧全大局，暫時割捨，奉獻給那種沒有期限的苦讀、

別離、期待。一來二去，科舉便與正常人情格格不入，上文所引一系列家庭悲劇，皆是例證。那些不敢回家的

讀書人，可以置年邁的雙親於不顧，可以將新婚的妻子扔鄉間，只怕面子不好看，這樣做開始是出於無奈，但

在這種無奈中必然也會滋生出矯情和自私。《西廂記》雖然描摹了張生一旦科舉高中，終於與鶯鶯門當戶對地

結合的遠景，卻也冷靜地估計到此間希望的渺茫，因此為張生別離愛人去參加科舉考試的那個場景，動用了最

為悲涼的詞句：「曉來誰染霜林醉？總是離人淚！」然而《西廂記》長久被目為不經的淫書，只有鐵石心腸地

癡想金榜的男人才被充分讚揚。鐵石心腸不要感情，卻並不排斥肉慾，那位王泠然開口向老朋友提的要求，第

一項就是要一個女人。俗諺謂「    」，也是這個意思。要肉慾而不要感情，又把不要感情妝扮得堂而皇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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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便是矯情中的矯情，中國書生中的偽君子習氣，也大多由此而生。在我看來，科舉制度對社會生活的損害，

也是從它離間普通的倫常人情開始的。一種制度，倘若勢必要以損害多方面的正常人情為代價，那麼它就不會

長久是一種良性的社會存在。終有一天，要嘛因它而阻礙社會的健康發展，要嘛由健康發展的社會來戰勝它，

別無他途。同樣，一批與正常人情相背逆的人，哪怕是萬人矚目的成功者，也無以真正地自立歷史，並面對後

代。應該說，這是科舉制度在中國書生身上留下的又一遺憾。（余秋雨《山居筆記‧十萬進士》） 

19.根據上文，選出不符合作者想法的選項： 

 （A）科舉成就與倫理親情產生衝突時，往往以犧牲後者為代價 （B）引用《西廂記》的例子，旨在說明科舉違

背了正常的人情 （C）為了高中科舉，男人的負心應該被讚揚 （D）古代讀書人的偽君子習氣，來自於面子與

裡子都要兼顧。 

20.上文「  」內最適合填入的是： 

 （A）書中自有千鐘粟             （B）書中自有黃金屋 

（C）書中自有顏如玉             （D）書中車馬多如簇 

 

二、多重選擇題（21-30 題，每題 2.5 分，每答錯一個選項得 1.5 分，答錯二個選項得 0.5 分，

答錯三個選項以上得 0 分，共 25 分） 
21.下列各組文句，「 」內字義相同的選項是：  

 （A）岳父「見」教的是／生孩六月，慈父「見」背 

 （B）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軒凡四遭火，得不焚，「殆」有神護者 

 （C）岐王宅裏「尋」常見，崔九堂前幾度聞／聞之，欣然規往，未果，「尋」病終 

 （D）得其船，便扶「向」路，處處誌之／又北「向」，不能得日，日過午已昏 

 （E）「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歟 

22.下列各組文句，「 」內詞義不相同的選項是： 

 （A）風簷展書讀，「古道」照顏色／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師說以貽之 

 （B）土地平曠，屋舍「儼然」／見浮圖於海中，光明照耀，「儼然」如新  

（C）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 

 （D）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過吏勢／阡陌「交通」，雞犬相聞  

（E）率「妻子」邑人來此絕境，不復出焉／范進進學回家，母親、「妻子」，俱各歡喜 

23.費曼的父親透過將知識轉換成具體情境的方式，讓他對知識有更鮮明而深刻的理解。例如：在介紹身高二十五

英尺，頭部寬六英尺的霸王龍時，他說：「霸王龍若是站在前院，高到可以把頭探進窗子，不過牠如果真的探頭

進來，鐵定會將窗戶弄壞，因為牠的頭實在太寬了」。下列文句說明事理的方式，與此相同的選項是： 

 （A）第一代 iPod的容量可以把 1000首歌放進口袋裡 

 （B）這次新推出的可攜式數位音樂播放器是 185公克，容量為 5GB  

（C）CITY CAFE在城市，探索城事  

（D）有用心，才安心；安心用亞太，用亞太安心 

 （E）奈米就是十億分之一公尺。它小到什麼程度？就好比把地球縮到一顆彈珠，或把一隻大象縮到 DNA這麼小 

24.下列關於詩句的詮釋，正確的選項是：  

 （A）明月皎皎照我床，星漢西流夜未央。牽牛織女遙相望，爾獨何辜限河梁─表達即將與丈夫相聚的喜悅渴望 

 （B）昔年十四五，志尚好書詩。被褐懷珠玉，顏閔相與期─表達年少時甘於貧窮，而以才德為重的心志  

（C）蟬噪林逾靜，鳥鳴山更幽。此地動歸念，長年悲倦遊─表達長期在外遊歷的倦怠感，透過享受自然景物讓

自己心境平和  

（D）宿昔不梳頭，絲髮被兩肩。婉伸郎膝上，何處不可憐─表達女子感情失意，懶於梳理自己的倦態  

（E）對案不能食，拔劍擊柱長嘆息。丈夫生世能幾時，安能蹀躞垂羽翼─表達不得志的憤懣，無法為國效勞的

委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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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再別康橋〉：「滿載一船星輝」一句，運用轉化的修辭，使感官產生鮮明的印象。下列歌詞，也運用轉化手法

的選項是：  

（A）一壺漂泊／浪跡天涯難入喉／妳走之後／酒暖回憶思念瘦  

（B）明明，話那麼寒心／假裝，那只是叮嚀／淚盡，也不能相信 

   （C）時間是凍結在玄關的雨／模糊你離去的腳印／至少那／漣漪／證明我們曾走在一起 

   （D）灼灼桃花涼，今生愈漸滾燙，一朵已放心上，足夠三生三世背影成雙  

（E）山藥，當歸，枸杞，GO。看我抓一把中藥，服下一帖驕傲 

26.下列文句畫底線處的詞語，運用恰當的選項是： 

 （A）身為下屬理當聽命行事，但也要懂得便宜行事，不能生硬死板，不知變通 

 （B）要成大事者必須當機立斷，不宜借箸代籌，猶疑不決 

 （C）只顧自己享受舒適的冷氣，而將冷凝水隨意地排出，此種以鄰為壑的行為應加以制止 

 （D）讀書做人不能只顧謀私利，須有一顆二三其德、助人為樂之心，取之社會用之於社會 

 （E）氣候變異無常，雖已近冬天，卻仍然人浮於事，冷熱不定，真讓人備感不適 

27.下列關於〈再別康橋〉的敘述，正確的選項是：  

（A）第一節連用三次「輕輕的」，表達出瀟灑不羈的浪漫情懷 

（B）「在康河的柔波裡／我甘心做一條水草」是對康河眷戀情深的表現 

（C）「尋夢？撐一支長篙／向青草更青處漫溯」意在表達詩人對康橋美好往日的追尋 

（D）「金柳」、「青荇」、「笙蕭」等意象的運用，使詩歌具有古典的意韻 

（E）本詩以三音步的格律安排詩的節奏，例如「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陽中的／新娘」，表現新月派對建

築美的重視。 

28.下列有關文學常識的敘述，正確的選項是： 

 （A）新月派詩人開創了一種新的格律詩，但也因為講究章句整齊，而被譏為「豆腐乾詩」 

 （B）陶淵明詩風平淡質樸，深受當代詩評家所重視，鍾嶸《詩品》將之列為中品 

 （C）蘇軾評陶淵明詩：「質而實綺，癯而實腴。」乃在說明陶詩文字樸實，而內容給人一種清瘦之感 

 （D）《儒林外史》以明代為背景，運用寫實手法，揭發舊禮教與科舉的弊害 

 （E）晚清四大譴責小說是指：《儒林外史》、《官場現形記》、《孽海花》、《老殘遊記》 

29.閱讀下文，選出敘述正確的選項： 

       陶淵明是古代士大夫的一個精神家園，通過他我體察到古代許多士大夫的心靈。蘇東坡得東林寺大字本陶

集，不願一口氣讀完，他「每體中不佳，輒取讀，不過一篇，惟恐讀盡後，無以自遣耳。」我研究陶淵明的心

情跟蘇東坡有近似之處。 

研究陶淵明，是我聆聽他的心聲，與他對話、交朋友的過程。我對陶淵明有這樣一個基本的看法，就是他

一方面延續魏晉詩歌的古樸作風，而進入更加純熟的境地，像一座里程碑，標誌古樸詩歌所能達到的高度；另

一方面他又是一位創新的先鋒，他成功地將「自然」提升為一種美的至境，使詩歌和日常生活相結合，並且開

創了田園詩這種新的體裁。他的清高、耿介、灑脫、恬淡、真率、淳厚、善良，還有他的幽默，他對人生所做

的哲學思考，連同他的作品一起，為後世的士大夫構築了一個巢，構築了一個精神家園，一方面可以提醒他們

和虛偽醜惡劃清界限，另一方面也可以使他們得到休息和逃避。所以在中國，特別是宋代以後，知識分子對陶

淵明有強烈的認同感。蘇東坡開始寫和陶詩，後來形成風氣和傳統，有許多著名文人都寫過和陶詩。取他詩文

中的詞語作典故，或作自己的齋號的也很多。所以我說陶淵明已經成為中國文化的一個符號，代表中國文化一

部分精粹的東西。誇大一點說，懂得了陶淵明就懂得了中國古代士大夫精神世界的一半。  

(袁行霈〈博採、精鑒、深味、妙悟：中國詩歌藝術研究〉) 

 （A）蘇軾不願一口氣讀完東林寺大字本陶集，主要是因為身體欠安，無法讀盡 

 （B）陶淵明對中國詩歌既有沿襲也有所開創 

 （C）文中不僅歌頌陶淵明的詩，也推崇他的人品和氣節 

 （D）中國知識分子對陶淵明產生認同感，一直要到宋代以後  

（E）朱熹評陶淵明：「這邊一面清談，那邊一面招權納貨。陶淵明真個能不要，所以高於晉宋人物。」與作者對

陶淵明人格的評價不謀而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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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關於下列甲、乙二首詩的解讀，正確的選項是： 

甲、 

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誤落塵網中，一去三十年。羈鳥戀舊林，池魚思故淵。 

開荒南野際，守拙歸園田。方宅十餘畝，草屋八九間。榆柳蔭後園，桃李羅堂前。 

曖曖遠人村，依依墟里煙。狗吠身巷中，雞鳴桑樹巔。戶庭無塵雜，虛室有餘閑。 

久在樊籠裡，復得反自然。(陶淵明〈歸園田居‧一〉)  

乙、 

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道狹草木長，夕露沾我衣。 

衣沾不足惜，但使願無違。(陶淵明〈歸園田居‧三〉) 

（A）甲詩以「羈鳥戀舊林，池魚思故淵」，表達厭倦官場生活、嚮往山野生活的心情 

（B）乙詩藉由「衣沾不足惜，但使願無違」，表達希冀社會豐衣足食，人飢己飢的仁者心願 

（C）甲詩以「誤落塵網」、「久在樊籠」抨擊官場爾虞我詐，虛偽裝假的風氣 

（D）二詩皆以農家生活取材，甲詩寫農家勞動的辛勤，乙詩則寫農村生活的簡樸閒適 

（E）甲詩隱含「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的人生省悟。 

 

第貳部分：非選擇題(佔 20 分) 

三、形、音、義測驗（每格 1 分，共 10 分。1-3 字音題；4-6 字形題；7-10 字義題） 

1.「硜」硜然       2.「綰」頭髮       3.「詣」太守       4.黃髮垂「ㄊㄧㄠˊ」    5.「ㄊㄤˊ」塞    

6.「ㄘㄨˋ」擁     7.「漫」溯         8.「啐」在臉上     9.「腆」著肚子          10.「扶」向路 

 

四、默寫測驗（每格 0.5 分，共 10 分。寫錯一個字 0 分） 

1.但我不能放歌，﹙  1  ﹚，﹙  2  ﹚；﹙  3  ﹚！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來。 

2.秋風蕭瑟天氣涼，﹙  4  ﹚，﹙  5  ﹚。﹙  6  ﹚，﹙  7  ﹚，君何淹留寄他方？ 

3.結廬在人境，﹙  8  ﹚。﹙  9  ﹚，（  10  ）。﹙  11  ﹚，﹙  12  ﹚。﹙  13  ﹚，﹙  14  ﹚。此中有真意，欲辯已

忘言。 

4.請默出〈子夜歌‧七〉（此詩為痴情女子對情郎背約負心的譴責）：﹙  15  ﹚，﹙  16  ﹚。﹙  17  ﹚，﹙  18  ﹚。 

5.﹙  19  ﹚，﹙  20  ﹚。無論君不歸，君歸芳已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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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單選題 

1.解析：A。（A）ㄓㄨˋ／ㄕㄨ／ㄩˊ（B）ㄒㄧㄝ／ㄑㄧㄝˋ／ㄑㄧㄝˋ（C）ㄕㄠ／ㄒㄧㄠˋ／ㄕㄠ（D）ㄍㄠ

／ㄍㄠˇ／ㄍㄠˇ。 

2.解析：D。（A）孥→弩（B）驅→趨（C）依→倚(D)沫→秣；其→奇。 

3.解析：D。（A）依從／等到（B）成就／竟然（C）攀爬／沿著（D）了。 

4.解析：C。不去……不去……也不去句式相連，所以戊丙接在最後。 

5.解析：C。甲：癡纏的等待在灰飛煙滅後，所以等待下一次的輪迴；乙：收藏的動作配合拾荒者；丙：旋轉木馬

彼此保持追逐而等距，雲霄飛車是一列車，没有彼此追逐的情形。 

6.解析：B。甚「異」之是單純感到驚奇，而想追尋美的心，所以才有機緣進入桃花源。劉子驥有計劃性探訪，因

為有心為之，故不得而入，而非命短之故。 

7.解析：D。語譯：世上能有一個知己，便可以不再遺憾。不僅人是這樣，物也是如此。譬如菊花把陶淵明作為知

己，梅把林逋作為知己，竹把王徽之作為知己，蓮花把周敦頤作為知己，桃花把世外避秦人作為知己，杏把董

奉作為知己，奇石把米芾作為知己，荔枝把楊貴妃作為知己，茶把盧仝、陸羽作為知己，香草把屈原作為知己，

蓴、鱸把張翰作為知己，芭蕉把懷素作為知己，瓜把召平作為知己，雞把宋處宗作為知己，鵝把王羲之作為知

己，鼓把禰衡作為知己，琵琶把王昭君作為知己。他們之間，一旦相互訂交，千秋萬代不會變移。 

8.解析：D。甲詩：首句說陶淵明的豪氣很像諸葛亮，諸葛亮好為梁甫吟，騷為離騷，指屈原。作者認為陶淵明二

分像諸葛亮，一分像屈原。乙詩：南陽指諸葛亮；北窗指陶淵明。矯矯，卓然出眾的樣子。諸葛亮、陶淵明皆卓

然出眾，諸葛亮遭逢明主施展才能，陶淵明卻潦倒不得志。（A）甲詩中的「梁甫」，是指〈梁甫吟〉一詩（B）乙

詩中的「南陽」，是指躬耕南陽的諸葛亮（C）甲詩反駁陶詩平淡之見。（D）共同提及的歷史人物諸葛亮、陶淵明。 

9.解析：D。只有〈桃花源詩〉述及：春蠶收長絲，秋熟靡王稅。 

10.解析：D。呈現范進唯唯諾諾的庸懦性格。 

11.解析：C。由「因他苦讀了幾十年的書，秀才也不曾做得一個，今日看見貢院，就不覺傷心起來。」寒窗苦讀，

無緣中榜，觸景傷情，悲從中來，所以才會「一頭撞在號板上」。 

12.解析：D。甲：紅樓夢；乙：儒林外史；丙：水滸傳；丁：三國演義（A）最早的章回小說是水滸傳，應為最出

色的世情小說（B）最負盛名的諷刺小說（C）最流行的章回小說是三國演義。 

13.解析：D。(A)本章乃孔子示人為學的方法、樂趣及態度，並未強調人際往來之道 (B)乙文討論了「學而時習之，不亦說

乎」、「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的意涵，並未述及「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C）並未比較學與成德何者更重要。

引文二語出《朱子語類》卷十九．論語．學而篇上。語譯： 

甲：「將已經學得的學問時時加以溫習，不是很令人

欣喜嗎？」學到精熟之後，自然就欣喜了嗎？ 

乙：看事物逐漸明白曉暢，躬行實踐也逐漸熟練，

便欣喜了。 

甲：「別人不知道我的才學，我不生氣」，這是學習

深有所獲，外在事物便不值得牽掛。學習到此境界，

才算完成，是嗎？ 

乙：這件事非常困難。慍怒，並不是指衝動大怒，

而是連小小的不愉快都算。 

丙：上蔡先生曾說，這一章談的是成就德行之事。 乙：將已經學得的學問時時加以溫習，也還不是成

就德行的事。要到別人不知道我的才學，我不生氣，

才是成就德行的事。 

14.解析：A。 

15.解析：A。追尋的資源條件是匱乏的。此詩旨在寫在艱困如黑夜的環境中，雖然條件不足，但仍心繫追尋那一

個象徵理想的明星。即使累壞了、倒下了，仍然執意不悔。 

16.解析：B。（A）將實驗學家比喻為搬石頭工人，理論學家比喻為設計師（C）實驗學家對於科學的用處更大（D）

具有相同的重要性。 

17.解析：C。孟子將人分為勞心、勞力兩種，勞心者管理勞力者、勞力者被勞心者統治。這點在中國來說是普遍

現象。「治於人者食（ㄙˋ）人，治人者食（ㄙˋ）於人，天下之通義也。」意思是：百姓供養統治者，統治者

受到百姓供養，也是社會上普遍的道理（C）因為青年受到影響，選擇傾向於理論的研究，而避免實驗工作。 

18.解析：C。甲文：然而眾多驗證性、計算性、試探性的理論工作，也是科學進展中所不能缺少的。丙文：親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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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證「特快拖車」的結果，皆談及驗證的重要性。 

19.解析：C。只有鐵石心腸地癡想金榜的男人才被充分讚揚，是一句批判性的話，作者批判那些為了科舉而損害

人情的讀書人。（D）從要肉慾而不要感情，又把不要感情妝扮得堂而皇之，這便是矯情中的矯情可推知。 

20.解析：C。由第一項就是要一個女人、要肉慾而不要感情可推知與女色有關。 

二、多重選擇題 
21.解析：AE（A）我（B）危險、不安／大概（C）經常、時常／不久（D）先前／朝著（E）竟然。 

22.解析：ABCDE（A）古人的道義風範／古人從師問學之道（B）整齊／宛然、彷彿（C）才識器量不足的人／百姓

（D）交往、往來／交錯相通（E）妻子和子女／妻子。 

23.解析：AE。解題關鍵：將抽象的事理轉換為具體的方式表達。（B）185公克，5GB為抽象概念，將 1000首歌放

進口袋裡把抽象的數字容量具體化（C）直述其事（D）純粹是抽象地表達。 

24.解析：BE。（A）分隔兩地憂思難解的感傷（C）厭倦官場生活，辭官歸隱的念頭（D）熱戀中女子甜美幸福，自

憐自得的情景。 

25.解析：ACDE。（A）一壺「漂泊」（B）直抒感情，没有轉化運用（C）「時間」是凍結在玄關的「雨」，（D）今生

愈漸滾燙，一朵已放心上（E）服下一帖「驕傲」。 

26.解析：AC（A）不必請示上級，而根據實際情況或變化處理事務（B）代人謀劃策略（C）只圖私利而遺害周圍

的人（D）意志不專，反覆無常（E）找工作的人多於工作機會。 

27.解析：BCD。（A）表達不願驚動康橋的靜謐與優美（E）對音樂美的重視。 

28.解析：AD（B）不受當代所重視，六朝所重者為華麗的文風（C）說明陶詩文字雖樸實，內容卻甚為豐實（E）《儒

林外史》改為《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 

29.解析：BCE。（A）捨不得讀完（B）延續魏晉詩歌的古樸作風，開創了田園詩這種新的體裁（D）宋代以後，知

識分子對陶淵明有特別強烈的認同感，唐朝時李白、杜甫、王維等人早已對他傾心（E）從他的作品構築了一

個精神家園，提醒他們和虛偽醜惡劃清界限可推知。 

30.解析：AE。（B）表達歸隱之心的自我告白（C）追悔自己過往官場生活，以及內心的壓抑與痛苦（D）甲詩寫農

村生活的簡樸閒適，乙詩則寫農家勞動的辛勤。 

甲詩語譯： 

從小沒有投合世俗的氣質，性格本來就愛好山野大自然。錯誤地陷落在人世間的羅網中，轉眼就是十三年。 

關在籠中的鳥兒想念往日居住過的樹林，被束縛養在池中的魚兒思念生活過的深潭。到南邊的原野裏去開墾荒

地，依著愚拙的原本心性回家耕種田園。住宅四周有十多畝地，茅草房子有八、九間。榆樹、柳樹遮掩著後簷，

桃樹、李樹羅列在大堂的前面。遠遠的村落隱約的依稀可見，樹落上的炊煙隨風輕柔地飄揚。狗在深巷裏吠，

雞在桑樹頂鳴。門庭裏沒有世俗瑣雜的事情煩擾，寧靜的生活環境有的是閒暇的時間。過去長久地像困在籠子

裏面，而今總算又能夠返回到大自然了。 

三、形、音、義測驗 

1.ㄎㄥ     2.ㄨㄢˇ     3.ㄧˋ    4.髫     5.搪        

6.簇        7.不經心的樣子          8.吐口水，表示輕視或憤怒      9.凸出、挺起       10.沿著 

 

四、默寫測驗（每格 0.5 分，共 10 分。寫錯一個字 0 分） 

1.悄悄是別離的笙簫 2.夏蟲也為我沉默 3.沉默是今晚的康橋 4.草木搖落露為霜 5.群燕辭歸雁南翔 

6.念君客遊思斷腸 7.慊慊思歸戀故鄉 8.而無車馬喧 9.問君何能爾 10.心遠地自偏 

11.采菊東籬下 12.悠然見南山 13.山氣日夕佳 14.飛鳥相與還 15.始欲識郎時 

16.兩心望如一 17.理絲入殘機 18.何悟不成匹 19.綠草蔓如絲 20.雜樹紅英發 

 


